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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New Year! 祝願過大家啦！新年流

流，就讓我們來破舊立新，反傳統Happy
說說恐怖片是如何製造恐懼吧。大吉利是。恐怖片

是眾多類型電影中最賣座的，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

師告訴你，其拍攝模式萬變不離其宗。在廣州，我

認識了一位80後的恐怖片迷，亞樑幾年內看了過千

套恐怖片。亞樑還曉得驚嗎？為何看得如此「過

癮」？文化研究者楊家頌則以恐怖片說說人的「怪

新年流流，送利是封？

利是封，你用不著吧，送你一本教育局資助、《文

化地圖》策劃的藝術教育活動「仲夏影院與獨立電

影評賞工作坊」，由2011年7月舉行至9月。我們

以「獨立電影評賞工作坊」培訓了一群愛電影的高

中生的批評思考能力，也舉行了十多場的獨立電影

放映會和分享會。那裡沒有市場主導的「大片」，

沒有美女和俊男，也沒有大團圓結局。有些學生初

時不太習慣，直言：「都不是大團圓結局的，好失

望。」但那正正是問題所在：我們都不知不覺地習

慣了「荷里活制式」電影，側重娛樂和感官享受。

電影類型有許多，我們希望能繼續透過有趣的學習

方式，介紹有豐富內容卻不受市場操縱的獨立電影

給大家，開拓觀眾的視野，同時開拓獨立電影的觀

眾群。

電影與當代視覺藝術不一樣，不負責的藝術家大可

做好公關工作，然後拋個現成品展出就自欺欺人叫

「藝術」。但電影藝術不同，導演要在劇本、美

指、場景和音效等方面的恰當配合才能製作出一件

藝術品。獨立電影導演，我要向他們致敬。好像中

國獨立電影，一眾導演早知自己的傑作是難讓普遍

大眾看到的，但卻堅持創作。今次分享會，本會要

感謝中國獨立電影導演甘小二從廣州遠道來港與觀

眾分享。此外，甘導演在本會另一項目「銳角：珠

三角新晉藝術家巡迴展」工作上的鼎力支持，實須

在此衷心鳴謝。

「銳角：珠三角新晉藝術家巡迴展」現於港島的太

古城中心和尖沙咀海港城的「無印良品」繼續巡

迴，上回無暇參觀的朋友，可趁機會一睹珠三角新

晉藝術家的創意與活力了。值得一提的是「銳角：

珠三角新晉藝術家巡迴展」亞軍得主林思捷，她拿

著《弍拾蚊》參加了很多國際影展，走了半個地

球。這份另類旅遊經驗，你可以由今天到2月10

日，在太古城中心的「無印良品」找得到。

異(The Uncanny)」心理與社會文化的關係。而臨床

心理學家梁欣恆則以心理學角度，剖析恐懼心理從

何而來。

另外，今期有幸由香港資深藝術家梁美萍於欄目

「ART-ificial」談談她看到韓國近年著重人文性的

多元發展，當中包括社會企業與藝術的合作，是如

何把城市切實的活化，值得大家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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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利是！
文：CULTaTRACY

Happy
New Year!

倦了，暫別一會

《文化地圖》從2009年1月出版至今已踏進第三

年，也是宣佈暫別讀者的時候。你們或許不太陌生

吧？香港再多一份文化雜誌停刊而已。為了維持這

三年的營運，組織中的成員都各盡所能，貢獻一己

之力，本人實萬分的感謝。今年組織的工作量也愈

來愈多。除每月要出版《文化地圖》外，我們用了

更多更多的時間去統籌不同的藝術和藝術教育活

動：「香港創意戲劇節」、「藝術評賞與通識工作

坊」，還有最耗用我們精力的「銳角：珠三角新晉

藝術家巡迴展」。三項都是香港嶄新的藝術項目，

而《文化地圖》也是香港首份視覺文化刊物。我們

沒有太多過往例子的參考。董事與顧問們雖對我們

的工作循循善誘，但本人作為行政決策者，有很多

事還是要自行處理。長時間的勞累，我的身體已在

告訴我不能長此下去。因此，我們還是先把藝術活

動做好，才繼續出版《文化地圖》吧。《文化地

圖》的開始就是由個人興趣出發而創辦，我們從沒

想過那是天將降大任，所以不要「苦我心志」，不

要「勞我筋骨」，推西西佛的石頭？不要預我。暫

別到2012年6月左右，希望那時有緣與大家相見。

但有一件事我想還會繼續的：「我愛香港」。

可哀的是有人仍在陋巷

花園街是我最愛到的地方，兩年的12月，那裡都來

了一場大火，今年的一場就死了九人，傷了數十

人。不幸的意外往往發生在社會底層，劏房有連連

的大火新聞，但你何時會聽過豪宅的大火新聞？近

日我偶爾聽到甄妮主唱、鄭國江填詞的《東方之

珠》，言猶在耳：

目前《文化地圖》擁有7,000多個facebook fans，日

後 我 們 可 繼 續 在 網 上 聊 或 瀏 覽 本 會 網 頁 ：

www.cultamap.com。謝謝各位的支持。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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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沒有人未曾看過恐怖片吧？可是，除了恐

怖、暴力、血腥、嘔心、刺激、懸疑、詭相
異、緊張、瘋狂、變態之外，你還知道恐怖片的甚

麼？為了解答大家對恐怖片的疑團，我們特意請來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師林健雄先生為我們補一

堂恐怖片通識課。

據說，2012年12月20日的太陽落下之後，21日便不再升起。2012已經開始，若如瑪雅預言所說，我們

的日子也已開始倒數。這個農曆新年，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個新年嗎？突然害怕，新年的美好願望可有時

間實現？又有些期盼，臨近末日，有幾過癮？今期，「HAPPY NEW YEAR ！大吉利是！」，採訪了浸會

大學電影學院講師林健雄、電影專業研究生又是恐怖片粉絲的亞樑、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講師楊家頌、臨

床心理學家梁欣恆分別從恐怖片科普、癡迷者、文化研究以及心理學角度給你介紹恐怖片，看完讓你對

「恐懼」有不同的理解。2012，大吉利是！

LOOK 1 LOOK

文：Edward認識恐怖片

恐怖片的「刀仔鋸大樹」哲學

恐怖片自有它的一套生存哲學，以致多年來，在市

場上仍然不乏它的生存空間。其實，原因並不難

理解。

相對其他片種，大部份恐怖片的拍攝期都較短，而

且不用「星光熠熠」的陣容，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

拍攝，即使是中小型製作也可以應付得來。然而，

回報率卻可以大得相當嚇人，當中以《午夜靈異錄

像》為表表者：

《午夜靈異錄像》（Paranormal Activity，2007年）

僅花了一萬一千美元、只耗費一周時間便拍攝完成，

而全片就只是在一所洋房內拍攝。這套片的回報率

高達300倍，即是說投資1元就可以賺回300元，比

《鐵達尼號》還要賺錢，絕對是「刀仔鋸大樹」的

典範。信不信由你，據維基百科所述，此片的票房

累積已破全美一億美金，回報率約有1比10000！

《午夜靈異錄像》在香港可能沒有甚麼人看過，但

如果說到《恐懼鬥室》（Saw，2004年）的話，就

應該有印象吧？這套片已經拍至第六集，第一集僅

LOOK 1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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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師林健雄

以120萬美元的成本攝製，拍攝期只有十八天，票

房紀錄卻已高達5000多萬美元。

買賣恐懼的背後真相

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問︰有甚麼人會「貼錢買難

受」呢？據知，恐怖片的市場對象是大約十八至二

十八歲的年青人，他們喜愛官能刺激，追求新鮮

感，而且對死亡沒有甚麼認知。對比這些「不知

死」的初生之犢，中年人對生死已有一定的理解，

普遍會追求一些較成熟的電影題材，恐怖片自然不

能吸納這一群年齡層的觀眾。

而且，看恐怖片無疑是一項社交活動，觀眾通常都

不會獨個兒去看。尤其是年輕男女，多數會與三五

知己聯群結隊地去「享受」恐怖片，其中以女孩子

居多。據調查顯示，女孩子較男孩子喜愛看恐怖

片，原因很簡單︰寂寞。她們可能會以這個藉口向

姊妹邀約︰「聽說那套片子很恐怖，我不敢一個人

去看，不若一起去看吧？」但說到底，她們在骨子

裡只是希望「有個伴」而已。

拍拖去睇恐怖片，越驚嚇越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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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以為常──恐怖片粉絲王亞樑的心慌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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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講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生楊家頌

