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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 由漫畫到網絡的新舊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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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漫畫到網絡的新舊媒體 

 

香港的一份報章近日報導，身兼中共黨書記和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三中全會舉

行前發表講話，內容在網絡曝光。諷刺的是習近平的講話內容恰好針對網絡對中

共統治的挑戰。互聯網的興起令每個能使用網絡的人都能在當權者牢牢操控著的

主流媒體以外，獲得資訊之餘，更可轉發和加上一己之意見。有見及此，中共早

已聘請了大量網絡警察，監控網絡世界的片言隻語，遇著敏感詞彙便立即刪除。

但網絡世界的發展一日千里，隨著智能電話和平版電腦的出現，幾乎任何時候或

任何情況都可幾上網。加上經濟發展，互聯網的使用者與日俱增，中共要聘用多

少網絡警察才能有效監控網絡世界？聘請網絡警察的費用應屬「維穩」費，根據

中共自己公開的資料，中共每年的「維穩」支出竟然比國防經費還要高！幾網絡

世界的發展速度，中共的「維穩」支出必定會逐年遞增。網絡世界是極權統治的

死穴嗎？ 

 

今期的專題文章中，劉孔維的〈網絡世界的右翼民粹與犬儒──以「愛護香港力

量」為例〉提醒人們右翼士亦同樣利用網絡世界推動右翼民粹主義與濫情犬儒主

義。張雅琳的文章則剖析韓寒這位在網絡世界寫作而聲名大燥的年輕作家，印刷

術在歐洲出現後促成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亦催生了小說這種必須印製成書的新

文學形式，網絡世界能否同樣催生新的文學形式？在香港網絡世界暫時只是催生

一批批專門批評，甚至抹黑別人的鍵盤戰士而已！ 

 

探討網絡這種新媒體之餘，不能忘記舊媒體。民望屢創新低的香港特區政府準備

為二次創作立法，香港的文化藝術社群認為政府的舉動有如網絡二十三條。今共

的專題文章有鄧心悅的〈為何漫畫的二次創作總是無間斷？〉，其實豈止漫畫，

在文學的領域裡，Parody 這種類似惡搞的二次創作是一種歷久不衰的重要文學形

2



 

式。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化裡，父權主義横行，中文詞彙因而沒有「幽默」，直

至近年才將人家 humour 一詞音譯。二次創作亦有好壞之分，好的二次創作其實

是要改變人們對事物的既有觀感。在著名的蒙羅麗莎畫像加上鬍鬚的不少天才

嗎？ 

 

自創刊以來，Cultural Studies@Lingnan 這份網上雜誌一直有「人物專訪」這欄目。

由創刊號開始，「人物專訪」的訪問對象和訪問紀錄均由有關的同學自行安排。

由於缺乏新血加入「人物專訪」的團隊，今期的「人物專訪」卻要暫時縣空。這

裏呼籲同學加入，並感謝過去為「人物專訪」作出貢獻的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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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漫畫的二次創作總是無間斷？ 

鄧心悅 

 

我走進前身是水警總部的 The Heritage 1881，放眼便留意到一個穿紅背心淺藍色

短褲的男子。頭上戴著小麥色草帽的他，正在把玩著他的拖鞋。站在他身旁的是

一個染得一頭灰白的短髮男子，他口中緊緊咬著的那一柄日本刀，閃著黑銀色的

光芒；與左右手握著的無論尺寸、款式都一模一樣。稍微站得遠一點的是一個棕

髮女子，身穿緊身上衣和短裙，一支長棍棒收在背後。女子身後還有一個口咬香

煙的金髮西裝男子，正把彈弓遞給旁邊的「爆炸頭」。他們五人走在一起，背著

鏡頭，高舉左手，展示畫在手腕上的黑色交叉。 

 

「原來是海賊王
1
的伙伴們來了呢。」我心裏想。圍觀的途人，有些輕輕皺著眉，

一臉愕然；有些會心微笑，樂在其中。一群「海賊」突如其來的出現，把圍觀者

的群體一分為二，那一剎那的分割是決定性的，沒有絲毫偏差，沒有半點猶豫。

究竟把海賊們從漫畫中帶出來說明了什麼？我們總愛把它稱之為二次創作，為何

這些創作總是無間斷地不停湧現？ 

 

 
（圖片來源：ptanime.com） 

                                                      
1 One Piece 海賊王：自 1997 年起於日本《週刊少年 Jump》連載的漫畫，講述少年路飛為了成為

海賊中之王者，與出生入死的伙伴們一同展開大冒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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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雖是基於原始漫畫而衍生出

來的產品，其意義卻超出了創作本

身，比創作更加廣闊，更為複雜。所

謂二次創作的「二次」，是指在原有的

著作上，例如小說、漫畫、影片、音

樂以及其他藝術作品，以仿作、改編、

引用再加以發揮的一種獨特創作模

式。但二次創作並不只停留於創作

上，它所象徵的是一個建基於原著的

舞台，參與者透過這個舞台，與其他

參與者建構出一個架空的社群。這個

社群的構成，有賴每一個參與者作為

一個個體（individual）不斷的參與，以

不同的形式參與，沒有地域限制，也

沒有時間規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進

出，而社群亦會因應每一個個體的不

同而持續改變形態。這些形形式式的

構成部分，增加了社群的層次感和立

體感，緊接著我希望從二次創作的三

種主要方式把整個社群的概念串連起

來。 

 

角色扮演與遊戲 

海賊王的伙伴在The Heritage 1881的出

現，把公眾場所（The Heritage 1881 則

是開放給公眾的私人物業）轉變成一

個遊戲（play）的空間。 

 

「遊戲的空間是個結構化的共享空

間，參與這個空間的遊戲者會共同建

構出空間的意義。此空間四周界線的

劃分，具有儀式性的意義，藉此標示

出 與 日 常 生 活 空 間 的 區 隔 。 」

（Silverstone, 1999：59-67） 

 

每一個參與角色扮演（cosplay）的遊戲

者（player），透過化身成為海賊王中的

角色，建立一個屬於海賊王的冒險國

度，穿上海賊王中角色的特定服飾（例

如戴上主角路飛的草帽），除了是模仿

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戴上草帽

的那一刻，就像舉行一個「加冕儀

式」，象徵一個個體從現實生活的空間

跨越了門框，進入了遊戲空間，成為

遊戲者。換句話說，借海賊王為例子，

扮演路飛一角是通往這個特定遊戲空

間的門，至於開啟這扇門的鑰匙便是

「戴上草帽」。開啟了門，等於接通了

現實與遊戲的空間。我們可以想像以

每一扇代表一個角色的門為一個「定

點」，把這些「點」用線連起來便成為

了遊戲空間的平面。通往遊戲空間的

門是以二次創作為媒介而生產出來

的，而生產「門」的先要條件便是要

了 解 原 著 。 既 然 如 史 瓦 史 東

（Silverstone）所說，遊戲的空間是一

個「共享」的空間，遊戲者就必須有

共同分享的一個基礎，並具備能說這

個空間語言的能力，而角色扮演這個

遊戲便是建基於原著之上，每一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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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在原著中都有屬於自己的語言，而

遊戲空間之所以能夠成立，是透過每

一個遊戲者啟動自己的創作力量，把

角色再度活現而劃分出來的。這條分

界線在旁觀者與角色扮演者運用不同

語言時（即使說的都是廣東話）變得

顯而易見。 

 

一旦跨越門框，表示參與角色扮演的

遊戲者抱持著一種對遊戲了解和信任

的態度，並且清楚知道遊戲的規則。

所有的遊戲必然都附帶規則和條件，

否則便難以成立。遊戲者透過這些遊

戲規則，在受到束縛的同時，亦產生

了無法言喻的新的愉悅、驚奇與安全

感。進入遊戲空間，代表遊戲者默認

並答應遵守規則（這些規則對遊戲者

而言毫無疑問是理所當然且簡單直

接），這也是允許參與的個體繼續擁有

遊戲者資格的潛規則。因此，相對於

外面複雜的現實空間，遊戲空間會賦

予遊戲者強烈的信任感以及安全感。

角色扮演在這個安全的空間裏，讓遊

戲者從現實世界中抽身而出，透過二

次創作，打開了凱洛斯（Roger Caillois）

在《人與遊戲》一書中提出的遊戲四

個類別之一──模仿（mimicry）之門。

遊戲者讓自己藉由裝扮、改變身份認

同化身成海賊王的主角路飛，以海賊

船船長的身份，帶領與自己出生入死

的伙伴，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航行，

克服重重困難，累積各式各樣的新體

驗，海賊們可以不斷盡情地向巨浪、

向強者作出新挑戰，享受千鈞一髮的

危機，遊戲者之所以能夠體會這種嶄

新的愉悅和驚奇，是因為他們心中非

常明白遊戲世界不是真實的世界，遊

戲者終究會從遊戲返回現實。一旦把

草帽脫下來，路飛便會立即從海賊船

返回岸上。 

 

很多時候，規則只適用於處於某個特

定時空的遊戲空間，我強調某個時空

是因為規則會因應不同漫畫創作的角

色設定（海賊王中的主角們盡是各有

所長的海賊）、建構遊戲空間的場所

（The Heritage 1881）、旁觀者介入的可

能性等而有微妙的改變。角色扮演遊

戲藉著每一個角色的加入，以「門」

作為一個「定點」固定了界線，把自

身的空間與現實空間劃分開來；然而

因應環境改變，例如把遊戲的場所移

施至每年一度的動漫展，海賊的角色

扮演遊戲便不止是單純的與伙伴們航

海探險，而是多了四類別之首—競賽

（agon）的元素，規則會作出適當調

整，例如把旁觀者以局外人的身份介

入遊戲的空間，列為評審，讓遊戲者

能在平等的條件下爭勝，讓遊戲得以

維繫，並確保其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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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是一種對漫畫原著表示熱愛

和投入的遊戲方式，越是對原創漫畫

熟悉，越能透過二次創作把角色扮演

玩得越透徹。而藉著這種認真遊戲的

態度，個體在遊戲的共享空間上，獲

得其他與自己有共同語言的遊戲者認

同和肯定，從而一點一滴建構自己個

人在這個架空社群的身份。 

 

同人誌與媒體中介 

如果角色扮演是透過自身與角色的結

合，從而在遊戲的共享空間之中確立

自己社群身份的話，創作同人誌的同

人則採用傾向於互動交流的方式確立

自己在社群的定位。同人誌意指有共

同喜好的人走在一起創作的書本刊

物，雖然並沒有特別指向哪類型的書

刊，但普遍對誌的理解是指漫畫。同

人誌共分兩大類別，頭一類是無論故

事、人物設定、情節等都屬自創的原

創同人誌；另一類是以已出版的漫畫

為藍本進行改編、或借用其現有人物

角色另再創作的改編同人誌。因為本

文探討的對象主要是二次創作，所以

我只會把改編同人誌列入討論範圍之

內。 

 

創作同人誌根本的出發點是希望從分

享中獲得認同。同人誌創作者把他對

原著漫畫的喜愛，利用相同的媒體（即

漫畫形式）作改編，成為二次創作。

這個二次創作的過程，引用史瓦史東

的語言，是一個以同人誌作媒體的中

介（mediation）過程。 

 

「在媒體的中介過程裏，意義從某個

文本流動到另一個文本，從一個論述

遷徙到另一個論述，又從一個事件轉

移到另一個事件。在這些流動的過程

中，意義不斷地進行轉化，有時是全

面性地改頭換面，有時明顯容易察

覺，有時又神秘地隱微不顯；意義的

轉化或生在媒體文本自身，又或者在

評論媒體的文本。」（Silverstone, 1999：

13-18） 

 

同人誌改編的過程當中，創作者會把

部份原著漫畫的特色如故事背景、人

物角色甚至某些重要對白作保留，變

成二次創作的基礎；有了這個骨架，

創作者按自己所希望的，給這個骨架

賦予血和肉，注入新生命。同人誌二

次創作的空間比一般漫畫大的主要原

因，除了在已有的東西經過篩選再加

進新元素之外，另一個原因在於少了

商業利益這個因素。我並不是說商業

漫畫便不是一個媒體的中介，事實上

如史瓦史東所言，我們不能否定媒體

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關係，而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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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做出區辨與判斷，具有關鍵性的

重要影響；我想強調的是因為二次創

作絕大部分是從自己的興趣喜好出

發，在媒體中介的意義生產上顯得更

直接更積極。創作者在把原著漫畫拿

在手裏，決定用自己的形式讓這創作

再度呈現出來的那一瞬間，中介的齒

輪啟動了。中介行為本身，就是一種

愛的表示。同人誌的產生是對於原著

的信任，信任原著具備相當的價值，

起碼其價值值得以二次創作的形式再

度表達出來。史瓦史東在媒體中介

（mediation）一文當中提到，媒體的中

介過程如同翻譯。時代不斷變遷，歷

史的巨輪時刻轉動，中介過程永遠都

不會停止。我把翻譯的四個過程：信

任（trust）、入侵（aggression）、轉化

（appropriation）、還原（restitution），套

在同人誌上，領會到二次創作在中介

過程中的互動和交流。正如上文所

述，同人誌是基於對原著的信任才會

踏出第一步的。創作者希望別人能了

解和分享原著的迷人之處，亦希望藉

著自己的再度創作，把原著最精彩的

部分進化得更完美。然而在二次創作

的過程中，創作者對原著的個人理解

和喜好，理所當然地對原著的入侵是

故意的。這種入侵雖說是故意，但創

作者的出發點卻是正面的。正面的入

侵使創作得以轉化，創作者把自己希

望在原著中呈現的東西，轉化至同人

誌這個二次創作之中，為了使更多人

能明白和產生共鳴感，轉化必須是令

人熟悉而可以接受的。最後創作者以

自己生產的意義和新的價值把作品進

行還原，這個還原的過程經過同人誌

作者的中介而成就，原著的本貌雖然

在二次創作中已一去不復返，但創作

者以自己的方式讓作品重生，並與人

分享。 

 

在與人分享之時，媒體中介仍然持續

不斷地進行。每一組「同人」在二次

創作的領域上，都提出自己的看法

（claim），賦予（investment）文本一個

屬於自己的新意義，而當彼此的創作

都建基於同一個原著時，二次創作更

能透過互動互影響的中介過程引發出

千千萬萬的可能性，使這個社群日益

擴大。這個媒體，把置身於不同時空

的「同人」，串連在一起，每組「同人」

都在這個奇特的社群空間中，找著屬

於自己的位置。 

 

二次小說與愛慾 

角色扮演向我們展示了以個人實質參

與二次創作（自己化身成漫畫角色本

身）而建構出的架空立體社群，改編

同人誌則透過一組人積極的媒體中介

串連出一個跨時空的縱向社群。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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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從二次小說的創作看一個隱藏式

的虛擬社群。 

 

我們看漫畫是因為可從中得到娛樂和

愉悅。漫畫為我們提供一個天馬行空

的想像空間，我們依據喜好品味選擇

自己喜歡的作品，在畫得栩栩如生的

連環圖畫中遨遊。一時遊走於浩瀚大

海中與海賊一同冒險，一時屏息以待

主角拼死擺脫強敵轉身入樽的一刻，

我們因一本闊十一點五、長十七、厚

二厘米的書本得到無限的心靈歡愉。 

 

「我們雖然感受到愉悅、興奮等種種

情感，並不代表我們能夠將它表達出

來，在正常情況下，我們其實不善於

表達情緒。」（Silverstone, 1999：48-56） 

 

漫畫創作的種類包羅萬有，當中不乏

以性與暴力為題材的創作。漫畫中那

武士舉刀一幕接一幕砍殺的情景，男

女主角嘴唇漸漸貼近至距離只有一毫

米的一刻，經過黑白鮮明、大特寫的

圖像處理，映入眼簾，秒速之間刺激

大腦並即時讓情緒進入異常波動的狀

態：面紅耳赤、心跳加速、翻書的動

作逐漸加快。放下書本之後，即使閉

上眼睛，那些讓感官異常刺激的畫面

仍像快速的逐格播放一樣在腦中飛快

閃動。我們在感受這種有別於平常的

快感時，總是感到有點羞愧，並很害

怕讓別人知道，卻又忍不住期待這樣

的愉悅能再次造訪。因此漫畫使我們

不斷追看，不斷期待，不斷暗自高興。 

 

這些直接的鏡頭，引用羅蘭巴特的用

語，讓我們產生愉悅（pleasure）的感

覺。即使當中有露骨的裸露畫面，那

絕妙的快感會讓我們從閱讀與欣賞中

獲得舒適的愉悅感，而愉悅之後我們

會感到滿足。但羅蘭巴特心目中，「身

體最富含情慾的部分，不就是衣著的

裂口處嗎？若是徹底的裸露將沒有任

何足以引起情慾之處…或者說，這樣

的若隱若現方能引人無限遐思。」

（Barthes, 1976：9-10） 

 

與愉悅相比，這種使人心緒不定的情

感更能令人產生無限聯想。正是這種

若隱若現的狂喜（bliss）讓二次小說，

尤其是以男男戀愛為主題的 Boys Love

小說（通稱 BL 說），能在愛慾（erotics）

的縫隙中發芽生長，為愛慾提供了一

個延伸的空間。 

 

「……對於感情、意義與慾望，我們

既不會在日常生活實踐中討論這些主

題，也不會將之納入興術理論。因此

愛慾便逃離了我們的視線，羞恥感與

理性通力合作抑制了情慾，身體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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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隱 匿 在 心 靈 的 帘 幕 之 後 。 」

（Silverstone, 1999：48-56） 

 

正因為愛慾不會於日生活實踐中討

論，也不是一種可以公然宣示的情

感，二次小說成為一種發洩這種狂喜

的創作空間。小說透過文字實踐創

作，與漫畫創作決定性的不同，小說

的情感先是隱藏於文字之後，經過閱

讀過程，因應所描述情景，喜、怒、

哀、樂才從行文的字裏行間徐徐滲漏

出來，感染讀者。哪怕小說寫得多麼

坦白多麼赤裸，唯有通過大腦就所描

述的作出想像，才能把作者想傳遞的

意思通往讀者那裏。打個譬喻，作者

與讀者之間，就好像是永遠垂著一道

紗簾一樣，透過讀者自己的觸角和經

驗，猜度作者的意思。這種不確定的

條件，使愛慾能藉著二次小說的創作

空間，找到一處安身之所。 

 

與其他二次創作一樣，二次小說亦是

以原著漫畫為依據。但書寫二次小說

的原材料往往視乎個人的經驗和主觀

感覺。因為正如巴特所說，愛慾的產

生是在衣著的裂口處。而哪一個地

方、哪一句對白、哪一個情景能讓人

窺探到蘊含愛慾的裂口，是一個非常

個人，沒有標準的事情。但二次小說，

尤其是 BL 小說能成為二次創作的其

中一個類別，是因為我們每人心中都

會透過愛慾產生狂喜；而這種必須隱

藏起來、屬於禁忌的情緒，我們總會

暗中期待，暗中體驗。但二次小說的

創作，卻允許使我們有一個沒有點燈

的小小角落，與無名的「其他人」共

同建立一個隱藏了的社群。 

 

新媒體時代的降臨，為我們帶來了互

聯網、智能手機等新的科技，把虛擬

空間引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二

次小說在虛擬空間之中，像如魚得水

一樣，迅速發展。只要有互聯網，我

們不用再感到羞恥，可以盡情地在這

個虛擬的空間中享受愛慾帶給自己的

狂喜。透過互聯網，所有人都能通過

創作二次小說，在虛擬的社群中找到

認同和肯定。 

 

二次創作的出發點較原著創作更複

雜，更多面向；或是說，二次創作賦

予「參與者」的意義是創造一個有共

同語言的空間，建構一個有共同理念

的社群。以自己的再創作作為媒體中

介，在原著創作上生產新的意義。二

次創作的終極目標並不是創作，而是

讓自己透過這種創作在自己身處的地

方留下痕跡，與之發生關係，憑藉個

人的喜好和創意，在自己雙腳踏著的

土地上，塑造屬於自己的文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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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作，任何人都可以在創作的舞

台上，把自己所思所想，以自己的方

式去表現出來。漫畫創作不只是有才

能有際遇的職業漫畫家的專利，而是

一個更為廣闊更多元化的新天新地，

二次創作沒有指定形式、沒有規範、

沒有限制，完完全全是針對個人的喜

好與選擇，題材亦因應各人的歷史背

景、日常生活經驗而包羅萬有，百花

齊放。二次創作的天空下，這一刻存

在著的各種社群，下一刻隨時會轉化

成新的社群，這種獨特的創作因而從

無間斷地把我們的文化變得更豐盛，

更有發展的可能性。 

 

參考資料： 

 

1.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hli: Sag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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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造時勢還是網絡時勢造英雄？──論博客．韓寒 

張雅琳 

 

 

 

前言 

韓寒，一個香港人不會陌生的名字。他既是內地八十後著名作家，同時亦是一名

職業賽車手。二零一零年，《時代》雜誌票選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一百大人物，

韓寒與美國總統奧巴馬齊名，成為了排名最高的中國人，CNN及NHK 等國際知

名媒體均爭相採訪他。
1
同年美國另一本雜誌《新政治家》亦將他評為「五十位

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年度人物」之一，排名四十八，另一位入選的中國人則是現任

國家主席習近平，
2
可見韓寒的影響力足以媲美國家元首。直至二零一三年五月，

                                                      
1 《韓寒︰來大陸過兩年，台灣人的焦慮就會好！》，遠見雜誌，2012 年 6 月號 
2 《別小看了韓寒》，世界博覽，2010 年第 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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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寒的新浪博客累積瀏覽人次已超過五億九千萬，
3
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博客之

一。 

 

（圖片來源：http://blog.dbw.cn/html/90/353390-130760.html） 

 

「許多人說韓寒是網路時勢造的英雄，認為沒有中國的政局和互聯網就沒有今日

的韓天王，仿佛韓寒只是又帥又剛好趕上潮流的萬千媒體現象之一。」
4
 韓寒授

權新經典文化的台灣痞客邦部落格中點出了不少人對韓寒成名的質疑。究竟所謂

的「韓寒現象」是否真是網絡時勢造英雄呢？本文將會分成兩部分作詳細探討，

第一部分將會分析博客（weblog，因博客有兩種意思，一是指blog，一是指blogger，

故下會以英文簡稱為blog和blogger以作區分）這種新興文學形式如何透過互聯網

技術的優勢，打破過往編輯、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關係，同時為民眾提供一個獨立

自主的演說舞台，讓他們於新時代中獲得一種前所未有的文學體驗，創造出一個

為英雄而設的時勢。而另一部分將會嘗試分析韓寒之個人特質，與寫作風格如何

恰好配合博客這種文學形式，並探討他怎樣透過文學介入社會矛盾，影響更多人

開始以博客作為創作形成，造就他在一片互聯網汪洋之中，突圍而出，成位萬千

讀者的人民英雄。 

 

從weblog到博客 

博客是由前中國博客網總裁王俊秀從“blog”這個英語詞彙翻譯過來的，blog 是

weblog的縮寫，而weblog則是由web 和log 兩個詞語組合而成的。Web 是網絡，

而log 的原意是航海日誌，後來泛指程式或系統運作所產生的紀錄檔。
5
來自美國

的Jorn Barger 於一九九七年在其個人網站Rabotwisdom.com的首頁上張貼了數十

                                                      
3 韓寒新浪微博，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4 《我是韓寒》，新經典文化痞客邦(韓寒授權)，2010 年 12 月 13 日「杯中窺人」  
   http://iamhanhan.pixnet.net/blog/post/23316397 
5 P1-2，《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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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超連結並為每個超連結，附上簡單的介紹。Jorn Barger嘗試每天更新部分超連

結，並開始以日記方式於超連結的更新中，紀錄自己的想法。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John Barger 將這些超連結網頁命名為weblog，並開始吸引了其他的互聯網用戶跟

隨這種網頁形式，建立起屬於自己的weblog。一九九九年，另一美國人Peter 

Merholz 將weblog 縮寫成blog，同年，同樣來自美國的Pyra lab公司推出了

blogger.com。blogger.com為網絡使用者提供了簡單易學的說明，以及通過FTP功能

直接將用戶的個人日誌發表在他們的網站上，大大方便了互聯網的使用者。 

然而，當時 Blog 的技術仍未全面於美國以至世界各地普及，直至二零零一年九

一一事件的發生，這場讓全世界人民感到震驚和迷茫的災難，幾乎超越了所有人

的想像，同時亦將 Blog 這種技術帶進世界舞台。 

 

「誰能夠為全人類大量出現的空白輸入必需的信息？顯然報紙、雜誌等傳統傳媒

無法滿足如此重大事件的傳播速度的需要，電視媒體的內容生動直接，幾乎吸引

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重重覆覆的畫面卻無法滿足人們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6
 

方興東、王俊秀等人在《博客──e 時代的盜火者》中指出，透過主流媒體不停

觀看那段飛機撞向世貿大樓的震撼畫面，似乎對於撫平人類的傷痛、無力感以及

那一大堆突如其來的未知和不安，顯得毫無幫助。在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一日以前，

誰人都無法想像這件事情的發生，人們那時最需要的，是盡快了解那些遇難者的

情況，以及得著心靈上的安慰，面對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殞落，沒有人會不感到哀

傷。然而，報紙以及電視的速度並未能緊貼事件的發展步伐以及大家的渴求，即

使是暽息萬變的互聯網，當日亦承受不到全球各地人民大量的需求，在九一一發

生後的數小時，大部分的國際主流媒體網站如 CNN、BBC 以及《紐約時報》等

都因為瀏覽量過大而幾乎全面癱瘓。此時 blog 這種嶄新的網絡技術成為了真正

意義上的新聞發源地，前文提到的 blogger.com開始出現了過百篇對事件的報導，

為了方便用戶瀏覽，blogger.com 更為這個主題提供了專門的分類。另一原本用作

                                                      
6 P22，《博客—e 時代的盜火者》，方興東、王俊秀著，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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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紐約市好文章的 blog 站點 World New York 於事件發生後亦成為專門公佈個

人對於這場災難的描述。 

 

「有些人專門在危機發生時獲取和傳送訊息，我就是其中之一。這讓我感到我在

為那些在災難中感到無能為力的人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
7
World New York主人

Jason Kottke 描述了他當時的心情。 

 

另一方面，我們都能夠從目擊者的親筆描述、遇難者親友的心聲中見證人性光輝

的一面，那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愛。在這次傷透人心的恐怖襲擊中，他們在 blog

張貼的文章正好成了人們心靈上的一點安慰。即使跟事件並沒有直接關係的一般

大眾亦因為這次的襲擊加深了他們對生命脆弱的體悟，他們意識到人與人溝通的

重要性，很多人開始透過 blog 反思和討論這次事件。Blog 這個網絡新星逐漸引

起主流媒體的關注，九一一事件後，除了美國，英國、德國、匈牙利等歐洲國家，

甚至是亞洲等地如日本、中國都紛紛湧現出大量 blogger（在 blog 上寫作的人），

blog 正式走上世界的大舞台，人們逐漸從主流媒體中擔當被動的受眾──讀者，

轉化成一個主動參與的角色，在 blog 這種新興技術的引領下，每一個看似微小

的個體都有能力成為發佈訊息的作者，影響他人，甚至集腋成裘，影響整個大社

會。 

 

二零零一年底，美國新聞傳播學者Dan Gillmor 到清華大學演講，並將blog這個概

念引進中國，國內傳播及媒體研究者王俊秀將之翻譯成「博客」。而「博客」這

個中文詞彙具有兩個意思，第一個意思是blog 的英文直接翻譯，解作網上寫作

的一種特定形式和格式，由按時間倒序排列的文檔所組成的欄目，兩側通常還附

有一些補充材料，它們頻繁更新並且大量使用超鏈結。而博客的另一個意思是來

                                                      
7P24，《博客—e 時代的盜火者》，方興東、王俊秀著，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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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英語blogger，意即擁有blog網站或在blog上寫作的人。
8
 

