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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y 曹疏影 Art Direction by Ching Siu Wai Photo by Roy Lee
Leather jacket by Sandro Shades by Ksubi

穿進立法會大樓走入長毛的辦公室，像進入另一個世界。房中
堆滿各類人文書籍，書上又摞書，牆上貼滿海報照片。他的背
後是曾被他用作助選口號的陳獨秀名言：行無愧怍心常坦，身
處艱難氣若虹。
「氣若虹」
，長毛說話就是這樣。你和他直接樸
素就好，因為他正是這樣。訪問的那天，他興致很好，沉思與
講話之間，思辨之轉換極為迅速。
若論「身處艱難」
，幼時的長毛已如此。
「我母親是農村的長
女，要犧牲自己幫補家庭，解放後來香港打工，走進商業和
工業社會中做傭人，又在貧病交加中嫁給沒有感情基礎的我
父親，我母親的一生完全反映出舊社會窮人女性的苦難，那種
苦難雖然不是血淋淋，但正是這樣才恐怖。」兒時的長毛，因
母親出外幫傭而寄宿親戚家，卻就此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他
1956 年出世，彼時國共三十年內戰結束才不過七年，
「中國革
命和反革命的後果在我的童年是有作用的。」他小學時已喜好
政治：
「以一般人來說，我算是早熟的。小學已受愛國主義、
共產黨的薰陶，偷看歷史書，秋瑾的故事等，覺得他們很偉
大。」那時，他和媽媽「溝通不是很多」
，但反令他「少了父母
。尋找
的影響，多了 adventurous，去尋找自己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在長毛看來，就是「人生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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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尋找自己的目標

會選哲古華拉，因為你要打游擊。哲古華拉是行動令人感

長毛的鬥志。哲古華拉的人格是他的火炬，
「像卡繆說，你

踏入青春期，60 年代世界青年進步思潮在 70 年代傳入香

動，著作則平平無奇。文如其人，讀他的日記會看到其實他

要我推大石上山，這是命定的，但你能決定我的心態嗎？文

港，影響了一代香港青年中的活躍份子，締造了人們後來

為人都頗沉悶，像耶穌會的人，很重實幹，多餘的都不講，

學經典和革命家想的是共通的。當人能面對內心的恐懼，為

所說的「火紅年代」
。那時，長毛與當時另類文化菁英中的

無謂的感情都不會表露，這一點和列寧差不多。這些經典人

了他的信念去做一個永不回頭的決定，這就叫命運。文學寫

數人保持了長久的友誼，也曾是彼時《七〇年代》雙週刊的

物真的沒什麼時間。哲古華拉未必是一個作家，他真正的

的悲劇精神就是這樣。性格決定命運，但性格不是一生出來

讀者，中文合法化運動的「遙遠的參與者」
，1971 年香港

教誨相當少，在古巴做官時寫過幾篇社會主義和人的書。他

就定了，是可以根據不同的社會實踐有所改變的。」

第一次保釣遊行隊伍裡的少年之一。那時許多理想青年掀起

很少講理論的創見，因為他不停在變，一個行動的人怎可能

「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思潮，長毛認為是時代的必然：

拘泥於教條？他也沒有野心，沒野心的人很少會寫很多理論

切多一塊雞

反對資本主義和殖民政府，和今天許多讀書的年輕人反對梁

來令自己上台階。他是覺得實幹最重要。老毛寫那麼多東西

一路這樣成長過來，就有了我們熟悉的那個以長髮及「哲古

振英和人大決議一樣，差別只是對大陸現狀的判斷相反。
「基

都是為了革命鬥爭，為了建設黨。反而托洛茨基就似一個文

華拉」衣服為招牌的長毛。有了那個被當政者標籤為麻煩的

本上所有左傾的人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如果大陸不是天堂而

人，馬克斯和托洛茨基相近；恩格斯就和列寧相近。」

滋事份子，有了那個對時政批判毫不留情、在示威或非示威

是地獄，那怎麼辦？這邊也是地獄，但那邊其實也是地獄而

「托洛茨基也不寫無謂事的。由嶄露頭角至死那天，他都是

場合都一馬當先為民間與弱勢群體發聲、而多次入獄的長

且是更糟糕的地獄，那怎麼辦？毛澤東不懂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寫作的人，但他不是一個理論家，很少寫一本完整的