恐懼是如何在恐怖電影中建構出來的？──專訪臨床心理學家梁欣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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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圖》2009年初面世時，就選擇了趣致
的幸運籤餅為logo，寓意希望刊物能像籤餅那
樣每次傳遞出令人期待的message。

When CULTaMAP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9, we 
chose the image of a fortune cookie as the logo 
for our newborn publication, hoping CULTaMAP 
would deliver brilliant messages to her audience, 
just like the fortune coo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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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1 LOOKLOOK 1 LOOK

林健雄

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師，
born for movies。

LOOK 1 LOOKLOOK 1 LOOK
恐怖片的「三個代表」︰

殭屍、喪屍、暴力血腥——不可不知，市面上的恐

怖片至少有以上其中一個元素，有些甚至有多於一

種元素。別急，現為你娓娓道來︰

　1. 殭屍

殭屍其實是人們不會感到陌生的「人」所變成的怪

物，「它們」只是以另一種人所不熟知的模樣出

現。可以說，殭屍是介乎活人及死人之間的一種曖

昧狀況：「它們」雖然已經死去，但是卻以另一種

姿態在人間繼續「生存」。

人死後會到哪裡去？——每個人都不約而同地想解

答這個沒有答案的難題，這個現象在中西方都很普

遍。可是，對於這個切身的問題，現代科學不能有

一個終極的解釋，傳統的教育也鮮有觸碰到這個課

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論在中西方的文化體系

中，人在死後都不會灰飛煙滅，也不會歸零，而是

以另一種形式繼續生存——就像是中國的殭屍也

好，西方的殭屍也好。

不論對甚麼地方的殭屍，人都會感到恐懼，這是因

為每一個人都不完美，都會做壞事。在殭屍片中，

這些所作的壞事即使在人死了之後都不會就此完

結，受害人在死後會變成殭屍去向壞人尋仇，繼續

影響在生的人。

　2. 喪屍 

跟殭屍不同，喪屍是沒有個人意志、只會隨著本能

去攻擊人類的活死人。不說不知，原來早在1968

年，第一套喪屍片《活死人之夜》就經已面世。而

近來較為矚目的喪屍片就有《28日後》（28 Days 

Later，2002年）。至於在香港，《生化壽屍》可

說是較為膾炙人口的港產喪屍片。

人會去看喪屍片，歸根究柢，其實是源於對自身的

恐懼。喪屍見到人類就咬一口，尚且是因感染了病

毒的緣故，可人類呢？人類有時候也會好像喪屍一

樣無緣無故地胡亂殺人，而這種情況在戰爭中並不

少見。說到底，人並不完美，人不是純理性的生

物，會受外界的影響而互相殘殺。

另一個人們會害怕喪屍的原因是：近年疫症頻繁，

SARS、禽流感、豬流感等等新型傳染病在世界各地

紛紛湧現，然而醫療的進步永遠趕不上病毒變異的

速度，人經常找不到新方法去應付新型的變種病

毒。社會愈來愈進步，相反，人的抵抗力卻變得愈

來愈弱。喪屍片正正反映了人的力量不能戰勝未知

疾病的恐懼。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在某些喪屍片中，喪屍可以

被人類用作武器，但人類往往因無法控制喪屍而要

承受極大的惡果。這不啻反映了人對於不能完全掌

握的科技而產生的恐懼。

　3. 暴力血腥

暴力血腥類的恐怖片帶給觀眾視覺上的刺激，挑戰

觀眾的官能極限。這一類恐怖片反映的是人在受痛

苦到了極限時會有甚麼反應，譬如在《恐懼鬥室》

中就有以自殘去求取繼續生存的情節。

生長在愈富裕地方的人愈喜歡看這一類恐怖片，所

以不難想像這一類恐怖片在美國會特別受歡迎。美

國人生活在物質過剩的環境中，經歷的苦難不多。

可能是因為生活得太平穩安逸了，美國人反而找不

到生存的感覺，情況就好像人要感到痛楚才知道自

己正在生存一樣，而恐怖片正正提供了一個他們在

平常生活中得不到的「被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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樑，曾經膽小到怕黑，卻已經看了上千部恐

怖片。電影都是他從內地翻版碟攤買的。上亞
千部電影，幾千元的消費。上千部恐怖片，他又被

多少個恐怖的情節嚇倒過？

LOOK 1 LOOK
文：Daisy習以為常

被禁忌的樂趣

90年代初，亞樑就開始看恐怖片。提起最早接觸時

的印象，他說恐怖片和其他電影「全部亂七八糟放

在翻版碟鋪內，各式各樣都有，挑到甚麼碟全靠經

驗和運氣」。在城市科技廣場附近，會有幾個小攤

檔。後來，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淘碟被2000年的

打擊翻版趕到了「正規租碟鋪」的閣樓。

從此，亞樑穿梭在「正規租碟鋪」的閣樓、暗門之

間，在禁忌的老翻中尋找恐怖片的樂趣。亞樑告訴

我，十多年前內地的省會城市很「樸實」。理由

是，那時每個學校附近買碟的攤子只有一、兩個，

也即是除了電視裡的電影，所有其他的「故事」全

部在這一、兩個箱子裡。他常去幫襯一間相熟的

碟鋪，其他的偶爾路過才會看看。

LOOK 1 LOOK
－－恐怖片粉絲王亞樑的心慌慌世界

這些翻版碟像是某種「禁忌」。在閣樓昏暗的光線

裡，聽聽老闆的推介、拿個小凳在粗糙的「國產」、

「歐美」、「經典」、「暢銷」分類前憑藉自己的

敏銳找尋下一個90多分鐘的「刺激」。

被填補的黑暗

害怕黑的亞樑現在習慣了恐怖片，更習慣了黑，但

也仍舊害怕，害怕的是電影之外自己的「想像」。

他漸漸發現，對黑暗的恐懼來自於想像力的豐富。

碩士開始讀電影的亞樑說：「如果自己開始拍恐怖

故事，反倒是發現除了自己的想像以外，沒有甚麼

會感到恐懼的了。」屏幕上看得到的都嚇不倒人，

真正的恐懼來自屏幕之外。

看多了，亞樑說：「恐怖片的極致就是把生活中的

每一個地方都充滿恐怖出現的可能，這也給專業觀

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多了一次鍛煉。」常常以黑夜作

背景的恐怖片，常用橋段（自殘、照鏡、女性受驚

衝進死胡同、刀尖對眼睛、血流成河等等）用膩之

後，更多的日常用品被引入，被扔出恐怖元素的空

間、時間更是無處不在。

亞樑平靜地舉出各種恐怖片的名字

和類型，用「視覺方面和心理方

面 」 兩 種 分 類 。 怒 罵 連 T h e 

Twilight Saga（中文名《暮光之

城》）也能算作恐怖片？因為他認

為那些為感官刺激而刻意製造的暴

力、血腥片，它們毫無情節、藝術

風格，根本不能算是恐怖片。比

如，Hobo with Shotgun（中文名

《攜槍流浪漢》）為暴力而暴力；

相似的還有打破荷里活血漿用量的

Kill bill（中文名《標殺令》）。

根據亞樑的口味，他欣賞真正的恐

怖片是心理方面的。他推薦The 

Others（中文名《不速之嚇》）、

The Sixth Sense（中文名《鬼

眼》）、The Game（中文名《心理

遊戲》）這幾部典型的心理恐怖

片。理由是「這些電影真正營造恐

怖氣氛，把人對未知的恐懼深深植

入觀者心中，結尾時又巧妙的用劇

情使人物得到救贖」。

催情的前奏

說起國產的恐怖片，亞樑語出驚

人，直指恐怖片在內地是「情侶親

熱前的前戲，是用來拉近兩人距離

的催情劑」。銀幕上，恐怖片感官

的刺激恰到好處：劇情片太波折；

愛情片刺激元素太柔和；恐怖片則

恰到好處的用視覺上的恐懼拉近情

侶之間的距離。亞樑坦言，如果偶

爾想要輕鬆一下，自己也會選擇不

用動腦子的「重口味」cult片看，

就是看看血漿迸出、內臟亂飛的純

粹愉悅感。

恐懼也只是情緒中的一種，如果

真要問亞樑為甚麼喜歡看恐怖

片，他說他事實上也不排斥其他

情緒。恐怖片在三五朋友一起觀

看時，輕鬆到不需要理智分析，

直接作用於情感，又讓朋友之間

的聚會有了共同的話題。

後記

整個採訪中，亞樑出奇平靜的回答

每一個問題、舉每一個例子，語調

裡沒有波折，也沒有起伏。或許就

像他說的：看多了，習慣了。

小檔案

亞樑，80後，華南師範大
學藝術學院數字媒體系的
研究生，專攻電影創作，
尤其是驚慄片。

LOOK 1 LOOKLOOK 1 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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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今次訪問了在浸會大學研究恐怖電影的一

