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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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一直深受日本的動漫文化所影響，每年

就舉辦數個以動漫為主題的展覽。近年，本澳陸

續出現業餘漫畫家，亦有製作公司開始進軍動漫

行業，誓要開拓澳門及打進港日市場。澳門有可

能發展出有自己風格的動漫業嗎？今期我們請來

漫畫出版社、漫畫家和澳門動漫博覽的發起人，

探討這個產業的前景。

另外，澳門從事藝術創作的人不算少，但要

買到澳門藝術家的作品卻十分困難，畫廊更是寥

寥無幾。游衍畫廊的出現，似乎為澳門的藝術圈

帶來一些新的啟示。畫廊總監林毓珊，分享她在

澳門成立畫廊的經歷。

今期還有其他精彩內容，包括文化產業論壇

及梵高逝世125年全球紀念活動。而七位博客，

繼續為大家分享世界各地的文創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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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創
焦 點

津萬出版有限公司（下稱津萬）的創辦

人馮文謙自小就喜歡漫畫，但對漫畫的商業

運作一竅不通。至2008年，日本發行了一部

關於漫畫家奮鬥經過的漫畫《爆漫王》，他

才對漫畫出版這一行有所了解。2010年，馮

文謙成立津萬，出版和發行漫畫，其運作模

式有部分就是借鏡《爆漫王》。

津萬於澳門成立，不過馮文謙認為澳門

不過是個出發點。他覺得澳門文創要發展就

動漫在澳門：本地動漫畫家，
可以畫出彩虹嗎？ 文／梁燦旭、李子傑、廖晟善 

圖／廖晟善、馬詩穎、梁健、漫遊者

應該「澳門出發，世界立足」，而華語動漫

的真正戰場是在香港和中國內地。「甚麼叫

創意？就是Think out of the box，不應局限於

本土。要在外地取得成功，才能夠吸引澳門

人的注意，才能算是推動本土文創。」

那如何衝出澳門？津萬的路也非一帆風

順。津萬開始時，是走兒童漫畫出版路線，

在2010年出版的《小熊貓兒童雜誌》，以

提供免費訂閱的模式進入學校，雖然當時成

功打進兒童市場，但卻因收支不平而面臨

瓶頸，幸得馮文謙身為銀行家的父親提供資

金，他才渡過難關。之後津萬改變風格和市

場策略，轉型走青年漫畫路線，並投資香港

市場，去年以《漫道》週刊突圍而出，成功

在香港落地生根，除了在香港漫畫市場佔一

席之地，銷售點現已擴至內地城市。

馮文謙直言，《漫道》的澳門元素甚

少 ， 而 公 司 的 主 打 市 場 亦 是 澳 門 以 外 地

區，最大原因是「澳門元素」的競爭力有

限。「那怕是大三巴等世遺景點，在外地吸

引力仍略為遜色。文創不應被『澳門』二字

所困，只要品牌在外地有一定知名度，而自

己是澳門公司，這樣便足夠成為成功的『澳

門品牌』。」

的確，《漫道》在港澳讀者間的口碑

不俗，而港澳的新進漫畫家也視作品能登上

《漫道》為榮。馮文謙說：「參考了《爆漫

王》，我們的模式並不是要養漫畫家，而是

設立投稿制度，減少招聘漫畫家，但給他們

一個平台創作。稿投制度可防止作品質量下

降，而漫畫家也可以自己養活自己，而不需

要完全依賴我們。」此外，津漫亦會幫助

成功投稿到《漫道》的部分漫畫家出版單行

本。

除了香港和內地，津萬更有進軍動漫王

國日本的野心。津萬剛剛成功申請了

文化產業基金一筆約五百萬的免息

貸款，作為投資於日本市場的資金之

一。馮文謙自知要打進日本漫畫市場

絕不容易，因此，在日本出版澳門漫畫

家的作品，必定要是本地業界最出色的。

此外，津萬亦打算為澳門引入日本漫畫家

的作品，讓技術尚未成熟的日本漫畫家有發

展的平台。馮文謙說：「日本品質一般的作

品，在澳門已經是水準之作。而現階段已接

洽日本當地的合作伙伴，公司在年尾會正式

運作，以網絡企業模式，由當地的合作伙伴

接洽漫畫家，而津萬則負責出版及出入口相

關作品，成為澳門、日本兩地作品的外流的

渠道。」

 《漫道》在港澳讀
者間的口碑不俗，
而港澳的新進漫畫
家也視作品能登上
《漫道》為榮。

 津萬的創
辦 人 馮 文 謙

直言，《漫道》
的澳門元素甚少，

而公司的主打市場亦是
澳門以外地區，最大原因是

「澳門元素」的競爭力有限。

提起動漫，不少人立刻會想到日本

這個動漫王國，其出品影響著許多國家和

地區的流行文化。在文創產業中，動漫也

是一門盈利能力強勁且耐力持久的行業。

以風靡全球的經典動畫《寵物小精靈》為

例，20年來由動畫發展到電影、遊戲、

玩具等，至2013年已為其媒體專營公司  

The Pokémon Company帶來四萬億日圓

的收益。

澳門的情況當然不可與日本同日而

語，至今亦未有任何膾炙人口的作品誕

生。但近年來，本澳開始有製作公司投入

動漫畫行業，亦有漫畫家和動漫愛好者開

始創作及舉辦相關博覽會。動漫，會否是

本澳文創產業中的一片藍海？

津萬：
 「澳門出發，世界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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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訪問的過程中，津萬的馮文謙曾提