毛。一年又一年，我們看著他在電視上罵高官，又在街頭遇

這情勢令很多青年脫離心向祖國的左傾，選擇了無政府主義

理論。
《不斷革命論》本身也是一個 outline，他不會似

著他拎大聲公，氣勢凌厲而樸素。
「我是基層人，無論坐不

或托派。而無政府主義在長毛眼中「是一個思想體系多於政

馬克思那樣很詳細去寫。反而有些關於宗教或猶太人的專題

坐在立法會裡，我都是基層來的，基層有的東西我都有⋯⋯

治流派，當然它曾在不同時期影響過不同的政治流派。無政

研究，因為遷移就散失了。托洛茨基基本上是一個論戰式的

我又不是一個覺得自己『好叻』
、
『好偉大』的人，莊子講

府主義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和存在主義一樣，它是一個信仰

人，要他講自己的事是不可以的，一定是要駁斥別人。他是

多過一個理論。」問起當時托派和無政府兩批青年的論爭，

在批評別人的過程中建立自己的。某程度上馬克思也如此，

許多年，長毛一直在基層生活裡摸爬滾打，做過搬運、印

長毛笑言：
「這些對當事人才有影響，對大局沒影響。」

其實馬克思很多立論是他覺得要駁斥別人他才立論，他不是

衫、搬屋、地盤各種散工，也做過翻譯和文字工作，
「夜晚

他自認先參加過當時毛派週邊的學生運動，是到 1971 年林

一個學者，要去建立什麼理論；而是要在思想運動論戰運動

返工便白天搞政治囉」
。有趣的是他做過曾是文化人藝術人

彪出事的時刻，開始失望。
「那幾年我看了很多書，什麼都

中建立自己，所以其實他真是一個辯證法者。他隨著和其他

「認識了不少朋友」
，又
集中地 CLUB 64 六四吧的酒保，

看，慢慢摸索，很多東西都是由那時開始累積。林彪事件令

思想、政治、論爭建立自己，所以他有生命力，這是為何馬

因對醉酒的鬼佬傲慢和輕浮看不慣因而對客人不夠好而被

我開始對毛澤東失望，林彪那時已是神的一部份，為何突然

克思和托洛茨基有生命力。列寧也有，但列寧比較悶，他很

炒。人說長毛愛喝酒，但他說「我去酒吧其實都是為了見

變魔鬼？後來毛的材料愈揭愈多，更知道他是最聰明但也最

實際，馬克思和托洛茨基和他不同。老實說，在一個先現的

朋友或音樂，我其實沒什麼時間去酒吧，夜裡都是回家睡

殘暴的帝皇。他依靠了最有力量的人，農民，這時很多革命

體系中去說明一些事，其實是不科學的，你不可以自己和自

主義，社會主義是應該有民主的。中國表面看似公平，但沒

覺。」一直在基層，令長毛擁有很多民眾粉絲，2012 年成

家沒有的，只有他看到農民的重要。」而 70 年代回鄉探親

己打架。」

理由在平等中又有不平等，而且普通人的權利完全不受保

為立法會選舉票王，他也沒有什麼意外：
「我常在街逛，我

的經歷也令他看到文革中國的真實慘狀。正是在這時，他發

理論與現實的漫長洗禮中，為何托派成為長毛一直的信仰？

障。1976 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當權者派人去鎮壓。這是沒

知道很多人討厭我，但很多人很支持我。很多人覺得，就算

現了哲古華拉和托洛茨基。

他堅定而簡單地說：
「因為它處理了我想的問題」
。那就是

可能的，難道那些人不是工人？一問這個問題，毛澤東和史

你是錯的，你搞了那麼多年，都是言行一致的。某程度上你

太林主義就無法回答了。」

都有 integrity。去茶餐廳夥計多切一塊雞，街上有人請

格瓦拉的行動主義令他欽佩：
「在香港，如果你搞政治，不

「為何大陸會有問題呢？就是因為大陸的一黨專政不是社會

「生有涯」沒錯的，唯有做得好一點。」

我喝酒，這些事都不少。」

大風吹熄的蠟燭

和社民連的青年副主席黃浩銘談長毛，他用「鐵漢柔情」四

70 年代，長毛加入托派組織「革馬盟」
（革命馬克思主義

個字。所謂「鐵漢」
，是他「好堅強，一日工作十幾個小

聯盟）
，
「經朋友介紹的，認同政綱就加入啦。」我問他為何

時，雨傘運動佔領時，他可以每次只睡 3、4 個小時又出去

不怕加入「組織」而引起的人性敗壞與傾軋？他大笑說：

現場。」而「柔情」
，則是說他的溫柔，
「他待人接物，對弱

「如果沒組織人類可以進步，人類一早進天堂啦。」
「沒組織

勢群體，都很溫柔。他對人很寬容，別人做錯事，他就給人

都會有人同人之間的關係啦，十個人坐這裡都有 office

機會去改。」而他又是「很謙卑的人」
，
「他常說愈是搞群眾

politics 啦，有組織不過是將公權力變作人與人之間的交

運動的人會愈謙卑，否則就白搞了。」

叉點。有組織固然會有有組織的所有弊病，但沒組織都會有
這些弊病，但就沒有有組織的好處。」
而革馬盟也經歷過組織的分裂，長毛 1981 年到 86 年在
革馬盟做全職，半薪，人工很低不夠生活，之後又做回了
工人。1989 年民主運動大潮到來，有感於革馬盟這麼小的
組織做不到事，於是解散，長毛和一些友人成立了四五行
動。談起 70 到 80 年代進步文藝思潮與藝術活動，長毛說
「接觸很少，雖然有些是私下的好朋友」
，而原因卻是哪裡有
時間，
「太少人太多事做，每天筋疲力盡，我們這麼小的一
個革命先鋒黨，只等於一隻蠟燭，大風一吹吹熄了它了，它
連火炬都不是。」
蠟燭的比喻，令談話出現了短暫的停頓，空白，我不敢說長
毛的表情意味著怎樣的情感，但風吹蠟燭——而那蠟燭是曾
經集許多同志朋友的心力與體力，共同點燃的一顆小小的理
想火焰。
時代仍然滾動如潮，巨輪下磨滅過許許多多事物，但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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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者才有資格談愛情
確實，曾聽不少朋友說過，長毛雖勇武，在許多方面卻是柔
情且多情。我於是向他問起愛情，而他談起「大愛」
。生活
也好，革命也好，
「大愛」是他所有情感的來源，而愛情，
不過其中一種。
「用羅莎．盧森堡的說法，愛情是有大愛的
人才有資格談的。」
「愛情是人生的假像，因為很多人的人生沒什麼趣味，所以
就誇大了愛情，可能愛情就是他人生很重要的部分。而如果
人生是革命，那愛情放在哪裡呢？或者人生以革命為職志，
那愛情隨著你的選擇已經和別人不一樣的了。哲古華拉是有
情婦的，大家都知道，但他的大愛已經令他的愛情沒什麼意
思。當你對革命的熱情下降的時候，愛情就會向上升，如果

