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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發表的文章觀點及內容屬於作者及受訪者的意見，
並不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的立場。

編者語

在文創產業當中，設計和廣告這兩個領域，

可說是最「和藹可親」的。何解？電影和小說，

未必人人會看，但都一定會接觸過設計──任何

產品都需要設計，而廣告就是把商品設計發揚

光大的媒介，也就是人人也會接觸到。這兩個早

在「文創」成為流行語之前就已有相當發展的行

業，在澳門的情況又如何？今期文創焦點和文創

人對談，我們請來相關領域的達人逐一探討。

文創盛事則為你報告澳門樂壇一年一度盛事

至愛新聽力；而世界正文創今次遠走伊朗，一睹

這個國度的電影工業如何大放異彩。

七位博客，繼續帶來各種精彩文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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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質東隅在本澳並沒有門市，但在台灣誠品、主打設計商

品的網站Pinkoi和內地的暖島網薄有名氣。其創辦人蕭啟東把高

級木材的棄置部分重新打磨，創作出一件又一件的木製飾物和文

具。這除了是蕭啟東對環保的追求外、還有原木所代表的純粹和

簡單。作品中注入設計師的熱情，讓使用者感受到作品的温度。

這些都是原質東隅創作的方針。

蕭啟東說：「我的家人在內地有木製傢具的生意，而且自設

廠房生產，傢具所用的紅木屬於上等木材，即使是木材的邊角都

有其獨特的紋理。原本剩餘的木材會被銷毀，如今重新被賦予生

命，這正正是原質東隅的創作宗旨──天生我柴必有用。」

蕭啟東曾在台灣修讀產品設計，回到澳門後，他坦言對澳門

的產品設計業感到失望，不單文創氣氛比台灣差，更是因為他的

專業無法在澳門大展拳腳。在成立原質東隅之前，他只能從事平

面設計的工作，好讓自己所學不至荒廢。但他雖然失望，卻從中

找到轉機──正正是因為澳門缺少產品設計，才推動了蕭啟東創

立原質東隅。

原質東隅如今只靠三個人維持公司的營運，蕭啟東直言由

去年成立至今收支已達平衡，但最大問

題是隨著公司規模擴張，人手卻一直不

足，所以設計上的工作都靠蕭啟東「一

腳踢」。

「其實在外地讀產品設計的人不少，但很多回到澳門後都熱

情變淡，因為始終在澳門很難靠此找工作。」

蕭啟東覺得澳門的手作產品水平其實與台灣是伯仲之間，

但台灣的手作產品漸趨商業走向，已做到系統化及流水式作業生

產，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於產品能在本土生產。相對來說，澳門

始終先天條件不足（如無法在本土設廠生產），難以學習台灣的

模式，所以只能以風格取勝。蕭啟東認為，澳門文創業的出路，

就是產品要有風格和獨特的美學。

蕭啟東從原先租借工作室創作，到進駐澳門設計中心已將近

一年，他說此舉對公司的營運有莫大的幫助。「除了租金較市場

價格便宜之外，更重要的是澳門設計中心內都是從事創作的人，

在舉行展覽或活動時，或許需要不同範疇的幫助，這一點是在街

外租借工作室所沒有的優點。」

原質東隅一向只設計飾品和文具等體積較小的產品，蕭啟東

認為在創作上應該要有所突破，因此，未來將會以大型家具為目

標，並以「城前啟後：澳門文化再生成果展」 為創作題目。

「這個系列的木材都是來自澳門一些近百年歷史的廢棄住

宅，我們會將之變成全新的家具。我們希望這個作品可喚起大眾

對環保的關注，並讓舊

澳門的文化融入新的生

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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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燦旭 、吳中天  
圖／ 周煒、廖晟善

 原質東隅設計的木製用品

 蕭啟東回流澳門，創
立原質東隅，推動產
品設計。

在澳門，設計工作常被低估為
只是「做個Logo，畫張海報」那
麼簡單。但近年來，本地的商號愈
來愈注重品牌形象，澳門人也開始
對生活品味有所追求，慢慢對設計
重視起來。澳門的設計師，在這種
情況下起步，會面對甚麼挑戰和機
會？今期，本地三位創意達人，為
你道盡澳門設計的樂與怒。

原質東隅：
作品要做到量產，
但又不失設計師的熱情

創意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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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點設計：
用設計提升
品牌形象