到，澳門近年雖然大力推動文創產業，可是

仍得不到社會重視。「現在的情況是一個死

循環，因為在澳門找一份高薪厚職並不難，

而文創業的薪酬又不及市

面的工作，所以沒有

年青人願意投身文創

業 或 就 讀 相 關 的 學

科，同時造成澳門

人與鄰岸相比競爭

力不足。」他甚至將澳門文化產業比喻成傷

殘的運動員，即使再努力亦不能成為正常的

運動員。

事實真的如此嗎？以動漫業為例，縱

然前景未明，但打算投身此行的，仍大有人

在。以《半島師奶》打響名堂的本地漫畫新

秀梁健，就對前途充滿信心，揚言將要投入

全職漫畫家身涯。

《半島師奶》畫風可愛，以一位家庭主婦

及其一家的生活故事為藍本，加上不時諷刺時

弊，深受本澳讀者喜愛。其原作者梁健是理工

學院平面設計系大四學生，他說：「很多人以

為《半島師奶》的作者是個師奶，很抱歉，其

實不是。」

最初，梁健在Facebook開設個人專頁上

載漫畫純粹為自娛自樂，希望透過網路與別

半島師 ：
本地漫畫新秀有話說

人分享作品，根本沒有考慮過要打出名堂或

投身漫畫界。

專頁開設至今接近兩年，粉絲人數已超

過3,000人。梁健最近將《半島師奶》製作

成動畫短片，並在「澳門國際電影及錄像展

2015」獲得評審推介獎。他認為，現在單

單靠漫畫很難招攬讀者，因動畫比漫畫更容

易吸引人，假若《半島師奶》能動漫雙管齊

下，有助為漫畫吸引更多讀者。

對於本地的漫畫界，梁健直言覺得前景

不明確，主要是本地漫畫仍未產業化，讀者

根本不多。然而，他沒有計算太多，仍打算

畢業後投身全職漫畫家的行列。梁健說:「現

在我只想專心畫好《半島師奶》，投身做全

職漫畫家。我會提醒自己沒有退路，希望在

此情況下迫出最佳效果；另一方面，由於本

地市場及行業人數不多，因此假若能早著先

機，開拓出一個漫畫市場，飲到頭啖湯，拼

出條血路的話，仍然是有希望的。」

不過，即使《半島師奶》在本澳漫畫界

內算是薄有名氣，但仍未為梁健帶來甚麼實

際收益。他的作品即使得了獎，除了有獎金

外，並未為他進一步帶來發展機會，如

發行單行本和海外版權等。縱然如

此，梁健表示願意成為這行業的開荒

牛。他說：「澳門目前並沒有具代表

性的漫畫作品，我希望自己和《半島師

奶》能發揮作用，成為別人接觸本地漫畫

的一個台階。只要提升本地漫畫知名度，

做到街知巷聞，就可發展漫畫的周邊商品，

例如主角的布偶公仔、擺設及飾品等，都能

為漫畫產業帶來無限商機。」

 《半島師奶》畫風
可愛，又不時諷刺
時弊，深受本澳讀
者喜愛。

 以《半島師奶》打響名堂的本地漫畫新秀梁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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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動漫聯盟舉辦的澳門動漫博覽展，

已於7月時在威尼斯人舉行，今屆已是第二

屆。展內大部份攤位都是澳門的動漫同人協

會、動漫商戶以及廣告公司，還有少數來自

國內二、三線城市的動畫製作公司的攤位。

今屆的入場人數不多，場面頗冷清，展覽內

比較多人瀏覽的就只有來自台灣的「傑利小

子」的作品展。

博覽展的發起人之一黃天俊表示這是

意料中事。「畢竟澳門動漫博覽展注重的是

推廣本地創意產業，所以一定虧蝕的。」展

內的同人動漫攤位、設計廣告公司等，主要

是借攤位作宣傳，商品買賣是其次，而且據

本刊記者在現場所看，攤位佈置不甚悅人耳

目，場館有3,500平方米大，攤位卻寥寥可

數，給人大而無當的感覺，實在難怪難以吸

引人前往參加。

現時澳門動漫博覽的部分活動經費由經

濟局、文化局及澳門基金會資助，所以並非

以純商業模式運作。反觀鄰埠香港所舉辦的

香港動漫電玩節，的確有很多可以借鑒的地

方。根據新華網報導，2014年一連五日的

動漫電玩節累計入場人數約為75.2萬，刷新

歷年的入場人數紀錄。展覽場內除了大多數

深受年輕人歡迎的日本動漫，亦有曾經風靡

一時的香港漫畫《龍虎門》、《古惑仔》、

《風雲》等的展覽攤位，而且這些作品今天

依然深受粉絲的愛戴，商品仍層出不窮地推

出。

同樣走在原創漫畫路上，香港比澳門

走多了20年的路，建立出香港漫畫作品的

風格，運作上則沿用日本的流水式作業，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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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負責創作劇本、主筆負責編繪分鏡及主要

人物表情，助理們也各有負責的位置，如畫

面、動作、場景及上色，讓整個漫畫行業產

業化。以馬榮成於1989年開始創作的漫畫

《風雲》為例，其高質素的畫風和內容、以

及成功的市場推廣，令原創漫畫至今衍生出

多部漫畫改編的電視、電影、動畫、遊戲、

甚至是舞劇，已成為華語地區家傳戶曉的漫

畫經典。

對於香港本土動漫畫的興盛，澳門就相對

落伍，本澳資深港日動漫迷李亨鴻有這樣的分

享：「澳門有本地製作的漫畫而沒有人知道，

就說明了本地仍未有具水平的漫畫。」他沒有

去澳門動漫博覽展的原因是因為他根本不知

道展覽的存在。「我覺得如果你的作品有質

素、有實力就一定會有人欣賞。」

不過黃天俊認為，澳門動漫聯盟是由澳

門一眾同人動漫協會所組成，他們現在都僅

限於由興趣推動創作，屬於業餘創作模式。

他指出：「若要動漫成為澳門的產業，必須

要由全職的漫畫家推動，因此推廣動漫文

化，吸引更多人認識甚至是入行是目前首要

做的事。」

 多部香港原創漫
畫 ， 已 成 為 華 語
地 區 家 傳 戶 曉 的
經典之作。

 今屆澳門動漫博
覽 展 入 場 人 數 未
如 理 想 ， 場 面 頗
冷清。

澳門動漫博覽 vs 
香港動漫電玩節

006 007



邵：澳門華洋共處，華人和外籍人士對於藝術的看法

會不會很不一樣？

林：當然不一樣，在其他方面的文化、飲食、消費

文化完全不一樣。藝術品對於西方人來說像看書一樣，是

精神需要；即使是選擇餐廳時，他們會選擇比較幽靜的環

境，中國人則會在意食物好吃與否，以及是否吸引，因此

中國人也較注重藝術品會不會保值。

邵：那麼，在澳門購買藝術品的是哪類人多？

林：都是洋人較多。我覺得主要是因為他們有審美內

涵。這也是我為何會成立畫廊的其中一個原因，我希望能

打破這個局面，以一個較為直接的方式來感染更多不同種

類的人欣賞藝術。

邵：你們主要展出本地還是外地藝術家的作品？

林：最初主要是外地藝術家的，這多少有些心理因

素，澳門人很多時候買商品都覺得外國的較有新鮮感，都

認為外國藝術品比較有市場，可引起一定的注意力。我們

想通過這種方式引導本地消費族群對藝術品的興趣，藉由

這樣慢慢去肯定本地的藝術品。

邵：那你們有和本地藝術家合作過嗎？

林：有，李能迪是其中一位，在2013年我們與他合作

做了一場銅雕展覽，亦是我們第一個合作的本地藝術家。

他在澳門十多年，為人低調，但他是一個

很有成就的藝術家，那次反應很好，跟

他合作給我們很大鼓舞。第二個合作的

本地藝術家是袁偉業，他本身是室內設

計師，但自小就開始畫畫，有自己一

套獨特風格，他的畫以澳門為主題，畫

中有很多暗喻，以及對周邊事物的感慨。

邵：在澳門經營一間商業畫廊有困難嗎？

林：壓力非常大。在形象方面，好多人都以

為畫廊只是從中牟利，因此我們很注重各方如藝

術家、合作伙伴、媒體的關係，希望有人能夠感受

到我們有用心去做。

邵：那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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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衍畫廊：
澳門藝術新景象