無論我們的奮鬥多麼卑微

你正在革命，愛情包含了在你的革命熱情當中。所有的感情

雨傘運動以不停變化的姿態延續，長毛曾一直堅持在運動現

都是一樣的。」

場，他同那些本土勇武派的最大不同，大概是每次講話都先

他依然直接，
「常態靜態的生活裡才可能每星期找一天去陪

感謝內地支持雨傘運動而遭受迫害的人士。誰是狹隘誰是大

女朋友或 family day，也應該這樣。但變態社會裡，這

愛，在這裡可以看得很清楚。對於這場運動，長毛說自己

一定同你的人生目標（革命）或大愛有衝突的，詩人最知道

「得著很大」
：
「香港永遠都回不去了。共產黨已經沒法再解

這個了。人不是一個做好了的模式，你當我物化來處理，有

釋自身的合理性。人始終會累，社會會累，政權也會累，但

一個叫做『長毛』的人，你想訪問我，你才會這樣問，但人

政權是機器而我們不是。當國家機器因疲勞而會隨時垮台，

一定不是這樣的嘛。如果人是這樣，就不用找那一刻『永

我們以為如此但事實遠遠不是這樣。」

恆』了，不用書寫啦，其實我就是好希望找到「捉得住」那

他已經不太去想香港的未來這個話題了，
「我們今天在香

一刻，把它表達出來。」說到這裡，已經是所有的溫柔和坦

港講的問題，其實可能不是由我們香港人自己解決得了。」

率，都在他的笑意裡。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樣來看，如果中國可以以一個後

當然，各花入各眼，長毛多年來當然經歷過無數誤解和委

起國去解決資本主義問題，馬克思主義就可以收檔了。19

屈，來自陌生人也來自同道人，風風雨雨，比如有人質疑

世紀中葉開始，日德作為後進的資本主義國家遇到的都是

長毛為何你要加入資本主義的議會制度去革命？長毛只是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壓抑，他們底子那麼厚都解決不了這個

說他們政治歷史學常識很差，當革命者能利用選舉去組織工

問題而要打仗。現在仍是這樣，目前所謂帝國主義就只有美

人爭取支援，利用合法權力去擴大影響力何樂而不為。
「老

國，歐盟都不是，以我最粗淺的看法，如果中國作為一個後

實說，我自己也是令人誤解的原因。我也是人，做事是否

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越過日德去跟美國爭霸，那這個資本

100% 理性，100% 叫人理解呢？當然不是。但別人理不

主義世界一定崩潰。現在是全球化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對抗。

理解又重要嗎？我只是 SMALL POTATO，我為什麼不拘

因就是果，果就是因，前蘇聯倒台令全世界市場短期擴張，

泥於那個光環，就是因為看得多。我已經不太介意別人如何

網絡文化或高新科技引起的生產力問題得到解決，古巴都與

看我，不是我無恥，而是我覺得只要是出於自己信念的我就

美國握手，而中國是最後一個。中國這些年已全身病發，大

會做。」

量發行貨幣同時經濟增長放緩出現滯漲，一定要找其他國家
去受，如何找？美國 20 年前將這個問題轉移給我們，但現

「
『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儒家學說我很有保留，但
這句話不是錯的。現在我的心境都是這樣，盡量不違背自