位於關閘馬路678文化創意園的同點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同

點），整個團隊不過六人，其活潑的設計風格贏得不少客戶垂

青，當中包括政府部門、藝術和教育機構、本地及內地品牌。本

地電影《堂口故事3‧心亂疑城》的視覺宣傳品，正出自同點的

手筆。

同點創辦人和主要設計師之一李浩強於2009年在澳門理工學

院設計系畢業後，便到杭州闖蕩，吸收平面設計經驗，自覺時機

成熟，又毅然跳進一個新領域──前往深圳的靳劉高設計公司，

學習商業品牌設計。最後，考慮到內地稅率高等諸多制度上的不

便，李浩強選擇回到澳門繼續他的設計事業。

「回來澳門後，發現澳門的設計公司多數做會展或婚禮等活

動，我則比較喜歡做強悍一點的品牌設計。」不甘困於現狀，李

浩強決定自立門戶。於是，他搭上同窗趙國君和何文裕，同點便

在2013年成立。三位創辦人，一位熟悉政府項目，一位是多媒體

能手，一位在內地做過商業設計，加在一起擦出的能量，正是李

浩強眼中的同點特色。

在內地，大品牌客戶要求高，可能隨時棄用設計公司提供

的方案，因此設計公司必須時刻保持過人的說服力，爭取留住客

戶。而在澳門，一般品牌或婚慶活動找上門來，多是要求較小的

設計服務，而且也比較容易收貨，這也反映出本地企業仍缺乏整

體品牌意識。

「有些餐飲品牌找我們做設計，往往只是要求我們給他們

設計一張餐牌或傳單。我們總要和他們解釋，一張漂亮的餐牌其

實幫不了他們多少。你的餐廳要吸引甚麼樣的客人？員工穿的衣

服，接待客人時打招呼的方式，都要設計！」無形間，同點擔當

起提高客戶重視形象設計的角色。

李浩強表示，政府對設計的重視也有待提高。現時，政府招

標僅僅付錢給中標的設計公司，落選的公司即使完成了九成的設

計工作，也沒有任何補償。在台灣和香港，政府都會先付一部分

錢給競標的公司，中標之後再付另一部分，保證設計公司不會白

做。「政府評選方案的標準竟然沒有設計分，只有時間和花費預

算，這是把設計公司當成製作公司，並不合理。我認為政府有責

任帶頭重視設計。」

和其他文創行業不同，設計公司並不會生產電影、音樂、書

籍等獨立產品，其設計需要配合客戶的整個生產和銷售計畫。那

如何才能擺脫這種依賴客戶的局面？同點的做法是──自己出產

品，自己設計。李浩強透露，同點將會推出自家品牌，而且不再

只局限於帆布袋或T恤圖案這些平面設計。「比如說，手錶戴起

來怎樣可以更舒服，都會是我們的設計範圍。」

但自推品牌，就不得不面對缺乏工廠生產的問題，這也是發

展澳門設計業的掣肘。「印海報和橫幅還好，在澳門要做一支筆

的話就不知該去哪裡了。」因此，同點只能與內地工廠合作，生

產即將推出的自家產品。

翻開設計界的世界地圖，我們可以看到法國的華麗、北歐

的簡約、日本的精巧。那麼，澳門要憑怎樣的設計風格才能在世

界上突圍而出？「要是十多年前的話，我會說澳門風格帶有葡國

色彩，但現在，澳門受到的不同影響實在太多了，很難界定澳門

的風格是甚麼。」就已有的設計出品來看，同點本身並沒有特意

將自己包裝成某種風格。李浩強指出，做設計並不是做藝術，設

計師扮演協助客戶與大眾溝通的角色，而不是表達個人觀點或審

美。他寄望澳門產業轉型，不用再單純以賭招徠遊客，才能讓澳

門設計業有更大的發揮。

 同點設計創辦人李浩強把品牌設計經驗帶到澳門，無形
間擔當起提高客戶重視形象設計的角色。



助、而政府的支援則只有文化產業基金的撥款。朱焯信表示，設計中

心所申請的五年營運資金，最後所得的金額只足夠中心兩年運作，但

因為目前其他經費一直由設計師協會提供，即使資助金額未如理想亦

不能不要，令設計中心只能見步行步。

朱焯信笑言，澳門文創業還沒有找到起跑線，亦不知道終點在

哪，最大原因在於政府的立場模糊。「政府一直沒有表明是否不干預

市場營運或是鼓勵市場發展，讓很多有心支持文創產業的中小企業卻

步，他們處於『政府支持我就支持』的位置，讓整個行業發展處於被

動。」

問到澳門設計師應何去何從，朱焯信認為：「澳門比較走得慢，

很多時候澳門設計師已經走得很前，但市民喜歡的產品風格依然相對

保守，讓本地設計師得不到本地市場的支持。但無論如何，設計師不

應只迎合市場，而是要有更多的主導，因為設計師是一門專業，設計

可以改變一個城市的氣氛及美學認知。」

文 創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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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步行步的
澳門設計
中心

由澳門設計師協會籌組的澳門設計中心於去年11月正式營

運，其成立理念及實際作用並不在於做生意，而是以設計為城市

帶來創意和活力，為設計師提供創作空間，並且匯聚不同界別的

設計師，讓他們能夠在同一空間下交流。

中心以低於市價的租金提供工作室給在澳門發展的設計師，

亦有展覽室方便舉辦展覽，地面除了售賣設計師的作品外，還有

小型咖啡室，不過必須要成為會員才可以付費使用中心內各種服

務，如會員能夠接收設計中心的最新資訊等。不過，澳門設計師

協會會長朱焯信坦言單靠賣產品賺不了錢，重要的是讓作品得到

展示的平台，讓喜歡作品的人直接向設計師訂購，令設計師能夠

獨立生存，才是設計中心的最大目標。

設計中心目前的17間工作室已有設計師進駐，朱焯信表示他

們都有各自的專業。「設計中心並不希望進駐的設計師的專業同

質性太強，因為設計中心應該是孕育不同類型的設計師，而不該

只推動單一種類。」

此外，設計師最多只能租用工作室三年，每年都需要接受評

核。由於設計中心的部分經費來自文化產業基金，因此評核人員

中有兩名來自政府，一名來自設計中心。朱焯信認為這種分配十

分不合理。他說：「文化產業基金的人至少必須證明自己對設計

業有所了解，不能造成外行審內行，讓受評核的設計師受到不公

平的對待。」

像設計中心這類機構，一般都會找商業贊助作營運資金，或

是由政府推動及負責營運，但設計中心現在則處於既沒有企業贊

 澳門設計師協會會長朱焯信表示：「設計
中心並不希望進駐的設計師的專業同質性太
強，因為設計中心應該是孕育不同類型的設
計師，而不該只推動單一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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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達 人 看 文 創
在「文創」成為流行用語前，廣告業一直就是

創意的推手。Ogilvy & Mather Group是全球最大的
廣告傳訊公司之一，其香港的營運總監廖穎琦 ，為
我們分享廣告行業在全球和澳門的趨勢。

文／陳立行　圖／周煒、Alex537

 Ogilvy & Mather Group, 
Hong Kong營運總監廖穎
琦認為澳門現在是「文
化」與「創意」硬拼在
一起，兩樣東西並沒有
交流。

 金沙中國是廖穎琦負責
主理的廣告客戶之一。

 廖穎琦指出，構思一個
廣告時，了解人類行為
學尤為重要，但現時澳
門並未有這方面的教育。

文 創 人
對 談

008 009

李：你在澳大就讀時，是否已對廣告有興趣？最

初是怎樣入行的？

廖：我是市場學系畢業的，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是做電視台記者，當中學到很多東西，這些歷練對我