澳門的畫廊本來就不多，而2012年成
立的游衍畫廊，更是澳門少數以商業模式
運作的畫廊。我們請來畫廊總監林毓珊，
分享她如何為澳門的藝術打出一片新天
地。 文／陳立行　圖／周煒、游衍畫廊

邵：《C2文創誌》副總編輯邵楓靈

林：游衍畫廊總監林毓珊

林：其中之一是去挑戰現在澳門藝術界的運作模式，

為藝術愛好者提供現有模式以外的選擇。現在澳門的藝術

圈中好多是非牟利團體，他們已經有一筆預算去決定下一

場活動做甚麼，與我們的運作完全不一樣。我們除了策

展，還要在乎怎樣做到一個市場需求，所以舉辦一個展覽

不是只看一個藝術家的藝術水平。或許有時藝術家的水平

很高，但以一個畫廊來說，我們的觀眾未必接受到這個藝

術家的風格。因此我們每一個展覽的主題，甚至是每一件

藝術品在鋪排上是否有新意和帶來迴響，以至跟其他企業

合作有沒有帶來新鮮感，或怎樣令到我們的成本降低，我

們都會作一些策略性考量。

邵：游衍畫廊剛剛得到文化產業基金百多萬的補貼，

你們會如何使用這筆資助？

林：我們會將部分資助投放在改善畫廊的空間上，我

們希望藉由裝修，徹底解決老房子一些結構上的問題。除

此之外，我們還希望這些資源能夠令空間及門面提升視覺

上的效果，以及增添多一點功能，如安裝可移動的牆壁，

可令空間內建構出一條路線，在感官上營造出一種「移

動」的感覺。畫廊空間的改善將可有效提升它成為推廣及

展銷澳門當代藝術的平台。

 游衍畫廊總監林毓珊：「在澳門購買藝
術品的以洋人較多。我希望能打破這個局
面，以一個較為直接的方式來感染更多不
同種類的人欣賞藝術。」

 李能迪是居澳多年的法裔藝術家，其銅雕是游衍畫廊首個本
地藝術家的作品展。

 游衍畫廊最近展出法國雕塑家Mickaël 
Obrénovitch的作品「人類的根源」，是
今年「法國五月」的節目之一。

文 創 人
對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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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聯合

主辦的「2015澳門文化產業論壇」已於5月圓滿舉行，邀

請了聯合國貿發會議組織及各地專家學者，為本澳文化創

意產業的未來發展集思廣益。

有份參與是次論壇的文化產業委員會委員邢榮發認

為，論壇相當成功，達到深入交流的效果，對澳門的文

化產業前景甚有裨益。他說：「我印象最深刻的發言之

一是台北市前副市長李永萍的觀點。她認為澳門要『回

到原點』，去反省我們自身的定位，在急速發展間『靜

下來』。因為澳門自回歸後博彩業起飛的這十幾年間，我

們一直忙到現在，做很多事都很被動。至於澳門整體的規

劃應要如何？澳門的目標又是甚麽？也是需要時間去反思

的。」

亞太文化創意研究中心主任佘日新教授則直接指出：

「澳門文創產品的原創性不高，未有感動人的環節。」邢

榮發指，這次論壇專家亦提出文創的核心是設計。比如英

國對設計就很重視，近百年來，英國就已將日常應用傢俱

的設計融入各種理論，如人體工學、典故等，形成了「倍

增價值」。「因此有學者認為，文創是種體驗，受眾需要

的功能性反而較少，文創就要在這種精神層面上體現其價

值，而這種精神體驗，就需要靠產品背後的故事、典故，

去演繹出來。」

單就這一點，不少專家就針對澳門

的情況，提出各種有趣

文 創
盛 事

的建議：既然我們找不到澳門的定位，何不向世界徵集「澳

門是甚麽」的方案？南韓的李永求教授亦在論壇上提出成

立「故事銀行」。邢榮發說：「因為文創當中很大含量就

是『講故仔』，文創不是純粹的商業產品。」

另外，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副院長向勇教授就

強調澳門是平台而不是市場。他指出：「因為澳門人口太

少，自營能力不足。因此，澳門應該善用網絡銷售平台，

並設立全球研究中心，『養一批腦』，開出好的條件，吸

引世界各地的高手前來。」

向勇繼續在會議上提出要「轉變文化觀念，既要理

性認識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區別定位，又要注重二者的

融合發展」的建議。而邢榮發對此亦提出意見：「首先，

文化事業包括了社群共同形成的一些事物，譬如世遺，必

須由政府帶領下使民間逐漸參與，以產生社會效益為主，

成為澳門文化的一部分，並使居民對此地的歷史文化產生

認同和歸屬感。文化產業則是指有文化內容的商業活動，

1  邢榮發指出，文化事業包
括了社群共同形成的一些事
物，如世界文化遺產必須由政
府帶領下使民間逐漸參與，以
產生社會效益，成為澳門文化
的一部分，並使居民對此地的
歷史文化產生認同和歸屬感。

2  於5月舉行的
「2015澳門文化
產業論壇」，齊集
各地專家學者，為
本澳文化創意產業
的未來發展集思廣
益。

3  文化產業委
員會委員邢榮發
說：「因為文創
當中很大含量就
是『講故仔』，
文創不是純粹的
商業產品。」

以產生商業效益為主。至於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要如何

融合？文化局屬下的文化創意產業促進廳就是一個重要環

節了。促進廳作為上游，扶持文化事業推向產業化。由文

化事業到文化產業，這就是一個轉化的過程了。我一直認

為，文化產業的靈魂是文學，澳門必須要大力推動文學的

發展。而文學發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既然澳門人口少，

引進人才是必須的，藉此去開發我們的文化，從而加強我

們的產業。因此，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兩者要清楚其相

互關係，而且不可以混淆。」

澳門文化產業
論壇

文／知言　圖／邵楓靈、中華文化交流協會

集思廣益：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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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正 文 創