  

走進全民寫作的「你」想時代 

Blog號稱是一種「零進入壁壘」的網上出版方式，能夠滿足零編輯、零成本、零

技術和零形式的「四零條件」。
9
 

 

零編輯︰網絡技術 RSS 2.0 標準開發者 David Winer 認為 blog 就是未經過編輯的

個人聲音。在 blog 的世界裏，作者就是編輯，即時寫作及自我檢查，然後即時

發佈。作者的創作完全是出於其個人表達的需要進行，而無需像傳統的文學出版

般經過編輯的審批認可，是一種完全的個人化行為。 

 

「博客實現了編輯與作者的完美統一，成為了自己文字的主人。不會因為哪個網

站怕得罪廣告商而不發你的文章，違背你的意願，肢解、修改你的文章。」
10
 

 

零成本︰blogger 能夠做到獨立自主，很大程度建基於其零成本的優勢。透過免

費、簡單、易用的軟件，任何一個網絡使用者也可以像申請免費電郵一般，免費

申請自己的網站，無需要繳付註冊域名或租用服務器空間等成本費用。在現今「文

化是盤好生意」的年代裏，零生產成本的 blog反行其道，作為生產者的博客 blogger，

無需繫著那些在資本主義下所謂成本效益的枷鎖，他們不介意讀者的多寡，因為

他們並不是透過博客寫作賴以為生，不少 blogger 只視 blog 為一種遊戲和娛樂︰ 

 

「博客是甚麼？博客是遊戲，是最開心的虛擬網絡生活。為甚麼要去博客？因為

開心，因為好玩。」
11
一名blogger在網上分享了自己對於blog寫作的看法。 

                                                      
8 P35-36，《博客—e 時代的盜火者》，方興東、王俊秀著，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 
9 P8，《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10 P9，《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11 P12，《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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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技術︰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 blog 並不需要任何的專業電腦知識或技術，哪管

你是否認識 FTP、HTML、JAVA 這些名詞，只要你懂得發個簡單的電郵，你就

能夠隨時隨地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blog。 

 

零形式︰為了增加瀏覽量，大部分的網站會以美觀的版面取悅訪客。然而多采多

姿的形式背後卻牽涉了高昂的隱形成本和較多的電腦技術。因此 blog 的供應商

選取了反璞歸真，只為作者提供自動、簡單的版面，讓他們不需為形式而費神。 

 

除了版面外觀的形式，我會將零形式演繹成文學的形式，blog 有如報章一樣是一

種新興的文學形式，印刷術造就了每日出版的報章大行其道，而互聯網的普及則

讓 blog 被網民廣泛使用。報章可以容納毫無關連的新聞刊登於同一版面，而 blog

則能夠包容任何的寫作手法和內容，blogger 甚至可以發表一些過往任何文學形

式都不能包容的寫作手法，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韓寒其中一篇 blog 的文章只有

一個引號（「」），你不能說他的文章不合規格，因為在零編輯的條件下，博客文

章並沒有任何特定的形式。但在傳統的出版技術下，我相信沒有人會願意出版一

本只有一個標點符號的書。 

 

博客的四零條件能夠賦予任何人一個作家的身份，並為既有的文學世界帶來了前

所未有的衝擊。 

 

「在過去的文化體制裏，文學是屬於專業作家、編輯、評論家的事情。他們創作、

發表、津津有味，卻不知不覺離普通人越來越遠。」
12
 

 

在 blog 世界，每個人都能夠透過發表自己的文章而成為作家，另一邊廂，傳統

                                                      
12 P68，《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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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家成為 blogger，看似沒有甚麼特別，但當一個傳統作家願意走進 blog 這個

草根世界，跟一般大眾成為平起平坐的作者，就等同放棄傳統作家在生產關係中

的尊貴地位，走下神壇，在自覺和不自覺中改變了自己神聖的身份，卸下了原有

的光環。 

 

「消除文學作品生產的最後一卡，賦予了人人都可以發出聲音的渠道。」
13
 

 

傳統文學世界裏，要成為一個作家，均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可，例如出版商願意發

行自己的作品，又或是報章選取了自己的文章刊登。blog 賦予每個人成為作家的

生產工具，為每個個體搭建一個表演舞台，讓其在浩瀚的網絡世界中發熱發光。 

 

除了徹底顛覆了作家的神聖地位，博客同時亦將作家與讀者的身份界線變得模糊。

blog 的特點是具備了開放性和交互性，博客的內容一般都是對外開放的，任何人

都能夠透過固定的網址瀏覽他們的文章，並利用留言版的功能發表評論，而

blogger 和其他讀者又可以根據這些評論作出回應。當讀者在他們的留言版上撰

寫評論的時候，他的身份便會由讀者轉化成作者，反過來當 blogger 閱讀讀者對

自己評論時，他則會變成一個讀者。及後 blogger 又會根據讀者對自己的評論，

一一作出回應，甚或另行開闢一個新的版面撰寫文章，這個時候博客的身份又會

變回一個作家。 

 

「每個人都從各自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問題、理解世界，所有人的表達有機地匯聚

在一起，就形成了巴赫金所謂的多聲部複調現象。」
14
 

 

巴赫金在《杜斯托也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中提出複調小說理論，著名俄國作家

                                                      
13 P69，《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14 P10，《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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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斯托也夫斯基的複調小說世界選擇了以一種全面對話的方式，將不同意識形態

的價值展現於文本的話語結構當中，讓他們在一個自由、平等的空間裏進行交流

和對話。
15
巴赫金把對話看是人類基本的生存方式，一個人的言談總是帶有某種

觀點和價值觀的表達，但這種表達不是固定的立場而是一個過程，並透過與潛在

物件的對話完成其功能，並一同建構話語的公共空間，各種差異和不同的聲音匯

聚成一個充滿張力的複合體。blog就是透過博客blogger與其網站的瀏覽者不停化

身成為作家與讀者，透過一連串的對話集體創作出一部不斷更新的文學作品。 

 

傳統的文學世界裏，作家與讀者從來都是孤單地進行創作和閱讀，而且兩者鮮有

交流互動。作家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後，往往都只能夠透過讀者來信才能得知他們

的觀感。博客卻開闢了一個全新的空間讓作家和讀者於同一個平台上發表文章，

集體創作。魯迅曾經把文藝分成消費者的藝術和生產者的藝術
16
，然而，博客的

出現卻顛覆了這種原有的生產關係，在傳統的文學世界裏，作家擁有其各自的生

產工具，包括文學技術、手法及形式等，他們在生產關係中扮演著生產者的角色，

而讀者當然就是消費者。然而，互聯網上的blogger，他們既是生產者，亦是消費

者。互聯網讓全民皆兵，只要你是網民，走進這個博客舞台，你便可以選擇成為

生產者（作家），還是消費者（讀者）。 

 

"There were not always novels in the past, and there will not always have to be; not always 

tragedies, not always great epics; not always were the forms of commentary, translation, 

indeed, even so called plagiarism, playthings in the margins of literature.”
17
  

 

德國文學評論家華特．班雅明認為不同時代就會有不同形式的文學作品出現，印

                                                      
15 《巴赫金對話理論初探》，丁靜，長安學刊，2012 年 3 月 
16 P29，《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採用》，《魯迅全集第六卷》，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17 P224, Benjamin, Walter. 1978. Reflections: Essays, Aphorism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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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術的發明為小說提供了文學技術條件，而沒有建築藝術帶來美輪美奐的劇院，

亦不會令西方戲劇得以興盛。而二十世紀末互聯網的普及則為人類帶來了blog這

種形式的文學。Blogger.com 創辦人Evan Williams 認為blog概念的內涵主要體現

於三個方面︰頻繁更新（Frequency）、簡潔易明（Brevity）和個性化（Personality）。
18
 

 

Blog 有別於其他的文學作品，一個作家將其作品完成並且印刷成書本，再交到每

個讀者的手中，文學作品的工序可說是告一段落。也許有時候作家會在書本再版

重印時對內容稍作修改，但亦不會對整部作品作出很大的調整。而 blog 卻是一

種更新頻繁，不斷動態累積的文學創作。Blog 本身是從個人日誌演化過來的創作，

因此具有「每日一記」的特徵，不斷更新的 blog 就有如一部劇集般吸引讀者繼

續追看作者每天的經歷或感想。但我會將 blog 比喻成為一部處境喜劇（situation 

comedy）而不是連續劇，因為 blog 上的每篇文章都附有其獨立主題，文章之間

無需任何的關連性。Blog 有別於一般的文學形式例如小說或戲劇，讀者獲得了閱

讀文本的主導權，他們並不需要跟著作家的鋪排，根據情節的發展順序閱讀，而

是可按照個人的喜好隨意按入任何一條的條目中閱讀內容。 

 

互聯網有如汪洋大海，blogger世界百花齊放，瞬間之中已增加了大量的文章。著

重表達個人思想情感的博客文學摒棄了傳統書面文學所追求的細緻表達，以及咬

文嚼字。他們以簡潔易明的短句，甚或大量的口語作為文學創作的表達手法。

Blog文學更採納了大量網路聊天所使用的「黑語」，例如TMD （他媽的）、菜鳥

（新blogger）、美眉（姑娘）、^-^ （嘻嘻）等。
19
這些新詞彙在博客之中的出現引

來了很大的迴避，有人認為blog的寫作手法嚴重影響了漢語的純潔性。然而，他

們似乎忽略了blog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對主流文學的顛覆，他們把高高在上的作

家推下神壇，然後徹底改寫了編輯、作家以及讀者的關係，將讀者由被動的受眾

                                                      
18 P2，《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19 P39，《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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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成主動的參與者。他們仍未曉得blog這個設立於互聯網世界內的小天地是屬

於民眾所擁有的。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底，在中國二點九八億線民中擁有博客的線民比例達到

百分之五十四點三，使用者規模為一點六二億人」
20
 

 

「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二零一二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透露，截至去年

底，中國互聯網上網人數五點六四億人，其中使用移動電話上網四點二億，互聯

網普及率達百分之四十二點一。」
21
 

 

傳統精英主義下，擁有較高門檻的文學創作似乎只是屬於知識分子的高雅之事。

然而當過億的中國人民同時成為了網絡作家的時候，blog 這種來自民間的文學把

文學的遊戲規則從新設定。昔日的《詩經》作為民間的口述文學，並不講求文字

上的華麗修飾，反而著重於語句易於上口，方便傳誦。而今天的 blog 文學同樣

講求文章簡潔易明，並且具有作者獨特的個性。Blog 的文章的作者與小說的作者

不同之處，在於小說作者不需要將自己的身份加入文學創作之中，讀者關心的亦

只是他的著作內容，故事情節，而並非作者本身。但 blogger 多是以作家自身的

經歷和感受作出發點進行創作，讀者閱讀文章的同時，其實亦好像在認識一位新

朋友似的，作家散發出來的氣質比他的文學技巧來得更加重要。 

 

《時代》雜誌選出了「你」（You）作為二零零六年的年度風雲人物，「你」就是

使用互聯網技術的每個獨立個體。 

 

“It's a story about community and collaboration on a scale never seen before. It's about 

                                                      
20
《中國線民人數 2.98 億 1.62 億人在寫博客》，北京晨報，2009 年 1 月 14 日 

21
《中國微博用戶 3.09 億》，星島日報，2013 年 5 月 14 日 

21

http://www.morningpost.com.cn/


 

the cosmic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Wikipedia and the million-channel people's network 

YouTube and the online metropolis MySpace. It's about the many wresting power from the 

few and helping one another for nothing and how that will not only change the world, but 

also change the way the world changes.”
22
 

 

Web 2.0 技術的出現讓網絡使用者更容易以各種形式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以及

分享個人眼中的世界。如果你曾經參與其中，「你」就成為改變世界，並改變世

界改變方式的一員。 

 

「我們想和別人分享自己的想法與經驗時，不再投書報社然後期待能被編輯選上

發表，而是直接發表在自己的部落格（Blog）上。」
23
 

 

互聯網技術為世界上每個個體築起了 blog 這個大舞台，每個人都能夠透過參與

分享，以及影響，及改變世界的英雄。為民間英雄而設的時勢已經誕生，但當中

誰人又能夠借助這種文學形式為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以文學介入社會問題，影

響他人，改變社會又或是改變社會改變的模式呢？而本文要探討的韓寒有這樣的

條件嗎？ 

 

韓寒──政治性的文學創作，革命性的個人風格 

博客本身就是一場來自民間的革命，歐陽文風、王曉生的《博客文學論》中展示

了一項來自國內的調查數據，二零零五年，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博客每月平均收入

不足 2000 元，而學生則佔了當中的一半。
24
Blogger成為了草根階層，特別是年青

人的象徵，他們想改革的是傳統高高在上的文學、是壓迫他們的種種規範。Blog

                                                      
22 “You — Yes, You — Are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Lev Grossman, Times Magazine 25,Dec, 2006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570810,00.html 
23
《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鄉民》，蔡志豪，2006，   

   http://taiwan.chtsai.org/2006/12/20/shidai_zhoukan_niandu_fengyun_renwu/ 
24 P71，《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22

http://taiwan.chtsai.org/2006/12/20/shidai_zhoukan_niandu_fengyun_renwu/


 

時代表著對自由、開放、平等、共享、拒絕約束及專有的崇尚。而這位生於一九

八二年的年輕作家韓寒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具有革命性的傳奇人物。 

 

隨著內地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取代了原本的計劃經濟，並逐漸發展成一個知識型

經濟的社會，知識的優勢漸趨明顯，教育程度、學歷彷彿就成為了成功的必要條

件。八十後剛好就是一孩政策實施後的第一代獨生孩子，他們一出生就無可奈何

地被學校、家長灌輸了要取高分、考大學的思想，他們受盡教育制度的壓迫，卻

又無奈地接受了這樣的制度。而在「求學只是求分數」這個教育制度下成長的韓

寒，在學校與成年人的眼裏曾經是一個被淘汰的失敗者。 

 

「他本來對數理化不感興趣，一開始脫節跟不上，跟不上就更不感興趣了。這樣

惡性循環，導致了他高一的留級，那是一九九七月底」
25
韓寒的父親韓仁均在《兒

子韓寒》一書中描述了韓寒因為偏重文科的關係，曾經試過於高中留級，甚至被

學校的老師認為是害群之馬。 

 

「韓寒的學習情況越來越差了，上課經常遲到，晚自修經常出去買東西吃；上課

時睡覺、看書（不是教科書）耳朵裏常帶著耳機；寢室裏亂哄哄，攤得一塌糊塗，

班級的分數給他扣光了……」
26
 

 

最後韓寒被學校勸退，被迫休學。韓寒休學那年，其實已經摘下了首屆新概念作

文大賽的一等獎，並完成了他首部長篇小說《三重門》的創作。反映上海初三學

生生活的小說《三重門》出版後竟大賣二百萬冊，並成為中國近二十年來最暢銷

的文學作品之一。韓寒的一舉成名引來社會很大的迴響，因為他的成功例子正正

衝撃著現行的教育制度，大家都開始反思社會應該培養通才還是專才。反而韓寒

                                                      
25 P69，《兒子韓寒》，韓仁均，上海人民出版社 
26 P75，《兒子韓寒》，韓仁均，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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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繼續瀟灑，拒絕了復旦大學的入學邀請，彷彿跟主流教育對著幹。 

 

「我到現在一直慶幸自己沒去上大學……十幾年前大學生還吃香，但那一批已是

絕代天驕了。所以，還是抓緊時間學點真本領和真手藝吧。」
27
 

 

個性化的體現 blog 的意義非常重大。文章要做到個性鮮明，其主人也需要形象

鮮明。國內教育體制下的失敗青年相信數以萬計，但當中又有多少人能夠像韓寒

般憑著個人的才華闖出體制以外的另一片天？又有多少人能夠在十七歲時成功

實現自己的夢想，甚或擁有他當日反抗學校制度，休學從文的勇氣？心理學分析

認為人類天生擁有好奇心，這是一種個體對新異刺激的探究反應，對新鮮的事物

和現象，人有著去瞭解和探索的本能。如果一個 blogger 的生活環境、模式與際

遇跟我們無異，那就根本不能引發起我們絲毫的閱讀興趣，然而，韓寒的與別不

同卻激起了讀者的窺視心理，希望透過閱讀 blog 上的文章對他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零零五年，新浪網以「名人博客」為標誌，邀請了不少作家學者開闢其個人

blog。當中有些老派作家其實對 blog 這種新潮流仍然不甚了解，四十後內地作家

周國平是這樣形容博客的︰ 

 

「突然多了一間開放的客廳，可是不知道拿他來做甚麼好。我知道我是他名義上

的主人，因此而有了一種權利，一種責任，但不清楚具體是甚麼。」
28
而另一位

五十後內地作家劉震雲更直言自己不懂blog，「但大體明白是一個可以和許多朋

友直接交流的專門地方。」
29
作為一個生產者，blogger首先要掌握到自己的生產

工具，那就是blog所應用到的互聯絡技術以及對形式的掌握。作為八十後的新一

代，韓寒當然能夠駕馭與他共生的互聯網技術，二零零五年韓寒建立了屬於自己

                                                      
27 P9，《一道醒目的叛逆風景 – 解讀韓寒創作》，宋玉紅，2010 
28 P29，《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29 P29，《博客文學論》，歐陽文風、王曉生著，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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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浪博客」，他輕易掌握了blog的寫作技術，運用簡短精要、銳利而充滿其

叛逆風格的文筆於blog舞台上流水行雲，他的創作內容涉及時事民生、教育、交

通、影視娛樂、體育以及文學批評等多個範疇。而當中有關時事評論的文章幾乎

佔了一半。 

 

「我大概一共親眼見過十次汽車撞到人或大狗，五五分成。我發現在我目睹的駕

駛員中，所有人下車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車傷成什麼樣的。」
30
 

 

韓寒在自己的博客中道出了內地普遍司機在車禍後都會不自覺地作出的「奇怪」

行為。在香港甚或其他中國以外的地區，假如一個司機駕駛時不慎傷及人或動物，

在拯救生命比一切更重要的原則底下，司機下車後的首要任務必然是拯救生命。

然而在擁有超過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除非你是政要權貴，否則人的價值其實算不

上甚麼，更加不用談那些可以被當作食糧的小貓小狗。中國自從推動改革開放後，

政府以市場改革之名將自己原先應付的責任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

全部推往市場，百姓要自行透過支付高昂的費用獲取服務，但同時卻又要承擔高

昂的稅項。
31
在百上加斤的情況下，人民只好自求多福，自私自利，用金錢去換

取他們的安全感。改革開放讓每個人從小就被灌輸各家自掃門前雪，金錢就是王

道的觀念。讓這些原本非常不合乎常理的事情變成一些人民毫不質疑的平常事。 

 

美國著名馬克思理論研究學者詹明信所撰寫的“Political Unconscious” 中闡述

如何從三個層面解讀文本與政治的關係。 

 

韓寒透過其博客對各個生活範疇的評論文章揭示當代中國的社會矛盾，並讓讀者

能夠重新檢視現存的社會狀況以及其矛盾關係。這正是詹明信所提及的第一層次，

                                                      
30 《韓寒博客語錄》，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31f0f1dea58da0116c1749e6.html 
31 P23-24，《國情》，潘小濤，圓桌文化，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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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被視為一種試圖解決某些深層社會矛盾的象徵行為。就好像十九世紀布爾喬

亞在歐洲興起並取代了貴族原有的領導地位，當中亦產生了不少的社會矛盾，但

當時其實大部分的民眾對布爾喬亞的認識不深，靠的都是小說裏面的描寫。 

 

“The text must be seen as a symbolic act, that is, a symbolic act, that’s is, a symbolic 

resolution of social conflicts which itself formulated the terms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32
 

 

「計劃生育本來就是國情所迫，而不得不出臺的一個本質上是反人類反人權反文

明的規定，這只是權衡之計，哪天廢除，說明這個國家哪天真正強大了。但看見

那麼多人沉溺在這權衡之計裏，不時叫喚『讓他們多生，罰死他們，罰一半家產，

抓起來判刑，就要搞臭他們，讓他們不能翻身，定在恥辱柱上』，真的讓我覺得，

我們距離強大富有，差的實在太遠。富人多生一個孩子還要有一幫人恨不得你去

坐牢的地方，真是恐怖而悲哀。」
33
 

 

再舉出另一個例子，中國人口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幅增長，中國政府為了控制人

口，推出了計劃生育的政策，規定在一般情況下，城市漢族居民戶口的夫婦只能

生育一名子女。這樣的權衡之計除了為社會造成了大量的殘疾及女性棄嬰，韓寒

更道出了政策令社會人民出現了一種反人道的風氣，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生存以及

生育下一代的權利，但中國的社會政策卻造成了生育孩子就有如十惡不赦的罪人，

應該遭受社會唾罵，甚至懲罰的荒誕現象。這是一種非常奇怪並違反基本人權的

社會矛盾現象。 

 

詹明信認為，一部文學作品除了用其個別的方法陳述問題，亦會嘗試去解決問題，

                                                      
32 P76, 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London, Routledge, 1986. 
33 《韓寒博客語錄》，百度文庫，http://wenku.baidu.com/view/31f0f1dea58da0116c1749e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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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好比話語（parole）及文法（norm）在語言當中的關係，這是文本的第二層

次。杜斯托也夫斯基透過《罪與罰》，闡明了自己在俄國面對種種的社會矛盾下，

如何面對虛無主義的出現。他並不贊同虛無主義是解決俄國社會矛盾的最佳方法，

他為小說創造了索雅妮這個純真的角色，甘心等待曾一度受到虛無主義影響而殺

人的男主角拉斯科尼科夫服刑歸來，並與他獲得了一個美滿的結局。杜斯托也夫

斯基的意念認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最佳方法就是成為一個像索雅妮般的純真人物

（childlike goodness），人性的光輝就是來自仍未習染成年人習慣的小孩，因此我

們必須從孩童身上學習。 

 

回到韓寒的 blog，到底韓寒試圖以一個怎樣的意識形態介入問題，改變社會？ 

 

「革命說到底其實是改朝換代，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新的領袖，會有幾十年的社會

動蕩期，中國老百姓不喜歡這種社會動蕩，與其這樣我覺得不如隨著社會的科技

進步，新一代的成長，慢慢去建立一個更加法治、更加順暢的社會。」
34
 

 

韓寒的論述說明了他並非一個相信傳統革命能夠終極解決社會矛盾的人，他認為

這一代的年青人應該透過科技的優勢，以全新的思維和生活模式讓社會變得更美

好。他透過文章將自己化身成為新一代人的標誌，主張以個人的生活實踐去影響

他人，改變社會的理念，例如他多次於博客上談及地震和救災的工作。 

 

「不斷有記者和讀者給我打電話，問我捐款多少……其實我覺得這風氣不好，一

些明星的粉絲都在希望自己偶像多捐，貶低捐得比自己偶像少的人……感覺就像

喝喜酒送紅包一樣……我個人宣佈我直接向相關部門捐款零元。」
35
 

 

                                                      
34
《名人博客特色 – 以韓寒和李承鵬的博客為例》，學府論文網，www.xueshilunwen.com 

35 P92，《可愛的洪水猛獸》，韓寒，北方聯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萬方出版有限公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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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後，韓寒在博文中張貼了很多有關救災工作的討論，還點出了

很多國內振災的壞風氣，當中亦包括紅十字會收取過高的行政費用，他描述了自

己並沒有捐款予官方機構，而是跟朋友親自帶著物資，走到災區救災，他透過互

聯網發佈了災區的情況及需要，並凝聚網民參與救災的工作。韓寒對個人生活實

踐抵制霸權的態度就好像反對地產霸權，奉行「唔幫襯地產商」的港人龐一鳴般

看來非常我行我素，也許一個人的力量看似非常渺小，對整個社會起不了很大的

作用。但透過新一代人所掌握的科技，這種由個人出發的生活態度卻不知不覺傳

到更多的年青人那裏，現在不少人追隨了龐一嗚的生活態度，不再光顧地產商，

社會就是這樣慢慢從這一代人當中起了一些微妙的改變。如果杜斯托也夫斯基的

文學帶出尋回孩童時代的童真就是讀者以至社會的最終出路，那韓寒帶給大家的，

就是有如艾未未對韓寒的形容，是一份年輕的直覺和自信。 

 

「直覺是說簡單對善和惡的評價。自信就是非常信任生命給你的這種權利，沒有

受到教育的破壞。他極大運用了生命的原始存量。」
36
 

 

要改變社會，就是要學習韓寒文章中所流露那份年青人的直覺和自信，敢於分辦

自己心中的善與惡，並以生活態度實踐出來，直覺是每個人天生所擁有的權利。 

「我們所能夠做到的，是學習他那種敢於思考，敢於質疑，敢於對秩序說『不』

的勇氣」
37
 

 

「韓寒讓我明白了對生活的態度──追求自己本心所想的，不要為了死後帶不走

的東西做自己根本不願做的事，不做房東，只做自己，哪怕很艱難，也要微笑走

完。」
38
 

 

                                                      
36 《2009 風雲人物韓寒．青春公民 VS 權力》，張潔平，亞洲週刊第二十四卷，一期 
37 P126，《標題黨︰韓寒的門下走狗》，彭一笑，《我們想和韓寒談談》，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1 
38 P128，《標題黨︰韓寒的門下走狗》，彭一笑，《我們想和韓寒談談》，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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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和韓寒談談》一書中，內地九十後作家彭一笑以一篇《標題黨︰韓寒的

門下走狗》將自己形容成韓寒的一條門下走狗，並講述了韓寒對他個人生活態度，

而至創作上的影響。詹明信指出文本的第三層就是將文本置於歷史與生產模式之

中，文本是藉不同生產模式的符號系統之共存，所傳遞出的象徵訊息，一個作家

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其生產模式能否啟發到其他的生產者參考。韓寒透過網絡技

術，運用博客這種形式進行創作。前文曾經提及過，博客是一種打破作家與讀者

關係的文學形式，讀者能夠透過在博客上對文章作出評論而成為作者，亦即成為

了這部動態累積的文學作品的其中一名創作人。韓寒的 blog 擁有超過五億的瀏

覽量，當中最觸目的文章，當然包括了與文學評論家白燁的一場罵戰。二零零六

年白燁在自己的 blog 中發表了一篇名為《八十後的現狀和未來》，他批評八十後

的寫作算不上是文學寫作，他們只是文學的「票友」，算不上是一名作家，認為

他們的作品只是走進了市場而並非文壇。作為八十後的韓寒於是在自己的 blog

上撰寫《文壇像個屁，誰都別裝逼》一文作為回敬︰ 

 

「白先生的文章顯露出險隘的圈子意識……其實每個寫博客的人，都算進入了文

壇，別搞得那樣高深似的，每個作者都是獨特的，每個小說都是藝術的，文壇算

個屁，矛（茅）盾文學獎算個屁，純文學獎算個屁…」
39
 

 

博文一出，立即於網路上，以至社會上引起很大的迴響，不少挺韓之士紛紛於白

韓兩人、甚或自己的 blog 上撰文回應。 

 

「白燁擺不擺譜無所謂，他的要害是，他基本上不懂文學……白燁批評韓寒在形

式上是在講道理，其實沒有道理，韓寒反駁白燁在形式上很不講道理，其實是很

講道理。」
40
 

                                                      
39 P65，《瞧，那些文壇壇子上的裂縫》，李婷婷，《我們想和韓寒談談》，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1 
40 P72，《瞧，那些文壇壇子上的裂縫》，李婷婷，《我們想和韓寒談談》，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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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為這件事結束了，沒想到還越來越邪乎了？多少塵封了千年的文物借韓寒

