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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influencer，在他們的ig帳號上，也把自

己標記為「content creator」，內容創造者。如

果你仔細閱讀他們的帖文，不難發現即使是商業

廣告，他們對於構圖的講究、文字與照片內容的

設計與創意，都帶着仔細耕耘的痕跡。這或者跟

Ken身兼「文化傳播大使」的身份有關，而這氣

質也讓他們從芸芸blogger中脫穎而出，逐步站

穩了一席之地。隨著規模增長，他倆先後辭去正

職，全心發展weekday couple這個「角色」，同

時經營其他業務，「（包括）平台經營、攝影、

為商戶進行網上行銷，或擔當agency的角色。如

果與一些公司可以合作，我們就會自己推一個方

案，並聯絡更多網紅一起進行。」似乎很混雜，

但其實離不開相關範疇，一方面是生計考慮，但

也是在不斷試驗網路平台的與發展潛力：以攝

影、文案、社交網路平台為主軸，同時藉此專業

向外延伸，探索更多營銷的可能性。

· Ken與Sheila間的甜蜜互動，是讀者愛看的內容之一，「吸like」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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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網紅行業的未來，Ken認為平台的經營必須

求變，並要橫向與不同人合作，跨平台進行，才

可令更多人認識他們。儘管他們全身投入於此，

但對於想加入當網紅的朋友，他們都不諱言，必

須掌握多幾門謀生技能才好考慮。「在YouTube

或一些收費網站，如果你有過百萬views，自己也

有數十萬的粉絲，你就有可能不需靠廣告商，單

拍片就可以維生。但在港澳都困難，因為廣東話

市場窄，台灣就比較多，所以台灣有很多YouTu-

· 以情侶檔接商業廣告，也

為他們與其他網紅間成功作

出區隔。

入行前需先掌握求生技能

ber。澳門的話，就必須要有多一兩個可以賺錢的

專長，無論你是攝影、畫畫、設計或其他也好，

可以借助社交媒體相輔相成，把你事業上獨特的

地方放上網。社交媒體可以幫你走出來，發展到

其他機遇。」除此以外，他們對於有意義的內

容也相當執著，認為平台的內容可以更多元化，

除了網美照，寫字、彈結他甚至飲啤酒都沒有問

題，最重要能配合自己建立起來的形象，才能吸

引不一樣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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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與Sheila間的甜蜜互動，是讀者愛看的內容之一，「吸like」無數。

談及前景，他們認為澳門的市場未被開發的空間仍很大，期望更多人入行，

才可慢慢壯大。官方在進行宣傳時，也可把注意力多放在本地的網紅上，近

期旅遊局的吉祥物「麥麥」推廣活動便是好例子。Ken更希望，澳門有一天

能舉行網上營銷的大型交流會，除了讓大家聚首一堂分享經驗外，也可為出

席的廣告主提供交流機會，促成商業合作，真正推動行業發展。

IG: weekdaycou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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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照片是Eugene樂於在ig

與大家分享的內容之一

作為標榜「時尚、旅遊、生活品味」

的網紅，Eugene在ig裡的一舉手一

投足，每個造型、每套衣服都是精心

挑選的獨到穿搭。「影每一張相都不

是路過說，『咦，這裡幾靚喎，影

張相先』，每次出去都是為了要去某

個地方影一張相才穿這一套衫。」為

給粉絲一致的觀感，無論是發文時間

還是ig整體色調，Eugene都認真經

營。「我自己比較堅持版面的調色，

很重視排版的格局，每張照片的顏色

要一致，在美學上我比較執着。」累

嗎？「不會呀！影完一張相我可以馬

上回家，甚麼都不用吃就打開相片檔案

修圖，在網上世界得到認同就覺得很開

心。」鏡頭下很少笑的他，「chok樣」

迷倒一眾粉絲，客戶也以高端品牌

或酒店為主，但私底下的他卻惹笑非

常，他也不介意在ig的限時動態中發佈

拍攝過程中的花絮，把真實與貼地的一

面呈現在跟隨者的眼前。

這或許就是「網紅」的魔力。昔日普

羅大眾要追的星，都是透過距離來製

造幻想空間；但今天的網紅、網美，

賣的卻是與你同步的日常生活，素人

也可以成為在網路上分享生活情報與

假日去處的KOL，這些都是拜社交

媒體風行所至。在一群極具消費力的

年輕族群中，如果能搶佔到KOL的位

置，可想而知是接踵而來的生意……

真的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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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係炒散王！」Eugene笑說。他

現時沒有全職工作，單以網紅身份接

的廣告與宣傳工作，並不足以維持生

計，尚需接其他「散job」幫補。當

網紅常常身穿高貴衣飾出入五星級酒

店，容易讓人以為他們賺錢很容易，

事實卻剛好相反。從拍照、寫文、

洽 商 、 修 圖 、 客 戶 服 務 通 通 一 腳

踢 ， 幸 好 澳 門 間 競 爭 未 算 太 大 ，

外出工作時還可以情商同行協助。

「本來blogger就不多，客戶要找的

都通常是同一批，所以外出工作時也

不必特別找攝影師，可能就請同行的

除了ig，內地大型電商平台「小紅書」，是Eugene化名為「蔣一斤」的另外一條

戰線。之所以會把業務開拓得那麼廣闊，也是一場無心插柳的意外。「因為

當時寫了一篇高端品牌包包的文章，在小紅書爆紅，光閱讀量就接近三十萬

blogger幫忙按個快門之類。」正因

為行頭窄，網紅們經常會互通消息，

但單人匹馬的壞處，卻就是容易被客

戶壓價。Eugene有時會請友好的同

行協助擔當經理人，與客戶溝通，爭

取合理價錢，避免尷尬。在澳門，

暫時只有處於龍頭位置的網紅平台

「微辣」或「歡樂馬介休」，因為

可保障旗下藝人的工作與收入，才有

正式的經理人制度，而其他游離的獨

立個體，仍需靠自己的努力與方法，

以爭取工作與曝光機會。

「網紅」外表下的迷思

進軍內地社交平台

· Eugene的客戶，以高端品

牌及酒店為主。

文 創 焦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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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比小公主：
跨足不同平台的直播主