日後從事廣告行業有很大幫助，例如懂得客觀與捉緊

重點。當應用到廣告上，便會明白一個品牌究竟要表

達一個怎樣的故事。又因為記者工作辛苦，需要精確

控制緊湊的時間，習慣長時間工作。廣告業亦有同樣

特色，無論是客戶服務，以及想出策略，都要投入很

多時間。做記者時的訓練，令我沒有在意朝九晚五的

工作時間概念。做了記者接近一年，覺得這並不是

我的畢業專長，於是轉投廣告行業。

李：自你2000年入行廣告界到現在，你對這十數

年的行業變化有甚麼看法？

廖：我覺得廣告從業員的眼界及接觸層面有所

增加。當外資進駐澳門的廣告公司時，他們的要求漸

多，所需的速度也越來越快，而且他們的預算大，能

有系統地去分析一門生意需要投放多少資金才達到效

果，有別於本地廣告界不懂如何預算資金。現在本地

廣告從業員到外資公司工作時，他們見到規模比以往

接觸的大，也有機會與香港人或明星合作和拍攝。這

些機會在以前根本不多，也不會得到一大筆資金來。

而現時本地廣告界狀況仍未達至主導的層面，尚在吸

收階段中。

李：大型博企開始重視廣告及市場營銷，那麼現

在澳門人在裡面擔當哪個級別的角色？

廖：應該在中層。以我所知，一些比較簡單的項

目由本地廣告從業員負責；而需要思考、創作等較深

入的部分則交由本地以外的人負責。而且我覺得澳門

正缺乏像Chief Marketing Officer一類的人負責將不同

部門的市場營銷以及所有零碎部分整合，懂得構想一

個起承轉折的圖像，制定一套策略，以及能夠執行這

方面的工作。我認識的本地廣告從業員只停留在一個

角落，很多都是拼湊餐單、排字、印海報而已。 

李：那麼你認為澳門廣告界需要多少年才能夠充

當主導角色，可以組織及策劃？

廖：我的看法是需要從教育開始。如果大學教育

四年內訓練出一些有基礎知識的人，期間同時有一些

中層及高層廣告人在外面闖。假設到了第五年，那些

人回來帶領這些畢業生，以這個模式實行，十年後廣

告界便會出現一個比較成熟的狀況。除此之外，很多

人都誤會做廣告只是負責設計。實際上，構思一個廣

告其實比較重要。在我們的工作流程中，設計是放在

最後的位置，它是最後生產出來的成品，但現在澳門

往往是把前面八成的流程─就是所有對於市場的分

析、品牌的分析、人類行為的分析都略去。當中人類

行為學我覺得尤為重要，但現時澳門則沒有這方面的

教育，因此很多人不明白甚麼是消費者行為、服務模

式、諸如此類等有關構思廣告的所需要素，不能達到

創作的層面。

李：現在想做文創的人大多是藝術家，而澳門缺

乏對市場、文化趨勢、消費者等各方面的了解，卻依

然在推動文創，你有甚麼看法？

廖：看到澳門推動文創，我覺得在表面上給到

大家信心，現在剛剛起步，好像有很多東西出來，

但其實這情況很容易去到瓶頸位，而且在未來一年會

出現。因為我覺得現在是「文化」與「創意」硬拼在

一起，兩樣東西並沒有交流。硬推創意，停留在包裝

上，好像有很多藝術品和展覽，但並無對澳門社會和

文化作出任何改變。因此在推動時，需要教育同步配

合，以及多與外來人交流，相信五、六年後便會出現

一些變化。

李：文化評論人李展鵬 廖：Ogilvy & Mather Group, Hong Kong營運總監廖穎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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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舉辦了13屆
的至愛新聽力，無

論是歌手還是節目製
作也愈見出色。

2  李峻一表示，現在參賽歌
曲質量提高，他已經不敢掉以

輕心，有多少功力都要使盡。

至愛新聽力
能成為澳門樂壇
寒暑表嗎

文／吳中天　圖／周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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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澳廣視至愛新聽力頒獎音樂會的獎盃都會頒給十幾位澳門音樂人，算得上澳門流

行音樂的一大指標。但這十餘座獎盃是否僅僅擺在架子上充當戰利品？還是給澳門音樂人帶

來獎項以外的寶貴機會？　

今年至愛新聽力再次誕生十二首至愛歌曲。澳門音樂人李峻一又走上領獎台。

擔任過評審，也參賽獲過不少獎項，李峻一在台前幕後見證著至愛新聽力不斷進步。

過去李峻一只是穿逛街便服上台領獎，但今年被一眾盛裝打扮的藝人包圍著，也不

得不西裝筆挺出席典禮了；早幾年的參賽作品質素參差不齊，李峻一即使不盡全力

也能獲獎，但現在參賽歌曲質量提高，他已經不敢掉以輕心了，有多少功力都要

使盡。

舉辦初期的至愛新聽力，更像是徵文比賽，有好詞好曲就可得獎，與其

他音樂創作獎區別不大。但來到第13年，單憑創作已不足夠，歌曲的整體製

作，甚至包裝表演的質素要上乘，才能脫穎而出。今年的得獎藝人，幾乎全

部都有娛樂製作公司參與音樂製作及宣傳。單靠看就能發現一眾製作公司為

比賽花了不少心力——專門為表演編排舞蹈，以及聘請造型師為藝人由頭妝

到腳。節目製作方澳廣視當然也不馬虎，色彩繽紛的動畫佈景和舞台燈光

為藝人的表演增色不少。

「愛贏愛拿獎是人的本性，至愛新聽力為澳門的音樂人和製作公司提

供了一個共同奮鬥目標，讓大家聚在一起把音樂做好，在競爭中提升了澳

門音樂的整體水平。」李峻一說。

在中港台地區，音樂獎項雖然製作更加成熟，影響力更加大，但往

往淪為各大娛樂製作公司網撈獎項的魚池，而沒有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

優秀的音樂人，尤其是獨立音樂人身上。「在香港商台，一個名不經傳

的歌手突然間出現並獲獎是幾乎不可能的。」今年獲獎的至愛歌曲，

李峻一在頒獎典禮之前大都沒有聽過。但聽過後，李峻一也肯定了獲

獎歌曲的價值。「沒有百分百公平的獎項，但至愛新聽力目前仍算嘉

許真正有實力的音樂人，不論他們有沒有知名度，背後有沒有公司支

持。」至於今後會否也變成製作公司的戰場，這就要由澳廣視來考

量了。

在國外更盛大的音樂頒獎禮中，音樂人一旦獲獎就不只風光一

晚，名成利就不說，得獎者得以接觸更加優秀的製作人，或登上更

大的舞台，是發展音樂事業一個重要的契機。而李峻一很遺憾地表

示，至愛新聽力目前也只能夠讓得獎者風光一晚，除了激勵一下

音樂人，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多實質的機會。

　「別說獲獎歌手衝出澳門，被香港製作公司看中，就連澳門政

府本身也不提供表演機會給歌手。」李峻一期待澳廣視和政府能

夠讓至愛新聽力獲獎的藝人在更多場合登台表演，被更多人認

識。

增加比賽季度，也是提高至愛新聽力影響力的一個方法。參賽

多年的本地樂隊刃記認為三個月的評選時間根本不足以讓大眾聽

完60首參賽歌曲，每年安排兩次的比賽或許更能幫上音樂人。

許多參與比賽的歌手或樂隊僅僅把這座舞台當做高手過招的擂

台和跨界合作的機會。這種平常而進取的氛圍令包括李峻一在內

的不少音樂人依然珍視至愛新聽力這座舞台。但作為澳門最大型

的音樂頒獎典禮，若能在澳門音樂踉踉蹌蹌地往前走時，幫扶一

把，至愛新聽力義不容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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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人李峻一說：「至愛新聽力為澳
門的音樂人和製作公司提供了一個共
同奮鬥目標，讓大家聚在一起把音樂做
好，在競爭中提升了澳門音樂的整體水
平。」