級講師楊家頌Lorraine來談一談恐怖片。筆

LOOK 1 LOOK

文：Jill&Carmen

談 「怪異（The Uncanny）」

談及恐怖電影，Lorraine認為歸於「怪異」(The 

Uncanny)這種感覺。這是一種令人不安與恐懼的情

緒。經常與恐怖電影中的影響扯上關係。Lorraine

說，怪異可以幫助我們明白某些恐怖電影如何引起

觀眾的焦慮、不安等情緒。

不熟悉與不確定

「怪異」(The Uncanny)一詞源自德文的「unheimlich」，

意即「unhomely」，指一種不熟悉、失去導向(lack of 

orientation)的感覺。由此字源，德國心理學家

Jentsch*便解釋道，怪異的事物因其不熟悉的特質

而引起內心的不確定感，故能引起觀者不安、厭惡

和恐懼等情緒。正如當我們模糊地懷疑一「物」是

生還是死的、或是死物還是活物時，便會感受到強

烈的怪異感。

Lorraine認為，如此的在生與死、活物與死物、自然

物與人工物之間的事物在恐怖電影中比比皆是。例

LOOK 1 LOOK

－－專訪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講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生楊家頌

如科學怪人(Victor Frankenstein)、以死屍拼湊而成

的怪物、吸血鬼(vampire)、鬼、活屍(zombie)、會

動的洋娃娃和蠟像等等引起觀眾恐懼的都是源於此

類不確定的怪異感。

「而Jentsch的理論又可以有趣的為我們分析恐怖

片。」Lorraine接著說：「一個有效地營造怪異感覺

的說故事手法，便是間接地、模糊地令觀者懷疑一

個角色是人還是機械人，好讓觀者不會即時去探究

真相。」以《異形》為例，觀眾跟其他角色一樣，

一直視男主角Ash為人類，故Ash的生化人身份被揭

時，均感受到強烈的怪異感。在揭示Ash為生化人

那一幕，Ash額角那滴白色汗珠令觀眾開始懷疑Ash

的身份，然而觀眾的注意力卻被分散至Ash即將襲

擊女主角Ripley的情節上。被其他船員棒打時，Ash

發出機械般的吱吱響、身體如羊癇、瘋病者般扭

動，均令怪異感加劇。直到他被打至「皮開肉爛」

時，我們才能驚覺他不是人類。而這也正是令我們

產生恐懼情緒的源頭。

LOOK 1 LOOKLOOK 1 LOOK

註：*Ernst Jentsch,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Uncanny (1906)
　　** Freud, The Uncanny (1919)

不熟悉與熟悉間的不協調

另外，Lorraine又指出，心理分析之父佛洛依德則把

怪異跟其潛意識理論連結**。它們之所以令人恐

懼，不單是因為其不熟悉的特質，而是在於它們原

是熟悉的、卻被壓抑在潛意識中，再以我們不熟悉

的面貌重現在我們的意識當中。這種熟悉、不熟悉

的張力導致認知上的不協調，因而引起不安。

 

佛洛依德指出，兩個容貌相似、或心靈相通、或一

個擁有兩個自我的人會令人產生怪異感。《見鬼》

中的阿汶（李心潔飾）擁有阿玲的視覺等情節均是

相關例子。此外，若我們不能認出自己的影像，也

會產生怪異感。在恐怖電影中經常有角色被自己的

鏡子影像嚇倒、或不能認出自己容貌的情節。《見

鬼》中的阿汶發現自己一直看見的鏡子影像不是自

己的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觀眾看到鏡中會反映

的不是觀眾熟悉的李心潔而是另一不知名女子、她

更用李心潔的聲音大罵「你到底是誰？」時，便會

產生強烈的認知上的不協調、怪異和恐懼感。最熟

悉原是最不熟悉，也是恐怖電影的慣用技巧，是否

十分弔詭呢？而越弔詭不正是越吸引人嗎？

怪異帶出思考

「恐怖片通常想表達一些社會問題，帶出主流媒體

平時不敢放聲出來的思想情緒。驚完、感官刺激完

之後，若你肯思考的話，將能認識到一些很現實的

問題。這也是恐怖片有趣的一個地方。而通常太直

接的表達都不好玩、不深刻，如利用怪異轉個彎的

表達可能是更深入人心的。」Lorraine說。

例如談到男女在性別政治上的不平等，於不少恐

怖片隱性體現。以《三更2之餃子》為例，女主

角李太（楊千嬅飾）費盡千辛萬苦高價向永遠青春

的媚姨（白靈飾）求來用嬰胎作餡的餃子，以保

住青春，而目的是為了保住（挽回）自己最大的保

障——有錢老公。媚姨這個人物首先是被妖化的，

而李太在食嬰胎時的那種恐懼，她也是如常人般異

常害怕的，但為了挽回老公，她竟可以沈迷於食用

這種令她嘔心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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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回性別政治，女性為了奪回權利，甚麼也可以

做，甚至是有違道德的事。但為何這種動力不可以

是女性自力更生，卻依然是以男性為依附呢？女性

的弱勢地位通過於怪異場景的演繹隱隱但赤裸裸的

擊中。殘忍的是，重拾青春的李太，老公依然出

軌。看罷，以劇中不安帶出的自身思考又會不會更

容易讓女性明白這種不安的源頭呢？或許以女性自

身為依附才是擺脫這種不安的最根本療法。藉著

Lorraine的話語，筆者不禁如此猜測。《三更2之餃

子》不正是有趣的對現今父權社會體制之下男女並

不平等的關係的一種控訴嗎？

由此可見，「怪異」亦可以令一些平日我們不敢涉

及的話題敏感性淡化，使界限模糊，通過「怪異」

場景的塑造更易於表現不滿、批判等情緒。「於

是，恐怖片較之於其他類型影片，所表達的也許更

真實。」Lorraine說。

楊家頌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講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生。喜
愛從文化研究角度看恐怖片。