相較起Eugene和weekday couple以ig為基地，網名「艾比小公主」的Albee則跳

出了平面範圍，主力在直播平台開啟她的網紅之路。之所以會踏上這條路，

也是與個人熱愛攝影和與別人分享生活分不開。

Albee的第一個直播平台，是源起至

台灣、逐步發展至不同國家和地區

的網路平台「17直播」。2018年加

入，一開始只為支持朋友，但某一

晚在直播上與朋友邊吃邊聊，翌日

就發現自己忽然爆紅，吸納了第一

批粉絲。

看直播在澳門尚未稱得上流行，Al-

bee的粉絲也以香港人為主。剛開始

時，她都會費煞思量組織要說的話，

但上手之後，就知道直播的重點在於

與觀眾的即時互動，她也愈來愈貼

地，更會隨時隨地打開app就直播。

不過當她進入了內地十分火紅的平台

· 直播在澳門尚未成為主流，

Albee的下一步也以發展內地

平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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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直播就是另一回事。「內地直播要用明確主題，覺得有話想說。

內地可是同時有二百萬人在做直播，觀眾進來先看你的樣子，再看你直播

空間的佈置，要看你是否專業？是否大直播主？還有你是否好笑。他們只會

停留一分鐘，你留不到他，他就走了。」她加入抖音大概只是一個月，有粉

絲會在短視頻下留言互動，但他們看直播的時間也不過十分鐘左右。比起

「17」會「坐定定」留足兩小時的忠粉，兩種反應反映的不只是內裡的文

化差異，更是整個競爭環境的天淵之別。

· 無需指定時間，Albee隨時隨地都可以開live與粉絲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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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當直播主的收入來源，除了一般的平面廣告、

買貨或線上線下的商業活動外，最直接的便是來

自粉絲的打賞，他可以購買點數或其他「禮物」

「打賞」予直播主。最高峰的一個月，Albee從打

賞中得到了三至四萬的分成。隨著粉絲忠誠度提

升，她也在眾人課金下，成功爭取了一個在香港

儘管直播平台的受眾性格完全不同，他們背後與

直播主的分成模式則大同小異。平台與直播主之

間有不同條款的合約，一旦簽了「獨家約」，分

成的比例會增加，平台也會增加直播主的曝光

度，但你就不能亮相在其他平台；如果直播主想

過檔，他必須要有一定的粉絲數或號召力，才可

轉簽為「非獨家約」，分成比例會減少，但就可在

不同平台進行直播。她目前分別簽了兩家不同公

司分管抖音與小紅書的帳戶，還有合作關係較長

的「17直播」與自行打理的ig帳戶。每個帳戶在

經營自己的形象上，都會因應受眾而有所區分。

粉絲打賞作為主要收入來源

電車站的廣告機會，她為此更舉行了粉絲見面會

以答謝他們。她一直強調自己並不離地，開直播

就如同與朋友分享生活大小事。不過，卸下了直

播主的身份，Albee的正職是一名理財顧問，對她

而言，兩者不只沒有衝突，反而讓她更能在沒有

財政壓力下，享受當網紅的樂趣。

· 直播期間的Al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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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抖音開始漸受歡迎，直播主會不會是一門可持續發展的事

業？Albee覺得，澳門人在看直播時普遍較冷漠，不太願意給

反應，反觀台灣人就非常熱情，以熱烈反應支持直播主，內地

人的反應就比較兩極。她認為澳門人對直播的認識不夠深，如

能有更大規模的推廣，會有助他們發展。將來，她會在內地平

台發展直播事業，目前也已經有幾個正在洽談的合作計劃，誓

要在抖音與小紅書上，繼續展現「小公主」魅力。

17直播：艾比小公主

· 在忠粉們的課金下，Albee成功爭取到平台電車廣告的曝光機會。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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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牌 故 事

兩年實現從五萬起家到百萬廠房的蛻變

政府近年大力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坊間文創

氣氛濃厚，方興未艾，但能異軍突起並發展為具

規模的產業者少之又少。在商業社會「優勝劣

汰」的殘酷規則中，澳門本地手工啤酒品牌「趣

眼精釀」不僅脫穎而出，更成為當中的佼佼者品

牌成軍短短兩年，已從不足五萬的起步資金發展

到能打造三百萬精釀啤酒廠的規模，在文化從「

創意」到「產業」的實踐中，有很多值得同行借

鑒的經驗。

文／何倩玲

圖／施援程

· 團隊希望把「趣眼精釀」打造為展示澳門不同小眾文化的平台，把本地小眾文化團結以形成大眾品牌效應。

澳門本地手工啤酒「趣眼精釀」：

小眾文化走進大眾視野的經驗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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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眼精釀」品牌創辦人郭芷晴並非一個「好酒