《伊朗式分居》以一個家庭的婚姻危機折射出社會問

題，只求不被官方抓到痛腳追究；又或者像《伊朗的

士笑看人生》般，明明導演被禁制拍片，卻冒險在街

上偷拍這齣電影再偷運出境，一切只為對電影的深情

愛慕。

《伊朗式分居》難逃電影被國內保守勢力肆

意攻擊，說成是傷風敗俗。幸好因為在奧斯卡金

像獎中，擊敗了死對頭以色列的參選電影《註腳

風雲》，獲最佳外語片，忽然被擺上光宗耀祖的

神枱，一下子就不再傷風敗俗了。

相反，《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則沒有那麼好

運，電影在國內被禁，賈法爾．帕納希繼續被打

壓，亦無法出國出席柏林影展，要由姪女代為領獎。

其實只要多一點包容，憑着這班才華橫溢的電

影人才，伊朗絕對有機會發展一個文創產業。這些

在國內被禁或受打擊的伊朗電影，擁有極耀目的票

房紀錄，像《伊朗式分居》的製作成本為50萬美

元，直至2014年12月，全球票房達2,200萬

美元，可能比起出口開心果或地氈更有經

濟效益。

電影業甚至讓世界了解這個被稱為

「邪惡軸心」的國家，當以色列的戲院

上映《伊朗式分居》時，英國《衛報》在

街頭訪問觀眾，有人說：「看完才知原來

伊朗男人穿西裝、開汽車，家裡還有洗

衣機！」

從 來 讓 世 人 互 相 了 解

的，是開放和包容，而不

是政治為上的審查制

度。

世 界
正 文 創

伊朗電影《伊朗的士笑看人生》贏得今屆柏林

影展兩項大獎，包括最佳電影金熊獎和國際影評人

費比西獎。賈法爾．帕納希以仿紀錄片的形式自編

自導自演，在政府打壓下，他「飾演」的士司機，

把攝影機收藏在錶板上，「偷拍」不同的乘客，帶

出伊朗種種社會問題。

伊朗電影不是初次奪得國際獎項，2009年阿斯

加．法哈迪執導的《艾莉的小秘密》贏了柏林影展最

佳導演銀熊獎；2011年他執導的《伊朗式分居》，贏

得第69屆金球獎、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外語

片，以及第61屆柏林國際影展的金熊獎。作為希治閣

的擁躉，阿斯加．法哈迪擅於刻畫專制社會中的女性

掙扎心理。

文／吳健玲
圖／ Golden Scene Company Ltd., Berlinale, Sony Pictures Classics

在伊朗製作電影殊不簡單，自1979年的

伊斯蘭革命後，政府以「道德腐敗」之罪壓制

電影業。到1997年，改革派的穆罕默德．哈塔米

升任總統，執行寬鬆包容的文化政策，伊朗電影開

始衝出國際獲獎，如《小鞋子》、《櫻桃的滋味》等

等。

但等到2005年鷹派的內賈德升任總統後，又收緊

電影業的審查，甚至逮捕和監禁製片人。2010年，阿

斯加．法哈迪呼籲伊朗政府允許流亡的電影從業員回

國，受官方嚴厲譴責，甚至叫停《伊朗式分居》的拍

攝，直至阿斯加．法哈迪公開道歉。賈法爾．帕納希

曾因「危害國家安全」被判監六年，20年來被禁出境

和接受採訪。

在這種政治氣氛下，電影人只能擦邊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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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導演阿斯加．法哈迪憑《艾
莉的小秘密》獲2009年柏林影展
最佳導演銀熊獎

 《伊朗式分居》以一個家庭的婚姻
危機折射出伊朗的社會問題

 《伊朗的士笑看人生 》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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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9月25日至27日

時間：9月25日至26日（星期五至六）8:15 pm
 9月26日至27日（星期六至日）2:30 pm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票務：港幣250元，200元

活動內容：陳冠中的《香港三部曲》由三
個短篇小說《淺水灣》（又名《太陽膏的
夢》）、《什麼都沒有發生》及《金都茶
餐廳》結合而成，三個故事發表時間為
1978、1999 及 2003，以三個小人物所遇
的人和事，揭示過去部分香港人的深層心
理。

主辦單位：浪人劇場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1703095666585363

裸「言泳」無邪—
改編自陳冠中《香港三部曲》

日期：2015年9月18日及20日

時間：查看活動時間表

地點：連勝街四十七號

票務：查看價目表

活動內容：「澳門劇場研討會2015」以
「語言」為主題，透過論文發表、個案分享
及工作坊三部分，以「劇場語言的探索與實
踐」、「劇場作為一種語言」、「講述劇場
的語言」三個分題再思近年澳門劇場美學的
實驗、澳門在世界華語劇場中的角色定位，
以至劇場製作的專業發展。

主辦單位：澳門劇場文化學會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589275554546223/

澳門劇場研討會2015：「語言」

日期：2015年9月11日至12日

時間：8pm

地點：戲劇農莊黑盒劇場（澳門慕拉士
 大馬路飛通工業大廈第二期13樓C）

票務：澳門幣120元

活動內容：澳門詩篇舞集、澳門四維空間、
澳門極舞館攜手合作的《舞‧當》系列演
出，其中《回流，那片星空》展現澳門當代
專業舞者的非凡實力，舞者在高樓遍佈整個
城市的街道，行走在城市的每一個街角尋找
屬於自己的一點空氣。

主辦單位：極舞館

網址：goo.gl/LesC4t

回流，那片星空

日期：2015年9月20日

時間：8pm

地點：金沙劇場

票務：澳門幣100元

活動內容：MACA流行音樂節以結他作為
本屆音樂節主題，號召港澳一流的結他手
同台表演合奏。表演嘉賓包括香港紅線音
樂樂隊Supper Moment、創作歌手徐智勇
（小肥）、以葡文原創歌曲及搖滾融合音
樂為主打的本土葡人樂隊João Gomes and 
Band、MACA流行歌曲創作大賽2015雙冠
軍羅凱瑩及雷諾文等。另特備環節以紀念澳
門搖滾歌手李永平先生，他生前曾擔任樂隊
Special Force主音，為澳門搖滾音樂的先
驅，於2013年底逝世。

主辦單位：作曲家、作家及出版社協會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1603992249878711

MACA流行音樂節2015—
結他: 音樂主旋律

日期：2015年9月9日

時間：8pm

地點：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

票務：澳門幣100元

活動內容：音樂會的特色在於以電影音樂配
合原創的錄像創作，不但將原有故事的經典
情節在觀眾腦海中重現。同時，原創錄像與
電影音樂的配合塑造一個嶄新的故事，樂團
將以管樂團編制演繹多首經典電影主題音
樂，曲目包括《人鬼情未了》、《鐵達尼
號》、《卧虎藏龍》、《阿甘正傳》等。

主辦單位：澳門管樂協會

網址：mbda.org.mo/mbda/activitieshtml/
 activities20150909_BestFilmMusic.
 html

電影音樂夢工場

日期：2015年9月10日至10月10日

時間：12pm 至8pm

地點：澳門製造廠巷5號澳門設計中心
 1樓展覽廳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澳門現代建築學會與澳門設計中
心共同呈獻「探討韋先禮」：建築展覽在四
十多年間，建築師韋先禮的干預為針對澳門
的反思貢獻良多，這些反思包括了建築及都
市化的層面，以及建築師在回應轉變中的社
會帶來的持續挑戰時所扮演的角色。本次展
覽旨在提出這些反思以及辯論韋先禮大師的
思想對公民干預、都市化，以及建築範疇所
作出的貢獻。