PS. 訪後閒談，Lorraine一句話令筆者記憶深刻，她

認為恐怖片帶出的世界觀是「世界是不美好的」，

而她亦持有相同價值觀，於是，恐怖片令她著迷。

那筆者不禁疑惑，相反的，不愛看恐怖片的是否就

是因為其價值觀是趨向世界是美好的呢？ 

文：何尚衡

恐懼是如何在恐怖電影中建構出來的？
－－專訪臨床心理學家梁欣恆

大夥人去看恐怖電影，有人可能驚恐萬分，

有人可能大打呵欠。究竟這類電影如何渲染一

淺談恐懼的本質

據梁欣恆臨床心理學家所述，恐懼（fear），與憤

怒、快樂和悲傷，同屬人類四大基本情緒。簡而言

之，恐懼生於我們受威脅和遇到危險之時，是人類

進化過程中與生俱來、有價值的情緒，令我們可以

及時遠離危難。這情緒簡單而基本，不需太多認

知，亦為不同文化、社會背景和種族的人所共有。

構成恐懼的元素

要製造恐懼，先要明白有甚麼因素構成恐懼。如梁

欣恆所說，有些因素是比較根本的，放諸四海皆

準，亦與本能反應有較大關係，如一些影響到我們

生存和生命受到威脅的情形。

有些元素與我們身處的社會、文化、信奉的宗教和

接觸的資訊有關，我們未必一定有過親身的經歷，

譬如殭屍、怪物、戰爭和大屠殺等等。沒有見過、

聽過和接觸過鬼的人也會怕鬼，因為他們自小就被

灌輸鬼的恐怖概念︰鬼是邪靈，會影響我們的日常

生活，奪去我們的東西，會害人，也會索命，其形

象、特性、所作所為和與人的關係早已透過以上的

範疇耳濡目染，植根於腦海中。

還有一類令人恐懼的元素和個人的成長經歷及品性

有關，因人而異，例如有些人怕狗，有些人怕陌生

人。他們未必會記起恐懼萌生的經歷，可能因為當

時年紀太小，也可能因為那段經歷所造成的創傷太

大，他們的記憶把事件壓抑了。不過大部分恐懼的

源頭其實也是有跡可尋的，也可以克服，視乎有否

這必要而已。天生性情比較敏感的人，較容易對事

物產生恐懼，懼怕的事情也較一般人多。

電影帶來的恐懼及其建構

有人會問：既然在看電影時，明知是虛構，而且在

銀幕發生的一切都不能傷害自己，那又為何會害怕

和恐懼呢？梁欣恆認為，一方面，因為銀幕上出現

恐怖和驚嚇的畫面，會誘發我們天生的恐懼感，而

且由於人有想像力和同理心，看電影時會不知不覺

代入其中，恍如自己親歷其境一樣，所以演員經歷

的恐怖處境，我們會感同身受，情況就如看愛情電

影時會感動流淚一樣。另一方面，戲院的環境和燈

光都會幫助我們進入一種很淺的催眠狀態，尤其是

當我們全神貫注觀看電影時。在這淺層次的催眠狀

態，我們會比較放鬆，情緒易受牽動，容易讓一些

外界的事物進入我們的思想，恐懼就在此時一點一

滴地滲透入我們的腦袋。

恐怖電影呈現的恐怖內容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形

體上的恐怖，一為意識上的恐怖。梁欣恆解釋，形

體上的恐怖容易達致驚嚇（shock）的效果，譬如一

些血肉橫飛、嘔心和詭異的畫面，以及一些突然在

鏡頭出現的東西。人本能上很抗拒，於是很容易就

能收懾人驚嚇之效。此種恐怖並不需要甚麼想像力

恐懼感？又是甚麼令觀眾害怕？是次我們訪問了梁

欣恆臨床心理學家，為大家從心理學的角度剖析恐

懼的本質與其於恐怖電影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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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檔案

梁欣恆女士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臨
床心理學家，畢業於香港大學，先
後獲得社會科學學士及社會科學碩
士(臨床心理學)學位。

IMAGE WATCHERIMAGE WATCHER
和思考，但是卻往往沒有意識上的恐怖那樣曠日持

久和深遠，而且同樣的恐怖畫面若重複觀看，驚嚇

的感覺會退減。

意識上的恐怖不一定涉及恐怖的畫面和聲音，也未

必有驚嚇的效果，卻能令人提心吊膽、不寒而慄。

這種恐怖通常觸及人性、社會現象等比較抽象的問

題，須要經過理解和消化，才能發現其可怖之處，

愈是細想愈心寒。梁欣恆強調，因為事情愈是經過

我們的腦袋處理就愈覺切身，對我們的影響也就愈

深。

恐怖電影中建構恐懼最常用的做法，就是把常人覺

得恐怖、嘔心和驚嚇的元素串聯成不難理解的故

事，既方便宣傳，又容易吸引人消費進場觀看。那

些驚嚇的元素視乎電影的對象而定，也和放映市場

的社會、信仰和文化有關。不過這類恐怖影片很快

看膩，而且帶出的信息往往不夠深刻。

令觀眾看後一段日子猶有餘悸並發人深省的恐怖

片，多從戲中的背景、場景、道具、人物，到電影

的選材、劇本和故事的鋪陳都環環相扣，意識上的

恐怖於空氣中傳播，電影的發展又往往能層層遞

進，進入我們的思想之中，令我們有似曾相識的

感覺，像發生過在自己身上似的，營造透心的一

種恐懼。

恐怖電影其實不只賣弄恐怖、販賣恐懼，還是表現

人性、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利器，能引發我們的思

考，着我們反省自己與他人、社會和世界的關係。

也許我們身處的社會愈是安穩死寂，愈是缺乏刺

激，我們就愈想在一個安全的距離觀賞恐怖，感受

恐怖為我們帶來的官能刺激與思考空間。

這部電影很長 文：「七城影頁」葉七城
http://yip7x.wordpress.com

到2011年的邊緣，回望，這是很奇妙的一年：

沒有全職的工作，看了很多電影，甚至灰心

地認為我已經失去一切，生活只剩下一堆電影——喜

歡，或不喜歡的也沒所謂。只有不斷看，才可讓自己

不去想其他事情——積極地去做一件事，便有藉口忽

略人生的其他事情。

一年多前，總編輯告訴我：你可以離開了。我便毅然

離開工作了五年的公司，也強烈感到：我即將告別工

作了20年的新聞界，頭也不回，沒一絲留戀。

失業的日子，賦閒在家，肆意地看電影，原來生命中

尚有電影。然後發覺沒有工作的日子，身體開始出了

點小毛病，做了個身體檢查，卻沒想像中那麼差。

電影的世界仍然最能夠牽動我的情緒，「天亮前看

來

一、兩部電影，這便是我的近

況。」我在facebook上如此告訴朋

友。上午去睡覺，睡到下午自然

醒來，感覺很奇特，像經歷另外

一個人的人生。

我想告訴關心我的家人及朋友：

我會好過來的，只是這部電影很

長，節奏有點緩慢。可以容許我

有一段較長的哀悼期嗎？

看《一年未緣》(Another Year )，明白不必抱怨際遇，

人生總是悲喜交纏，日子還是要過。「春有百花秋有

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

時節」。四季的更替，如生老病死的人生歷程，生活

總是有點憂愁，有點歡喜，懂得無常，才是人間好時

節。

《借東西的小矮人　亞莉亞蒂》令我明白，我們都是

小矮人，借了世界很多東西，很快到了要歸還的時候；

年青時虛耗了太多熱情，現在是冷靜過活的時候。

《天網逆緣》( The Adjustment Bureau )說，生命其實

沒有意外，都是一場歷練：「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

必定幫你開啟另一扇窗」。當我們遇上挫折，以為所

有門都緊閉、徬徨無助之時，其實天使曾經來過

，他暗中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失意的時候，如

果老是留在暗角嘆息，也將錯過天使的身影。他

未必長著一雙翅膀，他可能是一位老朋友，或是

剛認識的人，甚至他就是給我飽吃苦頭的人。他

關上了我的門，是為了逼我找尋那扇窗。

《來佬奇緣》(Larry Crowne)，說出工作及終身學

習的意義，放下你自以為重要的「資產」，找尋

讓自己快樂的生活之道，樂觀便無所懼，我以為

不能捨棄的「一份工」，原來輕如鴻毛。

看《特務戇J之救國大業》(Johnny English Reborn)

前，在醫院躺了2天，因為心痛。沒有全職工作，

生活節奏慢了，反而生病。醫生建議我入院做心

臟血管電腦掃描。檢查前須從血管注射顯影液，

護士說會有些熱烘感覺，果

然有股暖流走遍全身，一直

流向肛門。以往我從事攝影

工作，在暗室內為無數照片

顯影過，想不到自己也有被

顯影的一天。生活中有很多

冷笑話，何不像戇豆 / 艾堅

遜先生，一笑置之？

《生命樹》( The Tree of Life )

令我看清我和父親的疏離，他一直用「不關懷」

的方式來關心兒女……對於父親的一切，我有更

多疑問，想去了解。雖然遲了幾十年，但未為晚。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雖然讓我記起

許多遺憾，但也令我看清散場時緊握著的手，太

太便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沈佳宜。當我愈來愈討厭

自己時，她卻永遠保存著年青時她喜歡的那個我。

※　※　※　※　※

我以這種方式，揮別2011。但這部電影很長，須

要耐心地慢慢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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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ISSUE
「銳角」交流．藝術政治．文化差異