之徒」，在她的印象中，啤酒就是在超市凍櫃列

陣的酒類飲品，不同的品牌有着相似的外觀、味

道和售價。直到2016年，她在機緣巧合下接觸了

手工啤酒，五花八門的味道以及充滿藝術感的絢

麗包裝，徹底顛覆了她對啤酒的印象。她直言，

市面常見的啤酒追求的是標準化，而在精釀的世

界，釀酒師追求的是每一瓶都不一樣。這個理念

和從小喜歡收集孤品的郭芷晴一拍即合，加上澳

門當時並沒有本土精釀啤酒，於是兩年後（2018

年），仍在澳門大學就讀的她決定夥同朋友（同

屆校友），實踐以手工啤酒為主打的創業計劃。

起初，她們將自己釀造的手工啤酒裝進木頭車，

然後推到康公夜市售賣，啤酒口味亦以經典款為

主，味道主要圍繞啤酒花、酵母、麥芽和水四種

原料作變化。雖然啤酒銷情非常良好，短短半年

已回本並創造了六位數的盈利收益，但郭芷晴

一直思考着一個問題：既然要做澳門第一個本土

精釀啤酒品牌，到底甚麼味道才能真正代表「澳

門」？為了找到答案，她們開始發掘澳門的文化

內涵，並很快確定了以「融合」作為品牌的核心

理念，但具體要「融」甚麼到啤酒裡，成為團隊

又一急需解決的問題。

· 趣眼空間是團隊測試新口味的「實驗室」

經驗一：尋找品牌核心文化

此時，康公夜市所處的十月初五街為她們帶來靈感。郭芷晴介紹，昔日的十月初五街有很多茶樓，不

少商賈都喜歡在這裡飲茶閒聊，「飲茶文化」濃厚，而茶葉也是極具東方色彩的飲品元素，所以她們

嘗試把茶樓常見的茶類融入到啤酒中，「茶啤」的概念也漸見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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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比賽是創業者的「煉金石」。為了精進茶啤

這一創意方案，郭芷晴和拍檔開始馳騁不同的創

業比賽。期間，不同的評委和投資者都不約而同

發出相同的「靈魂拷問」：你們有獨家專利技術

嗎？一言驚醒夢中人，郭芷晴頓時明白，任何新

興文創品牌要走得更快更遠，除了文化和創意，

還需要突破技術壁壘！

 

對於茶啤而言，必須要攻克的技術壁壘是如何減

少茶葉所含的咖啡因過多融入到啤酒中。郭芷晴

解釋，茶葉的咖啡因會延緩醉酒感，令人體在不

知不覺中吸入過量酒精，為了規避茶啤所引發的

安全問題，團隊邀請了具有十多年藥物創新研發

經驗的博士加盟，開發了萃取法和蒸汽蒸餾法，

對茶葉成份進行提取分離，並使用樹脂吸附法去

除咖啡因，創造出茶味濃郁但咖啡因含量適中的

嶄新精釀茶啤，目前品牌茶啤所含的咖啡因量已

遠低於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相關危險水平。

擁有自己的「黑科技」後，團隊參與創業比賽的

成績也愈來愈亮麗——2019年9月至今年6月，團

隊橫掃了全澳青年創業創新大賽銀獎、第六屆粵

港澳台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澳門賽區金獎、第四

經驗二：參賽穩根基　科創助文創

· 趣眼精釀品牌創辦人郭芷晴

品 牌 故 事



21

屆前海粵港澳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總決賽企業組銅獎及2020中

銀盃百萬獎金澳門區金獎等獎項。在文創及青創界打響名堂，

同時獲得高達六位數的獎金。

郭芷晴坦言，品牌是在創業比賽中快速成長起來的，尤其是透

過參與澳門大學的創業比賽，得到了澳門大學創新創業中心、

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及經濟局的持續支持和鼓勵，讓品牌在發

展初期的根基較其他初創公司扎實。

· 團隊希望把「趣眼精釀」打造為展示澳門不同小眾文化的平

台，把本地小眾文化團結以形成大眾品牌效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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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啤酒是大眾消費品，但手工啤酒基於其特殊的文化、口味及價格，是不折

不扣的「小眾文化」。與很多小眾文化的推廣者一樣，郭芷晴最初也肩負着推

廣手工啤酒文化的使命，只要有機會便向客人分享手工啤酒深厚的文化、發展

進程、口味演變等知識，然而，這些硬邦邦的內容並沒有拉近客人的心，反而

加深了「手工啤酒是另類小眾文化」這個刻板印象，令人望而卻步。

此後，郭芷晴調整宣傳策略，更多突出茶啤的味道，例如桂花烏龍、菊花普

洱等字眼，也會推着木頭車穿梭各大民生夜市和展覽，拉近手工啤酒和消費

者的距離。她強調，任何人接觸任何新事物，首要基於「感興趣」，之後

才有「喜歡」和更進一步的深入「了解」。茶啤的味道都是澳門市民耳熟能

詳、甚至從小喝到大的味道，變相為客人遞上一塊「敲門磚」，吸引對此感

興趣的人士主動敲開手工啤酒的大門。

除了宣傳策略以大眾視角出發，在產品的研發和

測試上也要經得住大眾市場的檢驗。透過康公夜

市和創業比賽積累了「第一桶金」後，團隊於去

年6月邁入首個里程碑開設實體店「趣眼空間」，

該空間不僅是售賣手工啤酒的店舖，更是團隊測

試新口味的「實驗室」。郭芷晴稱，團隊會定期

研發新的啤酒口味，期間會迸發很多天馬行空、

「腦洞大開」的創意，例如藥材啤酒、艾草啤

等，但無論創意有多好，都要放到店舖內測試，

只有反應良好的口味才會被納入後備量產名單。

經驗三：以大眾視角宣傳小眾文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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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眼精釀的茶啤所含的咖啡因量遠低於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相關危險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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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芷晴對品牌的創業思路非常清晰，創業第一年要