主辦單位：澳門現代建築學會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512302298933893

「探討韋先禮」建築展覽

日期：2015年6月18日至9月30日

時間：全日開放

地點：澳門美高梅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十二位駐澳葡裔藝術家逾四十件
的藝術作品，有人文、歷史、社會與藝術結
合，當中還有葡萄牙當代藝術家瓊安娜．瓦
思康絲勒（Joana Vasconcelos）帶來以不
定形態懸掛在半空中的大型藝術作品「八面
靈龍」，其融入海洋及遠航等元素，展現澳
門的葡萄牙文化歷史傳承。

主辦單位：澳門美高梅

網址：www.mgmmacau.com

澳葡情懷藝術展

日期：2015年8月15日至10月11日

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

票務：新台幣50元

活動內容：構思這個展覽時，知道台灣觀眾
或會問：何謂香港當代藝術？香港當代藝術
與我有何關係？要三言兩語說明白，當然並
不可能，因此委員會企圖以一個展覽完整表
述，更是異想天開。藉此機會對香港藝術作
焦點演繹，讓對香港藝術感到陌生的觀眾，
留下一個鮮活的「香港印象」，並且從中發
現到一點點自己。

主辦單位：港台文化合作委員會

網址：www.mocataipei.org.tw/index.php/
 2012-01-12-03-36-46/upcoming-
 exhibitions/1591-2015-06-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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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藝術之名—香港當代藝術展

日期：2015年9月19日及9月26日

時間：3:30pm至5:30pm

地點：何東圖書館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詠物》—面對現代人的日常生
活，我們如何通過現代詩來詠物抒懷呢？宋
子江先生也會帶大家閱讀澳門年輕詩人的詠
物詩。
《壯遊對話》—大蔥帶著澳門讀者們認購的
書籍，跟著微公益「恩寧圖書館」前往雲南
怒江的大峽谷，建立一個圖書室；地球的那
邊，環保人陳俊明踏上非洲大陸，從南非到
埃及，人類起源之地，探索人和自然最原始
的關係。

主辦單位：澳門中央圖書館

網址：www.library.gov.mo/cn/useful/
 news_detail.aspx?newsID=477

「有書的聚聚」—詠物、壯遊對話

日期：2015年9月25日至27日

時間：3pm、8pm

地點：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票務：港幣520元，400元，280元，180元

活動內容：《佛蘭明高之聲》是西班牙佛蘭
明高界非常受歡迎的舞星莎拉．芭拉斯的最
新力作。節目是芭拉斯獻給佛蘭明高前輩的
心意，十五位表演者同時出現在台上，讓佛
蘭明高熾熱的感情、戲劇性的表達、芭拉斯
的澎湃天賦盡獻觀眾眼前，最後以自由發揮
的形式作結束。

主辦單位：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網址：www.lcsd.gov.hk/CE/
 CulturalService/Programme/tc/
 dance/program_794.html