在中國怎樣才搞得掂？」

己的原則做人，盡量講真話，做到就做，做不到就不做。」

由此看來，香港的命運似乎並非香港人自己能解決。但長毛

「有時見到別人罵我，我自己都有檢討。為什麼現在我不出

又反對我們因此而可以虛無，目前香港社會運動中出現的各

來去領導那些所謂的勇武派呢 ? 當然很多因素，現在我們這

種年輕人嘗試，他都認為是在搭建一個世界民主和抗爭歷史

樣的實力、心態、組織，不要說勇武抗爭，
『城市游擊』都

經驗與本土經驗積累的連接點，這對於香港是至關重要的，

做不到。在香港打城市游擊？首先有沒有一千人願意消失身

「如果雨傘運動有一個暫停，我們應該在這裡做工作，否則

份做地下居民，枕戈待旦隨時開打？沒有。那麼多次街頭衝

我們經常都在策略上沒有定位。」

突，過後連找一個政治代表代表自己都不敢。IRA（愛爾蘭

半世風雨，問長毛今時今日他心中的「自由」是怎樣，他

共和軍）尚有人出來開記者招待會，蒙不蒙面都好。」

說，最喜歡羅莎．盧森堡的一句話：
「那些想事情與別人不
同的人才會有自由」
。
「其實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講法，庸
俗的馬克思主義講對必然的認識就是自由，所謂由必然王
國飛躍到自由王國。」而羅莎．盧森堡之出類拔萃，在於她
以一己之身的強韌意志和膽識，
「一生都是人群中的少數」
。
因此她和哲古華拉一樣，一直都在長毛的內心給予力量。有
了這些力量，雖然我們正坐在一個權力機構的中心，一個權
力鬥爭縈繞而命運糾結的城市，但長毛說：
「我們在這裡生
活，我們去奮鬥，無論奮鬥的結果是多麼的卑微，我們都要
為自己而奮鬥。否則人生沒意思，不如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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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長處如何 你的價值也必如何
劉華拿過不知幾多百個獎，TOMMY 呢，獲獎超過 580
Text by 梓 Transcription by Wai Ki Lau Photo by Kei So (Portrait) & Tommy Li Design Workshop

項。獎項非一切，但後輩總羨慕這批 60 後嚐過黃金時代：
「80 年代的確是香港最繁盛的時期，當經濟和市場最活躍，
一定會帶動娛樂、流行文化的發展。而且設計這行走『明
星制』
，你一定要先打出名堂，別人才知你是誰。以前我
們所有走紅的人，都先做唱片的，能讓人看到誰做 ART

DIRECTION、誰做設計嘛，現在連這個揚名的平台都沒有
了。」唱片自危也是潮流所趨，時代變，就如 TOMMY 說：
「總有兩面睇。現在很多學院都有設計課程，讀設計的人多
了，工種選擇也多了。譬如有段日子，MICHAEL LAU 做
03

手辦模型，很多人一窩蜂跟著做，之後又靜下來。近十年

新聞日日告訴你，香港有病。你看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
，
寫實到呢。中國崛起，哪有行業能獨善其身？有人努力「理解
國情」
，有人思考自己還有什麼優勢。有病最好睇醫生，香港

CARRIE CHAU、CHOCOLATE RAIN、小克等名字。這
些人都是讀設計出身的。」
名堂打響已難，能否持續下去，更是關鍵：
「永遠是淘汰遊

設計界最出名的「品牌醫生」──品牌設計師 TOMMY LI（李

戲。市場好就秋風送爽，推著你走，但歸根究底，你要知道

永銓）說：
「九七後香港經濟從未如此動盪：98 年跌市，然後

自己的長處和優勢是什麼。」當年 TOMMY 在理工大學設

建華之亂八年，再到 03 年沙士，沒停過！新一代設計師面對

02

另一個大趨勢，是很多插圖師打造自己的 BRAND，出現

計系畢業後，因興趣多多曾四處闖，做過駐日本的雜誌記
者、電影美指等，80 年代中揀了最適合自己個性的設計行

的經濟風浪，比以前頻密很多，比我們那一代難出身。無論你

業，一做至今。過去四年 TOMMY 的巡迴展《對話視覺．

多有才華，都需要土壤的。」

李永銓與設計二十年》
，由香港、成都、蘇州、北京，現來

「因為要幫他們超越上一代，
他關心新一代有什麼頭暈身 ：

到尾站深圳的華．美術館舉行，正展出他廿多年來的設計作

設計業才有機會生存。如果我永遠覺得自己最叻，這行就玩

品。細看展品，TOMMY 頭十年做（非商業的）文化設計項
目、海報等，打後全力轉做消費品牌設計，轉型幾乎一刀

完了，像來來去去仍是梁朝偉、劉德華在拍戲囉。」合拍片睇

切。
「我花了很多時間反省何去何從的。」大師要摸清自己

到眼冤，設計也要北上？「不一定，但我建議要 GO ASIA。」

的路，也不易，有同行甚至覺得他放棄原則，跑去商界吸

慶幸他最拿手的品牌設計，仍是港人值得自豪的設計範疇：
「香
港在這方面，WE ARE STILL THE TOP OF 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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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金。其實設計範疇眾多，各人自有其位，在 TOMMY 的位