開設實體店，創業第二年要邁向另一個新里程透過

申請政府的中小企扶持政策開設澳門首間精釀手工

啤酒廠，而開設啤酒廠可以說是團隊遇到阻力最多

的決定，皆因在澳門設廠的成本較香港多兩倍，較

珠海多三倍。

面對各種阻力，團隊堅持擇善固執。郭芷晴認為，澳

門本地的手工啤酒品牌只有扎根於澳門，才稱得上

「澳門製造」，更重要的是，未來品牌要走出去，不

單代表產品或企業本身，更要代表澳門的文化，在

澳門設廠有助品牌進一步提煉澳門的文化精髓，讓品

牌的文化內涵更為深刻穩固，將來應對外地同類產品

的挑戰時，能進一步顯現「澳門製造」的優勢。

經驗四：擇善固執　疫境自強
· 趣眼精釀品牌創辦人郭芷晴

品 牌 故 事



計劃趕不上變化，一場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團隊的整體部署，開廠的安排亦延

誤半年，預計年底才可成事，但與此同時，團隊抓緊疫情封關的機會，積極開

展針對本地消費人群的推廣，一方面尋求更多本地商號展售茶啤，另一方面物

色更多本地文創品牌合作，聯乘推出新產品，深挖本地消費市場。

至於下一步計劃，郭芷晴透露，品牌今年繼續緊抓本地市場，以茶啤為主打，

分別推出菊花普洱、桂花烏龍、鐵觀音、荔枝紅茶和茉莉香片共五款口味的手

工啤酒，亦同步落實本地啤酒廠的設置，增添設備及擴展團隊；明年則嘗試與

各大娛樂場度假村合作，打開旅客層面的消費群，而啤酒廠方面會逐步實現日

產五萬瓶的目標，其中一半會在本地市場流通，另一半會外銷；長遠而言，團

隊希望把「趣眼精釀」打造為展示澳門不同小眾文化的平台，把本地小眾文化

團結以形成大眾品牌效應，致力向外地展示及推廣澳門的獨特文化魅力！

趣眼精釀 funny-eye.com

· 趣眼精釀今年推出五款茶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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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創 放 大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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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正經地搞笑 —「排骨仔」的幽默哲學

圓頭大眼、表情「木獨」的插畫人物「排骨仔」自2014年誕生以來，因緊

貼時事、帶有諷刺意味的黑色幽默風格俘獲了大批觀眾的心。「排骨仔」的

創作者陳俊龍表示，創作原意是分享生活中的詼諧小故事，內容或貼地淺

白，或針砭時弊，令人會心一笑，也會令人若有所思。可以說，「一本正經

地搞笑」是品牌的幽默哲學，而這個品牌內涵亦令「排骨仔」在眾多插畫人

物／角色中脫穎而出，成功獲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產業基金的資助以

發展周邊產品，包括於今年內推出以「排骨仔」為主題的個性手機殼以及第

二本《排骨仔》插畫合集等。

陳俊龍是一個不善辭令的人，和別人交談時腦海

首先組織的不是語言，而是畫面，畫畫自然而然

成為他抒發情感的主要渠道，加上他很喜歡捕捉

生活中的幽默細節，因此他決定透過「插畫」形

式於社交平台上發表作品，傳遞快樂。最初，「排

骨仔」的故事大多取材自成長經歷及朋友間的玩

笑，人物也源自真實世界，「排骨仔」的原型是

當年身材瘦削的自己，經常和「排骨仔」互動的

「阿強」是陳俊龍現實中的朋友。

文／何倩玲

圖／施援程

幽默靈感來自生活及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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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關注「排骨仔」的人愈來愈多，陳俊龍希望將

「排骨仔」的娛樂精神發揚光大，於是在內容上加

入更多熱門時事元素，包括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

明星八卦、爆款遊戲等，提升「排骨仔」的搞笑

層次，亦衍生了「黑人」和無名氏女性角色，以

便「排骨仔」在各種題材自由切換，表達觀點。

當創作遇到瓶頸時，專門生產輕鬆內容的陳俊龍

會翻閱高深的哲學書藉以獲取靈感，頓悟出更高

品位的幽默和創意點子。例如在題為《同化》的

兩格漫畫作品中，有人問「排骨仔」為何多日不

出門，「排骨仔」給出了頗具禪意的答案：「出

門幹嘛？最後還不是得回家。」該作品在社交平

台上分別獲得逾千次分享和點讚，也是陳俊龍目

前最喜歡的作品。

· 「排骨仔」創作人陳俊龍





循序漸進地研發更多與「排骨仔」有關的生活用

品及產品。除了「排骨仔」，他亦正構思另一系

列的插畫人物，畫風以更大眾化的日系小清新為

主，藉此讓所設計的人物角色更趨多元，構建更

完整、穩固的產業化版圖。

陳俊龍計劃於今年11月推出第二本作品集，發行

總量維持一千本，但排版上會融入「排骨仔」標

誌性的粉紅色，強化品牌的視覺效果和記憶點；

也將於網上商店出售兩至三款以「排骨仔」為主

題的個性化手機殼，每款產量約為兩百個。鑑於

「排骨仔」的風格既搞怪又誇張，非常適合應用

於日常社交通訊，陳俊龍下一步擬於應用程式

LINE推出一款共十個的「排骨仔」表情貼圖， FB：排骨仔 bony guy

IG：bonyguy

· 創作每幅作品大約耗時2小時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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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撞款才是王道！本土潮牌大集結