文物閃亮出土了……本來，白老先生們自己圈個山頭，關了門自己玩，每年輪流

分獎，沒有人會說你們甚麼。但是跳到網絡來教育人就是白老先生的不是了。」
41
 

 

白燁在八十後的陣地攻擊他們，甚至他們運用 blog 的文學形式，來說 blog 算不

得是甚麼文學，正好讓韓寒大顯身手，揮筆運用自己的本能透過 blog 這種文學

形式大肆反擊，不少學者以及傳媒都認為白韓大戰大大提高了韓寒個人的知名度，

讓更多人關注到他的 blog，同時亦令大眾開始關注到博客這種有如前文所介紹，

一種即時性及個人化、並且擁有「四零條件」的寫作形式，亦鼓勵了不少八九十

後的年青人於 blog 寫作或留言回應，以其與生俱來的直覺和自信批判世界上的

事物，從自身出發，透過個人行動影響他人，改變社會。 

 

總結︰舞台上的小人物 

Blog 這種新興文學形式為人民提供了一個影響他人，改變世界的平台，讓網絡世

界上的每個人都擁有一個成為英雄的機會。英雄需要具備改變世界的條件，我不

能夠說韓寒又或是他的作品直接地解決了中國眾多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然而憑著

他個人特質與博客特性的配合，以及一系列揭示社會問題的文章，韓寒試圖以個

人的意識形態去影響網絡上的其他個體，並且帶動了更多人參與 blog 這種形式

的文學創作。直如《時代》雜誌所言，每一個「你」都有能力改變世界以及改變

世界改變的模式，韓寒與博客相輔相承，推動世界上更多的「你」去創造一個更

加美好的時勢。 

 

引用韓寒在《青春》
42
的一句說話︰「我只是站在這個舞台上被燈光照著的小人

                                                      
41 P72，《瞧，那些文壇壇子上的裂縫》，李婷婷，《我們想和韓寒談談》，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1 
42 《青春》，韓寒，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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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blog的舞台是屬於每個小人物所共同擁有的，舞台能夠發熱發光並不只是

依靠任何一個個體，而是每一個個體。韓寒就好比舞蹈表演中的領舞者，燈光照

著正起舞的他，但最後舞蹈表演卻需要靠每一個人合力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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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世界的右翼民粹與犬儒──以「愛護香港力量」為例 

劉孔維 

 

一種普遍看法認為，互聯網本質上是

一種民主的科技（inherently democratic 

technology），互聯網一方面能更廣泛地

傳播資訊和互動討論，將導向更好的

教育和更積極的選民；另一方面，互

聯網亦能改變和擴大民主這個概念，

因為它產生了新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可以聽到嶄新的聲音。德國

當代哲學家、社會理論家哈伯馬斯（J

ürgen Habermas）晚年更提到互聯網是

一個非正規的公共空間（informal public 

sphere），人們在網內互通消息，互相

支持，但彼此間社會特性及意識形態

各異，雖不似傳統的公共領域般透過

理性的討論，形成共識並影響政治，

卻往往在商議中形成合作的關係。在

一些後極權或威權主義國家中，主流

媒體往往被政權所操控，而在有限的

公共空間被打壓的情況下，新媒體特

別是互聯網對突破政權的輿論及意識

形態封鎖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 

 

香港雖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威權或後

極權社會，但回歸十五年來，言論自

由、新聞自由、備受打壓的新聞時有

所聞，主流傳媒自我審查的問題日益

嚴重，其作為公共空間的載體的功能

備受懷疑。在這背景下，互聯網作為

非正規的公共空間的角色更形重要。

近年來，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與互聯

網的興起息息相關，社會上對互聯網

發展公民社會及民主政治的角色寄望

甚殷。但事實上，一股右翼民粹主義

（populism）的逆流卻在當中暗暗發

酵，早前的「D&G事件」
1
乃一顯著例

                                                      
1
 2012 年 1 月初《蘋果日報》報導，Dolce & 

Gabbana（簡稱 D&G）阻止途人在歷山大廈和

海港城分店對出行人路拍照，其中海港城的保

安更聲言內地遊客拍照就「沒問題」，香港人

便要「過主」。事後有網民在社交網絡發起到

廣東道海港城分店外進行「D&G 門口萬人影

相活動」，到了 1 月 8 日，活動正式展開，不

少市民聚集在廣東道 D&G 海港城分店外並不

斷舉機拍攝，部分人大呼「可恥」、「道歉」，

事件反映出部份香港人對 D&G 及部分內地自

由行旅客的不滿，揭示出日益嚴重的中港矛盾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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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在網絡上鼓動群眾、組織示威

的組織「愛護香港力量」，更是結合右

翼民粹主義與「濫情犬儒主義」

（sentimental cynicism）的代表，本文

試扮演魔鬼辯護士（devil's advocate）

的角色，在大家陶醉在互聯網帶動民

主浪潮的美好願景中，以「愛護香港

力量」為例，闡釋民粹與犬儒如何借

助新媒體而生成。 

 

「愛護香港力量」簡介 

 

（圖片來源：evchk.wikia.com） 

 

愛護香港力量（ Caring Hong Kong 

Power，簡稱愛港力），報稱是由一批志

同道合的網民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成

立，以愛護香港人福祉及維護社會公

義為目的之自發組織，核心成員聲稱

沒有政黨背景。據愛護香港力量所

述，他們之所以誕生，是建基於幾宗

因泛民政黨插手而導致的「悲劇」： 

一、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教唆失業工人

上天橋裝自殺，結果慘害無辜警

長喪命； 

二、非港人婚生子女居港權，引來內

地產婦「迫爆」醫院； 

三、公民黨直接計劃及參與大橋環

評、及外傭居港權兩宗司法覆核

官司，該黨赤裸裸出賣所有香港

人的集體利益。 

 

該會在自設的網站上點出他們成立的

宗旨： 

 

「我們愛護香港力量成員由網上認

識，大家抱持同一目標，愛護香港！

不希望見到香港社會被某些有心人

（當中包括政黨、傳媒、真真假假的

學者及壓力團體）上演大合奏，視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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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的福祉如無物，明目張膽出賣香

港人利益！害港集團以種種卑鄙手段

癱瘓政府施政、打擊紀律部隊執法、

煽動無知婦孺申請法援濫興司法覆

核，使莫名其妙的訴訟無日無之！我

們愛護香港力量成員均無黨無派，雖

人微言輕，只是本著一份出於公義、

愛惜香港的赤子之心！如各位有心人

希望為香港出一份力，不甘香港淪為

奸黨魚肉之地，不想見到下一代接受

主流缺德傳媒洗腦成為一個個腦殘的

『廢青』，請各位多加留意香港事。我

們歡迎你加入，成為愛護香港力量的

一份子，為香港、為未來、為子孫出

一分力！」
2
 

 

愛護香港力量的宗旨是「打擊擾亂香

港的『政棍』、反對暴力政治文化、維

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及對香港有利的

事作出行動上的支持」，各項有關活動

經費來源靠自發集資。組織召集人王

智東曾在訪問中列舉公民黨的「禍港

證據」，包括： 

 

                                                      
2
 愛護香港力量 ：

http://chkp.org/wordpress/sample-page/  

一、十年前公民黨創黨成員李志喜大

律師，協助爭取內地小孩的居港

權，之後每年吸引大批內地待產

孕婦、及非婚生港人子女來港，

為香港製造了一個長期「人口炸

彈」，對本港的醫療系統、人口政

策、教育政策、及社會福利等亦

造成嚴重深遠影響； 

二、在港珠澳大橋環評事件，該會懷

疑公民黨借司法覆核「包攬訴訟」

並緊急煞停香港主要基建； 

三、於「僭建事件」中，公民黨律師

被他們質疑多番玩弄法律條文，

對別人僭建卻口誅筆伐；當湯家

驊被揭發車房屋頂違法僭建時，

向市民諸多狡辯，其黨團卻視而

不見。 

 

愛護香港力量認為自己吸引了一批反

對暴力政治文化，以及反「禍港政棍」

的網民進駐，其立場也以反美見稱，

如其博客文章寫道：「中國被美國圍

堵，港人勿鴉雀無聲」，指出中國有「領

土被霸佔」，包括南沙群島、釣魚台列

島，但有網民留言指出海參崴原是中

國領土時，「愛護香港力量」即刪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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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留言，顯示其政治立場較親俄羅斯

而反英美。
3
 

 

從以上的簡介中不難發現「愛護香港

力量」針對的對象大多為泛民政黨，

特別是公民黨。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

一日，他們發起了「反對外傭居港權，

全港市民保家園」遊行，抗議公民黨

李志喜大律師代表外籍女傭處理「外

傭申請居港權」官司。同年十月九日，

他們又在北角舉行「全港市民聲討公

民黨大遊行」，指責公民黨是外傭居港

權案及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的幕後黑

手，有超過二千人參加。 

 

Ernesto Laclau的民粹主義（populism）

邏輯 

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邏輯，在香港

常被廣泛引用，其濫用之程度，甚至

民粹主義一詞本身也成為一個空洞能

指（empty signifier），被用來作民粹主

義式的操作。不論是泛民或建制派的

                                                      
3
 有關愛護香港力量的資料，可參考香港網絡

大典：

http://evchk.wikia.com/wiki/%E6%84%9B%E8%A

D%B7%E9%A6%99%E6%B8%AF%E5%8A%9B

%E9%87%8F  

支持者，都常把對方標籤為民粹主義

者。另一方面，民粹主義政治亦常常

與犬儒（cynical）政治扣上關係，本地

學者許寶強認為，本港近年文化領域

最為核心的變化，「恐怕是民粹主義

（populism）和犬儒主義（cynicism）的

氾濫。」
4
 

 

Ernesto Laclau 在《On Populist Reason》

書中認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政治邏

輯，依賴三個前提：第一是製造對立

戰線，把人民（people）與掌權者（power）

分開並對立起來；第二是把人民既多

且雜的需求整合成一種共同需求

（common demand）；第三是鞏固這種

民粹共同需求，成為一個穩定的意義

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由於人

民一詞本身包含的群體極為多元紛

雜，不同的人民具體訴求難以統一，

因此要整合人民建立統一戰線，必須

依賴意義含混的空洞能指，統合多元

紛雜的特殊訴求，借助人民情感的投

入來統合地表述人民特定而具體、千

差萬別的訴求。 

                                                      
4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明報》。

2007 年 6 月 25 日，版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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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這種民粹主義邏輯最易被

政治反對者挪用，二零零三年的七一

遊行，社會各階層各種多元分化的不

滿和要求，在反對董建華這空洞能指

的統合下，扣連成一種共同的民粹訴

求（反對二十三條立法和要求董建華

下台），並在往後一段時間，成為動員

人民的最主要力量，直至董建華下

台，而董建華不再成為民粹政治的有

效能指。
5
近年有關地產霸權、官商勾

結或仇富的議題，亦常被指控為民粹

主義的操作。實際上，政府及建制派

近年亦漸漸吸取民粹政治的操作方

式，務求化被動為主動，與泛民爭奪

民意。但在政府力爭主導的議題上，

政府的民粹主義操作常以失敗告終，

經典例子莫如二零一零年為爭取政府

提出的政改方案而推行的起錨（Act 

Now）運動，以起錨作為推動政改的宣

傳口號。起錨是一個典型的空洞能

指，它本身並沒有具體或特定意義，

政府原意想用此詞表示積極起動的意

思，但起錨一字意義空洞，加上政府

拙劣的公關技巧，民間往往將此詞聯

                                                      
5
 許寶強﹕〈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明報》。

2007 年 6 月 25 日，版 C12。 

想成拋錨甚至是黑社會用語。結果政

改方案不但未能起錨，反而被民主黨

的改良方案搶去主動權。 

 

 

（圖片來源：mypaper.pchome.com.tw） 

 

戴卓爾的威權民粹主義和美國新右派

的濫情犬儒主義 

文化研究學者勞倫斯．格羅斯伯格

（Lawrence Grossberg）分析美國的新右

（New right）運動時指出，美國的新右

派既參考亦有別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

由 英 國 保 守 黨 首 相 戴 卓 爾 夫 人

（Margaret Hilda Thatcher）所倡導的「威

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

英國右派諷刺地參考了義大利左翼理

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有關統識（hegemony）的理論，將政治

世界想像成兩陣對立：即人民（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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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權力集權（power bloc）的對立，透

過對立重新建立有利於己方的「新戰

線」（frontier）。這本是一種非常容易且

廉價的政治操控技術，因而遂被許多

半自由、半民主的新興國家當權派所

模仿，但具悠久民主傳統歷史的英國

政治右派竟也挪用，實在值得思考。

威權民粹主義是統治者藉著製造假想

敵以團結內部，越過體制而直接煽動

並指揮人民的一種體制。英國右派利

用 統 識 製 造 的 新 戰 或 策 略 聯 盟

（strategic alliances）只是一種暫時性的

政治聯盟，是不斷隨時勢而變化的，
6
因

為他們並不相信有真正永恆的共同理

念，他們在乎的只是以此所釋放的政

治動員力量。 

 

同年代在美國以列根（Ronald Wilson 

Reagan）為首的新右派（或可稱新保守

主義者）所展現的右翼動員力量則呈

現另一種形態，勞倫斯．格羅斯伯格

稱之為濫情犬儒主義。與英國的威權

民粹主義相似，美國的新右派亦會透

過建立新戰線以動員支持者；而要建

                                                      
6
 Grossberg , Lawrence. 2005.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 kids, politics, and America's future. 

Boulder, CO : Paradigm Publishers, pp220. 

立戰線，必須先製造敵人或危機。美

國新右派往往先製造一種美國歿落的

恐慌，這些恐慌的材料主要集中在一

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間，包括越戰、

水門事件及流行文化的普及等；
7
另

外，他們亦善於製造新的外在敵人，

包括阿拉伯世界、日本的經濟威脅等。
8

他們視這些敵人或危機為直接衝擊所

謂的「美國精神」的罪魁禍首。而應

對這些所謂敵人或危機的方法，不是

透過嚴謹的學理反思，反而透過精心

計算的政治修辭及設定有利於己方的

議程（agenda），聚焦於某些特定議題，

煽動群眾作情緒動員，建立新戰線，

以煥發強大的政治力量。新右運動的

議題多集中在宗教及道德層面，即所

謂的認同神學（Identity theology），
9
結

合《聖經》中世界末日善惡決戰的戰

場（armageddon）想像，站在我們那邊

的是正義的一方，敵人則是威脅美國

精神的傷風敗德一族。君不見美國多

年來的選舉多被同性戀、墮胎、禁毒

                                                      
7
 Grossberg , Lawrence. 1992. 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 :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postmodern 

culture. New York ; London : Routledge, pp.265. 
8
 同上，pp263. 

9
 同上，p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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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富宗教色彩的道德議題所主導，而

真正更基進（radical）、更值得討論的

議題卻往往被忽略，因為對美國以福

音派基督徒為首的宗教右派而言，這

些皆是能煽動群眾情緒的議題。「為了

未來」、「為了下一代」等義正辭嚴的

論述充斥大小傳媒間，對同性戀者、

支持墮胎合法化的人口誅筆伐，視他

們為罪大惡極，因為他們正正是戰線

外的敵人。你能看到小布殊高調宣佈

「禁毒之戰」（War on drugs），但他卻

對治下美國的貧富懸殊、政府連年赤

字視而不見；這種「小事搵命搏、大

事側側膊」的態度，正是「濫情犬儒

主義」的具體展現。 

 

愛護香港力量體現的民粹主義及濫情

犬儒主義邏輯 

簡略回顧了民粹主義及「濫情犬儒主

義」在歐美的發展後，我們不難發現

愛護香港力量的動員模式正好體現了

以上兩種主義的邏輯。首先，愛護香

港力量本身已是一個空洞能指，何謂

愛護？如何定義香港？如何才是愛香

港？似乎並沒有一個清晰的答案。其

次，該組織成功建立了一條分開「愛

香港的人」和「禍港者」的對立戰線，

而「禍港者」的角色則由公民黨擔綱。

此外，該組織亦力求整合右翼保守力

量繁雜的需求，將香港面對的種種問

題簡單歸結為因有「政棍」「以種種卑

鄙手段癱瘓政府施政、打擊紀律部隊

執法、煽動無知婦孺申請法援、濫興

司法覆核」的共同需求，簡單來說就

是對泛民政黨（特別是公民黨）的厭

惡，從而建立一個穩定的意義系統。

這個系統主要將香港當前的亂局都歸

結為泛民「政棍」所造成，從而建立

統一戰線並將之（在選舉上）打垮。

事實上，愛港力的組成及其立場，一

直都有親北京的影子，葉蔭聰認為該

組織的冒起，「讓親北京陣營過去無甚

市場的反民主派修辭，有了新的更本

土、右翼、民粹的內容。」
10
他們在區

議會前狙擊公民黨在各區的宣傳街

站，借外傭居港權案對該黨抹黑，並

                                                      
10
葉蔭聰：〈誰在「愛護香港力量」背後？〉獨

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E8%AA%B0%E5%9C

%A8%E3%80%8C%E6%84%9B%E8%AD%B7%

E9%A6%99%E6%B8%AF%E5%8A%9B%E9%87

%8F%E3%80%8D%E8%83%8C%E5%BE%8C%

EF%B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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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mediahk.net/%E8%AA%B0%E5%9C%A8%E3%80%8C%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3%80%8D%E8%83%8C%E5%BE%8C%EF%BC%9F


 

 

在多個選區派發抹黑單張、收集簽

名、叫口號，以及滋擾街站，以影響

公民黨的選情，其客觀效果卻能對公

民黨的形象作有力打擊。所以，儘管

愛港力強調他們只是一群網民，沒有

政黨背景（事實上，「愛港力」的召集

人王智東是民建聯成員），但這種民粹

主義動員的目的似乎昭然若揭，就是

破壞公民黨及其他泛民政黨的區選選

情。不管組織者是否「隱形民建聯」，

但他們的立場卻異常相似，對泛民政

黨所造成的破壞力亦對親中政團有

利。 

 

與民粹主義相似，濫情犬儒主義亦善

於製造外在敵人，煽動群眾作情緒動

員，建立新戰線，愛護香港力量可說

精於此道。一方面他們自詡正義一

方，在社交網絡動員群眾騷擾公民黨

街站時稱「行動期間，更有大量市民

豎起大拇指大讚愛港力正義行動，不

怕強權打壓，敢於向市民講出禍港政

棍的惡行，更有街坊忍不住心中的怒

火，在場破口大罵公民黨賤格，無

恥！」
11
言辭激烈，甚有煽動性。另一

方面，愛港力亦以此充滿激情的修辭

針對公民黨鼓動群眾上街示威，更稱

呼自己成員為戰士，
12
設定有利於己方

的議程，聚焦於反外傭、反雙非、反

濫用司法覆核等特定議題上，建立了

一條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打著為了

下一代的旗號，「不想看到下一代接受

主流缺德傳媒洗腦成為一個個腦殘的

『廢青』」，對抗損害香港精」的「無

恥政棍」，煥發不可小覷的政治能量。 

 

雖然愛港力聲稱他們站在正義的一

方，處處維護香港人的利益行事，「本

著一份出於公義、愛惜香港的赤子之

心」，但與美國的右翼相似，他們針對

的只是對自己有利的特定議題，對諸

如貧富懸殊、官商勾結、樓價高企等

更根本、更基進的香港深層次矛盾卻

                                                      
11
 愛護香港力量社交網絡：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

8%AD%B7%E9%A6%99%E6%B8%AF%E5%8A

%9B%E9%87%8F%E5%85%AC%E6%B0%91%E

9%BB%A8%E7%8B%80%E6%A3%8D%E7%A6

%8D%E6%B8%AF%E5%8D%94%E5%8A%A9%

E5%A4%96%E5%82%AD%E7%88%AD%E5%B

1%85%E7%95%99%E7%82%BA%E9%81%B8%

E7%A5%A8%E6%A3%84%E6%B8%AF%E5%88

%A9%E7%9B%8A%E5%9F%8B%E6%B2%92%

E8%89%AF%E5%BF%83%E6%A5%B5%E5%8F

%AF%E6%81%A5-/204830382899984  
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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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6%84%9B%E8%AD%B7%E9%A6%99%E6%B8%AF%E5%8A%9B%E9%87%8F%E5%85%AC%E6%B0%91%E9%BB%A8%E7%8B%80%E6%A3%8D%E7%A6%8D%E6%B8%AF%E5%8D%94%E5%8A%A9%E5%A4%96%E5%82%AD%E7%88%AD%E5%B1%85%E7%95%99%E7%82%BA%E9%81%B8%E7%A5%A8%E6%A3%84%E6%B8%AF%E5%88%A9%E7%9B%8A%E5%9F%8B%E6%B2%92%E8%89%AF%E5%BF%83%E6%A5%B5%E5%8F%AF%E6%81%A5-/204830382899984


 

 

視若無睹。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因為他們明白，在北京的控制下，香

港的政治已無可作為，而經濟命脈亦

掌握在「阿爺」手中，很多港人皆已

「認命」，在「意義和希望皆稀缺」
13
的

社會普遍犬儒的氛圍下，站在道德高

地譴責「政棍禍港」，遠比深入和詳細

討論社會公義、香港深層次矛盾等問

題來得輕鬆和自我感覺良好。濫情犬

儒主義結合港人的犬儒認命心態，即

使政治立場上不屬傳統左派的港人，

仍有很大吸引力。 

 

愛港力在網絡上透過自身網站、社交

網絡、討論區等媒介動員群眾，結集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愛國愛港人士，向

特定敵人（公民黨）宣戰。在沒有互

聯網的時代，他們或許未能有如此巨

大的政治能量，而主流傳媒亦不能作

大篇幅的報導。但透過互聯網，他們

一方面能宣稱自己沒有政治背景（傳

統的政治動員可在此煙幕下進行），一

方面亦透過鍵盤上產生的巨大能量進

                                                      
13
許寶強：〈從犬儒到狗智：當化香港的文化政

治〉，載羅永生編，《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香

港：進一步媒體有限公司，2010)，頁 94。 

而影響主流傳媒對他們作更多的關

注。雖然如此，他們結合民粹主義及

犬儒主義的動員方式及言語修辭，實

難與哈伯馬斯寄望互聯網是一個理性

的非正規的公共空間的願景相提並

論，但從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角度

來說，他們凝聚民粹力量、打擊泛民

勢力的目的已然達到。
14
在當前香港萬

馬齊喑、風雨飄搖的政治環境下，面

對這股右翼民粹主義逆流，公民社會

原本寄望甚殷的網絡世界，是否真能

建立一個理性的討論平台，確實值得

我們深思。 

                                                      
14
 在 2011 年 11 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愛

港力」的重點打擊對象公民黨，派出 41 人爭

奪區議會議席，最終只有 7 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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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十周年  

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第一場：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  （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關於第一場研討會第一節的內容，可參閱本刊第三十五期） 

（關於第一場研討會第二及三節的內容，可參閱本刊第三十六期） 
 

第二場：身體、情感與技藝的教育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節：戲劇、音樂、身體、藝術 

李小良：每位講者分享二十分鐘，再看看有甚麼要補充，其後講者便可互相交流。

這一節不設台下發問時段。大家可以在最後一節踴躍發問。現在先請黃津珏，阿

珏，請！ 

 

黃津珏：首先多謝各位。我叫阿珏。二十分鐘時間很短呢！要具體討論有點困難，

讓我嘗試透過兩點去闡述。首先，大會邀請我出任嘉賓該是我參與 Hidden Agenda

的活動。Hidden Agenda 位於觀塘，是一個玩音樂的小場地，可容納大概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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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政府政策有磨擦與碰撞，令我們經常出現於媒體上，像是有點高調。實際情況

卻很簡單，就是一班人單純希望有一塊玩音樂的地方，讓大家表演而已。 

 

另外，我將會分享在創意書院教音樂的經歷，該會較貼題一點。我在創意書院不

是任教很長時間，三年而已。跟龔志成（阿龔）二人設計了一個課程(programme)

名為 creative sound and music， creative 是重點字眼(keyword)。為何要特意稱為 sound 

and music 呢？是因為我們不想只談音樂，音樂本身在美學上是有其局限的，即

是有關其呈現的狀態是怎樣，又或是它背後有很多傳統的理論(theory)，若我們稱

為聲音(sound)，範圍便很廣闊，可談及聲音藝術（sound art）、裝置藝術、甚至沒

聲音的作品。 

 

從我自身經驗觀察，我認為創意書院存在一個頗大的問題，這該是跟收生有關係

的。香港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其音樂教育非常差，卻出產最多考獲八級或以上

資格的人。我們進入創意書院時，很多學生已經有演奏級資格，但同時亦有另一

批學生完全不懂音樂。當兩批學生同班上課，我們可以怎麼辦呢？我們先要打破

(break down)所有東西，重頭來過。例如讓他們親手製造樂器，製作一件他們從來

沒有接觸過的樂器 kalimba，即非洲手指琴(thumb piano)，它是一件有趣的樂器，

儘管你有演奏級的資格，也未必彈奏過它，或你不能把它彈奏致演奏級的水準。

我們由製作樂器開始，再讓他們去即興發揮(improvise)，或是我們給他們題目，

希望他們在畫面上、影像上，或是顏色上有不同的想像，接著把那些想像放進音

樂內。這些教學跟坊間學習音樂是完全相反的。課室外的課堂，讓你在理論上「識

到爆棚」，可是在創作方面的經驗是零。你邀請一位有演奏級資格的人寫歌，有

可能他是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有趣的是，所謂創意書院，本該要有創意，但我在

那裡觀察，所謂創意教育並不存在。或該這樣說，創意教育的焦點，該放在老師

與學校本身是否有創意，而不是學生有否創意。學生怎會沒有創意呢？十多歲的

年紀，創意本該是「爆棚」的。只是過往的訓練（training）導致他們關上了音樂

上某些門。你給他一張五線譜，點一些「豆豉」（音符），他懂得怎樣彈奏出來。

相反你要他由零開始，給他一張白紙，要他自行創作，那就讓他感到非常困難。

我們便嘗試在這點著手去做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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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imba 

圖片取自 

http://www.123rf.com/photo_7178052_traditional-african-musical-instrument-kalimba-isol

ated-on-white.html 

 

因為阿龔是古典音樂訓練（classical training）出來的，他負責教一些新古典（new 

classical），即是現代(contemporary)一點的音樂。我對於搖滾（rock）、噪音搖滾

（noise）、爵士樂（jazz）及騷靈（soul）比較熟悉，因此我會在這方面多說一點。

事實上，我們感到在一個三年課程裡很難達成些甚麼，更重要的是他們內裡有沒

有使命聲明（mission statement）。他們的技巧(technique)可能很差，或是他們在課

堂後亦未能掌握一些很高深的技術，但可以在他們的作品裡帶出很強的 mission 

statement。這可能沿於兆基書院的文化，老師們思想非常開明（open minded），說

得上「掌握」創意教育。掌握的意思是──我們不會很具體講出我們每年會教到

些甚麼，要視乎情況。例如早前工人罷工，我們便會帶學生去實地考察(field trip) 。

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太蒼白，又怎樣做創作呢？我們常說任何人都可以成為

藝術家，任何人都可以創作，但是需要有基礎。那個基礎是關乎人性，你一定要

感受（feel）到某些東西，情感上想宣洩、想說出來，才可進行創作。若是你技

術很厲害，卻沒有想說的東西，你便不能做一件屬於自己的作品。你只會變成一

件工具，或可能只懂得教一些技術上較基本的東西。三年的時間很短，我們只能

放棄技巧或一些基本訓練，誠然不是好事。但時間上有限，我們只可以做到這些。 

 

課程每年每學期不斷被調整，對老師來說，是一件非常疲倦的事。學生可能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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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每天四處走動、又可以學習新知識，可是老師便……我見證著阿龔好像老了