今年是荷蘭畫家梵高逝世125周

年。19世紀畫家梵高是表現主義的先

驅，深深影響20世紀藝術，他的作品

《星夜》和《向日葵》的深入民心程

度，偶爾就會被商業平面廣告用來借

鏡。

梵高以鮮艷豐富的色調影響20世紀

藝術，隔了125年後，他的作品繼續以

創新獨特的方式滲透世間。例如梵高曾

經在荷蘭南部小鎮紐南居住，因此該小

鎮的另一個名稱為「梵高村」。梵高村

鄰近工業城市安荷芬（Eindhoven），

出過以電燈泡起家的飛利浦，每年冬天

都舉辦燈飾裝置展覽。

於是，當梵高村想慶祝梵高逝世

125周年，便邀請了一位燈飾設計師在

通往小鎮的路上做了一條「梵高單車

徑」。單車徑只有一公里，每當夜幕低

垂，人們踏着單車到來，路面漸漸亮

起青藍細碎的光茫，如同天上的繁星流

動。燈飾設計師說，他是仿效梵高的名

作《星夜》。

不單歐洲人今年大事紀念梵高，

澳洲Grande Exhibition舉行了「不朽的

梵高」感映藝術展，之前巡迴過美國、

俄羅斯、以色列等地，現在正於中國的

上海和北京展出，將梵高的多幅畫作以

高清投影儀器放大到四米高的牆面，或

平展於觀眾腳下，於是觀眾站在百多年

前梵高的向日葵花瓣上，或比鄰於一個

世紀的星空河畔，或踏上咖啡館前的小

路。

文／吳健玲　 圖／吳健玲、The National Gallery、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Antonio Biondi 

人 人 都 別 出 心 裁 地 展 覽 梵 高 作

品，以21世紀的科技和創意，向這位

偉大畫家致敬。位於荷蘭首都阿姆斯特

丹的梵高博物館，說到底是國家級博物

館，毋須巧立名目，單靠展覽梵高名畫

也能安然過活，收入來源主要是每年

150萬入場人次的門票收入，以及以梵

高名畫為主題的紀念品的銷售。

可是在2010年，冰島火山爆發，

歐洲遊客急劇減少，連帶老牌博物館的

收入也急跌。梵高博物館終於明白老本

不能食過世，開始構思要開拓財源，於

是近年開始變身。

梵高博物館眼見愈來愈多人以藝

術品作投資工具，可是許多收藏家其實

不懂舉辦展覽，而即使舉辦展覽也不懂

配合保安措施，於是他們向私人博物館

埋手，提供梵高博物館的顧問服務，由

館內的專家教授名畫管理方法和保安系

統，他們曾經為紐約一個商業藝術倉庫

提供三年的控制系統合約。

近年梵高博物館更涉足教育界，

跟隸屬於荷蘭蒂爾堡大學與安荷芬科

技大學的商學院TIAS舉辦藝術金融課

程，更進軍中國市場，舉辦藝術與財經

的碩士課程，或在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中

加一門「管理文化企業」科目。

天才梵高的人生是一齣悲劇，他

精神失常，割掉耳朵，最終自殺身亡。

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心血作品如今令全球

創意工業欣欣向榮，也許他泉下有知也

會滿足地笑。

 荷蘭南部小鎮紐南一位燈飾設計師
仿效梵高的名作《星夜》，在通往小
鎮的路上做了一條「梵高單車徑」。

 梵高的《向日葵》深入民心，百多
年來不斷被商業平面廣告用來借鏡。

 梵高的人生是一
齣悲劇，但他的作
品如今令全球創意
工業欣欣向榮。 

 「不朽的梵高」世界巡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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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5年8月9日

時間：3pm

地點：澳門連勝街no.47藝文空間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來自馬來西亞的高俊耀是窮劇場
Approaching Theatre聯合藝術總監，近年
活躍於台灣小劇場台前幕後，作品探掘人在
現代社會的異化，敘事語言簡練而精準，風
格凌厲。很多創作人、演員靈感遲遲不來
時，就會走去看電影。跟高俊耀一起排戲的
人都知道他講電影多過講劇場，這次就由他
來用電影講劇場、講表演，一起充電！

主辦單位：足跡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501046233392389/

專題講座︰高俊耀的電影筆記

日期：2015年7月11日至8月23日
  （逢星期一休息）

時間：11am至7pm

地點：香港土瓜灣馬頭角道63號牛棚
 藝術村1a空間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文學刺青，以毛筆代替刺針，把
原來痛楚轉換為文學撫摸。計劃試圖打造文
學、書法及攝影的創作關係；書名，透過書
法墨韻寫在選書人身上，以示對文學決志。
作家及文化人現身，力證香港文學。

主辦單位：香港文學生活館

網址：www.hkliteraturehouse.org/
 literature-tattoo/

「文學刺青．墨成肉身」攝影展

日期：2015年8月20日至23日

時間：查看活動時間表

地點：查看活動時間表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博覽會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創意設計、品牌授權、動漫原創作品為主題，
現場設有各國文創形象展示館：「香港館」、
「韓國館」、「台灣館」、「深圳館」、「蒙
特利爾館」、「名古屋館」、「柏林館」等特
色風格，結合香港文化創意產業領域如設計、
漫畫、品牌授權等方面佔據亞洲重要地位之優
勢，博覽會得到了海內外逾百家文創產業協會
支持。

主辦單位：香港中華文化總會、中國文學藝
術界聯合會香港總會

網址：www.hkiccif.com/list-416.html

香港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日期：2015年8月4日

時間：8pm

地點：澳門文化中心小劇院

票務：澳門幣140元，120元

活動內容：本地歌手組合KAVH聯同本澳青
年鋼琴家陳偉民及一眾樂手，共同演繹澳門
本地原創的流行曲作品，並以一個全新的編
曲來演繹，令聽眾有種煥然一新的感覺。演
唱會義賣KAVH《LOVER》唱片，所有收
益將不扣除成本，全額撥捐澳門聾人協會，
作慈善用途。

主辦單位：澳門熱血演藝協會

網址：www.pianomacao.com

Kavh x 陳偉民之音樂會

日期：2015年8月28日至30日

時間：查看活動時間表

地點：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心D館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首屆新藝潮—國際藝術學院新進
博覽會，有來自中國、韓國、美國、英國、
日本、香港、台灣、澳門等20個國家及地
區約80間專業藝術院校100位參賽者參與，
將競逐“2015新藝潮國際藝術家獎”。博
覽會還將舉行五場講座，主題包括培養新
晉、另類空間、收藏市場、發掘新銳藝術家
及電貿藝術市場。