在追求個性化的年代，各行各業都趨向客製化，

但隨着速食時尚品牌的擴張，大家在衣著打扮方

面難免會遇到「撞衫」、「撞款」的尷尬。

要避免這種不必要的尷尬，關鍵在於「識揀」，這次為大家介紹的澳門時尚

廊「2020時尚薈萃—品牌集合店」，匯聚34個本土原創男女時裝及配飾品

牌，為歷年最多，更首次把二樓拓展為男裝／配飾展售區，大部分款式都是

獨一無二的孤品，保證不會有撞款煩惱。

· 澳門時尚廊「2020時尚

薈萃—品牌集合店」匯聚34

個本土原創男女時裝及配飾品

牌，為歷年最多。　

圖／施援程

文／何倩玲

圖／施援程，部分由品牌提供



· 「女人是善變的生物」，首次進駐的NO.42

把女性百變的特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對稱的

剪裁及不同物料的混搭，創造出服裝的各種可

能性。（圖／品牌提供）

· NO.42服裝具多配搭性，適合造型百變、風

格隨性的女生。（圖／品牌提供）

FB專頁：www.facebook.com/No.42.Studio

一、NO.42

二、O.Daylily

· O.Daylily亦是新進駐品牌，產品從設計、打版及

製作都在澳門進行，是百分百的「澳門製造」。

（圖／品牌提供）

· O.Daylily的材質以棉麻為主，充滿文青氣息，

因全手工製作，每款僅此一件，尺碼不合還可免

費修改，售後服務非常貼心。（圖／品牌提供）

FB專頁：www.facebook.com/odaylily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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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服飾，今年也有新的配

飾品牌登場，包括致力把首飾

打造成可配戴行動藝術品的

Fashion Museum。

（圖／施援程）

· Fashion Museum以稀有寶

石或自創物料為原料，創造

出既可遠觀亦可褻玩的藝術珍

品。（圖／施援程）

FB專頁：www.facebook.com/fashion.museum.global

三、Fashion Museum

四、ULTRAWORK

· 屢獲國際設計大獎的ULTRAWORK今年登陸澳

門時尚廊，帶來造型獨特的多款手錶。

（圖／施援程）

· ULTRAWORK主創團隊創造

的另一潮牌FAITH& FEAR-

LESS同步上架，極具視覺衝

擊的背包玩味十足。

（圖／施援程）

ULTRAWORK FB專頁： 
www.facebook.com/Ultraworks-586845188172576

FAITH& FEARLESS FB專頁：
www.facebook.com/Faith-Fearless-213703832657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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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Genuine Recipe

六、Earlyink

· Genuine Recipe是首個進駐的皮革品牌，品牌

能設計出符合個人「口味」的皮具產品。

（圖／施援程）

· Genuine 

Recipe希望每

件產品都能成為

用家不可取代的

「陪伴者」。

（圖／施援程）

FB專頁：www.facebook.com/grleather

· 大理石紋給人自然清新之

感，2019年成立的Earlyink以

大理石紋為靈感，創作出脫俗

的時尚手袋和手鐲。

（圖／施援程）

· Earlyink大理石紋手拿包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內設多個卡槽，功能性十足。

（圖／施援程）

FB專頁：www.facebook.com/Earlyink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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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K和插畫家YCC合作推
出的「FAMOUS」限量系列

T-shirt男女皆宜。
（圖／品牌提供）

· 新品牌固然令人耳目一新，其他耳熟能詳的原創品牌同樣有驚喜！由
澳門時尚達人梁衍奇與本土設計師陳小龍聯手創立的I.N.K今年推出多款
聯名產品，包括與澳門旅遊吉祥物麥麥（MAKMAK）聯乘的各式背包。
（圖／施援程）

FB專頁：www.facebook.com/inkmacau

七、I.N.K

八、COMMON COMMA

· 兼顧個人風格及可穿性
的COMMON COMMA，
服飾以輕便及實用材質為
主，近年備受追捧。
（圖／品牌提供）

· COMMON COMMA今年
夏裝主打街頭風，更顯年輕
活力。（圖／品牌提供）

FB專頁：www.facebook.com/commonco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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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Nega C.