好幾年般，老得很快。這是把一個一對一的教育方法乘以二十次，不是教授一班，

而是師徒制（mentoring）般去教每個學生，一班有二十個學生，所以要進行二十

次教導，使人十分疲累。這就是創意書院給我的印象，那便是你不能設計一個課

程（programme）去局限（fix）創意，創意這東西的重點在於如何教授。我會請

學生教我如何彈奏樂器，因為大部分學生懂多類樂器，既懂薩克斯（saxophone）

又彈鋼琴，我只懂一兩種而已，他們教導我的過程和狀態十分有趣，學生透過教

授別人又多學了一點，在課堂中亦有技術分享時間。還有音樂分享（music 

sharing），我們有聽不完的音樂，他們聽到些甚麼，我會讓他們分享，大家一起

聽。 

 

第二部分我會談談 Hidden Agenda，它是我們的一個小場地，其特點是不限制於

大眾化的音樂，要舉辦大眾化音樂可到伊館、紅館那些大場地。Hidden Agenda

只是供三百人的場地，意味偏重所謂另類（alternative）的音樂，供小眾的規模不

會太大，可供幾千人的場地便沒有了這個意思。所有新的藝術形式誕生起始，均

是屬於小眾的，例如七十年代的朋克（punk），開始時只有幾十人參與，隨後慢

慢成熟。我認為我們的作用是──順其自然，由本地流行樂隊(pop)到 hardcore（硬

核朋克）音樂，hardcore 由 punk 轉變而成，他們會在台上跳下來，我們又沒有保

安(security)，也不會理會他們。那種狀態却很有趣，所謂愈極端（extreme）愈激

進的音樂，他們的自制能力愈強。我們不能把它放進一個制度內，去監管整場表

演如何發生，例如我們不會要求他們在台上先排隊才跳下來，或者要求怎樣劃出

circle pit 在場內跑圈等等，規律(code)卻自然融入在內。觀眾明白當中的文化，他

們跑完已很疲倦，不會有事情發生，因此沒有發生任何危險或暴力事件。反而「坐

定定」聽的觀眾可能更危險，例如流行樂隊表演時，觀眾可能會醉酒打架。我們

很少設立規則(rules)，而實際上是可行的。 

 

次文化或是獨立文化(indie culture)是非常有趣的，不獨音樂，我也想談談塗鴉

（graffiti writing）、跳街舞及獨立電影等等。我剛跟隨釜山文化基金到東南亞進行

研究（research）。任何國家的年輕人，現正進行相類似的事情。他們沒有背負傳

統的包袱，而所謂的次文化（indie culture）多是借用外國的東西套進本土，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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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甚麼事情呢？這便衍生公民教育，我們常常談論的文化權利實際上是人權，

借塗鴉或噴人家的牆發生在城市中，會有甚麼碰撞呢？例如泰國現存許多已荒廢

的地方及建築物（buildings)，均被塗滿東西。有趣的是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模式，

我認識一位塗鴉者（graffiti writer），他正塗鴉時，被一位街坊責罵，因此便跟他

討論：「我買的油漆很貴，用來替你粉飾你的房子」，那個討論很有趣。 

 

獨立文化有趣的地方是未被一個制度、機關，或是不能被一個制度、機關去管理

它。沒有任何塗鴉者是被教育及「讀」出來的。他們可以出身於美術學校，而美

術學校只是一個形式，graffiti 則是另一套藝術模式。獨立音樂是其中一類，獨立

音樂幅原很廣，只是一個名稱(term)而已，當中包括許多不同的東西，這些都不

能在正規學院中學習到。我們正面對同樣的問題，包括政府的制度不知如何去將

其分類（categorize)，正如你長得像狗便要你去領狗牌，是這樣的狀態，是非常

新的生態，不能夠或不容易去分析它，現況讓它得不到任何政府的資源、資助，

我們只可依靠不同的民間方式、營運方法去支持（support）自己。 

 

獨立文化也會引起不同文化和宗教的衝突，我的朋友在馬來西亞有一間音樂展演

空間(live house)，表演黑金屬音樂(black metal)，但是被當地反對 live house 的人用

回教教條來大做文章，因為黑金屬是反宗教的，同類情況亦出現在天主教或基督

教上，香港還沒有這麼複雜。事實上，世界各地當地居民會嘗試向政府申請改例，

追求發展他們本身獨立文化的配套。 

 

現在不少年青人投放時間和心血在一些未被認證的藝術上，而我相信是很難被認

證的，這亦正是當中最漂亮的地方，就是我們怎樣去衝擊本身傳統藝術 (fine art)

價值。現今的狀態是，在香港有不少從事 fine art 行業的人從一間很漂亮、只得

四幅白牆的畫廊(gallery)走出來做藝術，皆因發現在中環經營藝術沒有意思，何

不走進社會中？那正正代表一個反舊有藝術制度的新姿態，我認為所謂獨立文化

也正是如此。例如香港藝術發展局，今年舉行藝術範疇代表選舉，娛樂性豐富，

十分精彩。近日有一齣《狂舞派》中的一句話：「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

看回選舉，我發現標準舞組別的人真的可以「去到好盡」，七百多名會員可以投

票，然後派了三個人去選三個不同的界別，可見標準舞的人真是可以「去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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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但是跳街舞的人可以做些甚麼呢？跳舞可以有不同形式，音樂如是，藝術

發展局眼中玩搖滾、流行、爵士樂、騷靈及實驗性（rock, pop, jazz, soul, experimental）

這些都是不入流的。永遠是 classical，大小交響樂、中樂，這些便是政府想保育

（preserve）的文化，而其他的正發生何事呢？我感到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現

象。說到這裡，時間也該差不多了，謝謝。 

 

李小良：感謝阿珏跟我們分享了他的經驗。我認為MCS應該開辦一個論壇（forum）

給香港的中小學音樂學校。我與音樂也有點緣分， 亦喜歡看龔志成的英文樂評，

不要說太遠。下位講者賴恩慈跟我們文化研究關係很密切，我們給了她不少痛

苦，現在她很成功，該要感謝我們。好，賴恩慈，劇場工作界的新星！ 

 

賴恩慈：大家好，我是阿 Mo。剛才用上了「劇場」兩字來介紹我，讓我來自我

介紹，我是好戲量劇團的一位成員。再看看這個題目，我覺得很適合以劇場談論

它，因為劇場包括了身體、情感和技藝，以我自身的經驗跟大家分享吧！我們好

戲量的概念(concept)或路線是民眾劇場。民眾劇場是 theatre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是一個人文關懷、以人為本的劇場，最重要的是著重參與。

平日大家去看戲劇，或是觀戲時都會出現現在的情況，即是我「齋講」，你們暫

時不可回應，只可「齋聽」。而民眾劇場則鼓勵觀眾跟台上的表演者，一起去互

動及參與，這是我們的方向。而在這個方向下，我想分享兩個形式，是我們在過

去十年來一直進行的，首先是「受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這是一

位巴西戲劇大師 Agusto Boal 的理論，我們嘗試實踐於香港，如何實踐呢？大家

可能曾聽聞，就是街頭表演了。好戲量多年來透過街頭表演去實踐此劇場，待會

我再詳談。另外是「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它是來自一名美國專

家──Jonathan Fox。他提倡的劇場是著重聆聽與分享。讓我們看看如何透過這兩

種劇場來談談身體，情感，以及技藝上的交融。 

 

先說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首先，為何我們要做街頭表演呢？這是來自二零零

三年一個很重要的身體經驗。零三年發生甚麼事呢？相信大家亦有許多回憶，其

中便是七一遊行了。當年我還是一名大學生，一個「o 靚妹」，沒有甚麼社會經

驗。親身參與零三七一後，令我產生一種情感、一種對社會的情感，繼而讓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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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可否透過戲劇這技藝去參與社會？於是便出現了街頭表演的構思。試想於十

年前做街頭表演，大家會說「點呀？點做呀？」，讓大眾容易聯想到乞丐，皆因

當時大家對街頭表演的了解不如現在般深。 

 

由始至今，可以把它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驚恐期，第二個階段是

適應期，第三個階段是拘趕期，第四個階段則是開放期。現在已發展得尚算蓬勃，

至少大家不會有「啊！是甚麼來的？」的反應，大概了解是甚麼形式，甚至已看

過很多不同類型的街頭表演。其中一類街頭表演是 Agusto Boal 提到的隱形劇場

（invisible theatre）。隱形劇場的概念是製造事件。於劇場而言，事件會影響在場

人物的命運，我們嘗試以戲劇來製造事件，希望透過大家的參與，看看可否使其

命運有所改變。我們不是說他會立即改變，而是他能否從事件中取得經驗，再影

響他往後的路。譬如在二月十四日情人節，我們在旺角行人專用區進行街頭表

演，主題是愛。我們有一對演員，在沒有任何打燈、沒有一個明顯的舞台，或穿

著戲服，在大家辨識不到他們是演員的情況下開始表演，便是製造事件了。通常

製造一些衝突，例如一對情侶在吵架，可能說「你點解著得咁核突？」；或是男

子嫌棄女子胖，「嘩！你做咩咁肥？你點樣襯得起我，今日情人節個個拖住都係

靚女！」；或是女子罵「情人節你做咩唔送花俾我！你做咩唔送禮物俾我！一定

要送禮物！」，產生不同的衝突。這個劇場利用了人類的「八卦」，引起市民圍觀。

平日我們稱觀看者為觀眾，在這個隱性表演裡，由於大家不知道這是一場表演，

他不再稱為觀眾，他被稱為觀演者，代表他不知道自己是觀眾，因此他有機會參

與或介入這兩位演員的事件中，並會為某一方發聲，為他們和解也好，或火上加

油也好。不論他做些甚麼，只要他有發聲便無意中參與這一次事件，用了其情感

甚至其行動去參與，為事件帶來改變，或者影響更多人發聲。如是者，可能有愈

來愈多平日未必會公開發聲的人，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上將原本隱藏的聲音發放出

來，這是此劇場想達到的效果──引起不同階層、年紀人士的討論。這是我們在

街頭上實踐了好幾年的劇場形式之一，現正在社會上被熱烈討論的話題，都可以

用這個方式來引起討論，讓更多人參與。這是一個頗理性的形式，代表大家既去

感受亦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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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形式是較著重情感的，就是「一人一故事劇場」。正如剛才阿珏所言，這

是一些相對小眾的東西，成為小眾並不因為它是新的。它沿自美國，並不是我們

創造的。成為新事物是因為我感到它不可能成為一場面對數千人的表演，這形式

著重大家去分享自己的故事。那便是一班演員在舞台上，讓大家知道他們正在演

戲。大概有五至六名演員，有一位樂手（musician)，也有一位指導者(conductor)，

他就如主持人(MC)般，會鼓勵或引導觀眾去分享他們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故事

必須是真實的，親身的情感或事件，不能說「啊！我有個朋友。。。」即使是說

朋友的故事，都要有自己的情感在內，conductor 會引導他進行這方向的分享。隨

後演員會即興演繹他的故事，像是一份禮物般送給該位分享的觀眾，如交換禮物

或情感交流。分享完畢，再看到一次有關自己故事的演出，再進行反省

（reflection）。 

 

作為一場表演，更會影響其他群眾和觀眾，他們會分享跟這個故事有關，或無關，

或只是想得了的故事，慢慢便會有更多故事出現。若然有人不能自由分享他的故

事，他就是一位被壓迫者，這個形式鼓勵每個人有空間或機會去說他自己的故

事。劇場上每一個人也有他的故事，而他的故事均可以影響另一個生命。這種劇

場一般於室內進行，因為大家認為氣氛會好一點，現在我們嘗試把它帶到户外， 

不要被動地等待別人去分享，從街頭表演的經驗，讓我們嘗試主動去接觸群眾，

邀請不同人去分享。我們現正計劃到十八區進行社會劇場。 

 

為了令大家更清晰一點，讓我舉個例子。若在劇場談論的題目是家庭，大家會帶

著家庭的故事走進來，這便會收窄了我們的想像空間。但當我們走進不同社區

時，便發現在不同地區，是有其獨特性的，因地區背景之異而產生情感。有一次

在星光大道討論排隊，坐下的基本上是說普通話的。一位朋友表示很討厭在香港

排隊，「為何要排隊呢？」感覺很累，在家鄉是不需要排隊的，有車便擁進去。

大家開始討論「當然要排啦！為何不排？」，談到不排隊時的混亂情況。另一位

朋友加入並提及曾目睹因不排隊而產生的衝突和打架的情況。 

 

事實上，我們一直即興去製造那個不願意排隊的場景──要排隊、發生衝突、有

人「打尖」（插隊）的場面，從而邀請不同人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正是身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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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上的參與，大家各師各法，非常有趣。有人一開始便立即「鬧爆」（責罵）

那位插隊的人，最後只會導致更多衝突，失敗了便走回台下。下一位因此發覺這

樣原來是行不通的，便純粹跟他「怒啤」（怒目而視），但「怒啤」也行不通......

他們運用了自身的生活經驗，在這劇場上以行動希望去尋找解決方法，即使不一

定可行，但卻去尋找其可能性。最後，有一位女士邀請大家上台，大家很自然地

慢慢走上台，那女士便覺得事件得已解決了。 

 

透過劇場這藝術模式或技藝可讓大家身體參與，再分享情感，這是一種具備社區

性的生命教育。在過去十年，香港所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空間。劇場固然

不足，即使要街頭表演，也難以覓得場地。儘管已有「ADC 藝術空間計劃」的

資助，可是多半安排我們到公園表演，要知道公園內人流不多；或給我們早上十

點的場地，很多人仍未起床或是無人可參與的時段。我們因此要靠民間的力量，

要靠我們團隊主動發掘更多的空間。希望香港不獨有銅鑼灣和旺角行人專用區，

而是要開放更多的行人專用區，或是設立真正可接納街頭表演的公共地方，去進

行類似的社區劇場。我的分享到此為止。 

 

李小良：感謝阿 Mo 賴恩慈，以方法井然的方式進行這次演講。探討香港藝術的

形式與空間。請賴恩慈早一點成為博士，讓香港的大學有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或者戲劇研究（Theatre Studies），你來當教授吧！下一位是楊秀卓老師，

我們資深的藝術教育工作者。 

 

楊秀卓：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一名教了十八年視覺藝術科的中學老師。今天分

享如何利用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這門學科去教導我的學生。我不太相信班

房內可以教書，因此常常帶學生外出，十多年前已用這種方法了──落區聽講

座，看戲劇、社運電影節、好戲量的陰質教育等等。我覺得這類教育才「做到野」

（可行）。我非常認同剛才黃津珏說的一段話──當你做創作時，一定要有情感

（feel），若你只懂「乾爭爭」（毫無情感）讓他去搓泥或給他一張紙去畫畫，他

們會問：「阿 Sir，我做咩姐？我畫咩姐？」，情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並要在學

校之內或外去教導他們。可惜，今天正正最缺乏這類情感教育，學生進入班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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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三十五分鐘的課，便離開班房。我偶然感到在學校行走著一班軀殼，對任何事

物均沒有感覺。在十多年前，我已經感到不該是這樣子的。 

 

數年前，我正教授中一至中五，學校正興建新校舍。上視藝課時，我帶他們到三

樓，每班四十位學生沿著欄杆一字排開，請他們用十五分鐘觀察那裡的地盤工人

是怎樣做事的。當時我十分嚴肅的告訴他們不要說話，要認真地觀察他們的衣

著、當日的天氣和溫度、他們在做些甚麼、環境又如何，不要嘮嘮叨叨和玩耍。

十五分鐘後回到班房，大家開始討論，有些學生說：「阿 Sir，好熱呀！三十三度，

著哂長袖衫，帶頂帽，有兩塊布係度，著埋對靴子（Boot）。嘩！咁樣，啲汗出

哂，好辛苦！」。有些說：「那裡打樁，非常嘈吵。你叫我企半個鐘頭我都死得，

仲要做咁耐！」。有一位舉手說：「嘩！阿 Sir，佢地做啲野好危險，我見到有個

阿嬸擒幾擒，然後拿點東西，果個阿叔推啲野好重好重。另外一個工友就打釘，

我見佢地抬啲板好重好辛苦！」，利用整個課堂去討論剛才於地盤的所見所聞。

那次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皆因是絕不可能帶學生到地盤的，別人亦不會讓

你們進去。那三百六十名共九班的學生首次觀察工人是如何工作，令人印象非常

深刻。隨後我要他們交一份二百字的功課，題目是「我認識的工人」──可以是

在街上觀察，或父母或鄰舍是工人也好，下一課讓學生來分享他們的感受，其中

一位中二女生，分享中途便哭起來，我問她為何要哭？她說感到爸爸十分辛苦，

所以便哭起來了。這類情感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由他自身開始，再看外面的世界。 

 

剛巧今年三、四月葵涌貨櫃碼頭工人罷工，我便邀請葉寶琳來擔任週會的嘉賓，

葉寶琳推辭了，但她請碼頭工人來出席。因此造就一千名學生在禮堂聽著一位碼

頭工人的分享。職工盟協助拍攝他的工作環境和預備簡報（PowerPoint），加上那

位工人講話能力很強，七情上面又懂搞笑，說說他自身的經歷和感受。他表示有

數天沒有回家，回到家中兒子竟然叫他做叔叔，「嘩！我係你老竇，你叫我叔

叔？」。平日週會有五成學生在睡覺，我相信那一天只有五位學生睡覺，因為工

友說他自己的經驗，既真實又有影像，學生在那四十五分鐘不斷接收工人的話。 

 

現在來說一段新聞吧！有一位繳稅上千萬的打工皇帝對著傳媒說了一些「風涼

話」，他說：「工人做咁長，你估我迫佢咩，佢地自己都想嘛，我個仔呀要做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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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鐘頭，我叫佢唔好做佢都吾肯啦！」。我有一位學生聽畢後感到非常憤怒，因

為他的爸爸是一名工人，他了解爸爸工時長又辛苦；另外，他認為他說了不該說

的話。這源於我曾與他們談論過工人、也曾觀察地盤的工作、播紮鐵工人的影片、

分享攝影師拍攝工人的照片、讀鄧阿藍寫的工人詩、以及讓數百名學生觀看一套

三十分鐘，名為《遠山》的記錄片──內容講述北京礦工，非常精彩。我的學生

先去觀察，繼而看歷史，再從攝影藝術方面了解，所以他們對工人是特別有感覺

的。該名學生聽到了打工皇帝所說的話後，回去造了一件作品。在未詳述其作品

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藝術教育學家的話，是當年我到曙光書店買書時，馬國

明先生介紹給我的“Student Innocence＂，書中的訊息便種在我心中。我很喜歡他

的話：「我們小學教師需要幫助小孩去明白今天的政治、經濟、心理及社會的問

題，以及認識它們對社區的影響，讓我們學生及兒童成為關顧別人的一群（as 

caring individuals），無論現在或將來，讓世界變得公平一點，兒童、學生及教師

均可成為改變者。」再說回那位學生吧！他認為那位打工皇帝「踩著」(踐踏)我

們這班窮人和其生活，因此他運用「腳板底」進行創作。他的創作關乎過去我對

他們有關身體藝術（Body Art）的教導，如何培養他們對世界的情感，運用技藝

去說身體，用身體來闡述藝術。 

 

另外有一位中三學生，他想對港台獨立自主、鄧忍光處理編輯自主的手法進行創

作。他說：「阿 Sir，我好想做一樣野，關於言論自由的」。剛巧我以玻璃樽做創

作，他便打算剪出雜誌內頁的嘴巴，再放進玻璃樽內──比喻別人聽不到我們在

玻璃樽內的說話。過了一堂後，他發現雜誌內全是模特兒塗了口紅的嘴巴，並不

合用。我建議他自行尋找合用的嘴巴，於是他邀請其他同學去恊助：「請你幫手

擘大個口，好似好大聲咁嗌，我影低張相」。然後列印相片，剪裁好再放入玻璃

樽內，嘴巴張大像是拼命大叫，樽內還塞滿了棉花並淋上紅色顏料。試想想在樽

裡大聲尖叫的情況，真的是「搵鬼聽咩」？從中表達港台或香港言論自由慢慢被

奄割。為何一位中三學生懂得這樣表達呢？這全因他們平日多看剪報，上課討論

時事，一起去聽電台節目，梁文道及許寶強等等的言論，便會特別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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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學生是同性戀者，由於我能理解她，她便勇於向我表達，卻不願意向家

人及同學表露身份。有一天，她知道有關條例不被立法會通過，諮詢亦被控制，

因此感到非常不高興，並打算以身體進行創作。她購買了一件價值兩百元的婚

紗，由於不方便在家中換上，於是在聯和墟公廁換上婚紗，再跟一位女同學走在

街上，走著走著便到了附近的教堂。教堂遍地佈滿了許多木棉花，她們突然想起

把木棉花排成心形，拍下一張在教堂及十字架前結婚的相片。當他們把照片給我

看時，我也感到「啊，你好得呀！」。我們沒有告訴她怎樣去做，也沒想過她以

身體展示作品，但她卻做了這件作品出來。為何她有這種意識呢？是需要平日吸

收不同養分，時日浸淫出來的。 

 

另外有些同學拿著紙牌在公共圖書館外抗議，他們發現圖書館彷彿只會珍藏這兩

位藝術家的書箸，是梵谷（Van Gogh）及畢卡索（Picasso），偶有安迪沃荷（Andy 

Warhol），因此他們沒有足夠的書籍去做資料搜集。香港的藝術教育為何沒有起

色？圖書館藏書多樣性不足是原因之一，他們於是到天水圍、上水、粉嶺、元朗

四間公共圖書館門外拍一張可見到圖書館名字的相片進行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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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談有關身體的創作，有一位學生在弟弟的背上寫上精忠報國去反國民教育。

這個更精彩了，我每年也跟學生談六四，那一年更提到天安門母親，其中一位學

生的創作，是在一位女性背上畫上一些正在高叫的人群、坦克車及星星等等。我

回應 : 「你是畫在身體上啊！並不是畫於紙上，哪個女同學這樣大膽？願意讓背

部給你畫？」她說：「你說的嘛，天安門母親，那便找我媽媽！」她去找媽媽幫

助，媽媽又願意讓她畫，我覺得很棒！學生的大膽與創意是需要家長的配合，我

當晚立即致電給其家長，我說：「謝謝你，你是全香港最好的爸爸，媽媽給她背

部畫畫，去支持你的女兒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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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讓我分享這件最有趣的作品。在七、八年前，我跟一班修讀藝術的中四女

學生用六堂時間一起研讀整本有關乳房歷史的書籍。由最初聖母瑪利亞用乳房餵

奶，中世紀到現代主義，至今日的當代社會，女性的乳房如何被社會描述和怎樣

在演變。其中一位學生覺得十分動聽，但是不足夠，便把書借回家細閱，再用半

年完成一件作品。她以廁所泵組成左右乳房，在右乳房繫上漂亮的紅絲帶來表達

它的美麗，卻在左乳房穿上釘子，來表達若你侵犯它，釘子會來刺你。我看到她

的作品便讚她：「嘩，好野，正！」，並打算給分數，但她希望再作修改。一星期

後她交給我一張相片，讓我嚇了一大跳的是－－她把它穿下來，她認為穿上它，

作品便變得更完整了，那代表我用身體告訴你，我對乳房的看法。到這裡結束，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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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良：游靜，電影導演，亦是我們的教授，看看她今天會否談電影。 

 

游靜：聽過 Ricky 楊秀卓說的話，令我感動。因緣際會，我曾被派去觀察他的課

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時整個禮堂也坐滿了中學生，差不多有四百人吧？Ricky

當時講授的題目是菜園村，他令我感到香港充滿希望，就是這類人令香港有改變

的可能。 

 

今天，我想與大家分享過去數年在香港教授創作教育過程中，收到的學生作品，

以及有關的經驗和感悟。讓我由修讀文化研究的本科生的一份作品說起，通常在

教創作的時候，我會要求他們寫日誌（logbook），logbook 就像日記，你要把創作

過程寫出來，當中包括反思以及反省。這是關乎情感，也是關於技藝。學習了的

技巧不等同你學會按哪個鍵，而是你學了用甚麼技巧幫助你表達你自己，與人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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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例如如何游說母親讓你在她背上寫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技術。曾經有一位

一年級的本科生在 logbook 的第一頁貼上這張照片，當時我拿著相片看了良久，

我還拿了它跟其他同學一起分享。他上面寫著：「第一次出外錄音。情況：正在

錄紅綠燈，好尷尬！」讀過我教創作的同學都知道，雖然我會教錄影，但卻不准

學生碰錄影機，同學們便拿著「傻瓜機」或錄音機於街上拍攝，從基本做起。當

這位學生試錄紅綠燈的聲音時，發現他每天過這條馬路，每天都得聽紅綠燈過馬

路，但他發現一拿出收音器材，站在路邊錄音時，街上的人都看著他，他感到非

常尷尬。這個問題應怎樣解決？我認為這個練習很有用，是一個難得的經驗。原

來我們站在香港的街上時，我們的身體均受很大程度的規限，當你做一件跟別人

有少許不同的事情（包括我們的衣著、站立姿勢），你便會害怕，或者感到很丟

臉和尷尬。我們不是很喜歡取笑內地人蹲在街上嗎？為何不反問，香港人等車等

累了，為何不蹲在地上呢？我們也愛取笑內地女士的打扮，說她們怎麼會穿裙子

時，搭配一條短絲襪？我們可反省一下，為何我們不像她那樣穿呢？原來我們如

何穿衣服、如何乘涼、如何站在街上等車、如何表達自己、我們如何想像自己是

被別人看的，每個過程你其實正在思考你與世界的關係及與社會的關係。如果你

不自覺地思考你跟社會的關係，如何能拆解社會一直以來怎樣教育你、用某一種

模式盛載(carry)自己的身體，以及如何將自己的身體置於這個社會。 

 

我為何要用「一切由基本做起」的方法來教導學生呢？這是源於二十多年前我讀

過的一本 Simone de Beauvoir 寫的書，談及女性主義認為「身體是一個處境」。為

何說「身體是一個處境」？意思就是我們的身體不是一塊鐵板，非一成不變的，

而是可以被改造，性別以及身體的每一部分也可不斷被改造。至於如何被改造，

就得透過情感和技藝去改造身體。以剛才那位同學作例子，如果他重新思考他跟

社會之間的關係，重新思考為何要記錄紅綠燈的聲音，在記錄的途中為何會感到

害怕和害羞？如果他去思考這些關係，他可能已在改造自己的身體，改變他錄音

的姿態。在這個練習，他是不合格的，皆因他太害怕了。收音時貼著燈柱，錄到

的聲音是吱吱的震動聲，多於紅綠燈本身所發出的咚咚聲。因為他害羞，所以無

法做好一個如此基本的創作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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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回到香港時是一九九九年並進入了香港理工大學的設計學院，是當時香港唯

一一所教授創作的專上學院。剛進去的時候，我有點震驚，發現香港唯一一間教

授創作的專上學院原來不是教創作的。二零零零年的春天，我遇到一位一年級的

學生，叫洪榮杰，是現在香港有名的年青導演，香港浸會大學也請了他教授電影。

洪榮杰當年十九歲，完全沒有拍過影片，第一次上我錄像製作（video production）

的課，他提議了一齣長十多分鐘的短片，名叫《無人（The invisible people）》。當

時十九歲的他在掙扎「出櫃」──父母不認同他，婆婆亦把他趕走，他無家可歸。

他在這樣情況下寫了一個關於超現實世界的故事，取景於他同學的家，一個典型

的香港環境公共屋邨裡。在故事裡的超現實世界中，暫且說我們不知自己身在何

處，這個國家操控人體到了一個地步，就是會把晶片植入人體，不斷控制人類，

你不會知道將如何編造你，片中的女生被編造得在吃飯途中會失蹤，有如隱形，

所以英文影片名為《The invisible people》。影片包含一個比喻，導演自身作為男

同性戀者，在香港社會中，經常被人認為是不存在的。好像楊秀卓的學生的想法。

香港有那麼多同志社群，但社會、立法、文化等好像當他們不存在。他寫的故事，

嚴格來說並沒有直接處理同性戀議題，但表現一個人被國家操控，被社會操控身

體的情況下，不斷被規訓，而且不知道那些規訓在哪裡，是甚麼，但嚴重影響了

人的生存空間。 

 