主辦單位：香港文心公關和愛博

網址：www.new-artwave.com

新藝潮—國際藝術學院新進博覽

日期：2015年7月31日至8月9日

時間：查看活動時間表

地點：台北誠品信義店6樓展演廳

票務：見活動時間表

活動內容：Ensouler安所樂設計展的英文En-
soul是「賦予靈魂」之意，加上「er」則成為
「注入靈魂的人」。好的設計團隊，不僅能
為作品注入生氣，也會為品牌注入個性與靈
魂，成為品牌與社會最好的溝通管道。安所
樂希望把「平面設計」這門專業獨立出來，
透過展演以及論壇的形式，讓觀展者能夠看
到設計師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中種種的試驗與
思考邏輯。同時讓公眾對台灣平面設計有更
深認識，也藉由國際交流看台灣設計能量。

主辦單位：有樂設計、FLiPER

網址：www.edf.com.tw

安所樂設計展

日期：2015年7月1日至9月13日

時間：查看活動時間表

地點：香港（詳情請查看活動時間表）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社區探索」是香港社聯─滙豐
社會企業商務中心開展的公民教育項目，透
過社區探索，鼓勵公眾了解社區的演變及其
獨特的生活文化。項目集合故事員、社區旅
遊參加者及本地藝術家的力量，一同創作社
區藝術，以裝置藝術的形式展現油、尖、旺
的生活點滴以及繁華鬧市中，人與人之間的
細膩互動。

主辦單位：Act2Change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1682460155317367/

社區探索及社區藝術展覽

日期：2015年9月5日

時間：2pm至9:30pm

地點：澳門仁慈堂婆仔屋

票務：免費

活動內容：澳門搖滾樂隊刃記十周年重頭節
目。集合樂隊演出、潮流時尚市集、視覺藝
術展演、街頭美食攤位，將搖滾文化精髓帶
到瘋堂區。帶給市民一個敢、想、不一樣的
周末。

主辦單位：澳門仁慈堂婆仔屋

網址：www.facebook.com/YCAMACAO

Blademark Festival

日期：2015年8月9日

時間：12pm至8pm

地點：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展覽廳2

票務：港幣10元

活動內容：一個以手作設計為主題的展覽，
讓手作人互相交流和展示作品，現場共180
個攤位，公眾可以從中覓尋所愛的獨立、原
創品牌，設計獨一無二，展示香港手作人的
新思維和無限創意。

主辦單位：Jenbrial Patisserie

網址：www.jenbrial.com/products/hkhad

香港手作設計展

日期：2015年8月7日至9日；
 12日至15日；

時間：8pm

地點：澳門南灣舊法院大樓黑盒劇場

票務：澳門幣150元

活動內容：由五部原創、當代及現代劇目組
成2015/2016小城劇季，名為「演繹流」，
意為延續小城實驗劇團以表演作為美學核
心的重要理念。三度載譽重演作品《金龍
2.0》率先拉開序幕，文本由德國劇作家Ro-
land Schimmelpfennig創作，近十年最受矚
目的德語劇本，以喜鬧瘋狂的角色扮演，帶
出全球化下的人性告白。