她的另一個突破是嘗試了「印花」，雪紡面料配搭小雛菊，靈

動活潑。（圖／品牌提供）

Nega C.品牌創辦人徐雅婷今年推出以愛犬「BOBO」為主題的

圍巾、環保袋及卡套，展現了寵物與人類之間的愛。

（圖／品牌提供）

FB專頁：www.facebook.com/NegaCFashionShop

即日起至12月31日，澳門時尚廊「2020時尚薈

萃——品牌集合店」超過八成品牌提供低至七折

優惠，精明的潮人們不要猶豫，果斷入手！

澳門時尚廊

時間：上午10時至晚上8時（逢週一休館，公眾假期如常開放）

地點：澳門聖祿杞街47號

查詢：(853) 2835 3341

網站：www.macaofashion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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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子英

資深動畫人，1977年開始獨立動畫創

作，作品連獲四屆香港獨立短片展

動畫組冠軍並升格為評審。翌年加

入香港電台電視部擔任動畫師直至

1993年止。近年主力推動香港動畫

文化創意產業及策劃動漫展覽，最

近擔任「香港台灣動畫50年大展」

策展人。現任香港動畫業及文化協會

秘書長。

對於香港的動畫製作人而言，每年一度的動畫支援計

劃相信是最吸引人的一項盛事。透過計劃，數十部動

畫短片應運而生，大家不單獲得相當的製作補助，更

高興的是可以見證精彩作品的誕生。

這個計劃由香港數碼娛樂協會主辦，由最初補助每

部作品製作費港幣八萬元，到現在高達五十萬元的專

業組支援，不但證明了計劃的重要性，也直接反映香

港政府對於本地創意產業的支持。

本來每年的動畫支援計劃所有作品都於2月內完

成，然後於3月初首映，之後所有製作單位會參加

同月舉行的「香港國際影視展」（FILMART）。可

惜今年初開始全球爆發新冠肺炎，香港亦大受影響，

所有活動延期或取消，結果第七屆支援計劃的活動

也改為於線上舉行了。雖然如此，這一屆的成績卻

是歷來最好的，全部作品共29部，其中過半作品有

出色的表現，相信可以在其他相關比賽中取得獎項，

更重要的是展示出香港動畫的製作水平，對整個業

界都相對會作出提升，這正正是計劃的核心所在。

第七屆香港動畫支援計劃

文 創 博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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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計劃共分為三組，每組資助金額不同，由十一

萬至五十萬，作品的長度不同之外，技術上的要

求也有所不同。本屆得到五十萬資助的作品共有

五部，平均每部十多分鐘，其中三部都是超水準之

作，現為大家介紹一下。

香港知名動／漫畫家江記（江康泉）已是第三次參

與這個計劃，他的作品正是《離騷幻覺：序章》。

在此之前，《離騷》本是他於雜誌連載的漫畫，慢

慢地洐生了改編成動畫的念頭，而且是動畫長片。

經過三年的努力，他借助此計劃完成了長片的首

段，從導演手法、美術風格、動畫技術以至音樂

都自成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相信本作也將成為支

援計劃的代表作之一。《離騷幻覺》其實不但是動

漫，也是多媒體的創作，詳情我不多講，大家有興

趣可於網上搜尋，相信一定有驚喜。

第二部要介紹的作品是《山海歷險之泥人村》，由

Intoxic Studio製作。此作品是一系列電視動畫的

首部，取材自《山海經》，但加入了原創角色及情

節。從畫面上看，這個作品較似歐美電視動畫，但

表現手法卻傾向日系動畫，而對白則十分地道，可謂

一部集大成之作，娛樂性豐富之餘，亦有弦外之音。

至於第三部作品又有完全不同的面貌，這部名為

《Be with me》的作品由香港知名插畫家大泥擔任

導演，以他筆下的大白熊及小男孩任主角，是一段

只有音樂，沒有對白的動畫歷程，其實也是大泥於

數年前克服病患的親身體驗，既有感人之處，也同

時帶來充滿希望的正面訊息，很有意思。

除了以上三部作品，第七屆動畫支援計劃還有很多

有趣，並探討動畫技術及題材的佳作，大家於8月

開始可以於計劃的網頁直接觀看。

與此同時，第八屆動畫支援計劃亦已啓動，將

會有30部動畫作品於明年初誕生，不知道在水

準方面會否再提升，超越本屆呢？

· 《離騷幻覺：序章》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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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雯

生於澳門、現居紐約，從事獨立策

展、寫作及藝術教育工作。2019年

擔任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中國澳門

展區策展人，並曾任職於紐約市文化

局、美國華人博物館、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文化局等機構。北京大學中文

及藝術學雙學士，紐約大學藝術行政

碩士。

這是一個加分項：

後疫情時代的藝文資助

文 創 博 客

新西蘭政府6月宣佈，未來三年為青少年校園藝術教

育增加投放400萬新西蘭元的開支，讓更多具經驗的

藝術工作者進駐校園，為孩子提供創意表達方面的課

程，包括藝術、舞蹈、音樂和戲劇。

新西蘭政府此舉一出，馬上博得藝文人士的一片歡

呼，尤其在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資助都恐將縮減的情

況下。新西蘭教育部門的主管表示：「這項『創意人

在校園』的計劃旨在促進學生的福祉，提升他們的表

達能力、協作能力及創意思維，並了解創意行業的職

業發展。」相對而言，筆者身處的紐約市亦剛剛通過

了2021年公共預算，由於政府收入減少，文化開支

將縮減11%，公共藝術教育開支更大幅減少70%（約

1,500萬美元），令本地的教育界及藝文界大感失望。

公共資源減少，影響最大的是低收入的社區。紐約許

多公立學校本來只能依靠政府和民間有限的資源來

推動藝術教育；政府資助一旦縮減，許多課程便被迫

取消，對低收入家庭的學童而言，便等同失去接受

文化藝術教育的機會，因為他們的家庭往往無法支

付校外的藝術活動，哪怕是免費活動，家長亦缺少時

間和渠道去讓孩子接觸。這不僅剝奪了孩子的文化

藝術近用權，亦拉大了不同階層間的文化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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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紹珊