在香港理工大學，我發現創意是如此被邊緣化的一回事，於那數年裡，我在同志

社群內進行了很多工作坊，工作坊完結後，我們在香港文化中心辦了一場展覽。

我教的工作坊大約有三十名同志朋友參加，有男、有女，甚至跨性別的朋友，有

如精讀班一般。李小良剛才談到學音樂需要很長時間，不幸地，我專門教授精讀

班，最長的有三個月，短期的只有三天。工作坊完結後，大概有百多件作品於香

港文化中心展覽。這個展覽被認為是衝擊當時審查制度的一個里程碑，因為我們

申請了民政事務局的資助去舉辦一個工作坊以及在香港文化中心作展覽。其實作

品也沒有甚麼特別，照片被送往淫褻物品審裁處後，民政事務局於最後一分鐘提

出可否收回其中一張照片。特別是這一張，是當年正值就讀文化研究碩士課程

（MCS）的曹文傑，原來他同時修讀我任教的創意媒體課程。當時我要求同學帶

一些他們平日閱讀的流行文化雜誌，然後把它剪開去做一些拼貼，重新演繹他們

於流行文化裡所接收到的訊息，用來表達自己。他便造了這件作品，稱為「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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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愛人如己」──基本上是一名男子的自拍照，是同一個人，只是把其身體不

同的部分剪開，變得好像他正擁抱著自己，或擁抱著好多男人、擁抱著很多不同

的身體部分。這張照片看不到任何性器官，只是不同的身體部分、手手腳腳而已，

淫褻物品審裁處要求掛上一個十八歲以下人士不准進場的牌子，事實上難以執

行，因為星期日有很多人到文化中心學琴。 

 

當時我們做了三十多張易拉架掛在文化中心的大堂。學員對創意很感興趣，但不

能觸及出櫃的事情，更不能被人知道自己是同志以及知道他們參加了這個工作

坊。我作為一名老師，最大的挑戰便是要教導他們用創意去表達自己的身體同

時，他們卻不能被別人看見自己的身體，更不能透過自己的身體、作品去表達自

己。因著這些限制，他們想出許多不同的方法，譬如不去拍攝自己卻去拍攝別人，

正如這個彩虹戰士的一系列三張作品 ── 一班同學在星期天到灣仔修頓球場

去拍攝菲律賓傭工（菲傭）打球。菲傭放假時是有不同的性別角色，展現平日不

能夠表現的性別。他們同樣面對不能出櫃的敏感問題，拍攝者並不會拍下其容

貌，只會拍攝其背面、側面，或者快速移動的動作，因快門不夠快導致臉孔變得

模糊。從這三件作品，大家能夠清楚觀察到有不同的性別存在，以及有不同的多

元性別，即使她們被認定天生是女人，透過星期日的日常社交及歡愉活動，她們

重新改造自己的身體，以表演她們認為更開心、更自在的性別。更有趣的就是同

學本身不能夠於日常生活中表現自己的性別，他們便要透過拍攝別人去獲取認同

的目光、凝視，把其捕捉出來，再重新編制這個框架讓你接收到他的訊息，事實

上，他們十分認同這班樂於表達自己的一群，這個溝通(communication)是十分有

趣的。我們常常認為菲傭是香港的弱勢社群，但在這三張作品中，我們不幸地看

見最弱勢的是那位持著攝影機拍攝她們的人，那位攝影師才不能夠完全表達自己

的身體，反觀這班菲傭卻很自在、快樂，毫不介意別人如何觀看自己的身體。 

 

在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年，我到台灣教書時，巧剛碰上「樂生事件」（樂生療養

院搬遷事件），這事件與香港的天星、皇后碼頭事件有點相似。在一九二零年代，

日戰時期的台灣興建了全國第一間痲瘋病院，一班痲瘋病人被強制送到一片荒蕪

之地。現在政府想把地皮取回用作興建捷運。住院五、六十年的院友都視痲瘋病

院為他們唯一的家，當年他們被強制送進來，現在已沒有家人朋友，現在突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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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公公婆婆趕走並要從新適應環境，故此他們不願意離開，並與一班年青人集

合起來一同抗爭。當時我正教授一個記錄片課程，我的學生便去拍有關這班病

人，或叫作院友了，這是一項十分有趣的計劃。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到當我們談

身體時，經常想像到一些很標準的身體，例如剛才我們看到一些同志同學如何認

同別人的身體，現在的男同志很喜歡一些非常漂亮、健康、男子氣概（macho）

的身體去符合某些新標準。過往他們要符合某一種性別規範，現在性別規範看似

寬鬆了，但又製造了一些新的規範，一些性傾向的規範。當我們去呈現一些不健

康的身體時，通常我們都會帶一些可憐、憐憫、要救援他們的眼光看待他們，但

這兩位同學拍攝的作品完全不是用這些眼光，十分有趣。大家一起自看兩分鐘錄

像。 

 

從「樂生事件」的錄像，大家看到對病人的再現及呈現(representation)，他們可以

很自在地說：「我生病而已，生病有甚麼好害羞呢」。當我看這段訪談時，感覺十

分強烈，我們從小到大於華人社會中成長，當你生病時，媽媽總會說「你打敗仗」，

彷彿生病就是我的錯，污名化的感覺很強烈，大家多少有這種看法。這些患有重

病的人竟然還可以說笑，說自己幾乎被人扔到海中填海，這班被社會完全唾棄的

病人與疾病擁抱了數十年，反思到這數十年來的生活是非自願的，更沒有做錯事

──「車，病之嘛，有咩咁恐怖」。話說起來看似容易，我們回想每次患病時，

是否能夠做到這份醒悟呢！實在是十分困難的。這份醒悟令我們反思甚麼是健康

的身體，甚麼是標準的身體，如何可以擁抱你自己的身體，讓身體成為有機體，

「身體是一個處境」，有如處境劇般有新角色加入和置身不同的處境中，例如在

處境劇內一位「師奶」（太太）帶著家當要離開走了，她的身體便會有所改變，

這就是處境了，這個處境是有機（organic）的。每當我們學習新的知識，我們的

身體便會改變，它會不斷改變、亦會不斷被國家社會去規訓。我們要學習處理這

些不同的規訓，同時打造身體的自由，或當身體處於無助時，你要讓身體感到足

夠的安全和自在。要知道你對某些事情無能為力，有些卻可以，哪些可改變、哪

些不可改變，這些是需要學習的。如果不學懂它，是難以學會創作的，我今天說

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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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語境下的香港電影節 

盧鎮業 

 

每年三、四月間，身邊的朋友圈以至社交網站的最新動態（news feed）也會走

進電影節的熱潮，很多人也會上載一疊疊的電影節戲票的照片，也有些人會發

表電影觀後感，甚至宣傳一下自己有份參展的作品，好不熱鬧。在這兩個月之

間，有標榜獨立的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The Hong Kong Independent Short 

Film & Video Awards，簡稱 IFVA）、有受影迷追捧的香港國際電影節（Hong 

Ko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簡稱 HKIFF），「守尾門」的還有廣受市民注

目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這一系列由不同機構舉辦卻又互相呼應的活動，

被視為本地一年一度的文化奇觀（cultural spectacle），同時也於國際上受到一定

程度的關注。 

 

（圖片來源：hkiff.org.hk） 

電影節的興起源於自西方國家，它

不是純粹為電影愛好者的大觀園所

服務，它是與社會、政治和經濟制

度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西歐國家的

各大電影節，除意大利威尼斯影展 

 

是戰前一九三一年誕生外，其他如

一九四六年開始的法國康城電影節、

一九四七年開始的英國愛丁堡影展、

一九五零年開始的德國柏林等影展

皆於戰後出現，其中德國更於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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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推出共四個電影節。電影學者

SooJeongAhn 認為，各國透過建立標

誌致性的影展作為文化策略，為國

家 帶 來 戰 後 的 都 市 更 新

（SooJeongAhn, 2012, 7）。在其後的

數十年間，大大小小的電影節隨著

資本主義和電影工業急速發展下，

如雨後春荀般成為全球性現象。而

隨著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冒起，

亞洲大城市如一九八五年出現的東

京電影節、一九八七年出現的新加

玻電影節、一九九三年出現的上海

電影節和一九九六年出現的斧山電

影節乘勢而起。而香港早在一九七

七年舉辦了首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於當時更是擔當了先軀角色，成功

擠身西方本位的國際影展群像。時

至今天，在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格局

底下，歐美電影節與亞洲電影節的

關係已非早期般處身中心與邊緣的

位置，Soo 認為這已轉向至文化滲入

（cultural diffusion），是一種去中心

化的文化。 

 

各城市的電影節也帶著類近的功能，

它一方面為觀眾帶來不受商業院線

青睞的藝術電影，其電影語言及風

格跟荷理活霸權底下的主流電影敍

事方法大為不同，其中康城影展曾

被形容為是獨創性導演的搖籃，被

視為對抗荷理活式電影產品並突破

既有知識框架的重要平台。其節目

上的編排還可以聚焦以及提倡超越

電影藝術討論的社會性價值，形成

一種文化介入。另一方面，現代電

影節隨了影展部分外，也必然包括

買片和賣片的電影市場，主要讓新

晉導演透過這平台獲得融資，同時

也讓各地的電影在場館內「擺檔賣

埠」，促成電影生產，吸納了很多

電影從業員參與其中。上述的兩項

功能──美學、文化意識的推進以

及促進工業生產似乎並置卻又互相

拉扯。Janet Harbord 有著以下觀點： 

 

“The ‘network’ of global commerce 

creates linkages between sites, creating 

centres and peripheries, eclipsing other 

spaces altogether. More than the hybrid 

mixing goods and cultures, the festival as 

market-place provides an exemplary 

instance of how culture, and cultural 

flows, produce space as places of flows, 

in Castells’s terms.”（Harbord, Film 

Culture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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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bond 認為在電影節高度壓縮的時

間和空間下，其有關美學和商業化

的不同論述，在不同的的傳媒機器

覆述下不免互相吞噬，而在這些過

程中，連帶電影文本中的文化流向

（cultural flow）也在被體制化，甚

至 出 現 一 個 層 級 性 的 結 構

（hierarchical structure）。 

 

有關商業操作與文化討論的拉扯，

本文將以本地的香港國際電影節作

重點討論，看其於市場化的脈絡下

如何運作，又能否顧及文化和美學

追求的實踐。另外，也會以亞洲其

他較小型的獨立電影節作對照，看

它的另一些嘗試。 

 

電影節的市場化發展 

近十年電影市場臨立，世界各地的

大型電影節就鑲嵌於全球化的景觀

內，並構成一個電影節的巡迴路線

（film festival circult）。為了吸引全

球目光，我們不難發現主辦單位已

越趨喜愛把電影節嘉年華化，當中

會有頒獎典禮、首映禮、電影市場

等，這種規模化的取向除了希望增

加媒體資本（media capital）外，還

能同時吸納各地工業的相關從業員

進入其電影市場，包括監製、中介

人、發行商、投資者等，而這幫人

一整年就巡迴遊走於各電影節之中。

對於電影節而言，能擠進這國際巡

迴 路 線 則 意 味 著 它 的 增 長

（proliferation）還有其連帶的商業回

報。而這也說明了電影節之間如何

建立共生與競爭的關係。每年一月

大伙兒先聚集於美國獨立影展──

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 Festival），

二月則是藝術性比較強的柏林國際

影展，然後三月是香港的香港國際

電影節，繼而五月的是康城電影節，

下半年九月威尼斯電影節過後，便

是地域上競爭劇烈的釜山國際電影

節和東京電影節，分別於九月和十

月舉行，定位相近，而規模和代表

性上則屬釜山佔有很大優勢。最後

則是十一月的台灣金馬影展。在時

間和空間上，這路線把各地區最具

代表性的電影節有條不紊的包括在

內，並連結成為相對優越的結構。

在媒體資本社會擁護下，它們擁有

更大的體制性權力倡導電影發展，

或曰，定義電影美學上的前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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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市場下的文化殖民 

前文提及的電影市場都是新導演，

甚至新一代大師的搖藍。在各大影

展的市場中，入圍的導演都會在市

場內會見大量的投資者或其中介人，

當中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監製，而

市場本身也會設立基金支持有潛質

的電影。同時，當中某些基金會要

求獲獎電影要聘用該國的監製。縱

觀近代冒起的電影人，不難發現很

多是電影傳統大國的電影節與發展

中國家導演的合作，如中國的賈樟

柯及伊朗的阿巴斯皆是從法國基金

中獲得資助的，黃慶珏指出身處邊

緣地域的新導演為了獲得資助而在

電影主體和風格上迎合投資者已成

為普遍性現象。而擁有強大電影傳

統的西方影展同時也在這過程中定

義了電影的美學發展： 

 

“When some of these European 

establishments became the producers of 

film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y 

also have exerted control over these 

movies. This resonates with discussion 

earlier in the book on how the most 

established film festivals in Europe 

control film knowledge, defining what 

constitutes art in cinema. Exerting any 

kind of control in production would 

inevitably contribute to further debate on 

this issue, since production cannot 

separate from content.”（Cindy Wong 

Hing-Yuk, Film Festvals, 157） 

 

在與香港獨立電影導演許雅舒的訪

談間，她談及她入圍香港國際電影

節的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下簡稱

HAF）時的兩難情況。在為期數天

的展期內，她長駐其入圍電影《偽

現世》的攤位，感覺 HAF 就如一個

派對，在裏面會看到很多本身在工

業裏打滾多年的人滿場飛，而新晉

導演和獨立導演則被投閒置散。當

然，HAF 並沒有在活動設計上盡量

減少這因人脈網絡差異而構成的權

力不對等。許氏的入圍電影屬全香

港取景的文本，故事呈現這城市風

景底下各人未能掌握自我身份的狀

況。她形容在 HAF 會來她攤位坐下

詳談的有兩類人，一是香港投資者，

他們因為厭倦合拍片制度中的不穩

定因素而希望投資有本土性的作品，

然而，對她的電影文本的討論課題

卻不求甚解，反是比較著意電影本

身有甚麼商業賣點。第二類則是內

地投資者的中介人，他們甫坐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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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許氏說：「如這電影在香港開拍

的話，壓根兒不可能找到投資者」

之類的話，並遊說她把故事改於內

地發生，因為他們認為內地需要反

映小城鎮問題的電影。若許氏願作

這樣程度的修改，相信很快便能從

內地找到資金。但《偽現世》是香

港城市真實面貌的電影文本，因此

導演也無意在故事的地域性上作這

麼大的改動。 

 

許氏在展期完結後只儲下一小疊名

片，卻談不成半分資金投資。她坦

言，HAF 的市場觀比她想像的狹小，

在這場景中只能以談生意的角度自

處，若要找到資金，要不練成銷售

員的「三寸不爛之舌」，要不就在

文本上修改並迎合投資者。這種操

作似乎跟以往於工業內找商業投資

沒兩樣，然而，電影節本應具有與

商業秩序不同的文化面向，旗下的

運作更應該建立一個與工業有分別

的環境，成為另一種市場，否則，

它只能成為一個從屬主流經濟秩序

的平台，卻無助推進電影的藝術性

發展。 

 

 

電影節作為公共領域 

James Donald 在討論電影的公共性

（ publicness of cinema ） 時 ， 以

Habermas 有關公共領域的理論作基

礎，指出電影作為公共領域時有別

於 Harbermas 預 想 的 理 性 議 論

（deliberation）空間，而是透過觀者

於看電影時的情感認同從而影響他

的公共參與。而當焦點放置於電影

節 時 ， 黃 慶 珏 則 認 為 它 是 跟

Habermas 所講的小資階級公共領域

有著很大的相似度，它同樣以一個

地方作為基礎，進行體制化的交流，

也同讓帶有擁抱小資階級的傾向，

對於婦女及基層而言是較有距離感。

然而，電影節現正同樣面對類近於

James Donald 所提及，二十世紀初文

字 媒 體 在 商 品 化 過 程 中

（commoditized media），其作為公

共領域的失效狀態。 

 

以今年的康城電影節作例，從開幕

電影的選擇，至紅地毯上的中國現

象，皆可看到在全球化底下康城正

處於怎樣的商業轉向。開幕電影從

來都是電影節的主打項目，猶其是

康城電影節在掌握高度的媒體資本

下，其開幕電影放映是一項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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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它選了《大亨小傳》，一部

已經在世界各地商業院線上映的荷

理活電影，誠然這部電影也有其藝

術成就，但更不可否定這電影在康

城放映將為其發行商帶來很大程度

的宣傳效果。另外，近日不同媒體

也在吹捧大量中國影星在康城走紅

地毯時，彷似有飛上枝頭之感。媒

體處理這現象時只歌頌中國電影終 

獲西方權力中心認同，而不著筆於

其背後的跨國經濟脈絡。反之，對

西方片商和贊助商而言，中國的市

場極具吸引力，因此他們也樂於見

紅地毯上出現更多中國影星，而他

們身上的服裝鑽飾贊助更是所費不

菲，傳媒則樂此不疲地大造文章評

頭品足。 

 

（圖片來源：blog.commarts.wisc.edu） 

 

類近的事情同樣發生於香港國際電

影節，就如今年的片目，當中有不

少電影已被本地發行商買下，在電

影節過後就會正式上畫。如此看來，

電影節就如替電影公司在上畫前先

來建立口碑和試映，而發行商也能

以此為參考而調整之後的宣傳策略。

這取態跟早期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大

為不同，不少電影前輩也表示，在

他們讀書的時候，香港國際電影節 

 

的可貴之處在於為本地觀眾帶來前

瞻性很強的片目，甚至捧紅了某些

外地導演致使發行商決定為這些電

影作本地發行，如日本三池崇史就

是一例。他們認為現在的香港國際

電影節的規模化和盛事化的取向確

是增加了其觀眾群，同時走近了商

業體制以獲得可觀的商業贊助，至

於前瞻性和實驗性，以及電影節本

身的風格卻淡化了。而節目「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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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面面觀」更顯溫吞，「面面觀」

的操作就是把過往一年商業成就較

高的電影配以數部獨立電影，以七

成和三成的比例來作節目。然而，

這些電影在香港已有一定曝光率，

甚至已發行影碟，那到底究竟有多

大的需要要被選為參展電影？與其

說是從多角度看過往一年香港電影

的構成，不如說是要「平均分配」

商業發行與獨立發行的電影。 

 

這些商業化的過程讓觀眾安於停留

在消費者的自我期許中，雖然還能

在書刊選擇世界各地的片目，但仍

只是被動地選擇消費過程，失卻了

電影節本可達到更大的社會性影響。

有關電影的社會性影響，黃慶珏提

到有關電影以外的價值（non-filmic 

value），由於電影節於節目安排上

作出倡導，透過電影的美學包裝作

中介，一些比較激烈的政治主張或

議題（如關於性別和人權的議題）

都能與公眾扣連，一方面把電影意

識型態的寬度慢慢推展擴大，同時

透過媒體、影評得以建立另類的公

共領域，在這意義上，藝術成就並

非終極目標，而電影本身就是希望

盛截著文化性和社會性的價值。 

觀影想像的突破 

上文討論了有關觀眾於商業化下的

觀影經驗如何窒礙公共領域的構成，

然而，我們可如何突破這種困局？

無可否認，商業體制坐擁強大資源

並且無孔不入，作為觀眾的確帶著

一定的被動性。以下是筆者參與一

些獨立電影節的經驗，它們不約而

同的嘗試超越觀者只能「乖乖坐著

看電影」的慣常思考，也許能為大

型影展的保守性帶來啟示。 

 

一、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眾

人拾柴》 

筆者於二零一一年參與過這影展，

當中的「閉幕放映」讓我很震撼。

影展一般的放映場地大多是大學，

而閉幕放映卻是於市中心一所略有

規模的商業戲院。甫入電影院，電

影院很大，大概較香港科學館的放

映廳還要大一倍。閉幕節目名叫

《眾人拾柴》，原來這並非傳統的

電影放映，而是放映著工業內導演

拿著劇本周圍跑投資的過程，這發

生於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與其他電

影節的市場不同的是，今次的對象

是影展觀眾。影展的籌委事先在一

眾投案的導演中作選拔並挑了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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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出來，讓他們於閉幕禮中播放

自己的舊作和闡述新作品的構想，

觀眾聽畢後再作現場投票，投票結

果把該場閉幕的門票收入按得票比

例分給三位導演。過程中觀眾獲得

完全不同的參與經驗，在中國獨立

電影氣氛下，這充權和民主化的過

程，更顯重要。 

 

而這方法後來也為兩岸四地的的獨

立電影連線──華人民間電影聯盟

調整後採用，讓觀眾同時成為聯合

制片人，以集資的形式為六位導演

籌備下一部短片作品。 

 

二、中國獨立電影節和香港社運電

影節──戲院以外的觀映經驗 

在中國，莫論拍獨立電影或是舉辦

獨立電影節都是非常不穩定的事，

如上述的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因

策展人應亮被內地政府盯上了而不

能回國，以致上屆的交流展也沒法

舉行。同時，在內地政治氣氛影響

下，二零一二年中以降國內的獨立

電影節都一概停辦，因此國內藝術

家形容今年為獨立電影「強拆年」。

即便一些細小的放映，也經常在收

到消息會被國安會所阻止，因而需

要立刻用手機公佈，通知觀眾轉移

放映地方。  

 

至於香港社運電影節，在放映場地

的選取上是別具心思，如在深水埗

放映有關順寧道重建的紀錄片，又

或是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總行下放

映有關銀行和債務的動畫紀錄片。

這種電影文本與放映場地具互動性

的設計，讓觀者在閱讀電影文本以

外，更能立時對照並觀察自身當下

的環境。還記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總行那場電影，放至中間部分時銀

行保安突然一擁而至，把器材推倒，

軀趕觀眾。觀眾於當下處境的身份

立時起了變化，或成為抗爭者、支

援者、旁觀者，這因場景而來的身

份轉化讓觀眾免於單一的觀映習慣，

而電影的發生，已不純粹出現於螢

幕，更大程度是讓政治和文化參與

於場境內自然地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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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創作人喜歡運用「初音未來」創作歌曲？ 

陳宇豪 

 

 

前言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日，香港舉辦了首次大型虛擬歌手初音未來的演唱會。這個

東瀛歌擬歌姬由公開售票門票直至演唱會完結，引來不少香港傳媒報導演唱會

的售票情況： 

 

「日本虛擬偶像歌手初音未來，將來港舉行兩場演唱會，與本地『粉絲』見

面……演唱會門票吸引大批市民通宵排隊搶購，更有學生在網上表明蹺課購

票……結果開售數分鐘後，門券已被搶購一空。」﹙成報，2012；新報，2012﹚ 

 

「……初音未來前日假九展 Star Hall 舉行首次香港演唱會，兩場演出共吸引逾

五千名樂迷到場，不僅有悉心 Cosplay 的港迷，亦有不少來自內地的擁躉，當日

場外售賣初音精品的攤位人龍不絕，數百隻唱片火速被掃清光！……」﹙太陽

報，2012；文匯報，2012；晴報，2012；東方日報，2012﹚ 

 

由於虛擬偶像在香港舉行演唱會屬首次發生，參與演唱會人數也較香港主流傳

媒預期為多，這次事件也引來了不少人士提出疑問：「看到日本虛擬女歌手初

音未來來港舉行演唱會，其瘋狂粉絲在大呼小叫的時候，不少人也搖頭嘆息，

慨嘆時下年青人宅出個毒來了，竟然愛上一個不存在的虛擬人物……」﹙林日

曦，2012﹚ 

 

有評論直斥不明瞭為何初音未來（下簡稱初音）會在日本，甚至香港火紅起來：

「……同樣是日本『藝人』，教我嘖嘖稱奇的，還有初音。她並非人類，而是

一把由電腦程式產生的聲音，和以漫畫形式呈現的影像。她的歌聲像機械人，

樣子是漫畫中的美少女，除了灌錄唱片，更會開演唱會！開演唱會？沒錯，台

邊有樂手彈奏，台下有樂迷如癡如醉，台上主角當然是初音，以投射的三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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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3D）影像，和播出來的完美音準機械人歌聲，勁歌熱舞。那些年輕樂迷，

全場緊隨節拍揮動螢光棒，歡喜若狂。我不明白。」﹙周博賢，2012﹚ 

 

基於主流媒介的「我不明白」，本文嘗試闡析初音現象的緣起和運作模式，於

互聯網被廣傳流行的過程，並運用史瓦史東（Roger Silverstone）的媒體中介理

論闡述初音音樂軟件令創作人願意參與創作的原因和影響。 

 

由於初音現象所產生的範圍十分廣泛，包括音樂、動畫、舞蹈、角色扮演

（cosplay﹚、同人誌、廣告、演唱會等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談論有

關「參與創作初音作品人士﹙下稱創作人﹚」為何會對初音這麼狂熱，並以史

瓦史東的媒體遊戲理論﹙play﹚為核心取態作分析，以舉出創作人及觀賞者一

同參與的象徵性行為﹙symbolic behavior﹚如何令社群互動；同時本文會試以初

音為 Google Chrome 作代言廣告，分析初音吸引創作人投入參與的原因，並闡述

新創作的溝通方式挑起了創作人「我」有份參與創造的情感，如何讓社群互動

得以更忠實和鞏固。 

 

初音未來的誕生背景 

 

 

 

 

 

 

 

 

（上圖） 初音未來﹙初音ミク﹚ 

（圖片來源：http://mmdays.com/2011/12/14/miku/） 

 

初音原本是 Crypton Future Media 以雅馬哈（Yamaha）的語音合成引擎

VOCALOID 2 為基礎製作的音樂電子樂器創作軟件。該音樂創作軟件從真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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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配音員﹚藤田咲作日語單字的印象錄音。軟件只需輸入音調及歌詞便可唱

出電子音。透過創作人細緻的調校參數﹙如音速、震音、拉長音及大細聲等﹚，

更可調校不同的個性，如呼吸聲、清晰度及嘴巴的開合度等。其後透過軟件公

司不斷的開發，追加不同音質，令軟件聲音的可調校性大幅提升，令初音未來

軟件變得更加專業。﹙維基百科，2013﹚ 

 

 

 

 

 

 

 

 

（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VOCALOID） 

 

以往由於 VOCALOID 音樂創作軟體發售初期銷售表現不理想，軟件公司希望透

過更有創意的方法來推廣這項技術，於是提出利用虛擬角色代言音樂軟體的作

法﹙即角色人物只是軟件的象徵，在實際軟件運作時，角色人物將不會出現）。

軟件公司希望能藉由人性化角色，提高創作人對數位音樂創作的興趣。﹙Ianmo, 

2013﹚ 

 

軟件發售後，市場對於這個虛擬聲音角色抱持超乎軟件公司想像的興趣。初音

音樂軟件最初誕生時，其預訂數目已超出軟件公司的預期，甚至是該軟件公司

開創以來成績最好的一次。﹙BCN, 2007﹚ 

 

初音音樂軟件大賣原因，有人認為最主要是因為「購買軟件，製作歌曲並上傳

至網路，另一群人觀看後而購買」的不斷循環、再加上受到影片分享網站如

Youtube，NICO NICO 動畫的平台的推動和鼓勵，初音巧妙的人物設定，讓初音

的知名度不斷上升﹙維基百科，2013；吉川，2007﹚。起初軟件發售時，創作

人多以初音軟件「翻唱」歌曲並上載到網絡，隨著熱潮興起，甚至有商業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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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公司以初音「翻唱」來推銷自己的公司的歌曲。 