主辦單位：小城實驗劇團

網址：www.facebook.com/
 events/383324398526126/

2015/16小城劇季「演繹流」—金龍2.0

014 015



不久前，筆者參與了香港文藝復興

基金會舉辦的藝術營。六天的活動包括

了錄像、文字、音樂及劇場研習班、名

人講堂、創作活動、電影放映、詩歌朗

讀、音樂會、藝術創作分享會以及最後

一天的藝術創作大匯演。每一組的營友

必須創作以「自在」為題的作品，並在

舞台上展演。

中港澳三地的藝術創作者聚首一

堂，當中，以大學生及在職人士為主，

各自以藝術創作為其興趣或職業。因

此，參與者在創作上已有一定基礎，並

且在一連六天的晚上以詩、樂、影像、

形體藝術交流，令其作品融合了跨界

別元素。是次藝術營令筆者感觸良多，

在離開校園一段時間後，仍然能與學生

們共同創作。而且，喜見參與者都充滿

了創作的渴求。在藝術創作中，創意永

遠佔最重要地

位，技藝只是形態美。由此，筆者所受

的感動源自於參與者大膽的創意。

在筆者與營友們討論的過程中，

驚見營友們思想細膩及勇於嘗試。在

討論來說，解釋藝術營主題「自在」

已經具有不少爭議性。以社會學中的

階層觀念來解釋，馬克思在階級鬥

爭中所述說的階級消磨直至無產階級

（Classless society）的產生，都是

試圖將資本主義對普遍人群所產生的

壓迫消滅。在歷史洪流中，亦見證了

這難以實行，且不能令眾人「自在」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萌芽

於工業革命之始，人類漸漸成為了巨

大機器的一顆齒輪，失去了個人特

色。其存在亦不顯任何重要性，個人

的存在由此變得渺小且不實在。佛學

所表示的自由與自在的關係，說明了

自在是必需受到一定的

限 制 。 大 乘 佛 教 所 說

的六波羅密多（S a t -

Pārami tā），包括布

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當

中，持戒已經具有控

制 ， 其 自 由 已 備 受

壓 抑 。 因 此 ， 在 佛

學的角度必先失去部份自由，才能達

至自在。在歷經六波羅密多後的思想

自主，將創造無苦的世界，達至空性

（Emptiness），是為真正的「自在」

。在三方面所表現的自在，社會學與

佛學的共通點在於控制，但其程度與

廣度卻大不相同，以廣義層面解釋的

馬克思階級觀念及以佛學中個人修為

作為自在要點，及至哲學中的存在主

義，在大時代變遷中的個人特色被受

剝奪，從而解釋了社會及至個人「自

在」的意義。

在整個藝術營中，筆者感受到讓

藝術元素互相碰撞的重要性。畢竟，

藝術觸覺存在於每一個體之中，有待

碰撞產生火花，讓意念成為實體，藝

術的發展才能有堅實的基礎。澳門近

年大力推行創意產業，在於創作者而

言，一個能夠互相學習及深入交流的

平台是必需的。當經濟發展到一定位

置後，社會個人對於精神文明的追求

愈見明顯。創作需要討論及分享才能

顯出其創意，而且，教育不單純以老

師教學生，更應着重同儕間的討論。

筆者在此大膽一言，藝術營在澳門的

設立將有助於澳門發展文創產業，為

澳門培養更多具大膽創意的藝術家。

這幾年，有越來越多的電影人到澳

門取景，炫目的金光大道、獨特的城市

景致是他們喜愛捕捉的鏡頭。這類影片

裡，「澳門」僅僅是一塊佈景板。

有一類比較多澳門元素的影片，

處處有我們熟悉的場景，正兒八經地解

讀這座城市的故事，但那完全不是我們

生活其中的城市。他們獵取的，是賭、

黃、毒、劫、殺這類充滿刺激的元素；

不一定強勁的製作費，但有明星卡士，

便足可成就奇情的「澳門故事」。

儘管這些電影能創造票房神話，

但我們大概不會認同澳門導演這樣來

解讀我城。不是不願直面澳門的「陰

暗面」，而是被獵奇的澳門是個偽澳

門。那麼，澳門導演該如何演繹，才讓

我們覺得比較像真的澳門的電影？至

少，該要呈現出本土風貌吧。甚麼是澳

門風貌？一種老套的說詞，就是從文化

風貌、城市風貌、生活風貌來體現。我

們的文化風貌，不言而喻，就是「中西

文化交融」，這是我們的金漆招牌！不

過，最精彩的故事都來自生活，可以糅

進「中西交融」的文化元素，也可以只

是一種心情、一段回憶，而已。

幾乎塑造成「品牌」的《堂口故

事》系列，不論影像的技術處理或故事

的敘述手法，由第一部到第三部，是澳

門短片故事從稚嫩到比較有章法的成長

寫照。其中，最能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的，都是把故事好好說出來的短片，而

不是故弄玄虛那類。說到底，就是要有

個好劇本！特別是在我們還甚麼都沒有

的時候，具有澳門味道的好故事，尤其

重要。

五月份，我參加了第二屆粵港澳電

影交流活動，聽了港澳十來位導演講述

他們計劃拍攝的影片故事。說真的，我

被大部分香港導演的浮誇而拙劣的敘述

嚇壞了，他們沉迷於自己的虛擬世界，

給這個世界搭很大的架構，卻沒法把

故事說清楚！當天，主持人限定發言時

間是五分鐘，說不好故事的人都推諉時

間太短。可是，三位澳門年青導演卻能

完好地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我不禁為

他們的從容、實在的訴說叫好，更為他

們接地氣的故事叫

好！

陳 嘉 強 《 過 雲

雨》以六個角色串聯

出「無常的失與得，

都是命運中的過渡」

故事主題；徐欣羡講

述從事敏感職業「骨

妹」的姐妹情義故事；陳雅莉的40分鐘

短片《那一年，我17》將改編成90分鐘

長片，繼續小清新的愛情。這三個故事

的澳門元素，不是「造出來」的，而是

她們的身邊事或者自己的故事，在幾分

鐘的簡單介紹中，你已經被她們的故事

打動了。

電影是充滿想像的藝術，故事情節

可以天馬行空，但無論你的想像飛得多

遠多高，你的雙腳卻必須緊緊地貼着土

地，你的虛構才有意義。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具有本土意識

的好劇本；所謂好，起碼的兩點是：有

意思的故事；有澳門的特色。有了以我

們的角度說自己的故事，跟著，第二點

就是拍得好看。這樣的影片才可能走到

市場上，和別人競爭。

（文創路上的澳門電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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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夏令營 說好澳門的故事

文 創
博 客

文 創
博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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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和一位研究中國基督教