莎拉．芭拉斯佛蘭明高舞蹈團
《佛蘭明高之聲》

014 015



月前，筆者在文化中心指揮一所本

澳中學管樂團參與澳門管樂藝術節的演

出。為了是次演出，筆者與學生們進行

了多場排練，當中有不少令人沮喪的時

候，因為古典音樂藝術的概念並不容易

理解。高興的是，在密集的排練之下，

筆者感到學生們從疑惑直至能夠稍為了

解，那怕只是一步之遙亦已具重大意

義。由此，對於藝術教育作為人類精神

文明追求，產生了兩個概念，就是藝術

教育普及化及對人類的貢獻。

藝術教育權利的普及，可見於現時

澳門學校的樂團文化。遺憾的是，藝術

教育面臨的挑戰在於急速的社會發展節

奏，速食文化的吸收模式影響下，新一

代在接收訊息以片段化、主題性作為了

解事物的方式。簡而言之，內涵對比外

貌來得薄弱，這

亦同時反映在音樂的發展過程。淺白易

懂的音樂，追求者眾；抽象藝術（如古

典音樂）願意花費時間了解者便顯得稀

少。在澳門推行藝術教育普及化最重要

的地方始終離不開校園，主要在於學生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在學校的時候具有更

大的自由及選擇權利，不受過多的因素

所影響。同時，在學校資源集中，學生

能夠選擇其個人的興趣，校園中的學生

只需要專注學習。不需過分受到社會主

流意識形態所影響，獲得的是自由與平

等的學習機會。而且，學生在校園中培

養的興趣，在離開校園的時候亦會伴隨

或影響其往後的際遇。

學習古典音樂在過往歷史來看，

只有社會上層才擁有機會。但在音樂的

發展及通俗化的過程，音樂不再由特權

人士享有，學習的機會成為

了人類的普遍權利。遺憾

的是，即使到現在，學習

古典音樂對普通家庭來說

並非必需，而且很多時候

淪為奢侈品。在此，學校

提供的免費音樂課程誘使

了有意願學習但缺乏經

濟背景的人士。但是，

即使經濟因素可以剔除，學習當中家人

的支持仍佔很大因素。比如，當學生在

家練習的時候家人給予負面態度，亦會

讓學生感到學習音樂本身並沒有意義，

產生音樂只會對他人帶來負累的錯誤想

法。但是事實卻並非如此，學習古典音

樂的確能活躍思維，提高創意。英國愛

丁堡大學教授阿德里安‧洛芙（Adrian 

North）在2008年一項對36,000名音樂

愛好者作出的研究顯示，對比聆聽流行

音樂，聆聽古典音樂者的創意能力更

高。而且，其性格更自在沉實。英國諾

桑比亞大學亦進行了有關古典音樂與個

人記憶力及注意力之間關係的實驗。在

控制組及實驗組進行比對下，明顯可見

聆聽古典音樂者具有更高的記憶力及工

作效率。 

在澳門多間學校推行管樂團音樂

藝術教育計劃的同時，學校的支持是不

可或缺。高興的是，看見老師們盡其責

任為學生們提供協助，不分是否自身學

校的學生。在此，筆者感到音樂的確能

夠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和諧，達至

謂之「視人如親，厚以待之」的至仁境

界，由此可以看出，藝術教育的本義亦

是人類修心養性之道。

一個好的編劇，善於以文字來創

作故事；一個好的導演，擅長運用鏡頭

來講故事。編導角色分工，各司其職。

不過，有些導演喜歡身兼編劇，也真有

編導兩不誤的，他們算是天才類吧！然

而，敢問這世間能有多少天才？

不管長片或短片，當澳門的年輕導

演身兼編劇再兼監製，通常是因為劇組

經費有限，不得不一身三職；還有一個

因素，澳門的編劇人才比導演更稀罕，

導演只好「做埋」。當然，不排除有人

自認「好有料」：我連電影都會拍，難

道不會編故事？為了澳門電影長遠的發

展，但願這種情況不會一直延續下去。

因為，電影來源於文學，文學造就

電影。

只有一百年歷史的年輕藝術──

電影，與古老的文學之間一直存在親密

關係。這種影像與文字的關係，表現

在電影對文學的借鑒：比如小說的敘

事手法、結構樣式、表現技巧，都為電

影創作提供豐富的營養；文學作品深刻

的內涵與豐富的表現形式，為電影鏡頭

語言的表達提供了參照。你看世界電影

史上，許多影片都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

的，而不少根據經典文學名著改編的電

影，幾乎也都成了電影的精品之作。

那麼，澳門電影和澳門文學有沒有

發生關係？當然有。八十年代已有內地

電視劇改編自資深小說作家周桐的作品

《錯愛》；電影《大辮子的誘惑》，改

編自著名土生作家飛歷奇的小說；回歸

十周年在澳門和內地二十多個省市公映

的《奧戈》，改編自筆者的小說；隨後

的《還有一星期》，改編自戲劇家李宇

樑的作品；前兩年由香港和澳門導演拍

攝的《澳門街》，影片由七個短篇故事

組合而成，其中一個故事改編自本土小

說家梁淑琪作品。

今年，成為話題的微電影《幸福來

電》，則是改編自陸奧雷的同名小說。

這是作家組織澳門筆會與澳門基金會合

作推出的文學微電影。之所以標榜「文

學」，是因為故事圍繞文學夢──一個

年輕人追求當全職作家的夢想；許多角

色又是由澳門作家客串演

出。更重要的是，

拍攝這部微電影的

目的，既是為了宣傳

兩年一度的「澳門文

學獎」創作比賽，也

是為了更好地推動「

澳門作家走進校園」

活動，通過影片讓中

學生認識澳門作家、認識澳門作品。

澳門作家有文學夢，澳門導演有電

影夢，兩者確乎可以聯手合作，讓文學

和電影有美好的結合，拍出有內涵、成

熟、有市場的影片。

正規而言，電影導演最初接觸的，

是由編劇用文學語言創作的文學劇本。

當澳門電影創作走上正規程序時，若我

們的導演缺乏文學素養，不懂得從文學

作品中汲取藝術養料，怎麼走出澳門去

競爭呢？

有時間，就請導演們讀一讀和你

離得最近的澳門文學，看看澳門作家怎

麼講澳門故事，不妨借鑒他們的敘事手

法、塑造人物性格的技巧，來豐富自己

的藝術手段。

 （文創路上的澳門電影‧三）

專職大學工作，工餘藝術評論。前期留學德國，現在回到
澳門。興趣古典音樂，近來研究繪畫藝術。雖學無止境，
仍喜愛閱讀。

文字工作者．短篇小說改編拍攝的電影《奧戈》入圍捷克
卡羅維瓦利國際電影節競賽單元（2010年）。

張少鵬
廖子馨

藝術為「仁」 電影，踩着文學的肩膀

文 創
博 客

文 創
博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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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來電》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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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我到訪紐約、倫敦或其他歐