 

除了翻唱歌曲，還有不少初音未來的原創歌曲和同人影片。其後隨著初音流行

程度飆高，除電子音樂行外人外，甚至專業音樂創作人也參與其中。在軟件發

售半年後，被上傳的初音原創歌曲已超過三萬首，直至現在平均每天仍有超過

100 段關聯新影片不斷上載。﹙維基百科，2013；Sugizo, 2011﹚。 

 

 

 

 

 

 

 

 

 

（圖片由作者提供） 

 

除音樂之外，也有其他樂迷﹙並非官方軟件公司﹚為其製作各種軟體，來協助

VOCALOID 的推廣，代表例子如“Miku Miku Dance”﹙見上圖﹚，它是一套能

讓初音等 VOCALOID 虛擬偶像隨音樂起舞的舞蹈編輯軟體，廣受創作人歡迎

﹙Ianmo, 2013﹚ 

 

而隨著初音熱潮之爆發，相關創作的範疇陸續擴大延伸至插畫、動畫影片、造

型設計、電子遊戲，甚至同人漫畫和角色扮演上；亦有不少來自不同業界的專

業人士公開自己的身分分享作品，如小說家、漫畫家、資訊科技的新聞記者、

時裝設計師及插畫家等。除此以外，也有創作人以合作的方式，分工作曲、填

詞、角色插畫設定繪畫、製作影片來創作作品，網絡上還因此成立了很多共同

創作的團體和社團﹙如 VOCALOID 互相會（ボカロ互助会）﹚以推動共同創作

初音作品等。更有不少人角色扮演初音未來，甚至把唱歌跳舞的影片上載至

Youtube 網站供人觀看﹙Ianmo, 2013；維基百科，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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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tUPfkOC-xLg） 

 

以上截圖為泰國創作歌手 Oh Sekusun 於二零一二聯同其他喜愛初音的歌迷發起

一個名為「拯救初音計劃﹙Save Miku Campaign﹚」，並由當地歌迷拍攝的四百

段視象剪輯為音樂錄像，Sekusum 更將初音歌曲 Tell your world 翻唱成為泰文版

本。 

 

初音創作人社群的形成 

以往大眾依靠面對面之接觸、共同創造及存在之空間及物質文化構造而成的社

群，早已透過國家的通訊傳播新聞工具﹙如報紙、電視、電台﹚轉換成想像所

構成，並由想像之共同體概念中發展出一個共享的空間或標誌性符號，數百萬

人、甚至數千萬人每日一同進行某些儀式性的活動，如一同看一樣的電視節目

等。當依靠這些能共享意義的儀式，建造出一個隱形公眾，形成了一個抽象的、

概念的社群。新式的社會參與，新式的公民，在電子空間中似乎有機會成為可

能。 

 

運用學者史瓦史東指出社群不單是一種社會結構，社群其實也是代表一種信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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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是一個大眾想像的集體﹙Silverstone,1997﹚。一個社群的真實性不只

發生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關係，也存在於電子與虛擬空間之中﹙Silverstone, 

1998﹚。初音原先的 VOCALOID 音樂軟件﹙只供音樂人參與﹚，化身為形象化

人物﹙初音人物﹚，再可以化身成不同的造型﹙如喜愛插畫、時裝﹚的人一同

參與遊戲。 

 

「遊戲﹙play﹚的空間是個結構化的共享空間，參與這個空間的遊戲者會共同

建構出空間的意義。此空間四周界線的劃分，具有儀式性的意義，藉此標示出

與日常生活空間的區隔。」﹙Silverstone, 1999﹚ 

 

每一個創作人其實也是一個遊戲者﹙player﹚，透過化身成為不同的初音，建立

一個屬於初音的創作舞台。創作人運用初音創作歌曲，並以初音作出表演。當

作品上載到互聯網的一剎，就像舉行一個儀式，象徵個體由現實的空間跨過了

另一個門框，走入另一個遊戲表演舞台。 

 

為何創作人喜歡使用初音軟件作創作及發表？ 

若要討論初音為何會在創作人之間如此熱烈盛行，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初音的

形象提供了一個給人想像空間的個人設定：軟件公司為初音訂下了最簡單的設

定，包括名字、年齡、生日、身高、體重和擅長的曲種﹙初音最擅長的是流行

樂曲﹚。再直接點說，就是「沒有任何的限制設定」。 

 

在不完全的人物設計下，對創作人而言強求「原設定」並沒有意義，而且初音

和原配音員關聯印象不大，創作沒有太大束縛，創作因此容易對「自己創造的

初音」產生感情，而產生出大量作品。有那麼大的創作熱潮，曾有評論認為是

因為軟件公司對初音未來的版權權利開放有關﹙野安，2008﹚。軟件公司對初

音的形象十分寬鬆，並對二次創作的初音作品加以鼓勵，例如會為點擊率高的

初音歌曲製作唱片，又會邀請具質素的初音同人插畫擔任商品設計。 

 

另外，讓歌曲可以較容易獲得注目，也是其中一個創作人考慮使用的因素。以

往對於一般音樂創作人來說，縱然就算已可以獨立製作歌曲，但在辛苦完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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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後，卻常常面臨沒有適合的演唱者的窘境。於是，軟件公司適時推出了

VOCALOID 軟件，讓電子音樂也能化作情感豐富的歌聲，為苦苦尋不到演唱者

的創作人帶來了曙光。﹙Ianmo, 2013﹚ 

 

這種鼓勵別人創作﹙無論是原創或二次創作﹚的氛圍，也孕育著一個可「共享」

的空間供大家發表，令喜愛創作的人聚集形成社群。這個社群內參與的人﹙無

論是創作人或觀賞者﹚也會有共同分享的機會，大家也會有說明這個空間語言

的能力和基礎，而這個遊戲空間之能夠成立，是透過每一個創作人啟動自己的

創作力量，將初音軟件再度活現而劃分出來的。創作人在創作的過程中會把部

分的特色設定保留﹙如初音是綠髮少女﹚，變成二次創作的基礎；有了這個骨

架，創作人便能按自己所希望的，給這個骨架賦予血和肉，注入新生命。 

 

如史瓦史東描述，遊戲的空間是一個「共享」的空間，遊戲者就必須有共同分

享的基礎，並具備能運用這個空間的語言和能力，以及背後共同想相信的理念。

而這個空間就建基於為初音設計作品之上。換句話說，借初音為例子，人們自

己演活了初音一角，為初音創作，就是通往這個特定遊戲空間的門，要打開這

扇門的鎖匙便是上載作品。開啟這扇門，就等於接通了現實與遊戲的空間。每

一扇門其實也可想像成代表一個角色、一個「定點」，若將這些「點」用線連

起來便成為了遊戲空間的平面。通往遊戲空間的門是以創作﹙或二次創作﹚為

媒介而生產出來的，而生產「門」的先要條件便是要了解初音音樂軟件及背後

的文化。這條分界線在創作人和外間旁觀者與運用不同語言時變得顯而易見。 

 

遊戲空間之所以能夠成立，是透過每一個遊戲者啟動自己的創作力量，把角色

再度活現而劃分出來的。創作人一旦跨入門框，即表示創作人抱持著一種對遊

戲了解和信任的態度，並且清楚知道遊戲的規則。所有的遊戲必然都附帶規則

和條件，否則便難以成立。例如，初音是一個共享的空間，不被任何人獨佔初

音創作。當進入遊戲創作空間之際，代表創作人已認同並答應遵守規則。創作

人透過這些遊戲規則，在受到約束之時，其實也同時產生了驚喜、信任感及安

全感。由於遊戲空間與外面現實相隔，這種相隔的遊戲空間會令遊戲創作人產

生安全感和信任感，也會放膽去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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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人在這個安全的空間裏，能從現實世界中抽身而出，透過初音平台發表作

品，像開啟了凱洛依斯（Roger Caillois）提出遊戲四個類別：第一是模仿

﹙mimicry﹚之門。遊戲人讓自己藉由裝扮、改變身份認同化身成初音背後的經

理人﹙甚至是扮演初音自己﹚，並將初音推上受眾人注目的舞台，並不停以初

音的歌曲或作品，為觀看者帶來驚喜。創作人藉著創造屬於自己的初音，並將

每一個初音上載到網絡上，發揮分享的功能。創作人很清楚初音不是一個真實

的世界，遊戲者最終也會返回現實。當歌曲一播完，便會回到現實世界。 

 

有些時候，不同的規則會出現在不同的遊戲時空。例如網站上的歌曲，觀看者

初時只是在消費網絡時間去聽取歌曲；到後來變成實體的唱片時，觀看者又會

再購買。另外競賽﹙agon﹚的過程又會讓更多人參與其中，例如把旁觀者﹙局

外人﹚的身份拉進遊戲的空間。如創作人把歌放到網絡上，誰人的點擊率最高

便可以出版唱片，大眾一同列為評審參與其中；這種高透明度的方式讓創作人

在平等的條件下爭勝，讓遊戲得確保順利進行。 

 

網站 thesosblogger 的網主兼團長認為初音（以及所有 VOCALOID）宣傳的是網

絡上分享的概念。即是每位創作人也可使用初音軟件作曲，而且每個人都可以

在網上免費聽到這些樂曲。雖然初音的歌曲在網上是免費下載，但這不代表人

們不會花錢買初音的樂曲。相反，很多人都樂意繼續鼓勵創作。 

 

從初音的唱片銷量，也可以了解創作人和觀看者喜歡使用初音作媒介推廣音樂

的証明。在初音音樂軟件發售同年，軟件公司聯合 NICO NICO 網站﹙即發表初

音原創音樂集中地平台網站﹚及唱片公司，開始為初音推出音樂唱片，唱片收

錄了大部分在網站點擊收聽率最高的歌曲。由於唱片的曲目是由觀看的創作人

﹙或網民﹚作決定，因此網民的參與投入程度也高很多。有趣的是，初音的唱

片雖然在網上可以免費下載，但卻登上了日本唱片銷量榜頭五名位置。﹙維基

百科，2013﹚ 

 

史瓦史東提出中介﹙mediation﹚的概念：中介是關乎意義上之不斷變化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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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不同文本之間、在不同人之間或不同社群之間。中介並且可跨越空間及

時間。若每個人或每個群體也參與中介過程，會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文本意義的

生產或改造過程。若依據這概念，一首初音作員﹙如初音編歌曲﹚之意義，便

不會只是單一直線的過程，中介的過程在作品還未生產出來便已開始：創作人

的構思，在上載網絡後被不同時間、身份、生活經驗的觀賞者看到後又解讀成

另一個想法，還未牽涉被轉述、評價、挪用作二次創作等，從而出現更龐大複

雜的意義。 

 

若以初音作為媒介﹙mediation﹚，史瓦史東曾指出，我們難以否定媒體與我們

在日常生活中有密切的關係，而媒體對於做出區辨與判斷，具有重大的影響。

若創作人以自己的興趣喜好﹙如喜歡初音﹚出發，這種媒體中介的意義生產也

會顯得更為積極。 

 

創作人以初音這個人物作創作，決定用自己的形式讓這創作再度呈現出來的那

一瞬間，中介的齒輪被啟動了。有人提出過中介這一種的行為，本身其實也是

一種愛的表示。願意二次創作的，是基於對原著的信任和熱愛，信任原著具備

相當的價值，起碼值得用二次創作形式再度表現。﹙鄧心悅，2013﹚ 

 

初音在互聯網上與創作人建立的關係 

互聯網的出現，將虛擬空間引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同形式的網絡電子

創作在這虛擬世界之中迅速發展。互聯網使我們能夠盡情地在不同的大小螢光

幕前享受聲音畫面帶給自己的愉悅；透過互聯網認識同好之士，凝聚相同的愉

悅感覺。任何創作人都能通過創作創造自己喜愛的東西，在虛擬社群中找到認

同和肯定。 

 

透過初音運用互聯網的方式，能讓我們更了解虛擬社群的運作。二零一二年，

日本谷歌為了推廣自家的瀏覽器“Chrome”，找上了初音作廣告代言人，並訴

說全世界創作人如何透過網絡造就出人氣高企的初音效應。這個廣告完完全全

地反映了初音與創作人的關係，也說明了為何創作人﹙甚至觀看者﹚為何會那

麼投入於參與初音創作。現嘗試將廣告的內容﹙包括畫面及背景歌曲歌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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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分析：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截圖

篇號 
廣告內容 

背景廣告主題曲 

「Tell your world」 

歌詞內容 

背後含意 

圖一 

在瀏覽器索尋初音未來，並看

到了介紹了初音的網站，網站

上面寫著「你可以產生出來的

虛擬偶像」。 

-- 

任何人也可以使用初音音

樂軟件，製成屬於自己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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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然後鏡頭一轉，就是四個創作

人使用初音音樂軟件去創作或

是和初音有關的東西，例如音

樂曲譜、插畫、影片、舞蹈

等，大家也將其作品上傳到互

聯網。 

忽然隨口哼出的旋律， 

捕捉住樂句。 

 

將深藏內心的說話， 

向天空飛放出去吧！ 

使用此軟件的人，不一定

是專業人士，如業餘人士

也可以使用。只要創作人

想說東西，就可以用初音

的方式作發表。使用創作

的範圍也不限於音樂，創

作方式可以變化萬千。 

圖三 

互聯網上載初音的作品越來越

多，點擊率不斷飆升，觀看者

留言也不斷增多。 

渴望傳遞關於你的種種事情， 

渴望傳遞給你的種種事情。 

觀看的人也可以發表自己

的感想，而發表的人可能

來自世界不同的地方。不

停的互動產生更多的結

果。 

圖四 

Youtube 網站上出現一些二次創

作的片段，包括翻唱歌曲、再

次演奏、表演歌曲的跳舞、角

色扮演初音等。 

將繁星點點連成了線， 

響徹到遙遠的他方。 

觀看過初音的人，開始進

行二次創作，觀看的人也

可變成創作人，創作可以

無限伸延。 

圖五 
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也出現初音

顏色的記號。 
將無數的線連成一個圓形。 

一切也連繫而起， 

無論你身在何方。 

世界各地也有不同的初音

創作人，由個體開始聚集

成社群。 

圖六 
初音演出會現場萬人空巷的景

況。 

創作人及觀眾社群具體地

聚集一起產生力量。 

圖七 

初音的大頭象，近鏡時發現其

實是由萬千個創作人創作中的

片段構成。 

 

--  

圖八 

畫面轉白，之後顯示字幕「初

音未來」，片尾列出作品出現

在廣告中的創作人名稱﹙飛快

速的帶過﹚，最後停留在一句 

-- 

初音的出現，其實是由很

多的創作人創作出來的結

果。每一位創作人其實也

是初音的創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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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creator”字樣。 

 
寫上「打開你的網頁吧」，並

以按入 Chrome 瀏覽器作結束。 
-- 

廣 告 推 銷 觀 看 者 使 用

Chrome 產品。 

 

這個廣告，完完全全地反應出初音在創作人「期望被鼓勵創作」的慾望。廣告

不論在畫面文字上、構圖上和廣告歌的歌詞內容，也是鼓勵一種「如你想要表

達的事情，就要講出來的意思」﹙如人們不停創作的畫面，廣告歌內時常運用

「傳遞」、「說話」這些字眼﹚。 

 

對創作人來說，在廣告上載播出之後，有大量的留言作回應，是充滿鼓舞的。

由於日文語言所限及留言數量繁多，本文將會以此廣告具中文字幕的 Youtube

版本﹙初音ミク-Tell your world（Google Chrome 廣告版本） 中文字幕﹚作分析，

留言的內容大致分類如下： 

 

內容分析 內容例子節錄 數量 

表達喜歡初音的感覺 

 「讚讚讚，ミク﹙初音﹚不分國界，VOCALOID 永遠

深植大家的心中」﹙比庫﹚ 

 「忍不住重按…… 」﹙chunhuhg hsui﹚ 

十二 

表達初音對觀賞者自己

的直接影影響 

 「我原本不知道有其他虛擬歌手，知道了初音之後，

陰錯陽差又去認識更多虛擬歌手嗎?」﹙零夜叉﹚ 

 「……我也是期待有一天能為初音作歌，所以我在學

日文了……」﹙二階堂美砂﹚ 

五 

觀賞者感謝其他創作初

音歌曲的人 

 「初音原本就是由無數人的音樂夢想所凝聚出來

的。」﹙Margherita2050﹚ 

 「很喜歡最後的一段，MIKU 很成功的將 everyone 都

變成了 creator」﹙jansonng99999﹚ 

 「都是大家的努力，才有最強的世界第一的虛擬歌姬

﹙初音未來﹚，是令人感動的現實，連演唱會都有了！喜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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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上了初音之後，又認識了其他虛擬歌手，每天聽到美妙

的歌，幸福，來自不斷投稿歌曲跟動畫的高手們，所以虛

擬也化為無限的現實，帶給很多世界各地失意的朋友們幸

福快樂，這就是初音誕生的理由與身為歌姬幸福~我最喜歡

初音了。」﹙羽藍黑﹚ 

說明初音的類別  「初音不能算是『人』」﹙harry21545﹚ 一 

其他與研究沒有直接關聯的討論，例如： 

Google 公司與 youtube 的關係、上載廣告版本素像疑問、爭論哪一位偶像較受歡

迎、吵罵其他用戶個人態度﹙如不懂禮貌等﹚ 

二十六 

總數 六十一 

 

有關於在留言版的內容分析，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為止，去除與初音不

相關的言論，有三十五個留言內容是關於初音的。有關初音的內容，除了表達

自己對初音的喜愛外，還會提及自己看過初音之後為自己帶來的影響﹙如會學

習日文、聽其他虛擬偶像的音樂﹚。最意想不到的是很多觀賞者在互相鼓勵，

例如是「大家的努力﹙指創作人和觀賞者﹚，才有世界第一的虛擬歌姬」。 

 

流行音樂作品其實本身不會反映或表達觀眾或創作人之生活或身份。他認為這

種身份意識，一方面是在人與人之間透過作品而連繫的過程中產生，另一方面

也從人與作品連繫的過程而發現。而這種身份意識並會同時存在於這些多方向

的「接合」（articulation)過程之中（Negus, 1996）。生產與消費之間不是直線、

固定的連繫，而是一個經中介的連繫網絡。在創作人之間，縱使大多是互不相

識，但他們相互聯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位創作者或觀賞者心中，原因正正在於每

個人都想像彼此擁有一些共同的事物。而初音作品就是這些被想像成「共同擁

有」的事物之一。因此會出現「初音原本就是由無數人的音樂夢想所凝聚出來

的。」的感想。 

 

從 Chrome 的廣告中，也可以看到初音的出現。改變了專業製作人與消費者的權

力關係。以往主流流行產物的生產模式，絕大部分的文化產物也是由專業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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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商家生產，然後推出市場讓大眾選擇消費。消費者只是由上而下，被動地

接收製作人生產的商品。但是創作人使用初音去製作出來的音樂作品，與以往

的生產方式有別。因創作人是以一般人，而非專業製作人的身份去使用初音去

製作音樂，音樂之製作及發佈不再屬於專業製作人的專利，這是非專業化﹙de-

professionalizing﹚的過程，令初音的創作作品數量不斷上升。再者，創作人將自

己的作品上載到互聯網這個公共平台上，觀看的人可以在網站發表對作品的感

想及建議，讓創作人不斷改善作品，觀看的人某程度上也是間接參與初音作品

的創作。廣告最後的一句“Everyone, creator”，完全就是形容這種奪權後的結

果。現在觀看的人在消費作品過程時，觀看的人不會再單方面被動接收，每個

人也可以成為創作人，參與作品的創作，而作品的原創人，也不再是高不可攀

的權威﹙Nga, 2013﹚。 

 

若以布希亞（J. Baudrillard）提出的符號消費理論，初音的不斷發展，已為消費

者賦予新的象徵符號﹙symbolic code﹚，這初音不再只是音樂軟件般純粹的物品，

其象徵意義已超越音樂軟件或是虛擬偶像本身。人們從創作或觀看初音作品中

獲得娛樂和愉悅。初音的作品為人們提供一個天馬行空的想像空間，創作人可

依據喜好品味選擇自己喜歡的作品。其中，有人在看過初音的廣告後覺得感動

和幸福，然後不停地重覆追尋愉悅﹙pleasure﹚的感覺，最後變為滿足。這種有

如欲望興奮的挑動（erotic﹚令初音與觀看者連上關係，牽動觀看者的感情、欲

望，出其不意地刺中觀看者的情緒。 

 

若以初音作例子，人們喜歡觀看﹙或消費﹚初音，可能不只是因為她擁有可愛

外貌，而是因為各種由互動創作衍生出來的感受，以及消費過程中奪回主導權

的潛在可能性。人們對初音的喜愛是因為「創作者也有份參與其中」，「我」

也有份令初音誕生成長，這種「親生女的感動」也是令初音的支持度不斷向上

的最大原因。原本親生父母﹙即軟件公司﹚對親生女的影響力已變得不再重要

﹙除非軟件公司將版權收緊﹚，創作者會為自己的親生女不斷創作，會為她尋

找更好的方向，變得百花齊放，更有無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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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出現及儀式上的參與令初音社群的風格建立 

雖然初音社群的創作有很多的可行性，但如史瓦史東所說，假若社群沒有符號

操作，社群幾乎不可能建立成功。透過符號，獨立個體便可感覺和想像為社群

定立一個範圍，就像一個辨識身份的徽章，為個體確認一個社群身份。個體從

中獲得歸屬感後，並發展出與同儕分享、互相守護之意識。這個符號就是一個

定立界線，區分己方與他者的必要步驟。 

 

以初音音樂軟件來說，初音本身已是一個最具體最突出的象徵符號。創作人們

早在軟件推出初期已對初音的形象十分受落。早在軟件推出之時，軟件公司曾

找過插畫師設計插畫，插畫師前後共發表了三張插畫，原定軟件公司計劃每月

會會發表新插畫，但出乎意料地，大量用戶自行創作插畫引發一股創作熱潮，

反之軟件公司之發表計畫變得沒有下文﹙維基百科，2013﹚。一頭充滿透明感

的綠色雙馬尾的少女外形，已深深烙在各位喜愛初音的人的心中。就算初音是

出現不同的作家之手，但大致的外表形象也同出一轍，可見初音外型的符號形

象早已在群體得以確立。 

 

另外，史瓦史東亦說過儀式是包含大部分人一起參與的象徵性行為﹙symbolic 

behavior﹚，在具有強大而共同性的影像與意象籠罩之下，將差異性之個體凝聚

起來，並用其差異作區分社群內的自己人與外面的他者。參與者的一些超乎外

人理解的行為，也會重覆地經常進行，並以此對加強喜愛初音的人之身份有特

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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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如熟悉初音文化的歌迷／影迷，也會知道初音與蔥脫離不了關係﹙如上圖﹚。

很多初音的插畫會見到初音抱著一棵大蔥。在去初音演唱會，很多歌迷也會手

持大蔥形狀物品以表支持，對於不理解的外行人，初音抱蔥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但要了解其源頭，是因為初音曾翻唱了一首芬蘭民謠 Ievan Polkka﹙其實是在惡

搞另一套動畫 Blench﹚，並製作成音樂錄像﹙MTV﹚放到網上音樂錄像內的初

音手拿著蔥，並且隨著歌曲韻律甩動大蔥，音樂錄像引來了樂迷們極大的迴響，

最後世界各地的創作人也開始為初音加上大蔥，例如插畫師會將大蔥繪進畫內，

自拍唱歌時短片時也會拿著蔥作裝飾。﹙如下圖﹚ 

 

﹙上圖為德國女生 Akiko chan﹙2012﹚上載到 Youtube 網站的 Ievan Polkka 音樂

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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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芬蘭女生 Kailo﹙2006﹚上載到 Youtube 網站的 Ievan Polkka 音樂錄像﹚ 

﹙上圖為日本人 Awsomemojack﹙2013﹚上載到 Youtube 網站的 Ievan Polkka 音樂

錄像﹚ 

（圖片來源：www.youtube.com） 

 

這些行為風格，於外人來看會看得一頭霧水，但熟悉初音的人卻會為此感到笑

而不語，津津樂道，甚至會覺得「手拿蔥的初音才是真正的初音」。從「初音

抱蔥」這些有儀式作用的行為、在解碼和避免解碼﹙潛規則﹚遊戲之中，具初

音風格的儀式正被建立起來，再讓外者﹙主流世界﹚看見。這種風格建立的最

大作用是劃分而已，或維繫己方以集合力量對抗外異。在初音社群內，此等看

似無聊但具象徵性的行為正同時發生並運作之中。 

 

史瓦史東於媒體中介﹙mediation﹚當中指出媒體的中介過程有如翻譯一樣，時

代不斷變化，中介過程也永遠都不會完結。若以「創作人用初音這個媒介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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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例子，其媒體中介的四個翻譯過程，包括「信任﹙ trust﹚」、「入侵

﹙aggression﹚」、「轉化﹙appropriation﹚」、「還原﹙restitution﹚」也可同樣

順序發生。 

 

正如上文所述，為何創作音樂軟件那麼多，但創作人仍然使用初音作媒介，相

信除知名度較高外，創作人對初音的喜愛和信任也是不可缺少的。如前文提及，

因初音的不完整設定關係，每個創作人都可以依自己的愛好，賦予初音不同的

個性或形象，也讓初音的作品內容、種類近乎不受任何限制。創作人希望別人

能了解初音的有趣之處，亦希望藉著自己的再度創作﹙我會說這甚至是故意的

入侵﹚，把初音最有趣的部分進化得更完美。正面的故意入侵使初音作品得以

轉化，創作人把自己希望以初音呈現的東西，轉化至成自己的初音之中。這種

轉化必需是令人熟悉而可以接受的，才能產生共嗚感。最後創作人以自己生產

的意義和新的價值把作品進行還原，這個還原的過程經過初音的中介而成就，

原著的本貌雖然在二次創作中已一去不復返，甚至從沒有出現﹙像初音其實原

插畫只得三幅，其後的是不同人的二次創作﹚，但創作人以自己的方式讓作品

重生，並與人分享。在與人分享之時，媒體中介仍然持續不斷地進行。 

 

每一個初音作品，說穿了其實也是其背後創作人自己的看法，創作人透過初音

賦予一個屬於自己的新意義。而當彼此的作品，都是建基於同一個源頭，二次

創作更能透過互為影響的中介過程爆發出無限的可能，這些可能性令社群日益

擴大。初音這個媒體中介，將不同的作品連成一線，每一個初音作品也在巨大

社群內尋找自己的位置。遠觀看似一樣的初音作品，近看又不是一樣。 

 

結語 

初音的出現，對於一些人來說，像是天外飛仙的事物，但對於熟悉她的朋友，

她可能就是創作力量的新方向。看似一個虛擬的人物，但卻充滿無限的心血。

當我們看到、觸摸到、感覺到物品，而又被受吸引之時。意義，就開始產生了。 

 

引用網絡上一段有關喜歡初音的人之評語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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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人質疑，初音的聲音有著那麼重的機械聲，她所開設的演唱會也只是

影像投映……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聽她的歌、會有那多麼多人去看她的演唱會？

若果，你是一個只會作曲、作詞的人，你就會知道初音對你的重要性。一篇樂

譜、一篇歌詞，是不會令你起的即時的想法的……可是，歌聲不同，它是一個

很直接的媒體、感染力很強……你只需要聽，然後就可以開始感受。我認為，

初音把作曲人、作詞人所寫的、所想的，都表示給我們聽了。她代替了不會唱

歌的創作人發聲，把好聽、有內涵的好音樂都帶來給我們了。」﹙Mangavity, 

2013﹚ 

 

也許，這就是為何那麼多創作人熱衷參與初音創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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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社工選舉的媒體中介經驗 