未來，要維持國際化優勢

置，設計已不只為興趣，而是一種專業和責任，希望將本地

你可以說，TOMMY 很有商業頭腦，但那不等於雙眼就

設計師的價值提高。

是 DOLLAR SIGN。一來，設計師有別於藝術家，而且創

「80 年代擁有設計師的一盞燈、一件衫，都是貴價貨，代表

意總需知識和視野的根基，從不是石頭爆出來的──你知

『設計』變得
中產身份，很優皮。但 2000 年後已不同了，

道 TOMMY 多愛讀歷史嗎？ 89 年天安門事件的震撼，已

DOWN-TO-EARTH，你去 H&M、MUJI 或 UNIQLO，都

令他開始從歷史政治，重新了解中國；當時人人怕香港回

買到設計師產品，現在我們可以藉著設計改善每一個人的生

歸，叫他移民，TOMMY 卻選擇留下，翌年成立自己的設

活。以前我在小眾的文化設計圈，可以做些好玩的事，卻沒

計公司。這些年，大家看到 TOMMY 用設計保護香港老品

影響過大眾；如果設計能影響到社會，那設計師在市場上便

牌，譬如重新打造「英記茶莊」
；滿記甜品的成功，也有賴

有價值了。」所謂「品牌設計」
，就是設計一套視覺系統，

品牌設計加入香港的懷舊風情。了解文化、歷史以至經濟

為品牌打造感覺和形象，在今日 VISUAL 爆炸的年代，純粹

格局，莫論哪個設計範疇，相信都是新一代設計師應緊記

，一
改個名換個 LOGO，已是過期藥方。去過「滿記甜品」

「香港的電影、小
的一課。對於今日的時勢，TOMMY 說：

定記得店舖餐具、室內設計、店員制服都是一片黃色，還有

說、音樂等很多創作界別，都隨著九七慢慢失守，我們不

一隻隻「水果怪獸」的圖案，那就是 TOMMY 的代表作之

想本地設計被中國邊緣化。中國的設計水平愈來愈高，他

一。看 TOMMY 的展覽，更發覺去年生銀行的新形象、

們在海報、出版上，某程度已超越香港。但至少，品牌設

惠康自家品牌 FIRST CHOICE 的新包裝、甚至港鐵的「安

計方面，我們依然優秀。」

全大使」公仔，都出自他手筆──的確令人驚歎，大眾早不

中國富起來，狂掃外國名牌，以至想打造自己的高檔品牌，

知不覺，天天接觸和享用這些設計。

他說情況就如 6、70 年代經濟起飛的日本，也像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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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尚未成熟的社會。
「中國剛剛開始有中產，他們不了解
這種東西，品牌設計還停留在 LOGO 的層次。香港從 80
年代至今，品牌打造已有歷史，暫時我們仍先勝兩局，不會
輸光，但大家真的要努力。」挾著優勢，北上是近水樓台：
「日本設計師還很羨慕香港，說我們一過關，就有更大的發
展空間。日本是個小島，他們做不到本地市場就沒有了，再
走遠些都掉落海啦！我們沒有地域限制，當然不是亂做，
要有選擇性。我覺得香港設計師除了在本地發展，也要 GO

ASIA，面向整個東南亞。7、80 年代香港是頗國際化的城
市，這是要維持的，廣州、深圳做不了亞洲 PROJECT，
香港仍有這個優勢。」
開拓市場，不是說工作量多就好，反而為「分散投資」
，那
才有機會挑選適合自己的客戶，發揮所長。
「新一代應怎樣
05

走呢？我的路不能套用於所有人，但這點非常肯定──只
做一個香港市場太脆弱了。要維持生計，你就會變得沒選
擇，好的醜的神經的工作都要接！現在大家都用盡關係和
價錢去搶客，沒有意思的。」相反市場多，收入不需孤注
一擲，設計師在各地也不用濫做。你以為 TOMMY 是大師
級，才能揀客嗎？他早在 90 年代自立門戶時，已堅持這原
則，起初錢賺不多，卻因找對工作項目才愈見成功：
「那時
大家都睇我幾時死！是很難的，真是咬著牙關，咬到出血才
做到。但要記著，即使你是周潤發，若不停拍爛片都會玩
完。」他特別寄語年輕人：
「一個有潛力的設計師，更加要
懂得保持自己的個性，要有原則，要懂得 SAY NO。」完成
《對話視覺．李永銓與設計二十年》巡迴展後，今年他還有

01-02. 500 個被八爪魚纏身的 TOMMY LI 公仔，是《對話視覺．李永銓與設

一系列大計：
「我會去紐約、東京、倫敦等地，與最頂尖且

計二十年》展覽（深圳站）的大型裝置：
「原來八爪魚一生的形態都不會重複，
我就以牠代表時代轉變。」
03. FIRST CHOICE（2008 年）的品牌設計。
04. 滿記甜品（2006 年）的品牌設計。
05. 展覽一角集合了 TOMMY 的 LOGO 設計。
06. 那些視覺相當有力的手掌，是 TOMMY「互動海報展」（1999 年）的設計。

清楚中國市場的品牌設計人進行對談，希望給整個設計行業
帶來新的思路。這跟我做巡迴展的初衷一樣，想影響更多設
計人，改變設計人的地位。」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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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y 張高翔

Photo by Kei So、受訪者（劇照）

當我們說電影是夢工場時，究竟夢的是什麼呢？向來愛美女如命的電影攝影師杜可風
，過去幾十年來做著的電影夢，無非是提著攝影機四處走，
（christopher doyle）
將各地女星如張曼玉、舒淇、周迅、鞏俐和章子怡等佳容拍進作品裡。本以為他會就這樣
一直拍下去，而且看遍絕美芳華後也再難被誰打動，豈料 2014 年香港爆發的一場雨傘運
動，忽爾震撼了他那顆善感的心，
「目睹年輕人為了守護家園及悍衛民主，毋懼強權走上街
頭發聲，那些滿載希望的臉孔實在很美，也令我感動得幾乎要掉眼淚。」
年輕人的勇氣讓杜可風自省，
「自己拍了這麼多年戲，好像不曾為下一代做過什麼。」雖
，去年也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拍攝青少
然他早在 2013 年已扶助新導演劉韻文拍攝《過界》
，但依然感到不足，
「如果我關心這個城市，理應將
年題材的《香港 2014 ——仝人教育》
創作能力發揮到盡，用錄像接觸更多新事理，求問新生代怎樣看待生活，香港人怎樣看待
香港。」故此六十有二的他決心在 2015 年再出發，與兩位青年創作人許志堅（Ken）及
孫明莉（Jenny）合力，透過未為香港商業及獨立影圈廣泛使用的國際非營利募資網站