 李嘉言
「銳角：珠三角新晉藝術家巡迴展2011」總策劃

角：珠三角新晉藝術家巡迴展2011」是

「文化地圖」籌備了一年半的視覺展覽活「銳

一雙筷子

早餐，我在茶餐廳吃，午餐咬個包、再喝杯咖啡，

花不到15分鐘，我與同工閒聊幾句再衝刺。就只有

晚上趕回家吃住家飯才會拿起筷子，一面夾餸，一

面與家人閒談，慢慢享受一天最輕鬆的1小時。

「食」對本人不是太高要求，但大家也知道到內地公

幹就不是這樣，大家先在慢慢「食」的時候建立彼

此的關係，其他事則容後再說，起初就是不習慣。

計劃書，吃飯

「銳角」原名「仲夏藝贊2011：珠三角新晉藝術

家巡迴展」，是立足香港、聯結珠三角新藝術精英

向藝術專業和粵港市民展示其成果的藝術交流意

念。尋找中港兩地的合作伙伴是首要的行動，有賴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的支持，在顧問的協助下

很快便達成。我們還有幸邀請到該校丁穎茵博士成

為策展，助本會一臂之力。事在人為，很不容易，

經熟人介紹下，認識了一位在廣州某學院教授藝術

的黃老師。我就拿著計劃書、本會簡介和《文化地

圖》，一個人走去見黃老師。大家一面夾著餸吃，

黃老師說：「嘉言，我支持妳的想法，粵港澳三地

早應有如此的交流。」最後似乎是本會與學院達成

了合作的初步協議，計劃書也遞到藝發局申請。計

劃獲批後，當然有很多細節要談——啊，由另外的

負責人重新再談。上到廣州，見著學院的另一些代

表。上到高級酒樓，食盡山珍海味（呀！送我鱷魚

肉一片。那麼客氣，唯有硬吞），還有呯呯嘭嘭

響，是侍應不斷替顧客換著碗碟。我要放大聲浪再

把計劃喊一次。這一刻，款項已批出，但我怎能預

算到另外提出的「額外支出」？做了那麼多工作，

結果仍是要擱置計劃嗎？

中國獨立電影《舉自塵土》是廣州導演甘小二的作

品，「文化地圖」為教育局策劃的「仲夏藝贊

2011（薈萃篇）：仲夏影院與獨立電影評賞工作

坊」希望能放映他的傑作，也希望他能到港交流。

我在名片盒內找到他手寫的聯絡紙條——呀！原來

是在深圳何香凝美術館為展覽「出境」舉行的晚宴

中對座的那位男士，他很快便答應了我們的邀請。

在「銳角」廣州展快要擱置之際，我想起他任教於

廣州的華南師範大學。看著他回覆給本會的書信，

字裡行間，我總感到甘導演為人的誠懇。我便即管

嘗試向他「問路」。甘老師原來是數字媒體系的系

主任，他看過計劃書，就推薦我們給華南師範大學

美術學院。

「安樂茶飯」，還有...

這回再上廣州，我還是要讓人知道「文化地圖」的

推廣工作是認真的，我向甘老師建議由我做個匯

報，讓學院的院長和老師了解「銳角」的理念。結

果計劃就這樣成事，幾人上酒樓吃了頓「安樂茶

飯」。筷子還夾著餸，石磊院長倒了半杯紅酒給我，

乾（小）杯。再來？實在不行了，我還要上路。

那時是五月，「銳角」工作就此展開。16間院校的

聯絡工作，40多件作品涉及40多位藝術家的介

紹。簡體字、繁體字到英文翻譯與校對，然後展覽

標記、海報與畫冊設計與內容編寫。500多本畫冊

要送到內地展開幕時即場派發。如果因為「銳角」

畫冊的內容令有關人士，那當初單純只因「銳角」

的意義值得支持而出力的任何一個內地合作夥伴陷

入困境，無此必要吧？「文化地圖」同工可說句再

見便回香港，但內地夥伴是不能的。藝術與政治從

來密不可分。

動。策劃者本人想在此分享的，是16間泛珠三角院

校畢業的藝術家能在香港與廣州兩地展出的不容

易。一切就由一雙筷子說起。

藝術政治

當聯繫16間院校，我才發現「銳角」不只是收集作

品如何在特定場地展示那麼簡單。香港的院校多有

機制可循選出由本校畢業的舊生優秀作品參展，然

而港外的體制卻與本港院校大有分別。幸好國內合

辦單位，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甘老師的團隊做了大量

聯絡工作。一個「銳角」之複雜問題遠遠多於舉辦

兩地展覽，例如：某內地學院突然通知本會不參

展，原因是內地代表的聯絡態度問題。事件真相，

我是永遠無從得知，只因一人的工作態度影響一校

的參展也是很難理解的。我只能不亢不卑的，以

「銳角」議會主席的身份向那院長了解事情：「無

論如何，原是16間院校的參與，缺少了哪間也是

有一院校代表是「極品」，首先是要求另設老師展

展示「老師」的「成就」。「老師，以你的『水平』怎

能與學生相比，下次再談吧。」「老師」說：「暑

假已開始，我聯絡不上學生。」「那老師是否代表

學校說不能參加？」「不是，我學生的作品是全校

最好的，就交其中三人的作品參展吧！」自問曾修

讀藝術，深明用功的學生是如何嘔心瀝血創作代表

自己人生里程的作品。我怎能不為「銳角」能初露

頭角而與各路人兄角力？「銳角」一顧問替大家打

氣說：「要讓藝術得以健康發展，清廉的社會環境

是很重要的。香港持之已久的法治精神形成相對清

廉與公平的社會條件，TRACY這正是你藉『銳角』

作出的交流要讓大家借鏡香港的地方，你是責無旁

貸應該想辦法做好的。這一次的巡迴展一定有

未如人意的地方，你得忍耐，盡力做好今年的

節目。一年一年的逐步改進，你才能實踐『銳角』

的理念。」

不用站在高地說話（呀！我有五分鐘時間在廣州展

的開幕禮，站在高階梯上致辭），我希望好的新藝

術，那年青人所能聯想到的「美」能在較平等的機

會展示人前。想不到如此艱難才開展了第一次「銳

角」展。這種謬論、我在籌劃中多次機會「發

表」，也只是要履行與香港藝術發展局和「藝術交

流基金」內地展的合約。藝發局和贊助商的商標在

內地宣傳品中差點不保，還是要「做文章」去申報

利益。廣州展在華師美術館舉行，好不容易終於開

幕，21天的展期還是有勞甘主任的協助成事。華師

美術館的位置鄰近民居，估計每天參觀人數高達

200人。一場電影放映會就有200多位華師學生參

事才發覺，中港師生關係的不同。當港生像是消費

者，回校接受教育服務，港師在憂慮學生給予的評

分時，國內的師生關係跟香港迥異。內地生尊師重

道的觀念很重，國內同學憶冰、志勇、小郭等等的

同學都努力把展覽做好，只因那是老師吩咐的工

作。那是否是在國內建制中不可避免的進入方式？

「銳角」是珠三角嶄新的藝術交流項目，因此遇到

的困難也相當多，資金十分不足是很多問題的由

來。但願明年藝發局會見到當中交流的重要，繼續

支持「銳角」。

「遺憾」，對吧？遞交短片作

品 的 簡 介 也 不 是 甚 麼 難 辦 的

事，明天就交吧（開始學會運

用內地的「語言」）。」高官

子弟來參展？國內與香港的工

作人員都不好受，忍無可忍，

我還是打了電話得罪人了。只

是一個巡迴展，面子是自己丟

的。

加，同工們是很有滿足感的。

文化差異

值得一提的還有兩地學生的文化

差異。裝展期間已有不少華師學

生進入展場參觀，好學的態度是

香港學生當學習的。廣州展開幕

當天，香港到廣州的學生都在

「觀看」華師和文化地圖的同工

有多忙亂。我們與華師的學生共

藝術交流基金

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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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aExchange
國際化和多元化的啟示 文：梁美萍