余啟明 

 

 

（圖片來源：http://hkswa.org.hk/chi/node/568） 

 

在香港，社會工作者有數個相關的專

業團體，包括社會工作者註冊局，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社會工作人員

協會和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等。它

們每年都會舉辦不同活動，以展示社

會服務行業和社會工作者的面貌，包

括卓越實踐在社福、社工日和優秀社

工選舉等。本人有幸獲提名參選剛過

去的一屆優秀社工選舉，發現選舉過

程中除了推薦人和參選人需提交大

量文字資料予評判評選，和進行面試

考核外，還需與主流報章合作，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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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投票選舉。在整個過程中，媒體

介入在公眾參與投選和對得獎者訪

問的報導中，社工的身份和經驗同時

正與媒體交合，在這過程中，不限於

媒體為選舉提供一個平台或橋樑與

公眾接觸，更貼切的形容應是一個經

歷不斷中介的媒體經驗，中介過程的

實體除了參選者和媒體外，至少還有

主辦單位和公眾等。因此，本人希望

透過借用在課堂上討論中介的不同

工具，分析社工身份如何在優秀社工

選舉的過程中經歷中介，以讓社工的

專業得以繼續流傳。  

 

優秀社工選舉簡介 

優秀社工選舉是由香港社會工作人

員協會（下簡稱社協）主辦，根據協

會網頁對選舉的描述是︰ 

 

「由一九九一年開始，社協已積極舉

辦優秀社工選舉，以表揚默默耕耘的

社會工作者，及提高社會工作的專業

和正面形象。」
1
 

                                                      
1
〈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網上資料。取

自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網頁

(http://www.hkswa.org.hk/chi)。瀏覽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 

在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度，第二十二屆

的選舉海報內容中顯示，選舉目的除

了表揚默默耕耘的社會工作者外，同

時並「對新晉社工作出鼓勵；加強社

會各界對社工專業的認識」。
2
當中分

別設有優秀社工和新秀社工各兩名

獎項。參選優秀社工獎的選舉並沒有

年資限制，而新秀社工獎的參選人則

不可多於七年的社會工作經驗。每名

參選者同時需撰寫一篇「最有啟發助

人歷程」的文章讓公眾投票，最後會

在每個組別各選出一名得獎者，投票

網頁有這樣的描述︰ 

 

「每個小小故事，都一一見證努力擺

脫逆境背後的辛酸、成果。他們是默

默耕耘的一群，沒有驚天動地的事

跡，但背後寫著很多啟發人們思考生

命的故事。社工們無私地走向弱勢社

群，提供關愛及溫暖……」
3
 

                                                      
2
〈第 22 屆優秀社工選舉 2012-2013〉。網上

資料。取自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網頁

(http://www.hkswa.org.hk/chi/node/568)。瀏覽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 
3
〈第22屆優秀社工選舉 2012-2013「最有啟

發助人歷程」投票選舉〉。網上資料。取自

明報網頁

(https://marketing2.mingpao.com/htm/hkswa2012

/index.htm)。瀏覽於201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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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者進入的「遊戲」 

當每名參選優秀社工選舉的參選者

在獲選成為候選人時，他／她們必需

簽署一份聲明，內容包括同意撰寫一

篇「最有啟發助人歷程」讓公眾投

票。在這個時刻，各參選者已「獲准」

進入由大會安排，並且給予公眾投票

的「競賽」（agon）遊戲之中。
4
各人

的社會工作經驗在一瞬間由一份工

作，連結上主辦單位、報章、互聯網

和社會大眾，參選者既可以藉此向他

人展示自己從事社會工作的經驗，亦

可說是在他人作為觀眾下表現個人

的工作成就。根據史瓦史東（Roger 

Silverstone）對遊戲（Play）的描述：

「一旦跨過這個門檻，就獲得一種新

的自由，同時也受到新的規則約束，

同時擁有新的愉悅、驚奇和安全感。

我們在遊戲中永遠不會失敗」。參選

者得到遊戲的入場劵後，他／她們獲

得了新的自由，包括不再受性別、年

齡、職位、年資等差異所影響，各人

都在同樣的遊戲起點，透過書寫自己

                                                      
4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2003)，頁92。 

 

的助人歷程，與其他參選者一同比

賽。但與此同時，各人亦受著大會的

題目和對題目的解說所規範，參選人

所撰寫的助人歷程必須包含啟發性

的意義。有趣的是，啟發的意思並不

容易掌握，各參選者需要在過程中思

量「啟發」在個人、大會、報章、互

聯網及公眾的意思，在書寫助人歷程

時可能會反覆地在不同的想像中遊

走，以希望獲得別人的認同。就個人

而言，本人便曾想像自己所撰寫的文

章得到最多人投票而勝出，愉悅的感

覺便隨即在身體湧現，它的來源包括

自己有能力告訴他人最有啟發是甚

麼意思，甚至間接象徵著自己是一位

優秀社工。但事實上，在當刻的我只

是取得遊戲入場卷，而所擁有的感覺

已好像是經歷以及完成遊戲一般，甚

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使最終在是次

投選未能勝出，個人的幻想和感覺已

取得了一場勝仗。 

 

另外，進入遊戲亦表示著我們從某個

時空先行離開，最明確不過的可算是

由日常生活中抽離，繼而開始參與遊

戲。在是次網上投選中，參選者在撰

94



 

寫文章時，可先行離開每天慣常的工

作模式。要知道的是社工的工作並不

是每分每刻都必然有啟發性，當中亦

包括處理恆常和重覆的工作，以及面

對服務數字的壓力，同時在直接提供

服務時，亦需要與受助人一同面對社

會體制下的不足和壓迫，以及每個家

庭和個人遭遇的困苦。我相信在很多

時候，社工的工作並不是令人感動、

有意義和富啟發性，反而有更多的是

無奈、氣餒與挫折。網上投票正好為

參選者提供一個逃離的機會，暫時與

工作中的不安感覺脫離，好讓自己稍

作喘息，但同時又不能完全抽離，亦

需從工作中尋找曙光，發掘工作中最

有啟發性的部分，正如史瓦史東所指

的遊戲，他說遊戲「是一種逃逸，也

是一種連結」
5
，又說「既是逃逸也是

面對」。
6
 

 

投票人士的中介 

參選者完成文章後，大會便會將文章

存放於投票網頁供大眾閱覽和投

                                                      
5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2003)，頁94。 
6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100。 

票。投票人士在閱讀各參選文章時，

可能在有意無意間會勾起自己以往

接觸社工的經驗和回憶，那些回憶可

能是個人接觸社工的直接經驗，亦可

以是透過不同媒體認識社會工作者

的經驗。但無論如何，當投票人士在

閱讀參選人的文章時，除了呼喚他們

的記憶，同時亦在製造新的記憶，該

種記憶是「獲得由熒幕的記憶，以及

經由熒幕呈現的記憶」。
7
這種呈現既

經歷了大會訂定投選題目的中介，亦

經歷了參選者撰寫文章的中介過

程。當投票人士嘗試花時間閱讀文

章，他們或多或少都會對參選文章有

一定程度的信任，相信參選人必然可

以透過文字來表達社會工作經驗中

富有啟發性的助人歷程，並相信這種

呈現是真實和真誠的。不論閱覽文章

的人對文章有多大的信任程度，如史

瓦史東（Roger Silverstone）指「記憶

能產生實際的效果。在公共空間中對

我們陳述過去記憶的各種文本……

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們需透過

它們，才能描繪出一個已經無法親眼

                                                      
7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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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聞的世界。而正是此存於想像中的

真實世界，可以博取大家的注意力、

獲得人們的信賴，並且召喚進一步的

行動」。
8
雖然準投票者當下的回應只

可選擇投票與否，或是選擇投票予那

位參選人，但他們已接受經由熒幕呈

現的社會工作者和其富啟發性的助

人歷程的記憶，這些記憶亦將會在他

們將來再次碰上社會工作者時再次

湧現和經歷另一次中介。例如，當他

們往後在街頭上看見社會福機構賣

旗籌款活動，這些對社會工作者的回

憶很可能便再次出現，甚至影響著他

們捐款的行為，亦會想像自己的捐款

如何能協助社工實踐他們有啟發性

的助人過程。 

 

助人歷程與社會大眾的連結 

主辨單位和參選者製作了最有啟發

的助人歷程的題目和文章，並供公眾

投選，顯示他們並不只是希望「製作」

而己，更希望是得到別人的回應。因

此，了解大會和參選者是如何希望扣

連社會大眾，以及社會大眾又在怎麼

                                                      
8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185。 

樣的情境下讓其連繫，都是分析整個

媒體中介經驗的重要部分。假如以掛

鉤（hook）作比喻，這裏要分析的便

是兩個掛鉤的製作物料和過程，以及

它們如何得以配對成功。 

 

先讓我從何慧芝在二零一零年寫下

的「退步觀下的社工選舉」文章開

始，作者在文中分析了第十九屆（二

零零九至一零年度）優秀社工選舉的

情況。當屆的網上投選題目為「最感

人的助人歷程」。何指出，在十二篇

的投選文章中，「哭」和「痛」字分

別出現了十七次，「無助」則出現了

九次，只有一篇文章提及制度上的問

題，因而批評選舉：「以一些感人熱

淚的故事來對照專業社工的優秀與

成功，表面上是希望社會人士繼續鼓

勵默默耕耘工作的社工，實際上是把

受助人的失敗、問題、缺失及不幸等

等來塑造一個慈善化的社工形象」，
9

並呼籲業界重新檢視社會工作在現

今香港社會的角色，不應只停留在狹

                                                      
9
〈退步觀下的社會選舉〉。網上資料。取自

香港政策透視網頁

(http://www.hkpv.org/articles/c11.pdf)。瀏覽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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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的個人及家庭問題層面。 

 

本人嘗試就上述三個字詞對本屆的

網上投選文章作出統計，發現在十篇

文章中，「哭」、「痛」和「無助」

字詞出現的比例大減，只有半數的文

章中出現了六次，亦有三位參選者提

及有關介入社會制度上的問題。可

是，統計結果的變化並不代表社會工

作經歷了徹底性的改變，只是在自我

呈現的過程中沒有使用相同的材

料，所呈現的社會工作面貌依舊是停

留在狹義的位置中。假如借用史瓦史

東對中介機制（mechanism）的分析，
10

本屆的投選文章的文本要旨和處理

文本的機制都是依舊不變，都是透過

語藝（rhetoric）
11
和詩學（poetics）

12
的

機制來製作掛鉤，以呼喚別人作出回

應。展示十個讓別人投選的助人歷

程，加上當中所分享的方式大多以說

故事形式作基礎，結構大致是社工與

                                                      
10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43。 
11
第四章，〈語藝〉，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

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

版，2003 年﹚，頁 45-58。 
12
第五章，〈詩學〉，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

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

版，2003 年﹚，頁 59-72。 

某位受助者或受助家庭的輔導過

程，由彼此相識、至社工跟進時的困

難，直到發展至一個雖不完美，但至

少有某些成功效果來作結尾。恰巧像

是史瓦史東在語藝一文中引述季諾

（Zeno）提出「一個張開的拳頭」的

比喻，並說明「那就是把打開的拳頭

看作一種宣告、一份請求、一次對注

意力的攫取」﹔
13
以及說明詩學機制

的藍本為「故事的分享是一封邀請

函，招呼人們加入……故事中的世界

是……人與人間的對話、私語，還有

對故事的一再重覆……也與人的經

驗相連結」，希望透過多個重覆的故

事與別人製造連結而獲得準投票人

士的回應與認同。  

 

在不同故事內的主人翁雖然有著背

景上的差異，例如年齡、性別和受困

擾的事情，但大多都有著一個共通之

處，就是曾經歷生命中極度困苦的時

刻。儘管如此，只要依靠各主角和社

工的積極和努力，總能克服和解決問

題。這正好配合史瓦史東引述亞里斯

                                                      
13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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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得透過悲劇探究詩學的內容︰「悲

劇所模擬的……包括會引發同情與

畏懼的事件。悲劇希望呈現意外、驚

喜與不可思議的事件，產生最大的影

響力。其中充滿了複雜的要素，如急

轉直下的情節、或是新的發現」。
14
社

會大眾在閱讀不同的助人歷程，雖然

只是短短數百字的故事，大家都很容

易對故事產生同情，但一瞬間又會有

奇妙的效果出現，就是一個接一個令

人安慰和滿意的結局。雖說以上都是

不斷重覆的故事內容，但仍然能夠獲

得成功，主要是因為故事內容都是源

於我們的常識（common sense），即是

人生在世總會經歷困難的時間，只需

抱著永不言敗的心態，努力不懈便可

將問題迎刃而解。這正是史瓦史東所

說語藝的起源：「大家共同熟悉的老

生常談，是語藝的起源，也是感動說

服的要素……」。
15
在此，不得不提的

就是史瓦史東指「故事帶給人愉悅，

但也帶來了秩序 」。
16
社會大眾透過

                                                      
14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64。 
15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51。 
16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

故事連結了故事主角和社會工作

者，在故事中獲得愉悅和安慰等感

覺，同時亦維繫了一定程度的社會秩

序，就是社會工作者在社會中作為

「拯救者」的角色，他們有知識、能

力和經驗去幫助有問題的人，間接促

使社會的和諧穩定。 

 

媒體報導的中介 

媒體中介除了在網上投選過程中發

生，即在完成整個優秀社工選舉後都

未曾完結。這過程包括主辦團體在選

舉後舉辦記者會邀請傳媒採訪，並在

主流報章報導選舉資料和刊登得獎

者的訪問內容。選舉召集人和部分得

獎者會在一個主流電 

台的節目中接受訪問，
17
主辦團體亦

曾經兩次將歷屆的助人故事印製成

書籍，分別名為「不一樣的星星」
18
和

                                                                      
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61。 
17
〈生活存關愛〉。網上資料。取自香港電台

網頁

(http://programme.rthk.org.hk/channel/radio/prog

ramme.php?name=radio5/lifeislove&d=2013-02-

19&p=4175&e=209964&m=episode)。瀏覽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 
18
〈不一樣的星星〉。網上資料。取自香港社

會工作人員協會網頁

(http://www.hkswa.org.hk/chi/node/68)。瀏覽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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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社工」。
19
翻閱這些資料，都不

難發現中介的優秀社工繼續在這些

媒體中流傳，並再次以重覆地說故事

的形式作連結。更多的是，在這些媒

體報導中還進一步呈現了當選者踏

上社工生涯的困擾經歷，像是在遠處

呼應著不同故事的主角。例如兩位得

獎者分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自己曾

經歷了掙扎和需要立定決心，以及曾

經歷漫長道路和鼓起勇氣才可當上

社工。其中一份報章報導亦指另一名

得獎者是二十年前放棄高薪厚職而

去當社工的。
20
這些都是進一步強化

社會工作者的拯救者形象，並藉此襯

托峰迴路轉的助人歷程故事。在此，

各個中介個體在報章報導、電台訪問

和文字記錄中獲得更多的合作機

會，繼續呈現經歷中介的優秀社工。 

 

 

 

                                                      
19
〈優秀社工〉。網上資料。取自香港社會工

作人員協會網頁

(http://www.hkswa.org.hk/chi/node/70)。瀏覽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 
20
〈服務不辭勞苦 4 人膺優秀社工〉。網上資

料。取自太陽報網頁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30119/00407_0

28.html)。瀏覽於 2013 年 5 月 18 日。 

總結 

我們的日常生活被媒體重重包圍的

情況已不用多說，至少我們很容易察

覺智能手機與互聯網現正時刻與我

們交接，亦不難了解當中的交接過

程。但當我們再仔細觀察，媒體的參

與和所涉及的中介過程卻是比想像

中更複雜。本文以每年一度的優秀社

工選舉作文本，嘗試拆解選舉的媒體

中介經驗，分析各個涉及其中的中介

個體，它們在過程中的角色、彼此的

互動過程和不謀而合之處。雖然並未

能就各個中介個體提出實質的參與

或對應方法，但至少希望仔細揭露當

中的每一個細節，好讓我們更清晰了

解優秀社工是如何被中介出來，以及

這些中介過程會怎麼樣影響著社會

工作者的身份與呈現，和社會大眾如

何繼續支持社會工作者，好讓我們不

會單純地接受經媒體中介的優秀社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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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間生產下，單車使用的空間再現、空間實踐及再現空間 

陳憬樟 

 

單車是一種既便宜又不用使用燃料的交通工具。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亦已經開始

關注到這種交通工具的重要性。筆者家在元朗，由於中學時需到天水圍上學的關

係，筆者便開始使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往返學校，直至現在，筆者也會踏單車到

乘車地點，再轉乘交通工具。單車對筆者來說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圖片來源：www.relax88.com） 

 

近年，單車成為了一種新興的熱潮，無論以代步工具、康樂活動及高消費的運動

的角度來看，單車也在這個城市佔一席位。然而單車在香港真的是交通工具嗎？ 

 

交通是城市重要的一環，汽車、巴士、渡輪等等的道路航線一直也是由規劃者所

設計，而道路的主要使用者是汽車。單車就像道路上的細菌般，招來了汽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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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及規劃者的不滿。而近年單車使用者頻頻發生嚴重交通意外，使社會關注到

在道路使用單車的問題，鄭汝華曾在立法會發言時指出:「由於香港已有完善的

道路網絡及公共交通系統，而一般道路的汽車流量甚高，路面位置有限，基於道

路安全的考慮，我們並不鼓勵市民在市區以單車作為交通工具。但是，政府在規

劃新市鎮及新發展地區時，會適當考慮提供單車徑及有關輔助設施作為消閒、康

樂及旅遊用途的可行性。」
1
可見政府忽視了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的可能性，只會

在新市鎮發展單車徑，並視單車為消閒、康樂及旅遊用途， 然而這種定義是否

抹殺了單車在這城市中的空間實踐？ 

 

列菲伏爾在《空間的生產》
2
一書中指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列氏

解釋自然空間已經正在消生，而每個社會正在生產自己的空間。對於列氏而言，

空間的生產包含了生物層面、勞動層面及社會關係的生產及再生產。而在社會空

間中，亦討論到社會關係的正面公共及底面隱密的再現。列氏在以上脈絡下，帶

出了「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感知空間（perceived space）」、「空間再現

（ representation of space）／構想空間（ conceived space）」及「再現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生活空間（lived space）」。 

 

本文嘗試引用列菲空間生產的理論，去探討在香港道路的空間生產上，單車出現

帶來的影響。當列斐伏爾提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時，那政府部門

怎樣構想（conceived）道路空間及單車的角色呢？單車使用者或市民又怎樣作空

間實踐，並在被支配空間中生活（lived）呢？ 

 

空間再現 

空間再現緊緊繫於生產和這些關係所施加的「秩序」，從而緊繫於知識、符號、

                                                      
1 政府新聞署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6/04/P200806040123.htm 
2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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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以及「正面」（frontal）關係。它是概念化的（conceptualized） 空間，是

科學家、規劃師、都市計劃師、技術官僚和社會工程師的空間，他們是具科學傾

向的某類藝術家──他們都以構想來辨識生活和感知（perceived）。……是任何

社會（或生產方式） 裏的主導空間。除了某些我將回頭討論的例外，空間的概

念化傾向於言詞符號（verbal sign）（即憑智識製作出來）的系統。3 

 

空間再現中，列氏提出空間是由一群專家及官員構想出來的。而他們將空間概念

化為知識、符號及符碼，以及正面（frontal）關係。 

 

到底官員及專家們，對單車在香港的空間中，有怎樣的構想呢？在香港，道路的

規劃主要由規劃署負責，而運輸署主要負擔交通安全及管理問題。在此節中，我

們會以此兩個部門的資料作討論及分析，了解這些部門對單車在這個城市中，作

為工具的空間構想。 

 

規劃署的工作主要是「為土地的恰當用途和發展提供指引」，
4
而規劃署制訂的《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曾為香港的內部運輸設施作出了構想。《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主要為「政府釐定各類土地用途和設施規模、位置及地盤規定的準則。」
5

而在第八章內，規劃署為內部運輸設施提出「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提供及維持安

全、可靠及高效率的交通運輸系統」
6
可見規劃署對內部運輸的構想下，交通工

具的要求是需要安全又快捷地把市民送到目的地。 

 

在參閱《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時，不難發覺規劃署在環保的領域上下了一些功

夫。文件中早已提到，發展鐡路會是未來的主要方向，這亦配合《運輸策略》所

                                                      
3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4 規劃署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about_us/d_message/index.html) 
5 規劃署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1/ch1_text.htm 
6 規劃署規劃署，第八章：內部運輸設施，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8/ch8_t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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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鼓勵市民用公共交通公具，特別是鐵路」這點。
7
因此除了發展道路及鐵

路系統外，在新市鎮及新發展區域，更會以鐵路為一個主要的交通系統。 

 

那單車呢？在文件中，單車被構想為《運輸策略》中「更環保的運輸設施及活動」。
8

但這種環保的活動，需要在不同的限制下才能得以正面使用。在「更環保的運輸

設施及活動」
9
的五點中，第一點已提到「優先發展鐵路」，而第三點則提到「提

倡以步行及踏單車作為交通工具。盡可能以行人為中心進行規劃，在新市鎮及重

建項目提供合適的行人及單車設施……」意味著在發展環保設施及活動時，也必

須先以鐵路及行人為中心，當有剩餘的空間，才能發展單車設施及活動。 

 

再仔細看單車設施的設計及規劃。在單車設施第一點：「一般目標」中的第一句

提到「香港，踏單車基本上是一種康體活動」。
10
單車只會在新發展區，以不影響

環境為大前提的情況下成為輔助交通工具，相信這就是鄭汝華在回應立法會有關

單車的提問時，一再強調單車是康體活動的原因。文件中亦提出單車隨了康樂用

途外，可方便市民往返區內各處，在這個構想下，單車可理解為不適用於跨區使

用。 

 

在現行的單車規劃中，單車主要使用道路為單車徑，文件提到「單車交通應盡可

能與其他道路使用者分開。」意即將單車徑跟行人及車路作分隔。但全港單車徑

只有二百零六點八公里，香港及九龍的單車徑更短得可憐，如果要單車使用者只

在單車徑上行走，根本可以說是無路可走。 

                                                      
7 規劃署，第八章：內部運輸設施，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8/ch8_app_1a.htm 
8 規劃署，第八章：內部運輸設施，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8/ch8_app_1a.htm 
9 規劃署，第八章：內部運輸設施，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8/ch8_app_1a.htm 
10 規劃署，第八章：內部運輸設施，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ch8/ch8_tex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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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規劃署對單車交通的標準及準則，可引證了列氏對空間再現「概念化的空間」

的批評「他們都以構想來辨識生活和感知。」
11
在他們的構想中，單車主要是用

作康體活動，不認為能夠成為交通工具。而道路使用方面，更構想單車應與車路

分融，沒有想過單車可以佔用其他道路的可能性。 

 

而另一負責管理道路交通的技術官方部門──運輸署，又怎樣理解單車呢？我們

可以從《二零零二年交通習慣調查》
12
研究報告及騎單車研究中，

13
看看他們怎樣

構想單車在這城市的位置。 

 

根據香港《二零零二年交通習慣調查》研究報告中指出：「每日使用機動交通工

具所作的行程（下稱『機動行程』）約有一千二百三十萬次，而其中單車行程約

有六萬二千次，佔每日總機動行程的百分之零點五。如果跟其他交通工具相比，

單車行程似乎有點微不足道。但如果再分區了解時，數字便會有顯著的分別。下

圖的數據，可以讓我們知道香港島及九龍（接近百分之零），跟新界及離島（各

佔百分之二）有極大的差異。「騎單車研究」指出，新界及離島的使用量較多，

主要原因是單車徑較多。 

                                                      
11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2 運輸署，二零零二年交通習慣調查

http://www.td.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publications/free_publications/travel_char
acteristics_survey_2002_final_report/index.html 
13 運輸署，騎單車研究最終報告二零零四 
  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publication/cyclingstudy-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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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單車研究》各區單車行程次數百分比 

（圖片來源：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publication/cyclingstudy-chinese.pdf） 

 

踏單車目的／用途 

在「二零零二年交通習慣調查」研究報告中指出，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六十三人會

踏單車，而會踏單車的人士當中有百分之十五在受訪當日之過去三個月內曾踏過

單車，而他們使用單車的目的如下： 

 

使用單車的目的 過去三個月內有使用單車的人士 

「康樂／休閒」 超過 50% 

「運動／健體」 23% 

「購物」 11% 

「上／下班」 10% 

「上／下課」 少於 1% 

《二零零二年交通習慣調查》過去三個月內有使用單車
14
 

 

 

                                                      
14 運輸署，二零零二年交通習慣調查

http://www.td.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publications/free_publica
tions/travel_characteristics_survey_2002_final_repor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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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四年的《騎單車研究》（運輸署）也有提出相類似的數據：

 

（圖片來源：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publication/cyclingstudy-chinese.pdf）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行程是以『康樂』或『健體』為目的的，『上／下班』、『工

作職務』或『上／下課』佔整體行程百分之十四。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五歲或以

上懂得騎單車的受訪者（但並不必需在過去的三個月內曾騎單車）中，只有百分

之三點五在過去三個月內曾騎單車上／下班或上／下課。」
15
 

 

從運輸署的兩個研究中，也可以見到他們用專業者的姿態，構想香港及九龍等市

區是不適合踏單車，而在新界的市區和郊區的單車使用者，也是以康樂及健體為

目的。而在騎單車研究中，更刻意指出只有很少人會騎單車上／下班或上／下課。 

 

單車的空間實踐及再現空間 

列氏提出「（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而空間三元論中，面對著專家們的

「構想」時，我們也不能忽視人們在空間內的感知及生活，即列氏所提出的「空

間實踐」及「再現空間」。是次研究主要希望通過認知繪圖及訪談，作質性研究，

了解單車使用者的「空間實踐」及「再現空間」。 

                                                      
15 運輸署：《騎單車研究最終報告 2004》 
http://www.td.gov.hk/filemanager/tc/publication/cyclingstudy-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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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認知繪圖及訪談，了解元朗區居民使用單車的目的及原因，以探討單車

使用者的空間實踐。另外亦會通過訪談，了解單車使用者所知道的規則及違規行

為，從而探討單車使用者的再現空間。 

 

研究對象 

研究的對象為元朗區的單車使用者，根據運輸署的研究，元朗區的單車使用者為

全港最多（百分之三十三點一），單車泊位更是全港第一（一萬一千五十六），

而元朗單車徑的長度（四十四公里）僅次於沙田（五十公里）。可見單車使用在

元朗區甚為普遍。
16
是次元朗作為研究點，了解他在這個高單車用量的地方中，

單車使用者的空間實踐及再現空間。 

 

空間實踐 

空間實踐包括了生產和再生產。對應於每個社會形構的特殊地方和整體空

間，空間實踐確保了一定凝聚力下的連續性。這種凝聚力蘊含了社會空間

中，以及某個社會的每位成員與空間的關係，特定的能力（competence） 和

特定的實作（performance）。 

 

空間實踐：一個社會的空間實踐隱匿了該社會的空間；空間實踐在辨證互

動中提出且預設了社會空間；同時掌控和佔有了它。從分析的觀點看，一

個社會的空間實踐，乃是透過對其空間的釋明而揭露的。新資本主義下的

空間實踐是什麼？它在感知（perceived）的空間裏，體現了日常現實（日

                                                      
16
參考 政府新聞處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110/19/P201110190187_0187_85523.pdf 及 

運輸署，二零零二年交通習慣調查

http://www.td.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publications/free_publications/travel_char
acteristics_survey_2002_final_repor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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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事務）和都市現實（將保留給工作、私人生活和休閒的地方連結起來的

路徑和網絡）之間的緊密關連。17 

 