KickstaRter，籌募約10 萬元開拍包含老中青及佔領元素的《香港三部曲》
，盡人事回應
社會現況之餘，也提醒電影工作者們 : 身處時代轉捩點，應該用影像藝術追求更遠大的夢。

拍電影，不應該只為了名利

72

在大多數人的眼中，杜可風作為香港及國際影壇中有地位的

這些提問就想說，所謂的風格不是我創作的，那都是香港原

攝影師，合作的伙伴盡是王家衛、陳凱歌、關錦鵬、賴聲

生的風貌啊。我和其他電影人不過像一面鏡子，將它提供的

川、張叔平等響噹噹的人物，就連威尼斯電影節及康城影展

元素集中及整理後，以影像反映出來吧，真正本事和厲害的

的大獎也拿過，套用一句廣東俗語來說就是「過海神仙上晒

可不是我們，而是這個可愛又多樣化的城市。」奈何不是人

岸」
，根本夠晒資格閒時接賺錢的大片，偶爾拍拍個人喜

人懂得珍惜這片樂土，近年大量電影人棄守香港，轉至北上

歡的紅星名人，輕輕鬆鬆地過日辰，無需陪黃毛小子們一

投資及拍製合拍片，轉攻內地 13 億人口消費市場的現象，

起傻。只是當事人並非如是想，出名言行直率的他不諱言：

就令杜可風既困惑又心痛，
「過去香港電影的精神，在於對

「以前參與好多商業製作，通常都是別人希望我去做，也有

本土事物的熱情和專注，可是如今近百份之八十的電影，已

很多東西要配合，過程中雖然能得到寶貴經驗，可是談不上

經將目標及基地轉移到大陸，我就很想問何以香港明明有豐

完全出於個人意願。好像很自我的，對不住年輕人。」

碩的文化，亦有不少人材及資源，大家卻不好好保護及善

杜可風如斯內疚，全因香港給予他的啟發太多，
「目前為止

用，反而要一股盲勁地跑到別人的地方，拍出很多不誠實又

拍了八十幾九十部電影，當中不少作品捕捉了香港的景觀，

不誠懇的影片，去討好他人或爭取利益。不是做合拍片或商

累積下來後人們慢慢覺得有什麼『風格』存在，也好奇問它

業片就是錯，只是總不能只靠攏資本吧？身為電影工作者是

們的由來及技巧。譬如大家想知《重慶森林》的中環何以色

不是該有點承擔，要學懂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也去維護更

澤豔麗？那道長電梯究竟有多好玩？諸如此類。每次我聽到

高的創作價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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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可愛的青春生命

能的，哪有投資者肯拍攝不回本的題材？但就算要沿用傳

的社會與家庭，需要有更完整的觀點，所以我們想透過不

由的創意空間，由我和 Jenny 到其他義工們，都能建立一

與其呆等別人的答案，行動派的杜可風寧願吃點苦頭，跳出

統的獨立製作模式去跟不同的機構集資，由寫 Proposal

同年齡的人及其話語展現生命的美好，也透過電影拓闊及

致的想法，加上溝通和合作更緊密，整件事明顯不一樣，大

Comfort Zone，親自聯繫不同有心人支援香港電影。

到 Pitching，也不是那麼容易及順利的，當我們 3 月完

美化社會，提高我們對生命的期待，像艾未未問我『為何

家既少了隔膜，向心力亦強很多，不用再花 90% 精力去應

像他在 2013 年就為施南生監製，新導演劉韻文執導的電

成電影節的放映後，一直有接觸電視台或紀錄片基金，發現

一定要「美」？』我說美是重要的，因為它是一種態度，一

付制度，真正可以專心回到製作，將最適合的人放到他的領

影《過界》擔任攝影指導，希望透過參與這部關於香港不

都不太 WORK，也試過到外地的電影節求助，同樣程序繁

種寬容，一種樂觀主義。做人不樂觀很慘，世界已有太多

域去做事，即使只收到一封利是仔，大家都不介意，像清場

同階層處於人生關口的作品為社會帶來力量，記得當時曾

複有點摸門釘，結果到暑假時速度開始放緩，未有更新的進

可以悲觀的理由。」杜可風笑說。

那幾天要不要拍？大家基本上不猶豫就行動，整個過程中的

在《蘋果日報》的某篇報道中，看過劉韻文對這位前輩的回

展。」Jenny 和 Ken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應：
「監製知道杜可風有意拍齣香港電影，叫我遞劇本跟他