香港藝術家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助理教授

CultaExchange

年至今來去韓國幾趟，從間年舉辦的光州雙

年展到光州設計雙年展之間，還參觀了幾個舊
重要的另類空間和文化社區創新機構。跟幾年前一

次過把韓國所有，尤其是首爾的主流和另類的當代

藝術中心了解過後，除了檔期性的視覺展覽體驗

外，一而再到訪韓國，實在是我少有的遊城經驗。

川河復原

就講清溪川，貫穿首爾城中心的一條河流，韓戰後

沿岸河流被塗炭，也展現了河岸居民生活的孑然，

然後河流被掩埋並蓋上天橋來疏導交通，清溪川早

在現代城市發展中被埋掉。2005年清溪川復原，

它不僅僅是遊客看到劇場似的景點，它還復原了消

失已久的動植物回返到城市中心的願景。漫步川河

盡頭，帶你往清溪川文化館理解人文出發的城市設

計、環保的決心。當大部份人反對復河的浩大工

程，部份人又如何獻策解決拆去高速大橋將會堵塞

交通的問題？最終，橋沒了，原來不用甚麼方案，

交通也沒有因此堵塞，改善了交通廢氣的聚集，也

引來飛鳥棲息。河流某段落還保留幾樁天橋殘柱，

為河川復原的歷史留個註腳，河岸的步行徑還留有

緩步跑者的氣息。

I hope there I am

今年首爾選新市長，一位無黨無派的律師朴元淳，

從社企及個人捐獻贊助成立The Hope Institution，

引入北美的社會革新概念，長期致力推動韓國的創

新方法來改善社區生存和人文狀況，並面向社會需

要、市場錯誤等問題，以民間自主團體帶領創新方

法解決問題。

The Hope Institution大樓的垃圾分類非常仔細，其實共分六類。這樓的工作間文化都會感染其他共事的團體。 Haja Center 提供多個技能工作坊。這是婚紗製作工作坊。

Haja Center推動青年群體的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僱外，天台種植有機蔬果，我第一次接觸到稻米，連殼的。

多年來創新的項目繁多和深入民心，各類分支如

Haja Center推動青年的群體自力更生精神和自僱。

朴元淳能成為市長，這不僅是個人信念堅持和對創

新社會關懷的見證，我更認為那是韓國政治的的復

原，仁厚與市民社會發展的初步見證。“I hope 

there I am”是The Hope Institution的口號，我相信

那將會是首爾自勉的心態。而亞洲國際都會呢？還

輪不到我有選舉權和成就市民社會，我僅能永遠是

從上而下經常被指涉的一個「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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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創意空間

好幾年裡，另類文化藝術空間從首爾擴散至各省市，這類文

化空間在世界各地不少，但能跨越文化藝術圈而與社區融

合成功的卻不多，香港亦有這類嘗試，然而終歸社區和創作

Singdang Art Space在Singdang市場底層，創作人把店鋪海洋設計和經營魚鮮湯鍋
的內容融合。

Haja Center內的表演室。正在排練表演的是一隊以工業鋼管製成樂器的拍打青年樂隊Noridan。

The Urban Society & Art Research Center: Art Laboratory 39 Residence的工作
間，吃睡研究的多用途空間。

Singdang市場上層頂吊著創作的大蓮花絹燈。

發展同台吃飯各自修行。在首爾城中心著

名的Singdang菜市場底層就融合了一個長

久項目Singdang Art Space，據說是亞洲金

融風暴後經濟蕭條，市場一些空置鋪愈來

愈多，一些團體組成關注組，活化草根空

間。

Singdang的活化，並不是舊瓶新酒。組織

招徠個別關懷社區的創作人，駐留生活並

與店鋪合作，改善人流和實質使環境提升

美感文化外，最重要的是尊重原先在那裡

經營為生的人，向「以不干擾並合作幫忙

為出發心態的創作方向」為原則的文化社

區藝術發展。上下層市場的氣息如舊，

取之於生活，歸之於生活，藝術並不等於

生活，就在於「取」和「歸」兩道交流。

藝術村的城市研究所

台北中華路那邊舊城要翻新，過去兩年讓藝

術工作者和團體經營，據知在2012初就要清

拆整個社區來重建，不知拆了沒有？而首爾

也有類似的空間，在舊區的橫街或殘破的樓

層創作和展示，不過極為不同的是Mullae 

Artist Village 2003年成立至今，還附有一個

社區研究所(The Urban Society & Art Research 

Center: Art Laboratory 39 Residence)，有固定

的人員和駐留的人共同研究舊社區的城市文

化發展，把1900-1942的Industrial Complex、

1960-1990的Metal Industrial Complex和

1990-2000的Decline Metal Industrial 

Complex分時段來研究，為舊區的未來持續

發展提供研究基礎平台，我相信也是Mullae 

Artist Village為自身創造歷史研究的平台。

城市發展、文化創新、社區認同

的確，韓國沒有許多連鎖店，尤其不常見

Star記、麥記，更沒有香港自豪的國際美食

和左鄰右里的名牌店。港人說韓國除了韓劇

和護膚品外，去兩天就夠。但韓國讓我看到

國際化都會和多元化都會的分別。香港自譽

國際化都會，我們生活的方式真的國際化

嗎？能容得下差異嗎？當油麻地愈來愈多的

南亞學生聚讀的學校不單被揶揄為九龍的國

際學校還被邊緣化的同時，亞洲國際都會的

國際化意象指涉的當然只有全校都是華人但

說英語的國際學校了。在韓國，我親身體會

到城市設計、文化創新、社區認同的共同發

展，而最重要的是她有接納多元思維、差異

性的可能，也有長遠的社區和文化發展的共

同承擔。其實，韓國「看來缺乏國際化」的

體驗讓我想得最多的是香港「看來國際化」

的誤區。

Mullae Artist Village附近和社區店鋪合作的牆畫，店主喜大花，那就大大瓣
地畫，連老板娘也畫入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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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塔…靈魂… 文：林思捷

CultaExchange

巴黎有座塔高三三三，
塔底流連黑色靈魂一堆
努力向遊人兜售made in China的鐵色銀色金色小塔，
跟標榜歐洲真品拿正牌的手信商店進行一場戰爭角力，
黑人鐵塔賤價一蚊五座，
價錢相差兩倍半。

事實是，鐵塔無論哪國製造終究仿製，
亦即翻版，
世界萬物本來就nothing's real，
實在無須為made in Europe而驕傲自誇再斬人一頸血。
我不想從任何經濟或政治角度去長篇大論，
只是很淺白的對我和朋友而言塔從哪國製根本說不出分別，
Made in China定made in Europe實在無關重要，

重要的是buy from the shop定buy from the black。

前者只為店主在當天晚餐多加零點五毫克法國鵝肝醬，
後者你給的是半份三文治晚餐。
我找不到理由仍然要buy from the shop。

非「法」者找不到正職要在物價高昂的法國生存，
艱苦程度實非你我能想像，
那也就是為甚麼法國滿街扒手行乞賣藝露宿者。

白天，塔呈鐵色；
傍晚燈亮起，金碧輝煌；
晚上每個鐘時針踏正十二，銀光小波燈閃夠五分鐘，雖然有點over但的確奪目。
只有看齊三種面貌才能明白黑人鐵塔在顏色上花過的心思，
然後，
我根本找不到理由不buy from the black。

你可以質疑我在間接支持非法非「法」者這種系統，
但那堆等飯開的人，的確，在你身邊。

鐵塔，靈魂，許冠傑望不見歡欣人面
La Tour Eiffel La Tour Eiffel
伍詠薇已失落於巴黎鐵塔下

作者的裝置作品《遊記》正於太古城中心店
Atelier MUJI展出

由『文化地圖』主辦的藝術交流活動－－『銳角: 珠三角新晉藝術家巡迴展2011』繼香
港、廣州的展覽之後，又來到了Atelier MUJI，無印良品海港城與太古城中心店。作品形
式多樣，包括銅版畫、數碼攝影、實驗短片、裝置藝術等等，展出期將至2月10日。趁
著農曆新年假期，去一睹藝術家們的「小故事 大創意」吧！

Atelier MUJI：一個屬於無印良品現在與未來的小空間, 希望透過不同作品的展出，為藝
術家和顧客製造一個溝通的平台，讓大家重新認識「人」、「物」和「生活」之間的關
係和意義。

小檔案

香港創意戲劇節2012 ― 減廢節能篇
為鼓勵中小及大專學生對環保生活進行探索，並以不同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意見，「香港浸會大學

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香港教師戲劇會」與「香港視藝文化教育協會」合辦第二屆《香港創意

戲劇節》，是次活動得到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資助。此活動由學生組隊，於

演出當日就「減廢節能」題目作即興短劇演出，期望教師同工多鼓勵學生參與是項激發學生創意

潛能、輕鬆有趣而且饒有意義的環保教育活動。詳情如下：

香港創意戲劇節2012―減廢節能篇

合辦機構： 資助：

日期

地點

組別

每隊人數

隊伍數目

題目

準備時間

演出時間上限 

可用材料

：4月21日(六)