史的朋友同遊台北，到了幾個和基督

教有關的景點參觀，其中包括在淡水

的真理大學。當我們到達校園中其中

一幢歷史建築－牧師樓時，我們眼

睛都亮了，因為在大樓樓下的一個面

對庭園的小角落中，居然有一家咖啡

店。身為深度咖啡中毒者，我當然要

喝一杯。我們坐在櫃枱，邊看老闆煮

咖啡，邊欣賞店裡的陳設，復古的銅

製特濃咖啡機、木製的傢俱、在窗台

上的小天使雕塑，一切都和這幢建於

1909年的殖民地式紅磚迴廊建築十分

配合，而且店中還有不

少文創產品和畫作，要不是我們還有

別的行程，真想在這裡坐一整個下午

呢！

「 牧 師 樓 」 原 是 加 拿 大 宣 教 士

吳威廉牧師宿舍。1923年吳牧師病

逝後，另外兩位牧師明有德、孫雅各

在台北神學校與淡江中學服務時也先

後寓居於此。原本這大樓和咖啡毫不

相干，不過「牧師樓古蹟庭園咖啡」

的老闆林國勇告訴我，在這座有百年

歷史的建築物中開店是一種特殊的緣

份，加上台灣政府近年亦十分支持活

化古蹟，所以他便把握機會，由挑選

咖啡豆到店的裝潢，甚至文創產品都

由自己一手包辦。現時包括咖啡在

內，店中主要銷售的產品有二十多

種，例如取材自咖啡樹、咖啡豆子形

狀的藝術品、和真理大學創辦人馬偕

及基督教有關的產品（我就很喜歡印

有真理大學校舍建築物的膠帶和馬克

杯），林國勇亦把自己的畫及攝影作品

製作成明信片出售。「我們還有一項

售後服務，就是幫客人在指定的時間

郵寄明信片，讓親友也感受到手寫的

溫度，這也體現了馬偕的奉獻精神。

」另外，店中還不時舉辦畫展或出租

場地予本地藝術家和文化人開畫班、

讀書會等。由於得到客人及藝術家的

肯定和支持，林國勇希望在未來加重

文創產品的銷售比重及品種。

古蹟開店的優點是它獨一無二的

歷史感，但亦有困難，例如店家不可

隨便裝修，一定要嚴格遵守活化古蹟

的條例。「牧師樓古蹟庭園咖啡」的

簡約佈置正好解決了這問題，而店中

的文創產品和藝術展覽則讓客人感受

到老闆的熱情和品味。正因為老闆親

力親為，參與店中大小事務，無論新

的客人或常客都熱心招待，所以很快

能掌握客人的要求，再改進服務。

現時也有不少人在澳門已活化的

古蹟中經營生意、餐廳，而澳門政府

和文化局亦提供了不少協助，不過我

留意到這些店的產品不是太多就是太

少，有些產品不能和古蹟產生連繫，

未能好好發揮活化古蹟的潛力，也令

這盤生意缺乏了個性。其實旅遊城市

的紀念品都大同小異，同是明信片，

可是有些店能把這薄薄一片變得更有

人情味。在古蹟搞文創需要好的經營

方針外，還需要細心入微地觀察，畢

竟並不是在經營超市，店方主動了解

客人的需求及消費時的心態更為重

要。

其實在環遊世界之前，早就有將經

歷寫成書出版的想法，這相信也是許多

旅行者的同樣想法。我在旅行中一直持

續寫作，兩年下來文字產量頗多，足夠

出兩本書；於是在旅行的後期，便開始

透過朋友物色出版社，希望將文字變成

實體書。最終找上了台灣的時報出版，

幸得編輯們賞識，於是去年年底出版了

首本作品《旅行在希望與苦難之間》，

記錄旅程中亞洲和中東的部分；接下來

九月亦會出版下集，收錄歐洲和中南美

洲的旅程。

許多朋友都會問：既然是香港人，

為何不在香港出版，而要走到台灣去？

其實以遊記來說，香港人在台灣出

版的，我不是第一人。在我之前有鄒頌

華的《從絲路的盡頭，開始》、吳蚊蚊

的《旅活》，當然還有張翠容的數本著

作；在我之後的也有上田莉棋的《辭職

旅行的意義》，而據我所知也有一些香

港旅行朋友正在計劃在台灣出版新作。

對我來說，選擇在台灣出版主要有幾個

原因，當中最主要的當然就是讀者群的

考慮。台灣二千多萬人口，閱讀風氣較

盛，讀者群數量當然比香港大，從書本

的首刷量就可以知道：香港絕大部分的

書首刷都是1,000本（有些低至500本）

，而能夠印第二刷或更多的，比例相

當少。而台灣的出版，很多第一刷都有

2,000本以上，能印二三刷或更多的也

不少。

我在台灣出版還有一個考慮因素，

就是台灣的讀者比較能接納較為嚴肅和

字數多的讀物；或者應該說，台灣讀者

對於不同類型的讀物的接受能力都較

高，這既歸因於讀者的量，也與讀者的

質有關。拙作雖是遊記，但較為嚴肅沉

重，相信台灣的讀者會比較能接受這類

型的作品。

如想進入台灣巿場，又何不在香港

出版，然後運往台灣售賣？書的銷售量

除了書的質量本身，其實宣傳、通路更

為重要；在台灣，在出版社的協助下，

安排媒體訪問和講座分享等宣傳項目均

容易得多。最重要的，是台灣書店當然

會優先銷售台灣出

版的書，書比較有

可能放在書店較顯

眼位置以及擺放時間

更久，如果希望打進

台灣巿場，在台灣出

版自然會是最好的方

法。

另外選擇在台灣

而不在讀者量更大的內地出版，也有幾

個考慮。第一個自然是正體字的原因，

港台兩地均使用正體字，雖然用詞稍有

不同，但始終可以共通；因此即使在台

灣出版也完全可以直接在香港出售，不

必另外出版不同版本。而如果作品內容

涉及政治等等，也不是那麼容易可以通

過內地的內容審批，相對之下，在香港

和台灣的出版自由是重大優勢。

不過說到底，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台

灣，出版產業其實都非常艱難。要做一

本內容既好、又能賣的書，無論在哪個

巿場都不容易，甚至有不少朋友都對出

版業的未來悲觀。不過我相信一個社會

始終需要書、需要好的閱讀材料，也許

閱讀的方式會變，但好的作者始終還會

找到欣賞他的讀者，與大家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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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旅行者、專欄寫作人，著有《旅行在希望與苦難之
間》，「鐵鞋旅遊頻道」創辦人之一，並任總編輯一職。

羅宇正
林　輝

古蹟裡的風景 出版在台灣

文 創
博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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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在台灣，所有和文化教