不過世事如棋，萬料不到 2014 年 9 月突然爆發一場佔領

啟發，不分年齡

當 Ken 和 Jenny 分享感受時，杜可風默默的聽著笑著，

提議合作，自己起初都覺得異想天開，沒想到最後卻一拍即

行動，加上 9 月 28 日當天香港警方施放 87 枚催淚彈試圖

此外，他們又專程走訪佔領現場，由佔中藝術到佔中地圖到

並沒有像平日那樣多言及搞鬼，流露出一份慈祥與關懷，

合。好多人問我點解，係咪緣份、係咪好彩，我覺得佢冇可

驅散金鐘的和平佔領人士，竟逼出三人重整《香港三部曲》

青年人對話，實地聆聽各種心聲與想像，看看在具體的處

「看到所謂世代之爭，上一代認定後輩只可因循他們成功的

能接一個佢唔鍾意的劇本，尤其演員同攝影師，對住我一個

計劃的決心，
「當時我在香港，Chris 和 Ken 在外地，大

境中，這代人是如何被各種強勢弄得死去活來，
「當時好多

路徑走，下一代又不肯全盤接受，我覺得心很痛。自己也是

新人，不會無端端幫你，因為有機會影響到佢聲譽」
，從她

家沒有正式坐下來聊過，但那一刻有共識不能等錢到才做

人將我們工作中的照片放上網，甚至留言說『請把大家的夢

個老頭啊，很多事情很固執，偶爾年輕人罵了我，我也會退

的感恩反應中，足見杜可風這個「舉手之勞」
，確實無意中

事，既然時代給我們這麼大的提示，就必須要和大家站出來

想和希望拍下來』
，讓我們感動到癲了！以前常以為香港年

但不會去爭論，因為知自己也不是全對的，一般人到了某年

推了後來者一把。

為香港做點事。」聽到 Jenny 的話，杜可風少有地嚴肅起

輕人沒有夢，原來他們只是未找到一個可靠的群體吧。看

紀，以為一切有答案了，其實不然。有時候我反而期待多聽

完成《過界》後，緊接在 2014 年，杜可風又應第 38 屆香

來，
「這一場佔領行動於我而言是必須的。過去大家可能過

到大家都願意去改變，為生活做一點抗衡，真的很開心。」

人年輕人的話，一起去做點瘋狂的事情，像《香港三部曲》

港國際電影節的邀請，在「美好 2014 大師微電影」的創

得無風無浪，以為生活就是如此舒服，實際上世界無時無刻

Jenny 激動地說。曾搞過獨立電影組織「映像先驗」
，也

的創作方式會否成功？我不知道，也不介意。因為我至少肯

作單元中，製作一部名為《香港 2014 —— 仝人教育》的

都發生政府漠視人民的事情，各地的年輕人也承受很大壓

「過去大家只把經
努力深思工業與獨立之別的 Ken 補充，

定這種風格，是與眾不同的，也是自由的，總會有其特點。

短片。這次創作他沒有沿用過去的鐵三角組合王家衛及張

力，在等待一個發聲的機會，這次不過是輪到香港吧。當政

濟的價值無限放大，想說服年輕人去認命放下尊嚴，接受各

而且，最重要是我想看到年輕人安靜而踏實地生活，不要輕

叔平，反而找來相識多年由紐約回港的女孩 Jenny，以及

府對每個界別的人都那麼無情，我覺得如果再不發聲，只會

種不合理不公義的安排，有意見就被當成搞事者，行業沒有

易被錢控制，也不必去害怕誰，透過與他們的相處，我已經

跟隨其工作近十載的青年 Ken，另組他口中「老人與青年」

被逐點消滅。尤其做電影和創作的人，見到這些年來政府如

好好對待每個人，只當大家是棋盤裡的一粒棋，不會理會你

得到了這份平靜，也起碼和香港人在時代分水嶺上，共同確

的新組合，並且放棄從前最愛拍攝的美女們，將焦點回歸到

何冷待創意工業，還有過程中造成的問題，應該醒悟那不只

的感受和要求。但在《香港三部曲》CHRIS 沒有延續陋習，

立了一道重要紀念碑。」

香港青少年身上，以紀實的訪談及平實的鏡頭，記錄幾個平

是政治，也是關乎整個歷史、生活及經濟，甚至是身份認同

他既令我們做到平日工業上的專業要求，同時也給予各人自

凡但具代表性的香港青少年，像害怕補習的少年、掛念爸媽

的基本事情。面對這種憤怒，各人應該用各自的方法，像有

的孩子、敬畏神明也對生命疑惑的女童、以及年輕女教師與

人做餐廳，有人做設計，而我們就用電影，去將一切理性的

其做音樂的男友，透過他們率真的獨白及對話，觀察新一代

意見吶喊出來，因為再不做，就會後悔了。」

開心與尊重過去少有。」

對自身的困頓及期許，思考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杜可風不拍美女，是不是弄錯主題了？哈哈，剛開始時也