：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 鄭翼之講堂LT3

：小學組、初中組、高中組及大專組

：不多於4人

：每校最多於每組別派出兩隊參加

：「減廢節能」，同學於準備時間之始方接獲題目

：15分鐘，其間各隊學生須於大會安排房間內自行準備，導師或老師須留在觀眾席

：小學組2分鐘、初中、高中及大專組3分鐘

：大會提供一桌兩椅，參與同學不得自行攜帶其他材料

大專程度，有助理統籌教育活動經驗(最少一年)，喜愛戲劇，有志推動環保

生活者為佳。須有良好溝通能力，書寫能力與組織能力。

各院校大專生，喜愛戲劇，有領導才能，有志推動環保生活者為佳，須有良

好溝通能力。拍攝經驗。須懂得使用程式 Panopto System，但香港浸會大學

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也將對有興趣拍攝學生提供有關訓練。

招 聘
項目助理統籌(全職)：

大專生助理(兼職)：

申請方法與截止報名日期
請於網站www.cultamap.com下載申請，郵寄至香

港視藝文化教育協會，地址為「九龍山東街38號

38廣場19樓1902室」，亦可以傳真3487 5251或

電郵E-mail: info@cultazine.com方法遞交報名表

格，於2012年1月25日(星期三) 6:00pm前遞交申

請表格。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查詢
Ms. Tracy Lee (Project Co-ordinator)

2625 3603、cultatracy@gmail.com

詳情請參閱報名表格內容，

或參閱大會網頁：www.cultamap.com

香港視藝文化教育協會

創意戲劇培訓工作坊
為使教師和同學對環保創意戲劇有進一步的認識，大會在2012年2月11和18日於香港浸會大學，為

中小學的師生和大專生舉辦多場培訓工作坊，由戲劇專業導師及環保教育工作者主領。出席工作坊

之教師和同學，將獲大會頒發「創意戲劇培訓工作坊出席證書」，並獲優先參與2012年4月21日的

《香港創意戲劇節2012 ― 減廢節能篇》。工作坊名額有限，每校最多2名老師及4名學生同一組別

參加，先到先得。

Creative Drama Festival

環 保 創 意 藝 術 教 育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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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The Art of Nonsense Jake Oliver Fishman

英國年青藝術家
www.jake-of.com

nonsense, verbal diarrhoea, 

meaningless fabricated shite, Talking
the beautiful act of stringing together a series of 

words with little to no grip on reality. Rather than 

merely recounting past mundane events in an 

attempt to create discussion as filler between 

things of genuine interest, why not delve into one's 

imagination in an attempt to fabricate events and 

occurrences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those around 

you and hopefully yourself.

The act of play is one of our most fundamental 

activities, enabling us to explore and enjoy 

ourselves, each other and the environment we 

inhabit. While we might typically associate play with 

physical activities, there is no reason we cannot 

become engaged in actively playing with our words 

or even simply our thoughts.

Creating fictional scenarios has a tendency to be 

most interesting and often at its most humorous 

when discussion starts from something real and 

emotionally involving, to only then delve into a 

world of misrepresentation and fantasy. My own 

mother recently explained that s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any more when being repeatedly asked 

by my Nana “What her grandson was up to these 

days”. Becoming ever more upset and inpatient with 

her mother’s loss of memory only resulted in 

distressing my Nana, and further aggravating the 

situation. Frustrated with having to repeat the same 

information time and again, my mum eventually gave 

in to embracing the situation. When my Nana next 

asked “What is Jake up to these days”, my mother 

casually replied “Oh, he's been getting quite into 

orange socks and has developed an avid passion for 

massaging his eyebrows with rice crackers”, to which 

Nana replied “Oh that's nice. Well do tell him I wish 

him the best of luck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im 

over Christmas”. 

While we inevitably need language as a way of 

communicating the practicalities of day to day 

activities and the genuine emotions we experience, I 

believe toying with surreal possibilities of emotion-

ally traumatic experiences can in fact aid us in seeing 

the humour in difficult experiences. While it is 

healthy to accept the sadness of a situation, process-

ing what has occurred through seeing the potential 

for laughter has the potential to help us process and 

come to terms with difficult issues.
 

In looking to embrace the joys of nonsense and find 

a way to share particular peculiar words and phrases 

with a wider audience, I have gone about producing 

a series of seemingly meaningless signs. These vary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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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
from anything such as “Inner Thigh Say Hi”, “28% 

Nipple” to that of “I Txt Myself”. Despite the signs 

having little to no apparent meaning, they look to 

evoke a degree of confusion and in turn questioning 

within the innocent passers-by.

As we go about our day to day lives, we are constantly 

bombarded with adverts and slogan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time brings us no joy and have little 

potential to improve our lives beyond trying to 

convince us to spend money on things we most really 

don’t really want or need. In an attempt to interrupt 

the growing amount of clutter that fills our streets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 signs are installed and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While many of these 

disappear, some of those installed with more perma-

nent fixtures such as chains and padlocks, still remain 

where they were first placed.

「盜」亦有「道」
國內雜誌《華夏地理》，近期向大眾提出這麼一

個問題：文物「回流」祖國，是好事嗎？文物

「外流」，是壞事嗎？

很多文物流到外國，成了博物館的珍寶；如果文物

仍留在中國呢？很多博物館都因欠缺修復，在各種

人為與天災的情況下受「蠶食」（你明我意思吧）。

每年「國寶」損失數以億計。「搶奪」反而成了保

育，「留守」反而成了破壞，西洋搶奪文物未必一

定無益於「文化保育」。考考你的批判思考呢，如

果香港是「被盜之寶」，你會怎樣想？

文化當年今日－－「畢」死的友情
晚年孤獨的畢加索與替他安裝防盜窗的工人蓋內克

是好朋友。畢斷斷續續的送了蓋內克多達271幅畫

作。畢加索逝世後，其畫作變成天價國寶。蓋內克

知道，只要拿出任何一幅畫，就可以徹底改變他極

窮困的生活，但他卻沒有這樣做。2010年12月，他

的一個舉動卻震驚了所有人，年逾古稀的蓋內克將

這價值一億多歐元的畫全部捐給了法國文物部門，

這只因畢氏對他說的一句話：「你才是我真正的朋

友！」多麼令你感動吧！

然而在搜尋故事的途中，又看到了這則後續故事，

被拉回現實世界。畢加索那些原因為爭產翻臉的子

女，因為這筆巨大財富又走在一起，以這些畫是偷

來之由將蓋內克告上了法庭，並說其捐贈亦只不過

是裁決之前相關機構先接管這批作品而已。當美好

人性涉及到金錢，是否都會變質呢？原是情誼，卻

反成傷害，你還相信「美好」嗎？

CULTa-Chat
《活化報》創刊號已經出版！！
活化廳首份油麻地街坊社區報---《活化報》已經出

版！！一份由藝術家辦的社區報,每月探討不同民生

議題，發掘社區得意二三事的小專欄，活化廳最新

動向，優惠印花字花等等等等…

the dream甜夢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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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飲食 小怪癖 
日本：蕎麥麵。據說，誰家麵條長，來年的運氣就好。而且，幸運的大小與麵條的長度成正比。