洲的大城市，不論行程有多趕，都會抽

空到當地有名的市集逛逛，希望可以淘

到些特別的小擺設、藝術品和古著等。

在熙熙攘攘的市集找到心頭好總是很痛

快，因為市集裡擺賣的東西通常是獨一

無二的，有時候還可以和檔主談談他們

收集物品或創作過程，這種互動拉近了

買與賣的距離。近年澳門在假日也有官

方籌辦的市集，雖然規模、貨品的質量

和種類仍和歐美市集有一段距離，但總

算是個好開始，不少年輕的本地藝術家

或手作愛好者也有參與其中。

跟澳門只有一水之隔的香港，近年

市集的發展日趨多元化，以前市集的搞

手主要是政府機構或非牟利組織，而現

在則以私營組織為主，在工廠大廈或商

業樓宇中舉行市集，由於舉辦者眾，每

個週末最少有一至兩個市集舉行，而且

規模和形式各有不同，参加者有更多選

擇。

Er tong是一個二人藝術團體，以陶

瓷為創作媒介，最近也開始積極參加市

集，以展示和出售他們的作品。為了挑

選適合他們的市集，Er tong曾在一天內

走訪在觀塘、深水埗四個市集，「踩

點」時要觀察的事情有很多，包括市集

的環境、主辦方提供的設施如展示桌的

大小、供電、走道是否夠寬敞及人流控

制等，還有該市集的曝光率，有的主辦

者會很落力在社交網絡（主要是臉書和

Instagram）宣傳，亦會找傳統媒體採

訪，而市集當天又會有宣傳人員在場地

附近招徠客人，最後，租用攤位的價錢

當然也是重要考慮因素，現在私營市集

的租金約是數百港元一天，有意參加的

人士要細閱章程，例如有些連續舉行數

天的市集可以讓參加者只租一天，有些

則會要求參加者每天都要擺攤，此外也

要留意市集是在露天場地舉行，夏季天

氣太熱或下雨也會影響人流；有些在舊

樓（室內）舉行的市集氣氛雖好，有時

主辦方更會請樂隊表演，不過人太多、

噪音可能會影響其他住客，參加者也要

注意。

在挑選了合適的市集後，Er tong會

花約一個月來準備，製作新的產品，上

次參加市集時便有帶了數十支陶匙、數

十個陶碗到場，最後都沽清了，更有顧

客訂購產品。「我們的生意一次比一次

好，所以以後也會繼續參加市集，而且

會開發更多產品，例如陶製首飾。」

在市集出售作品其中一個最大的考

慮是定價。藝術品的價值當然不可以光

由金錢決定，而Er tong的原則是想把藝

術和生活融合，希望買的人會在日常生

活中使用他們的作品，因此定價不會太

高，不過現在客人漸多，而且陶瓷製作

需時，他們也會調整價格。

放眼將來，Er tong除了參加實體市

集外，也會加入「虛擬市集」－在網

上售貨，目標是加入Pinkoi等網上文創

販售平台。其實虛擬市集在國外已流

行多時，在2005年創辦的Etsy是一個

供手作達人和藝術家出售作品的商業

平台，現時活躍的賣家有140萬人，而

活躍的買家更迫近2,000萬人；而2010

年成立的Pinkoi則力攻華人市場，以

中英雙語平台販售文創產品，還有網

上設計雜誌向讀者介紹各地的最新文

創產品。澳門也有設計品牌在Pinkoi

掛單出售，文創人不妨多留意虛擬市

集的動態。

NHK這一季的早晨15分鐘劇集名

為《小希》，講述一個名為小希的小學

生，因為爸爸生意失敗，舉家由大都市

遷到石川縣能登半島外埔村的小村落定

居。眼見父親因追逐夢想而使家庭陷入

困境的小希，原本已放棄當蛋糕師的念

頭，決定腳踏實地朝收入穩定的公務員

前進，但來到這小村落後，卻被身邊的

朋友們感染，重拾對夢想的熱情。《小

希》的前半部分教我印象特別深刻，操

著一口標準日本語的小希，為了融入村

落的生活，而努力學習本地鄉土語言，

而小希一家原被視為外來者而不被接

納，也因為有目共睹的努力，而慢慢得

到村落原居民的認同，外埔村亦成為了

小希心目中的故鄉。

《小希》雖然是虛構的故事，然

而卻反映了現時日本不少村落的狀況。

一方面，日本的農村因為高齡少子化，

人口日漸減少，處理空置房屋的費用高

昂，於是已遷走的人任由屋子荒廢，要

維持村落的生態，必需有外來者加入。

在日本各個地區的村落，都以各種形式

嘗試吸引移居者，例如奈良縣的御杖村

給予移居者最多100萬日元資助，協助

他們改裝空屋；在鹿兒島的三島村只要

住滿三年就能獲得一頭牛；有些村落甚

至舉辦起相親大會，期望都市人與村民

婚後能留在村落之中。

另一方面，自從2011年發生東北

大地震以來，日本經濟一直了無起色，

於都會中生活的人們，面對著突如其來

的災難，對原來概念中的理想生活產生

疑惑。很多人開始思考，比起為消費而

花光時間工作，或許只需為基本所需而

勞動，生活上自給自足，便能多點時間

的餘裕。於是，不少居於大都會的人，

都構思遷移到村落去。像現時替網上雜

誌colocal.jp撰寫專欄的三村光，便於

2012年10月，在辭掉IT公司的工作後，

與丈夫及五歲女兒遷到小豆島的肥土山

來，開始學習種植橄欖樹。有需有求，

聽來很理想，然而外來者要如何與原居

民好好互動，又是大一難題。

在日本有不少單位都在舉辦各種活

動來幫助村落的原

居民與外來者建立

溝通橋樑，例如有一

個名為Cocolococo的

組織，協助日本各地

的村落舉辦對外的活

動，為村落解決社區

問題，並提供機會讓

外來者加深對村落的認

識。例如於六月在長野縣木曾町舉辦當

地特色食品朴葉卷的教室，七月末則在

東京舉行的岩手時間，則是岩手縣人向

東京人推廣自己所居地的活動。除此之

外，在Cocolococo的網站上，還能找到

不少移居村落面對各種難題時的建議等

等。

寫這篇文章在網上找尋資料時發

現，有一些新遷進村落的人們，後來因

為適應不來又回到都會去，有些則落地

生根，耕作以外，亦開設起咖啡廳或民

宿。在都會生活時感到不自在，在村落

之中尋回自己；在村落居久了嚮往都會

則走入城中，這些移居文化，展示了日

本生活的多樣性，讓各種各樣的人都找

到安心居住的場所，而這種多樣性，似

乎是港澳兩城所缺乏的。

澳門人，獨立記者及編輯。2010年獲香港大學犯罪學碩
士學位，研究主題是中國公安，同時十分關心澳門的文化
及社會發展。與多間機構及院校合作從事編輯、翻譯及

公關工作，包括香港大學、英國文化協會、商務印書館
（香港）有限公司、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等。

旅客，賣文人，現居日本。曾於《明日風尚》、《ELLE 
Decoration》及《CREAM》雜誌任編輯，現替雜誌寫設
計、生活、旅遊等文章討生活。最近開始寫書，首本著作

為《好日。京都》。羅宇正
林琪香

市集再復興 日本的移居村落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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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到澳門對有關保育逾半世紀