育有關的工作，都成了「案子」：化整

為零、分裝兜售、層層轉包。以學校為

例，教師們忙教學都來不及了，還得應付

教育局琳琅滿目的「計畫目標」，從品德

到特殊才藝，全都是「計畫案」，檯

面上稱「方案」，檯面下稱「辦活動」。

經費少、時間趕但又需要達到宣傳某種

概念的，就辦個徵文比賽；周期長的就

搞個如「ＸＸ教育培育四年計畫」、

「數位學習計畫」。教師們一接到公

文，就得埋首卷軼浩繁的文書作業，從

文宣製作、找學生參加、拍照記錄到結

案核銷，無不人仰馬翻。

社工界也深陷「辦活動」的泥淖，

由於需要照顧的個案量太大、社工人數

太少，光是例行的照顧工作就會忙到過

勞死，還得應付各種方案，除了來自

政府的指導方針，還有企業界以「做公

益」為名的宣傳活動，得搞記者會、找

弱勢兒童來「做場面」，以領到捐款與

資源。於是，辦不完的活動、寫不完的

結案報告、追不完的發票收據，還要被

主管機關檢討「效益好不好」。

文化圈的情況更糟。教師很清楚

自己的本業就是教學，社工的本業則

是對弱勢族群的長期支持照護，文化

工作者的本業是什麼呢？明清時代，

搞文化的有個不怎麼好聽的職稱，叫

做「幫閒」。幫閒是給有錢人家養著、

類似幕僚的腳色，替老闆搞戲曲演出、

寫詩作文、種花造園。現在，社會觀念

翻轉了，知道「文化」不是有錢人的專

利，各個領域、階層都有屬於自己的美

好之處，找到自己的價值、重新認識、

發揚光大，就是「文創」的基本精神。

然而，這個過程需要的是深耕，是複雜

而多面向的，包括族群的凝聚、自我認

同的建立、歷史脈絡的發掘與重塑，需

要默默持續的工作其實非常多。這些工

作大多依賴政府文化部門的經費才能夠

持續，然而，要怎麼拿到經費呢？

辦活動。

所有的計畫都有固定格式：計畫目

標、施行辦法、預算、預期成效。結案

報告則是根據預算與預期成效去核銷、

寫檢討。在初入行的那幾年，我做了一

個小案子，是一個學生劇團的小戲。那

時候電腦還不普遍，網路也只是撥接，

很多文件還得靠手寫和影印。區區十萬

元台幣的預算、觀眾總數僅兩百人，這

種規模的活動，卻讓我在繳交成果報告

書之後，被文化管理機關叫去辦公室，

聽了一頓教訓：「你都沒有做圖表啊！

圓餅圖長條圖呢？還有媒體曝光的觸及

率呢？媒體曝光與買票觀眾的效益關係

呢？從你的結案報告，我看不到效益

啊！我們做檢討都要看這個的喔！」

關鍵是數字。你的作品再怎麼精

彩、劇評反應再好、劇團營運再怎麼因

為這齣戲而強固基礎，都沒有意義，重

點在於要把漂亮的數字「做」出來。

非營利的工作無法追求實際的錢，就只

能追求「人數」。要怎麼做才能讓參

與人數最大化？辦活動。靜靜深耕是拿

不到效益的。於是，各式各樣的「大拜

拜」出現了，原住民的祭典搞成聯合嘉

年華、戲劇展演要串成藝術節、歷史場

址要弄成創意市集、農村文化節要弄成

觀光夜市。文化工作者全都成了公關公

司，一場場看似熱鬧（人很多）的活動

底下，文化的基礎，都是空的。

在一場介紹政府文化建設構想的

座談會上，台上的官員向台下的學生

發問：「我們這個城市沒有森林、沒

有礦產、沒有工業、更沒有農業，我

們的年輕人未來靠甚麼發展？」台下

數百名學生，沒有誰敢道出官員心中

的答案，卻有此起彼落的聲音竊竊地

揶揄著：「錢……」全球恐怕只有為數

不多的城市能開這奢侈的笑話，可是我

們就願意看著這城市窮得只剩下錢？企

圖用文化來推動城市的發展，又是否如

此難以啟齒？

以文化推動城市發展，早就不是

新鮮事。歐洲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少始於

古老工業城鎮的沒落，文化產業為城

市的更新發展帶來新的機遇，西班牙

的畢爾包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憑著古根

漢美術館的進駐，結合先進的城市規劃

設計，由一個工業廢城轉型為歐洲重要

的文化旅遊城市。即便是在新興的富

裕城市，文化產業也同樣被視為重要的

發展策略；中東的阿布扎比近年透過薩

迪亞特島文化特區（Saadiyat Cultural 

District）的大型文化建設，匯聚了包括

羅浮宮、古根漢美術館等頂尖的國際藝

術機構，建成後很有可能打造為新的世

界文化中心，不過整個項目更重要的目

的是重新打造這座城市的文化形象，

告訴世人這裏不僅有石油，還有文化藝

術。

幾乎是循著相同的路徑，澳門從

2010年開始正式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作

為經濟適度多元的策略工具。澳門與阿

布扎比不同的是，她比這沙漠上蓋起的

城市有文化多了──列入世界遺產的歷

史城區、400年中西文化交匯的歷史；

可是為甚麼澳門描繪不出一幅讓世人注

目的文化藍圖？與上文舉過的城市相

比，澳門目前最缺乏的，是一項雄心勃

勃的文化工程，是一件可以牽動整個城

市、引起國際關注的文化盛事，那是一

種可以深深地印在人們腦海的文化意象

──這正是創意城市大師查爾斯‧蘭德

利（Charles Landry）所說的城市文化的

意象傳播 （iconic communication），一

個城市要為她自己找到這樣的意象，才

能在當代創意城市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而這樣的意象建構工程往往是大手筆

的，總會惹來罵聲一片，就像當年畢爾

包副市長依邦‧阿力素（Ibon Areso）

面對眾多市民反對，仍堅持把古根漢

美術館請進畢爾包。如果沒有這位城市

領導者當初的睿智與魄力，就沒有古根

漢美術館的成功和其引發的全球效應

（Guggenheim Effect），往後亦難有

更龐大的公私部門資金進一步挹注到城

市更新發展的項目。這是一次極具風險

的投資，考驗著城市管理者的眼光與執

行能力。

其實澳門並不缺乏具有視野的文化

管理者，十年前澳門成功申請聯合國的

世界遺產，就是澳門一項重要的文化符

號構建工程；如果沒有它，澳門的世界

遺產至今恐怕無法彰顯於世人面前。今

天我們需要為澳門的當代文化打造新的

意象，它是甚麼？也許就是眼下正要推

出的一些文化建設項目，也許是已舉辦

數年的拉丁城區大巡遊，又或許是政府

將要參照威尼斯雙年展構思策劃的澳門

藝術雙年展──我們已經擁有構建文化

藍圖的企圖心了，下一步是在普羅大眾

中深植文化能夠改變城市的信念。

自由文字工作者，台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建
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將旅行視為一種修行，在每一
處陌生的異地，學習用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天、人、物、

我的關係。著有：《澳洲不思議》、《吳哥深度導覽》、
《孤獨星球LonelyPlanet“IN”系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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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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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網路變成現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之

後，它就成了史上最強大的許願池。如果

有誰想要「向宇宙下訂單」（這是心靈成

長暢銷書《秘密》（The Secret）引爆的

流行語。），也許先上網還比較快。

我們都聽過懷才不遇的人如何在淒

風苦雨中到處吃閉門羹的故事──比如

約翰‧甘迺迪‧涂爾（John Kennedy 

Toole），他生前吃盡了出版社的苦

頭，一本書都來不及出版便抑鬱以終，

無緣得見身後留下的《笨蛋聯盟》

（A Confederacy of Dunces）拿下普

立茲獎，還變成瘋狂暢銷的經典邪典

（cult）小說。

如果涂爾是現代的網民，也許只

需要像《羊毛記》（Wool）的作者休‧

豪伊（Hugh Howey）那樣，坐在電腦

前把作品上架到亞馬遜電子書城，就

能改寫自己的命運─自己的小說自己

賣！《羊毛記》電子書賣得太好，傳統紙

本出版商還反過來求豪伊讓他們出書。

當然，失意的事不會突然絕種，

但現在的網路平台至少替創作者打開

了許多扇窗，不必癡等幸運之神來敲

門，可以先主動出擊。集資平台、部

落格、創作分享網站自主性高，跳過

上層主管的干預，轉而由第一線的觀

眾 ／消費者直接以按讚率和銷售量決

定誰才是王道。

2000年創辦的美國Threadless

是第一波利用大眾參與生產而致富的

網路商家。他們運作的基本模式是這

樣的：各路好手隨時能上傳T恤的設

計圖，Threadless會員隨時能上網評

鑑他們對設計圖的好惡，每個禮拜

Threadless都會挑出評分最高或爭議

性最大的多種款式上架銷售，創作者

與公司共同分享收益。每款設計都是

限量品，但如果某款設計銷售一空，

只要有夠多的會員要求再刷，便有再

刷的機會。

網站提供行銷平台，創作者提供

第一手的創意，消費者主導決策──

甚麼樣的時尚才算時尚，在網路新世

界裡，不再是少數人說了算的事。

類似的網路品牌風起雲湧，他們所

合作的設計師就在你我之中。Society6

提供的地氈、抱枕、浴簾等家飾設計，

也是網民上傳的作品。對消費者來說，

這些素人作品顯得更個人、更稀有，不

容易撞衫，也不像工廠量產的大型品牌

那樣浮泛而且缺乏參與感。

2015年春末，全世界規模最龐大

的手作與古物（限定20年以上舊貨）

網路販售平台Etsy上市，從創業到上

市，只花了十年，買家與賣家遍及全世

界。Etsy的風行除了歸功於高度個人化

的網路搜尋介面、推陳出新的主題報

導，恐怕也是因為它獨特的經營方向滿

足了後工業時代的新想望──一種更人

性化、更有參與感的生產與消費型態。

個人主義或許也有它的侷限，但是

21世紀的我們已經看到網路如何有效結

合個人意識，啟動各種由下而上、風風

火火的巨型社會運動和文化風潮，這股

力量不容小覷。

曾獲台北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梁實秋文
學獎。偏愛詩與散文，攝影與繪畫。熱衷於挖掘老東西與
新鮮事。喜歡溫暖的幽默，常在荒謬中發現真理。希望能

在婁燁的電影中跑龍套，替喜愛的歌手填詞。包子逸

向宇宙下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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