北京大學中文系及藝術系（影視編

導）雙學士、多倫多大學東亞系及亞

太研究雙碩士，研究方向為文學及電

影。獲「美國亨利．魯斯基金會華語

詩歌獎」等多個獎項，曾任美國佛蒙

特創作中心駐村詩人，應邀出席葡萄

牙等多個國際詩歌節，擔任澳門首部

原創室內歌劇《香山夢梅》作詞人。

在兩岸暨港澳地區出版過多部詩集。

長期從事學術及出版工作，並為台港

澳多家媒體撰寫專欄。

用嘻哈、漫畫

講正史行不行？

文 創 博 客

疫情期間，多國的藝術團體釋出不少線上影視資

源，我因而有幸看到被喻為「現象級音樂劇神作」

的《漢密爾頓》（Hamilton）。

《漢密爾頓》自2015年公演以來，叫好叫座，一票

難求，票房收入每年過億美元。此劇果然名不虛傳，

破格創新，用嘻哈、饒舌、R&B、騷靈等傳統音樂

劇甚少使用的曲風講述「美國夢」，卻毫無違和感；

表現手法融匯古今，精雕細琢，讓人拍案叫絕。

用文化工業活化歷史、向全球輸出美國價值，一直

是荷里活和紐約百老匯的拿手好戲，這部以美國首

任財政部長Alexander Hamilton命名的音樂劇也不

例外，用振奮人心的力量重構他的一生。

主創Lin-Manuel Miranda成功把Ron Chernow所寫的

傳記改頭換面，將沉悶冗長的美國開國歷史及憲法撰

寫方式，化為精彩到肉的唱詞。連英國國王乃至美國開

國元勛的舉手投足都可以「幼稚化」，把嚴肅的政治議

題辯論變成Rap battle，甚至讓總統展露美式國駡，

卻拿捏得宜，不失格調品味。著名劇場導演林奕華曾撰

文評價此劇是「第一部嘻哈音樂劇，也是活化歷史的成

功方程式」，「證明活化歷史的最佳手段，還是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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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膽敢用嘻哈演繹開國元勛的一生，日本人則

擅長用漫畫講述歷史人物。我在日本旅行時，就感受

到「漫畫＋學術／文學／歷史」的百搭文創模式。太

宰府天滿宮不但供奉着被民間奉為「學問之神」和

「日本孔子」的菅原道真，還有以漫畫及動漫呈現

的相關展覽。九州不少書店的當眼位置，放的正是

以菅原道真為主角的系列漫畫《応天の門》，把德高

望重「學問之神」的成長經歷，重構成有趣又燒腦的

少年偵探故事，還有紀念明治維新150周年，反映

日本工業革命的歷史人物漫畫《鍋島直正》。

《漢密爾頓》和「歷史漫畫」的成功，說明了「歷史

多元敍述的可能性」對文創發展何其重要，那不只是

「以小見大」、「以一人側寫時代」的切入角度，還

有百無禁忌的表現方式。當年Lin-Manuel Miranda

看書萌發出創意點子，用Hip Hop錄製成《Hamilton 

Mix Tape》寄給了紐約The Public Theatre的負責人

Oskar Eustis，馬上得到製作支持。「Hip Hop＋歷

史＋國家英雄」乍聽起來，已是藝高人膽大的爭議性

點子，但珠玉在前的法國音樂劇《搖滾莫札特》，不

正是用搖滾樂來表現古典音樂神童？試想想澳門的文

化工作者是怎樣呈現孔子、冼星海和鄭觀應？

希望流行音樂、漫畫等「次文化」能自覺活現國家精

神，除了創作人要膽大心細，也考驗當權者和觀眾的

胸襟。

活化歷史的最佳手段，或許真是流行文化；但活化歷

史的生成條件，是大鳴大放的創作空間。可惜的是，

「擦邊球式」的穿越劇、宮鬥劇，似乎成為現時華語

地區文化從業員呈現歷史多元敍述的僅有手段。如果

「活化歷史」真的有甚麼方程式，那就是先讓人物多

一點人性，容許角色多說點人話，放心讓創作者對歷

史文化進行提煉、對傳統表述進行革新，容許創意點

子有發芽成長的可能。

在三觀超正的主旋律作品和低俗穿越劇的二項選擇

之間，那些連看到一張「梗圖」都深感不安的衛道之

士，若想看到《漢密爾頓》、《応天の門》那樣的革

命性文創商品在大中華出現，請先收起那些一碰即碎

的玻璃心行不行？

· 太宰府天滿宮舉行的菅原道真生平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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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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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作為地域文化窗口

朋友經營的旅館在疫情中，正式營業了，地點在三

重縣的桑名市。在日本住了多年，我對桑名市也幾

乎一無所知。那裡雖然有肥美的桑名蛤蜊，市內也

有一些商務酒店，但談不上是觀光城市。朋友在桑

名買下一幢民房，修葺整理，將荒涼的花園改為和

式庭園，造了露天風呂，陳置了他與妻子選的藝術

品。我最喜歡的是二樓一面落地玻璃窗，那原是一

堵牆，把牆推倒後，河畔與神社的景色都借進室內

來。稱不上怡人美景，但在窗前待着，便覺得桑名

實在是令人舒心的城市。

文 創 博 客

· 就像日本庭園借景手法，從旅館的落地

窗看到桑名的景色，把景致借進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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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在桑名出生長大，家就在小旅館所在的老街附