歷史、有殖民地建築特色的愛都酒店及

新花園泳池的討論。有人更上載1954

年的吳公儀與陳克夫的「世紀比武大

戰」正正在新花園泳池舉行。翻查才得

知這次比賽是以為香港石硤尾大火災民

籌款為名的「慈善拳賽」，可見澳門與

香港兩個城市有深厚歷史淵源。港澳同

樣面對文化保育的問題，兩個前殖民地

對地方文化保育的經驗或許可以互為參

照。

編輯着我寫一些介紹香港「文創

產業」有關的文章。想了很久才想起香

港其實沒有出現「文創產業」或相關政

策，比較接近的大概是十多年前唱起過

的「創意產業」。那地方的文化保育是

不是可以發展成一門「文創產業」？

近年愈來愈多香港人渴望了解我城

的前世今生，坊間有不少組織舉辦港九

新界離島各區的「導賞團」。這些「本

地團」的費用多約二三百港元，導賞者

往往都是資深地區人士，又或由對該區

史地有深厚認識的導賞員帶領。如長春

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CACHe就舉辦了

不少社區或歷史導賞團，也不時舉辦有

趣的歷史講座，如香港電車、颱風等。

香港是一海港城市，非牟利組織海濱文

化導賞會以社區的歷史出發，講解不同

社區的古往今來。還有 Walk in Hong 

Kong，顧名思義帶你遊走香港，看看

各區當下及從前的面貌。他們更特備英

語導賞團，來讓自不同國家的人都可以

了解香港這個城市。

除了「導賞團」這項「產業」，香

港確實有些非牟利機構在做有如「文創

產業」的工作，對社區的發展與文

化作出紀錄與保育。他們說明了地

方文化保育不一定是盤「蝕本生

意」，可以自負盈虧的持續發展

下去。我所說的是自2009年成立

的「文化葫蘆」。

「文化葫蘆」的創辦人吳

文正是資深攝影師，太太霍天

文是社區組織協會的前社工。

對於香港本土文化的保育工作，他們所

涉獵的範圍相當廣泛，除了社區導賞團

（他們可說是本地導賞團的先驅），亦

從事地區資料搜資工作，與地區人士、

街坊建立關係，並嘗試建立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找出社區內或新或

舊的創意元素，加以發展，好使社區的

經濟、創意與文化活動得以持續發展下

去。自2010年起，他們於中上環的歷史

建築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舉辦過香港

賽馬會「港文化‧港創意」 後，之後每

年都在不同區如葵青、荃灣、深水埗、

黃大仙等舉辦過同類活動，每年都得到

香港賽馬會逾四百萬港元的撥款。

文化葫蘆早前在元創坊PMQ（即

前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開設新店

「師傅到」。小店除了專售本地設計

的產品，更定期邀請本地手工業（如

造鞋、打白鐵）的老行尊，由他們主

持工作坊。香港本地青年近年也興起

了一陣「手作風」，這類工作坊也大

受歡迎，經常爆滿。向本地年青人傳

授手藝，替夕陽工藝投入新血，保育

快要失傳的手藝。除了文化、建築與

地景，地區的「手工絕活」，也應該

得到重視與保育。

不知是否所有文化藝術人的通病，

他們大都很怕看數字，基本上無法在看

到有一連串零的銀碼時馬上唸出千萬和

百萬的區別，把幾萬看成幾十萬也是常

有的事。

對於藝術創作者來說，與數字割

蓆也許是種常態甚至是姿態。跟文藝工

作者談成本效益，常常會引來奮力的反

抗，這其中最大的理由在於他們長久以

來的信仰都讓他們深信文化藝術的最大

價值不是數字可以衡量的；好的文化藝

術帶來的是精神的撫慰甚至昇華，這些

價值是難以量化的。可是這是否意味著

文化項目的投入可以不計成本？在一個

世界中理所當然的道理，到了另一個世

界去訴說又是否能如此理直氣壯？筆者

遇到更多的情況是：你別跟我談文化藝

術，我不懂──文化和非文化世界的楚

河漢界就是這樣形成的，因為各方都可

能一直在自言自語而沒有嘗試去溝通和

理解彼此的價值觀。

這是一個太重要的命題。文化官

員要向普羅大眾說明公共文化支出的重

要性；劇目製作人得游說商界贊助者各

種潛在利益，讓項目獲得實現的可能；

更不要說那些號稱是文化創意產業的項

目，本身就必須以獲得經濟效益為目標

之一。文化藝術項目的成本計算除了是

為了溝通價值觀，還有公共資源分配的

合理性、文化機構及文創企業生存與可

持續發展的問題。可這些問題對近年的

澳門來說都像是個偽命題，博彩業帶來

充裕的庫房收入，連帶文化界也獲得了

更多的財政資源，甚至足以讓不少機會

主義者假借文化的名義來分一杯羮。缺

乏成本效益的計算和客觀的評價機制，

最終只會讓整個行業變得良莠不齊，削

弱真正具價值的文化藝術項目所能獲得

的資源。值得反思的是，文化藝術項目

是否真的沒有價值計算的標準？

英國文化學者Robert Hewison和John 

Holden於2011年出版了《The Cultural 

Leadership Handbook – How to Run a 

Creative Organization》（筆者譯：文

化領導力手冊－如何營運創意機構）一

書，談到應如何理解、傳遞甚至創造文

化價值──由個體意念的審美價值，到

集體文化活動的經濟與社會價值，給文

化項目管理者提供了許多實用的文化價

值衡量辦法和思考的空間。例如藝文機

構可以採取受眾問卷調查的方式，讓受

眾對文化藝術項目在其身體、心智和精

神層面的影響作出評價，這類「影響調

查」不僅讓抽象的審美價值得以量化，

也讓創作者更加了解其受眾所獲得的美

感體驗。亦有研究向市民作出調查：如

果讓你花錢支付本來是免費的公共文化

服務，你願意花多少錢？一項海外調查

結果發現，原來居民願意支付的金額比

他們實際上投放於公共文化支出方面的

稅額高出0.5倍以上。

如此的斤斤計較丶費剎思量，並不

是要把商業領域的價值觀投放到文化領

域，也不是要去推翻文化藝術的核心價

值，只是為了指出文化確有價值計算的

可能。倒是所有的計算到了最後，其實

都要回到那個最原初的起點──是因為

文化無價，所以一切的計算，才有了價

值。

文藝中年，喜歡城市漫遊。曾任職報章文化版，報章雜誌
城市專題版記者。現職文字織補工作及家務助理。

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現從事文化產業工作，愛好文學
及藝術創作。

蔡琇莹
木　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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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要聽香港的獨立音樂？這

是我和在Bitetone的拍檔Edwin Lo最近

常常反思的問題。是的，若要談音樂、

錄音、製作質素，付一樣的錢買一張本

地indie band的唱片，而不買一張國際

級樂隊的唱片，肯定是不符合經濟原則

的。但是，人就是不理性的動物吧，

球迷只捧實力最強的球隊，那每星期只

看巴塞拜仁好了，那會多沉悶。地方球

隊的存在，大概就是滿足了我們對週遭

人事的感情，是一種bonding。我們聽

音樂的同時，也是在「聽」背後代表的

信念和思想。聽獨立音樂，很大程度代

表了個人的生活態度；聽本地的獨立音

樂，更像一個志同道合的群體，大家欣

賞同住在這個城市的年輕人以音樂表達

自己，也藉這些未必是最上乘、製作最

成熟的音樂，紀錄某個時間

的自己，和所在的地方。

近年的確看到越來越多樂隊活躍

起來，大大小小的獨立音樂會、廠牌、

甚至App也面世了，聽獨立音樂的人是

不是多了？是的。夠不夠？永遠都不

夠。我的觀察是，香港獨立音樂現時的

不足之處，是很多樂隊沒有長線發展

的決心與視野，好像出了首張唱片開了

release party自high一晚過後便心滿意

足了，唱片堆在band房也不打算宣傳

行銷、想辦法賣，然後停了下來，樂隊

名存實亡。這無論對喜歡他們的樂迷，

甚是欣賞他們的推廣人員來說，都會感

到十分失望。花了時間、精神，向別人

推廣你們，轉眼便停了下來不玩了，心

血不是都白費了嗎？

以往會覺得甚麼樂隊也值得支持，

現在會覺得要去蕪存菁，精神

上可以無限量的支持，但當金

錢、時間、腦細胞有限，無論

是作為樂迷還是推手，都要作

出選擇去聽甚麼音樂，和推介

甚麼給別人聽。音樂質素固

然是最重要，套用明哥（黃

耀明）的說法，能夠move your heart

令你感動或是move your feet令你起舞

的音樂，都是值得認真對待的音樂。然

而，我比較老土，會對勤力、有目標、

敢於追求進步和新嘗試的音樂人特別偏

心。

曾留學英國、近年回港發展音樂

事業的Kevin Kaho Tsui，便是我十分

欣賞的唱作人。這位玩indie pop的大男

孩，無論是音樂製作、唱片設計、MV

拍攝、宣傳等都親力親為，而且出

來的效果都十分理想和風格統一，可

以看得出他對每一個細節都很用心認

真，也十分樂於聆聽別人的意見，從

EP《Party, Love & Dreams》到大碟

《Dear Florence》，已經聽出他的成

熟與進步。新作《Harajuku 原宿》把日

本的所見所聞輯成MV，找來math folk

樂隊雞蛋蒸肉餅的結他手Soni合作，在

他一貫的陽光indie pop曲式中，加入了

比較edgy、有點東瀛味道的結他聲效，

是有心思的安排。從LKF、大埔唱到原

宿，我期待Kevin有一天會唱到他最喜

歡的Manchester！

土生土長香港人，中學時代愛上達明一派與Britpop，自
始對流行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
聞系畢業後，開始為香港多份中英文刊物寫作，現在為

網上音樂平台Bitetone總編輯及Cuetone工作室項目總
監。最愛旅遊、熱浪薯片與橙色；最討厭等巴士。

莫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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