新加坡：撈起魚生。據說有很好的兆頭，象徵著「風生水起」。

西班牙：半夜吃葡萄。「新年到，吃葡萄，12粒，剛剛好」。

匈牙利：除夕夜不吃禽類。他們認為，吃雞、鴨、鴿等飛禽，來年的幸運便會飛走。（你有食火雞嗎？）

波蘭：吃青菜。據說，吃了青菜會事事順心如意（至少可以清腸胃吧）。

英國：有酒有肉，豐盛大餐。他們認為，如果沒有餘下的酒肉，來年便會貧窮。但他的鄰居法國呢？

法國：喝光餘酒。他們認為，新年時如果家中還有剩餘的酒，新一年裡交厄運。

義大利：吃蜂蜜湯團。據說，蜂蜜湯團取意「生活富有、圓滿、甜蜜」，過新年，誰吃得多，誰就幸福多。

奧地利：不許吃螃蟹。他們認為，螃蟹是橫行的，誰要是吃了它，就會給工作及家庭帶來不幸。

希臘：藏有銀幣的大蛋糕。他們認為，誰吃到帶有銀幣的那塊蛋糕，誰就成了新年最幸運的人。

運氣似乎對全世界的人也很重要。「命運！是否支配一生…？」甄妮唱。

人手為畫板的藝術
義大利人圭多．達尼埃萊(Guido Daniele)是個喜歡

嘗試新事物的藝術家，他曾經是個油畫家，經常在

白紙上畫素描，做過人體彩繪，現在他將藝術轉移

CULTa-Chat
佛山「影城」主題公園
港商冼國林斥巨資，欲將佛山西樵山影城改建成

「西樵山夢工場」主題公園，投資達14億。「西樵

山夢工場」最大特點是集影視拍攝基地、美國環球

影城、泰國休閒度假酒店三大優點於一身。

拍戲與遊客，素來是大陸影視城的運營模式，但因

為重建主題公園而被大眾所知的影視拍攝基地，也

頗為新鮮了。習慣了看被娛樂化的明星，為滿足觀

眾口味新奇古怪舉動層出不窮。原來，不止明星， 

影視拍攝基地也可為「觀眾？遊客？」而生。

到了手上。他可以利用人手作為底板，畫出各種各

樣讓人驚歎的動物圖案。

LET’s CULT
Exhibitions

即日—19/02
Mon-Sun
12:00-19:00
(closed on Tuesdays)

REality－梁美萍裝置藝術展
地點：牛房倉庫地下展廳

澳門美副將大馬路與罅些喇提督大馬路交界

http://oxwarehouse.blogspot.com

《鄉關何處》(Out of Place)是薩依德(Edward. W. 

Said)大半生流亡離鄉後在晚年寫的回憶錄，書中

追憶其長於斯的阿拉伯世界，漂泊無依和安頓的他

方(elsewhere)體悟滲入字裡行間。我閱讀

《鄉關何處》的多重體驗，相信也在閱讀我

的自身多重成長經驗。《鄉關何處》(Out of 

Place)也是有關「他方」在亞洲的提問，是

我一個探索了多年的計劃，現在抽出部份在

《重返現實》(REality)展場中為「地方」下

註腳。澳門，是個甚麼樣的「他方」？

15/02—23/04
Mon-Sat
(except Thursdays)
10:00-18:00

Sun/Public holidays
10:00-19:00

「2011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地點：尖沙嘴九龍公園與香港文物探知館，前者包

括於文物探知館露天茶座的「臺北館」、於雕塑廊

（又稱「功夫閣」）的「香港館」，以及於柏麗購

物大道旁的二號及三號天台的「深圳＼中國館」和

「忠泰建築文化藝術館」。

http : / /hkszbiennale .org/

「三相城市：時間．空間．人間」即：從城

市和建築都是時間、空間和人三者互動交織

的過程和結果這角度，來看世界不同的城市

及其建築物。

即日—04/02

回憶與構想 王禾璧

地點：刺點畫廊 (中環)

「回憶與構想」展出香港資深攝影藝術家王禾璧的

作品。王氏是香港極少數的女性攝影藝術家之一，

是次展覽將回顧她自80年代起所創作的精選作

品，拍攝題材以香港著名和歷史性的地標為主，包

括現已拆卸的荔園遊樂場及余氏大宅，還有

現存的香港大學本部大樓等。王氏的建築攝

影並非純粹是歷史的紀錄，它們更是她本人

在這些場所停留時其個人經歷的記敘，及對

其他造訪者留下的痕跡作出的描繪。

即日—06/02
Closed on Tuesday
(except Public Holidays)
Closed at 5pm on 22/01
Closed on 23/01, 24/01

開科取士——清代科舉展

地點：香港歷史博物館

科舉制度把教育與選士任官制度合而為一，具有自

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錄的特徵，

出身寒門的知識份子進入仕途，提供了一個公平競

爭的平台。是次展覽以清代科舉考試為主線，透過

約一百件（組）來自上海市嘉定博物館，以及從本

地徵集所得的相關文物，輔以互動教育環

節，介紹科舉考試制度的內容及沿革，剖析

科舉制度沒落原因、以及對中國社會文化的

影響，讓觀眾認識在中國推行長達一千三百

年的科舉制度，領會這制度所包含的文化內

涵。

2012香港藝術節 28/01－08/03

03/02－19/02
8:00pm

12/02、19/02
3:00pm

《野豬》

Drama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一個正值盛年的記者，面對事業與愛情、真相與妥

協的掙扎。他會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選擇權宜之計？

還是在荒誕的城市中踽踽獨行？這樣的人生，這樣

的城市，還有沒有野性的空間？《野豬》講

述一個失落的現代都市寓言，帶領觀眾走進

都市人的內心世界。

03/03—04/09

香港大會堂五十週年誌慶展覽

香港大會堂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所為市民而建的多元

化文娛中心。在過去的歲月裡，大會堂肩負起推廣

本地文化藝術、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和擴大市民社區

活動領域的責任，被公認為香港文化藝術殿堂。在

此大會堂五十週年，讓我們透過光影及實物

的展示，重溫大會堂段段星光燦爛的日子。

即日－29/01
大會堂正舉辦五十週年相片徵集活動，誠邀市民分

享相關寶貴相片，並有機會刊登於大會堂網頁或在

展覽中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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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CULT

22/02－25/02
8:00pm

《4.48 精神崩潰》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人類心靈最幽暗底層的痛苦呈現。

撕裂人心，挑戰底線的震撼演出。

凌晨四時四十八分，據說是人一天之中精神最錯亂、最容易自殺的時刻。

10/02－13/02
8:15pm

11/02-12/02
3:00pm

《愛之初體驗》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一個遊走在港、台之間的少女情書

29/02
7:30pm

02/03、03/03
7:30pm

《仲夏夜之夢》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莎士比亞亂點鴛鴦的喜劇《仲夏夜之夢》，以最色

彩斑爛、奇想天外的芭蕾舞呈現，現代時尚與嬉鬧

風趣交錯

Dance

29/01, 30/01,
03/02, 04/02
8:00pm  

29/01, 04/02,
05/02
3:00pm

《藝裳奇幻世界》

Performance

地點：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新西蘭年度最大型的藝術盛事《藝裳奇幻世界》首

次移師海外，一個超現實的藝術展覽搬上天橋，如

狂歡節巡遊走進夢幻佈景的綜藝秀。超過百件來自

世界各地，創意爆棚、巧奪天工的藝裳，由模特兒

及舞者精彩演繹。爭妍鬥麗的活動雕塑品，穿梭於

燈光、舞蹈和音樂構成的舞台幻境中。

27/01/2012 (Fri)
8:00pm—10:00pm

【文學對談】想像死亡之二
「倖存者」的反撲•死者與戀屍癖的齟齬

Books

上次我們的對談討論了「自殺」和「死亡」等文學

議題，亦在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中發現死之壯

麗與崇高。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對於「倖存者」 

來說，他人之死亡意味著甚麼呢？而自己僥倖不死

後如何面對死者呢？ 

然而，對於邱妙津的死，駱以軍卻以「倖存者」之

角度，寫就了《遣悲懷》。這次對談，盧勁馳與譚

以諾將會去問︰究竟駱以軍是深感創傷呢？還是 

表演創傷呢？而他如何以淫穢頹癈的美學來回應邱妙津死亡之崇高

與壯麗呢？另他又如何以男性異性戀者之姿，去覆寫《蒙馬特遺

書》那女同志鬱悶頹癈的自白敘事？他如何戰戰競競，千迴百轉，

避開所有政治不正確之指控，成就一次驚險的敘事倫理實踐呢？

駱以軍：《遣悲懷》

黃子平︰《倖存者的文學》

地點：序言書室

香港教師戲劇會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資助，與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

教學學系於2009-11年推行「創意教學策略教師培訓計劃」，參與各

階段培訓活動的學校達40間、教師逾百。目的是把創意教學策略引

入課堂，以提升課堂的學習效能，並學生的創意思維。在計劃中，

顧問與教師協作撰寫多個具創意策略的教案，並在課堂實踐，科目

《課室中的創意――創意教學策略理論與實踐》

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及人文學科。計劃成果將於

2012年1月中發佈，屆時將出版由課程與教學學系吳翠珊博士

主編的《課室中的創意――創意教學策略理論與實踐》，內中

包括了創意教學的理論，並由計劃顧問挑選的30個教案(全書

約3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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