近，城市各處緩緩發展起來，但那老街一帶仍難得

地保留了日本傳統的街道風景。說起來，朋友每天

不管公私，都穿着和服。因為在日本甚少見到男性

不分四季地作和服打扮，剛認識時我們都有點不習

慣，但來到桑名市，見到他成長的地方，似乎就明

白了——是這個城市孕育他對傳統日本文化的愛。

富有魅力的旅館，就是旅人訪問一個城市的理由。我

想，對朋友來說，這家小旅館，就算是一片窗口，給

旅客提供一個機緣，多認識給他養分的城市吧。

這幾年來，日本各個地域裡，開始出現以地域為重心

的旅館，它們大都是獨幢出租的，位於遠離人煙的鄉

郊，旅館以設計作為招徠，並提供不少與地域連結的

活動。由設計師皆川明及緒方慎一郎共同策劃的Umi-

tota便是一例。Umitota位於因藝術而聞名國際的豐

島，除藝術外，豐島其實亦有着豐富的自然資源，卻

因船期關係，大部分人參觀過豐島美術館後便匆匆而

去。二人希望訪客能在島上多留一兩天，花時間好好

看看豐島的自然與人文風景，用身體五感與味蕾，感

受豐島的美好。隨着季節變換，住客還可到島上的農

田參與野菜收割等活動，再帶回旅館的廚房親自下廚。

於千葉縣房總半島開業不久的Marugayatsu，同樣

是擁抱着對地域的深深愛意而誕生的。經營Maru-

gayatsu的建築公司「人と古民家」的社長牧野嶋

彩子，在千葉縣土生土長。多年來，眼看着日本傳

統榫卯結構建造的古民家，因為日久失修而迅速老

化，感到心痛不已。怎樣能讓人們珍視這些充滿前

人智慧的建築呢？大概就是讓他們在此留宿，體驗

到建築物、風土與文化共融的美好。

Marugayatsu由一家二百多年的民家改建而成，其

概念是「一起建立老家，來玩，來學習，來守護古

民家」。牧野嶋彩子連結了房總半島的公公婆婆

們，為住客提供不少體驗活動，包括用柴火煮飯、

陶藝、自製味噌、手打蕎麥麵等等。住客只要事先

預約，居民便會來到旅館，教授這些傳統的農間

生活知識。另外，還有在附近農園與林間舉行的農

業、收割稻米、採磨菇等體驗活動。牧野嶋彩子

希望住客在Marugayatsu留宿期間，能喜歡房總半

島，由自然環境到生活文化。

看到這麼多連結地域與旅館的實例，忽然想，不知

道在香港及澳門是否有經營這種旅館的可能性？在

日本居住多年，有一件很讓我驚訝的事，是日本人

大多以為港澳只有高聳入雲的都市風景，而不知兩

地有那麼大部分都是被自然簇擁着，而傳統節慶與

生活文化是如此緊扣着人們的日常。趁仍有一點傳

統地域文化保留，如有方法讓它更被看見，或許它

就不會消失得如此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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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發生前，劇場界雖然一直都受電影、網絡平台

等新媒體藝術挑戰，不過在傳統與創新之間，還是

可以穩健平衡的發展，直到這波疫情的出現才徹

底敲響了警鐘。不久前風靡全球的百老匯音樂劇

《Hamilton: An American Musical》（中譯《漢

密爾頓：一部美國音樂劇》）最近在網絡平台Dis-

ney Plus作線上放映，原以為一票難求的現場演

出，是絕不會在短期內以影片規格推出市場，但顯

然百老匯的製作人也沒法樂觀地預測這波疫情能否

在短期內結束，製作何時才能回歸舞台，故「不得

不」通過網絡點擊量的收入去幫助公司度過目前的

寒窗期。業內製作人、投資人只能直面戲劇產業在

危機時所顯露出的重大問題，並等待一直將創新掛

在嘴邊的各位總監及策展人能否在這個關鍵時刻，

為行業給出一個具說服力和顛覆性的解答。

但要在短期內改革劇場技術，帶來觀賞性及藝術性

上的創新絕非易事。如果只是透過「劇場數位化」

，即透過用線上播放經典作品來將演出數碼化，這

個「作品」只能說是表演藝術的衍身產品之一，或

能加速電影與劇場的結合，但對戲劇不會帶來任何

觀念上的創新。很多戲劇類型更是難以製作成數位

產品，像是近年蹭了不少熱度，講求親密、互動的

浸入式戲劇（Immersive theatre），便完全沒法

用數位化取代。

愈是難以取代的東西，愈顯得珍貴。與其花更多時

間去研究如何令觀眾達致更真實、更像現場的體

驗，我倒更感興趣於創造出無可替代、即使要承

受風險都要親身進入現場的觀賞體驗。例如探索浸

入式戲劇的觀演關係如何帶來更具社會政治的影響

力；讓商業劇場中的觀眾產生更多社交連結的藝術

化處理等。換而言之我認為真正的劇場創新，仍不

能離開人與人連結這個核心價值。戲劇可以具備虛

擬時空的特點，但核心一定是當下的現場性。

雖然百老匯關燈了，但我不相信真正優秀的創作人

會面臨失業。透過疫情的危與機，創作人能好好審視

這門超過二千年的古老藝術——戲劇，到底有着多少

演變革新的空間。要作品以影片的方式留存下來不

難，但要令作品克服人類的恐懼並仍能留在真實劇

場中繼續上演，才是疫後能通往未來的劇場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