列氏在《空間生產》一書中，提到「（社會）空間是（社會）產物」，那相對於「空

間再現」的構想，空間便存在著自身的「感知」。列氏所提出的三元論，雖對空

間有著教條式的訓示，但當細看內文，便會慢慢了解他所說的實踐。 

 

「空間實踐包括了生產和再生產」，
18
如果只看這一段教條的話，會較難理解列氏

所說的空間實踐。列氏在提出此教條前，說到空間包括了兩種生產，第一種為「社

會關係的再生產（the social relation of reproduction）」這種再生產是基於性別、年

齡層以至家庭組織的生物及物理關係。第二種為「生產關係」即勞工與其組織間

的社會分層功能（hierarchical social functions）。列氏認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以

上兩者關係，是緊密連在一起的。然而在新資本主義年代，所包含的已分為三種

關係：一、生物再生產（即家庭）；二、勞動權力再生產；三、社會關係再生產，

即資本主義的本質，列氏的講法，隱含著生產關係的再生產。 

 

是次研究主要會用認知地圖來探討單車使用者的行為。認知圖形（cognitive 

mapping）來自於凱文林奇（Kevin Lynch）對都市意象作研究。凱文林奇作為城

市規畫者，訪問了不同的居民，請他們在白紙上畫出城市的地圖（map）及給與

方向（direction）成為手繪地圖（actual citizen’s map），林奇將手繪地圖所描繪

的路線及地點，在放在真實的地圖上，成為混合地圖（composite citizen image）。

林奇分別研究階級、性別、年齡及種族對城市的意象。
19
 

 

                                                      
17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8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 Hayden, D. (1995).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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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認知地圖的方法，受訪者會被要求在白紙上畫出元朗市的地圖，並他使用單

車的路線。受訪者所繪畫的地標及路線，將會放在元朗市的地圖上。訪問員在他

完成地圖後，會訪問受訪者使用單車的目的及原因。 

 

本文重點研究受訪者使用單車的目的，可分類為：康樂、健體、工作職務、上／

下班、上／下課及購物等。前文曾討論運輸署的研究當中，不斷強調單車使用目

的主要為康樂及健身用途，而其他用的數字相對較低。本研究分別訪問了三位元

朗單車使用者，使用單車的主要目的分別為：工作職務、上／下課及購物。 

 

 

 

K的手繪地圖（左）及混合地圖（右） 

（圖片由作者提供） 

 

以工作職務為主要目的的單車使用者 

K，三十歲，男性，為家庭式茶餐廳員工，踏單車主要是工作用途，他會踏單車

送外賣到元朗市的不同地方（路線一至六），包括路線一往元朗公立中學；路線

二往元朗警察已婚宿舍；路線三往元朗民政事務處大廈；路線四往朗庭園：路線

五往聖公會靈愛小學；路線六往振益新村。當茶餐廳急用一些食材時，K會到附

K 工作的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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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街市（路線七）購買。他下班後便不會在元朗區活動。 

 

選擇使用單車的原因，主要是方便及速度較步行快。由於茶餐廳是家人經營，K

送外賣後需要回店內廚房幫忙。另外他在單車的尾架自製了運貨籃，當運送大量

外賣或貨物時，踏單車會更方便。 

 

陳太的手繪地圖（左）及混合地圖（右） 

（圖片由作者提供） 

 

以購物為主要目的的單車使用者 

陳太，五十六歲，家庭主婦。陳太家在定福花園，跟市中心有一段距離。早上，

陳太會踏單車到元朗大球場晨運（路線一，如當天不用買菜會沿著路線一回程）。

晨運後，便會由元朗大球場踏單車到合益街市（路線二），買菜後便會從街市踏

單車回家（路線三）。陳太表示她每天的路程也大致一樣。 

 

因患上肩周炎，不能搬重物，單車便是一個得好的運貨工具。如果要乘屋苑提供

的專線小巴，便需要拿著重物到車站乘車。相對於乘搭專線小巴，踏單車可直接

到達家中，可以節省侯車的時間。 

合益 

街市 
元朗 

大球場 

定福

花園 

1 

2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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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雯的手繪地圖（上）及混合地圖（下）  

（圖片由作者提供） 

 

以上下課為主要目的的單車使用者 

阿雯，女性，二十歲，現於城市大學上課，父母為中學教師，家住柏麗豪園（為

區內中上價的住宅，平均呎價為港幣四千五百五十四元。
20
爸爸喜歡踏越野單車，

家中共有五輛越野單車。阿雯亦買了一輛平價的單車代步。 

                                                      
20中原地產

http://hk.centadata.com/pih09/pih09/estate.aspx?type=2&ref=fp&code=BWEAWP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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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雯主要是以單車代步到朗屏西鐵站，再乘港鐵到九龍塘上學（路線六）。另外，

她亦會踏單車到某小學教授跆拳（路線七）。當單車作為休閒及康樂用途時，她

會踏單車到工業村（路線三）及南生圍（路線二）。 

 

由於阿雯酷愛運動，踏單車對她而言，可以免費健身及訓練體能。雖然家住的屋

苑有專車接駁到元朗市中心，但為了省錢，單車是一個較為快捷的選擇。阿雯更

會踏單車到工業村及南生圍，以一飽口腹。 

 

空間實踐的分析 

根據以上的資料，可以對受訪者使用單車的情況，作空間實踐的分析。三位受訪

者均表示使用單車是因為較為快捷。這跟元朗區的居民的分佈甚有關係，由於元

朗有不少居民居住的地方跟市中心有大約二十分鐘的步行路程（如阿雯及陳

太），屋苑雖設有專線小巴供住戶出入，但為節省候車時間及金錢，單車成為一

種很好的代步工具。 

 

而綜合陳太及阿雯的混合地圖，會發現到兩者也在元朗市的外圍使用單車，較少

走到市中心使用單車，阿雯及陳太都表示市中心車水馬龍，因此會避免在那裏使

用單車。可見，元朗市的地理及家庭結構，讓不少人以單車作為代步工具。但可

以估計到，市中心作為行人匯聚及交通要點，讓單車在此空間生產下，不能接觸

到市中心。然而單車使用者作為社會成員，在此空間下使用外圍的路線，便發揮

了他能空間實踐的能力及實作。 

 

值得一提的是陳太的手繪地圖，陳太在畫圖時表示自己不能畫一個元朗市的地

圖，因而用路線圖代替。當將手繪地圖放回混合地圖上時，便成為了一個圈。陳

太表示他每天的生活也差不多，而她的手繪地圖及混合地圖同時也顯示出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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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連續性。陳太的例子正好指出感知的空間，作為一種日常事務──每天早上

由家出發、晨運、買菜回家，跟都市現實──都市所隱藏／保留給單車使用者可

使用／佔用的路徑緊密連結在一起。 

 

分析三者使用單車的目的時，不難想到前文官方所提的康樂用途。阿雯的例子正

好說明，使用單車的目的複習，可以是康樂、健身、休閒、上下課及上下班。K

雖使用單車主要時為工作職務，但也會作購物用途。這正揭示出官方所說的康樂

用途，完全忽視了單車使用目的的複習性及多用途。 

 

再現空間 

再現空間具現了複雜的象徵作用（有編碼或無編碼），連繫上社會生活的

隱密面或底面，也扣連了藝術，而藝術最終可能比較不會被界定為空間符

碼，而是再現空間的符碼。 

 

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直接生活出來的空間，因此，它是「居民」和「使

用者」的空間，也是藝術家和那些只想從事描述的少數作家和哲學家的空

間。這是被支配的空間，是消極體驗的空間，但想像力試圖改變和佔有它。

它與物理空間重疊，在象徵上利用其客體。因此，除了一些例外，再現空

間可說是偏向於多少有連貫性的、非言詞象徵與符號的系統。21 

 

相對於空間再現的「正面、知識、秩序」及「科學家、規劃師、技術官僚的主導

空間」，再現空間是「底面、藝術、象徵」及「居民和使用者的空間」，可見空間

再現及再現空間有著強烈對比。 

 

而生活更是再現空間的重點，相對於專家們的構想，居民及使用者的生活，便改

                                                      
21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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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及佔有專家們所構想的空間。但由於空間被專家們支配著，因此在研究中，受

訪者對現有規則的理解及怎樣生活及使用單車，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訪問時需

問及的三大問題： 

一、 以你所知，使用單車時有甚麼規則？ 

二、 你有試過犯規嗎？ 

三、 你有試過遇上警察嗎？如有，你怎樣應付？ 

 

綜合三位受訪者的訪問中，三位都能說出使用單車時，不能在行人路踏單車，並

需要在晚上行車時開啟頭尾燈。K特別指出，在馬路行車時，需遵守馬路的規則，

然而三位也有犯規的時候。 

 

阿雯說她很多時候也會行人路，因為只有某些路線有單車徑，而在馬路踏單車很

危險，但她會選較少行人的路踏單車。由於早上時間會遇上幼稚園小童上課，阿

雯為著小童的安全，也會冒險採用馬路。 

 

陳太亦表示會踏行人路，因為區內單車徑不多。跟阿雯一樣，她會選較少行人的

路段踏單車。在經過路線二時，由於行人較多，而馬路相對較少車輛，她會在馬

路上踏單車。而在路線三近街市的一段路，那裏人多車多，她便會選擇下車推單

車。 

 

K會在行人路及馬路踏單車。較陳太及阿雯特別的是，K較多在馬路上踏單車，

他表示對自己的技術有信心，他更會在馬路上踏單車時，逆線行車（特別是在路

線七）。 

 

問及「有試過遇上警察嗎？」時，阿雯及 K 均表示沒試過遇上警察。陳太稱他

曾試過遇上警察三次。以她所觀察，警察在平日是不會給告票違規的單車使用

115



 

者，她三次被發告票也是警察設站檢控違規人士，如遇上違規的單車使用者便會

加以檢控。陳太表示在其中一次，向警察求情，希望能獲輕判，最後獲減一項控

罪。此後，陳太如從遠方見到警察，便會繞路以避過警察。 

 

再現空間的分析 

根據運輸署所訂立的《騎單車安全》守則指出： 

 

「靠近行人路或沿馬路邊（距路邊約半米）行駛。 如有單車徑或單車綫，一定

要在這些地方騎單車。不准在單程路的相反方向或雙程路的右方騎單車。」22 

 

單車只能在馬路及單車徑上行走，但作為居民及使用者，單車使用者用想像力試

圖改變和佔有這個被支配的空間。雖則在運輸署的守則中指出單車只能使用單車

徑及馬路，但三位受訪者也表示他們會在行人路上騎單車。由於元朗市內設有單

車的路段不多，單車使用者便衝破「不能在行人路上踏單車」的想法，K 更在馬

路上逆線行車。但作為單車使用者，他們也顧及到其他人的安全，如陳太在人多

的路段便會下車推車，或使用馬路，而阿雯也會注意到早上幼稚園上課的小童，

因而會在馬路上騎單車。而選擇路線時，他們亦會選較少行人的路線。 

 

從陳太逃避警察的行為也可理解居民或單車使用者面對著被支配的空間，他們要

生活在隱密面或底面。陳太嘗過三次被發告票後，當見到警察需繞路而走，可見

她雖試圖改變支配的空間，但由於單車使用者在行人路上騎單車是「非法」行為，

因此她只能在城市空間的底面生活。 

 

總結 

                                                      
22
運輸署，騎單車安全 

http://www.td.gov.hk/tc/road_safety/road_users_code/index/chapter_4_for_cyclists/riding_on_the_r
oad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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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氏提出的空間三元生產及關係中，單車能成為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官方的構

想、單車使用者的空間實踐及生活空間的關係。筆者在編寫此論文時，參考不少

有關單車使用的資料，喜見不少人已意識到單車作為交通工具及生活的一部分，

而非官方所說康樂用途的單一思維。筆者期望將來不同的學術討論中，可為單車

在城市中的位置，多作討論，讓我們可以為這個城市的空間使用，多作更多的想

像。 

 

參考書目 

1. Lefebvre, Henri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 Hayden, D. （1995）.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17



由於版權所限，請按連結到《文化研究@嶺南》網頁瀏覽評論文章

文化評論

「形象」與 「聲譽」以外的「
教育立場」 
(許寶強)

追求另一個進步的劇本──
評《拒赤化》聲明(葉蔭聰)

118



 

Public Space in Hong Kong 

Lo Ka Man Claire 

 

The blatant increase of malls and the continuous decrease of public space in the city 

are both undeniable facts. Some people accuse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of 

privatizing the public space and some argue that Hong Kong Chinese do not have the 

tradition of spending time in public space at all. This essay aims at revealing the needs 

of public space by Hongkongers and how public space in the territory is eaten up by 

both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the government. These will then be followed by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he co-existence and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ace can be made possible in Hong Kong. 

 

Definition of Public Space 

Before analyzing the topic,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a clear definition of public space. 

The term “public space”, when translated in Cantonese, is always mixed up with the 

concept of “public place”. The latter includes “all piers, thoroughfares, streets, roads, 

lanes, alleys, courts, squares, archways, waterways, passages, paths, ways and places 

to which the public have access either continuously or periodically, whether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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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the property of the Government or of private persons”.1  

Yet, “public space” is much more than just a place of public access. In addition to the 

meaning of a public place, there are two more criteria for public space, including 

being accessible by all and being able to be used by all.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regardless of their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a public 

space.2 No admission fees or tickets are needed when one wants to enter a public 

space. People make use of a public space as a site not only for circulation but also a 

si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ne can freely exchange his/her values or 

thoughts with any other in the public space.3 For example, one can dance openly in a 

public space before a crowd and the audience can express their likes and dislikes 

towards this performance.  

 

Do Hongkongers need Public Space? 

Do Hongkongers need public space? Some scholars suggest that we Hongkong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ack the interest in public space. 

This is because gathering in the public was forbidden in the ancient time for the sake 

                                                 
1 The Bilingual Laws Information System : “Summary Offences Ordinance” (Chapter 228) Section 2. 
Version date: 02/01/2007. (website : http://www.legislation.gov.hk/chi/home.htm，Date of visit : 
8-12-2011)  
2 Ray Hutchison ed. : Constructions of urban space. ( Stamford, Connecticut : JAI Press,2000), pp. 
6-18. 
3 Li, Lin : “Indoor city and Quasi-public Space: A study of the shopping mall systems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Vol.39 (200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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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untry’s well-being.4 Moreover, the hasty lifestyle and the limited lands in 

Hong Kong both prevent Hongkongers from developing the habit of spending time in 

public space. All the evidence seems to suggest that public space is not something 

indispensable to Hongkongers. Is this really true? 

Tracing back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public space is in fact vital to Hongkongers. 

Before British colonization, Hong Kong people had already made use of public space 

as a sit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traditional markets (hui), ancestral shrines and the 

open areas in villages were all important interacting places for villagers day-to-day. 

After 1842,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space gradually grew as local Chinese were not 

allowed to gather in other public space like the Statue Square in the Victoria City.5  

As time went by,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rural public space had given way to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in the following decades.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nd private multi-storey buildings proliferated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o cater 

for the growing Hong Kong population. Park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various 

commercial streets and street markets provided Hongkongers with public space.  

However, the springing up of shopping malls in the city since the 1980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fall of public space. Obviously, it is the process of complete 

urbanization of Hong Kong that renders us lesser and lesser public spaces.  

                                                 
4 Pu Miao ed. : Public Places in Asia Pacific Cities. (Dordrecht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p.185. 
5 劉永蜀 :《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8，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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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t of scholars have addressed the need of a mor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Li, such a balanced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the urban dynamism of the city.6 The 

surrender of public space to private malls and skyscrapers will inevitably remove the 

unique style and features of Hong Kong people.7 The increasing privatizations of 

public space in the form of shopping malls and the urban renewal projects by the 

government have raise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ir public space. In the late nineties, 

each Hong Kong resident had only 1.5 square meters of public space while each 

Singaporean had 4.5 square meters.8 In some densely-populated areas like Mongkok, 

each Hongkongers had only 0.5 meter of public space.9 How is our public space 

eaten up by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growing appetite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Why can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eat up our public space continuously? Owing 

to the laissez-faire policies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the domin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y heads of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urban planning in Hong 

                                                 
6 Li, Lin : “Indoor city and Quasi-public Space: A study of the shopping mall systems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Vol.39 (2002): 52.  
7 陳慧燕 :〈後殖民香港在全球化下的城市空間與文化身份〉，文化研究@嶺南，創刊號，2006

年 9 月。 (網址: http://www.ln.edu.hk/mcsln/1st_issue/，瀏覽日期 : 10-12-2011) 
8 Pu Miao ed. : Public Places in Asia Pacific Cities. (Dordrecht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p.171. 
9 「旺角休憩地每人只半米 全港質素最差 有如沙漠兩極」，《蘋果日報》，第 A02 版，200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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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had largely given way to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property developers. These 

private developers were given much control over their holdings. For example they can 

privatize the public space around their shopping malls.10 In retur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received billions by selling lands to and receiving property taxes from 

private developers. This “tradition” of private developers enjoying supreme power 

over their development plans and properties persists today. Supported by the SAR 

government’s will to make Hong Kong a sparkling tourist spot and a world city, 

private developers build more and more mega malls.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nalysis of how private shopping malls have swallowed up our public space will be 

give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there was a noticeable grow in the number of shopping malls. 

In 1966, the completion of the Harbour City in Tsim Sha Tsui acted as a prototype of 

big shopping mal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ailway systems (MTR and KCR), 

more and more shopping malls were being built in the eighties, including the Taikoo 

Place in Taikoo Shing and the New Town Plaza in Shatin.11 The increase in shopping 

malls first started in Central, Admiralty and Causeway Bay on Hong Kong Island. The 

building of skyscrapers and colorful shopping malls together with those glamorous 

office ladies hustling through these buildings formed what Professor Lung Yingtai 
                                                 
10 Cuthbert, A.R. and K.G. McKinnell : “Ambiguous space, ambiguous rights - corporate power and 
social control in Hong Kong”. Cities 14:5 (1997) : 295-296. 
11 潘國靈 :「靈機一觸」，《經濟日報》，第 C14 版，2007-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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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Central Value”.12 Around the turn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this “Central 

Value” has spread to Kowloon. Festival Walk, Langham Place, APM and MegaBox 

etc. are all evidence of the invasion of “Central Value”. 

As these shopping malls are usually adjacent to MTR stations, an individual can 

easily reach them. Apparently, everyone can choose whether to access these shopping 

malls and do whatever they like there without any obstacles. Is that really the case? 

According Li, private shopping malls, the atria inside, the tunnels or bridges leading 

to these malls and all the passages of the MTR are all quais-public space. That means 

they are all areas under private control and the access is somehow restricted and 

designated.13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in Telford Garden and you go home by MTR, 

you are forced to pass through Telford Plaza in order to return home; likewise, if you 

want to go to IFC Mall, you can simply get there by MTR without walking outdoors. 

As our public space in commercial streets and pavements are rapidly replaced by 

these quasi-public spaces, we have little power and right to choose where to go except 

to follow the designated routes by the private developers. Once we enter a 

quasi-public space, we are under the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of the private sectors. 

For example, we have to pass through countless shops in order to get to the escalators, 

we can only eat the food provided by the restaurants inside, we are encouraged to 

                                                 
12 龍應台 :《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 25 號》，香港：天地圖書，2006，頁 91-92。 
13 Li, Lin : “Indoor city and Quasi-public Space: A study of the shopping mall systems in Hong Kong.” 
China Perspective.Vol.39 (200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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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 and we cannot sit on the floor or shout in the malls etc. All these are the 

tactics used by the private sectors to safeguard the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tenants. 

 

Media’s role in silencing our desire for public space 

It is clear that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have not only replaced our public space 

with the quasi-public space but have also deprived us of the right to use the 

designated public space. Yet, why isn’t the public aware the fact that their daily life is 

increasingly controlled by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Or, the public is indeed 

willing to accept the shrinking of public space? Thanks to the help of media, 

consumption becomes indispensable to Hongkongers. The media in fac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Silverstone, the media makes consumption 

our daily habit.14 We are forced to see millions of advertisements everywhere around 

the city. Through the advertisements of various commodities we see or listen to on 

television channels, radio broadcasts and billboards in MTR stations or in the 

quasi-public space, we develop a strong desire of consumption. These advertisements 

make us long for consuming something which are not really fundamental and 

essential to our life, for example, a deluxe dinner or a brand name handbag. 

                                                 
14 Silverstone, Roger. :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1999), pp.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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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same time, the media is also reinforcing the “Central Value”. The promotion of 

the various shopping malls by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through the media 

mediates a message to the public that these air-conditioned shopping malls, as 

connected to the public transport through the quasi-public space, are all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 to visit. Everyone is longing to be a glamorous office lady or a man in 

his fine black suit walking through the nicely-decorated shopping malls. 

In our age, time is compressed. It is no longer a constraint in consumption.15 We can 

access the shopping malls without spending much travelling time, as most of the malls 

are connected to our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quasi-public space. 

The media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public’s experience of consumption. We can 

shop and we need to shop anytime and anywhere. Consumption is now something 

pleasurable and irresistible to consumers as it is convenient and with no time limit. No 

wonder why the public has not much discontent while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are gradually eating up our public space. 

 

A World-class Hong Kong : Government’s attitude towards public space 

The government has apparently provided us with sufficient public space in the forms 

of recreation parks. Does the government really give us enough public space? In the 

                                                 
15 Silverstone, Roger. :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1999), p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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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paragraphs, analysis of how the government has eaten up our public space 

will be given. 

As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knew that Hong Kong was “a borrowed place”, her main 

focus was to ensure that Hong Kong was a stable place for economic purposes. Little 

effort was put in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on dealing with the well-being of its 

people. Following the established custom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SAR government has not got a well-organized urban planning.16 Worse still, the SAR 

government has put further emphasis on making Hong Kong an Asia’s World City in 

order to develop its tourism industry.17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global brand program 

of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n Asia’s world city,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a series 

of advertisements showing the world that Hong Kong is a shopper paradise. These 

advertising campaigns mediate a message to the public that for the sake of Hong 

Kong’s development, building shopping malls and skyscrapers are of utmost 

importance. 

Therefore, more and more mega shopping malls and skyscrapers are built so as to 

present to tourists an image of a world-class city. Beside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16 Pu Miao ed. : Public Places in Asia Pacific Cities. (Dordrecht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p.173. 
17 Hong Kong's new brand platform : http://www.brandhk.gov.hk/brandhk/eindex.htm , (Date of visit : 

10-1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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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ed its very best to get rid of all third world spectacle,18 including old buildings, old 

commercial streets and outworn parks, which are regarded as conflicting with the 

stable and high quality image of Hong Kong. 

Some people may argu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us with sufficient public 

space. We have a number of sizable recreation parks in Hong Kong, including 

Kowloon Park, Victoria Park, Hong Kong Park and the Hong Kong Zoological and 

Botanical Gardens. In addition, we have countless parks inside our public housing 

estates. Yet, are these recreation parks a real public space?  

With a view to managing our parks in an easy and proper manner, a lot of rules are set 

for the users. For example, bringing animals to the parks, riding bicycle, roller-skating, 

flying kites, bringing food to eat, running, walking on grass and lying on benches etc. 

are all prohibited in the parks manag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LCSD). Moreover, many of these parks are subject to fixed opening 

hours. While it is understood that some of the rules are set for the sake of public safety, 

others like ‘do not run in the parks’ or ‘do not step on the grass’ are in fact violating 

the freedom of the citizens to utilize the public space.  

How about our commercial streets and street markets which also provide us with 

public space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For example, Women’s Street in 

                                                 
18 黃碧虹〈消失的空間與湮沒的歷史 「都市革命」下的街道文化〉，文化研究@嶺南，第六期，

2007 年 7 月。 (網址: http://www.ln.edu.hk/mcsln/6th_issue/index.html，瀏覽日期 : 10-1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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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kok is an important public space for the locals to interact with tourists and the 

Temple Street Market in Yau Ma Tei is another important public space to demonstrate 

the unique and flexible living style of the locals.19 However, these public spaces are 

packed with old buildings and most of them will be redeveloped by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mode of shopping malls.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has relocated 

the shops in Lee Tung Street (Wedding Card Street) to a shopping mall nearby and it 

is planning to build a sports shoes mall after demolishing the Sports Shoes Street in 

Mongkok.20  

As we can see, more and more restrictions are placed on recreation parks users and 

long-established public spaces like commercial streets and street markets are replaced 

by shopping malls. 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is eager to create a high quality and 

noble Hong Kong at the expense of our public space. This is because the government 

has to mediate an Asia’s world city to the world. 

 

The co-existence of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ace: what can we do? 

Although private shopping malls have deprived much of our public space, they do 

bring some advantages. For example, shopping malls do provide us with a convenient 

place for shopping, eating and entertainment. W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s 

                                                 
19 Pu Miao ed. : Public Places in Asia Pacific Cities. (Dordrecht ;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1), pp. 78-85. 
20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 http://www.ura.org.hk/ (Date of Visit : 10-12-2011). 

129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ace.  

First of all, the public should increase their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defending 

our public space. We should 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everything we touched is 

mediated, transformed and poisoned by the media in this media age. We can hardly 

distinguish between mediated experience and our own real experience. 21 Through the 

media, we are mediated the message that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of utmost importance. Both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the government are 

urging us to consume more than what we really need. We trust the media as we trust 

what we see is real. Yet, one must notice that what we see from the media is indeed 

distorted messages. Do we really need a deluxe dinner? Do we really need a brand 

name handbag? After falling in the consumption trap posted by the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the government, we will then concede them the rights to use our 

valuable public space.  

We must be reminded that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and public space is 

crucial to Hong Kong’s future. Therefore, the public should strive for more public 

space.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public to voice out their doubts and wants concerning 

public space. Joining actions organized by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like Local 

Action can be a good way to make our appeals known by the government. Yet, it is 

                                                 
21 Silverstone, Roger. :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1999),pp.74-77. 

130



 

also important for the public to behave themselves while enjoying their rights to use 

their public space. 

Seco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better urban planning. It is understood that for 

the sake of Hong Kong’s economic well-being, tourism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key. 

Yet,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Hong Kong a world-class city,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have forgotten the livelihood of its citizens.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miscalculated the preferences of the tourists. Instead of wandering aimlessly in 

shopping malls, tourists are more eager to experience the unique living style of Hong 

Kong people. Only by providing Hongkongers with enough public space can we 

develop our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style. According to Mathias Woo, the best 

tourist spot is somewhere government’s control is the least, letting public space 

develop in its own way.22 The pedestrianisation scheme in Mongkok (Sai Yeung Choi 

Street South between Nelson Street and Soy Street)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how 

Hong Kong citizens make use of their given public space.23 Democratic forums, 

street dramas, Falungong and salesmen promoting their products can all be seen in 

this area. This vivid public space has not only become an impor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sis for Hongkongers but also a famous tourist spot. Therefore, public space is not 

                                                 
22 胡恩威 : 《香港風格》，香港 : TOM (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imited，2005，頁 99。 
23 蔡雪華、孔令瑜、鄧寶山、堵建偉 : 〈公共空間與文化公民－－旺角行人專用區與地下鐵路〉。 
(網址: http://www.ln.edu.hk/cultural/materials/MCSsymposium2006/Panel05/TooKinwai.pdf，瀏覽日

期 : 9-1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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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vital to our livelihood but also the tourism of Hong Kong. Apliu Street, Tai Yuen 

Street (also known as Toy Street) and Fa Yuen Street etc. are all examples of public 

space which demonstrate the unique lifestyle of Hongkonger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tect these spaces instead of replacing them with blocks of 

shopping malls. 

After analyzing how public space is eaten up by both private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the government, one must be able to note that a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pace is very crucial. If we allow more and more private 

developments like shopping malls and skyscrapers to eat up our public space, our city 

will lose its dynamics very soon. I, therefore,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related parties can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matter and strive for the betterment of 

Hong Kong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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