試以 Kickstarter 圓夢

這樣想，不過現在我喜歡這個新嘗試，用小孩對未來的想法

他們開始參考外地的案例，嘗試聯絡專門幫助那些表面上

做出發點，把我的創作帶到新鮮的境界中。他們那種天真和

不值得投資的募資專案，比如桌遊或藝術企劃等等的國

堅定好重要，我不一定要同意他們的想法，但起碼他們願意

際創業集資網 Kickstarter 負責人，看看能否解決資

講，也願意去肯定自己的生活，讓我從坦率的溝通方式中，

金上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由 2015 年 1 月開始，透過

明白誠實是做人的關鍵，而放回香港電影的現況去看，一部

Kickstarter 向全球人士進行集資，將得來的所有收

電影不管是周星馳或《MATRIX》或浪漫的，它都需要有種

益用作日後拍攝時的基本物流、租貸、美術及臨時演員開

誠實存在，即是說如果你是娛樂片，就做好一部娛樂片的本

資上，另外，聯絡香港國際電影節或外地影展放映外，也

份，不要假裝成是一部文藝片。這班小朋友教會我誠懇面對

會考慮讓部份捐款達到某個數字的用戶，在網上觀看，提

社會，有種踏實和真心的互動。作品出來是紀錄片還是劇情

高參與度。以我們所知暫時未有香港電影試用過此方法，

片？我沒法定義，但一定是『香港電影』
。」調皮的杜可風

亦了解香港人對這個外國平台認識不算深入，可能需要時

嘻哈大笑。

間消化有關資訊，不過這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KEN 解
釋。現時集資活動要 1 月才開始，成效尚待驗證，不過在

關關難過？關關過！

外地有不少成功案例，像台灣影像團隊 Muris 在 2012

在旁的 Jenny 聽罷認真續說，
「對 Chris 和我們來說，這

年 成 功 於 Kickstarter 上 募 資 開 拍 電 影《Design &

確是很珍貴的經驗。起初大家沒有好固定的身份，只在有限

Thinking》
，又在 2013 年再募資完成《Maker》
，美國

的人力資源之下，分工合作完成談問、監製及拍攝等部份，

電視影集《Veronica Mars》也曾經募資超過 570 萬

所以能順利完成整部影片很難得。而且我以前在外國有做過

美元資金，以超過 9 萬人贊助，成為歐美一部未上映就已

社工，留意到香港的小朋友比起外國的小朋友，沒有那麼多

經有合理營收的電影，這種嶄新的手法也算是為本地電影的

誇張的夢想之餘，甚至會說『長大後只想過平淡生活』
，可

發展，帶來一個小小的衝擊。

以知道這裡教育出了很大的問題，好多家長和老師原來只會

無論最後集資情況如何，三人已正式開始訪問及拍製的工序

FEED SOUND BITE 給他們，沒有教他們『可以夢想』
，

了。以《香港 2014 ——仝人教育》的理念為基礎，在《香

讓我傷心得哭了。」故此完成《香港 2014 —— 仝人教育》

，
港三部曲》中他們以「開門見山」
（PRESCHOOLED）

後，三人組的電影熱情被燃起，想要將這部影片的概念延續

「愚公移山」
（P R EO C C U P IE D ）及「 後 悔 莫 及 」

下去，構思籌備資金開拍長片《香港三部曲》
，繼續探討社

（PREPOSTEROUS）的點子，跟老中青接近 300 多人進

會的現況及問題。
「問題是這類型的作品，不是紀錄也不是

行詳細的訪談，並開始整理有關的片段及細節，嘗試以一

劇情，種類那麼特殊，若想以傳統工業模式製作，斷乎不可

部作品及三種層次，反映現時所見的香港現況，
「一個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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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y 黎家怡 Photo by Kei So

西諺有說「you are what you eat」
，食物除
了裹腹之外，尚有很多發揮創意、想像文化的空間。
以醃製、風乾或生曬等方式，拉長食品的保存期，
變化出泡菜、火腿、海味等特色食材。蒸炒煮炸炆燉
焗，各種烹調方式呈現豐富多元的口感。無論社會環
境氣氛如何，餐桌總是人類與自然共舞的台板，人類
和食物的關係從來就如此親密互動。畢業於加拿大藍
帶廚藝學院，曾在五星級酒店餐廳工作的 Peggy，

27 歲 時 創 立 Grassroots Pantry 餐 廳， 一
直推動有機素食至今，她形容現在關係變得疏離，
「中間有好多誤會，從食物生產、來源到烹調方式等
等。」在發生問題之前，她認為我們應該盡快探討關
於食物的議題，主動修復人與自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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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變成常態
大學時研究食物科學的 Peggy 指，生產肉類食物時，製
造大量溫室氣體，對生態環境帶來負面的影響。
「飼養動物
時釋出的甲烷、一氧化碳等等，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加速
全球暖化。」她解釋，今年 9 月英國劍橋大學和亞伯汀大學
的研究報告更預測，未來因著食物生產而製造的溫室氣體，
將佔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八成，由是證明我們日常飲食對
環境的傷害，所以食物的選擇至為重要。
肉食以外，Peggy 亦提到基因改造的議題。自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食物科技的規管不足，人們缺乏對食物生產和來
源的意識。
「基因改造食物只求快，就像殺蟲劑是從人到食
物的毒氣應用，這都是二戰的後遺。」她認為過去 70 年，
大家不再重視食物的天然性，改造食物漸成常態，為自然平
衡、人類健康埋下隱患。

我們唯一可以為生態做的事
「食物是一個生命」
，Peggy 描述從一顆種子開始，植物成
長到收成，枯死之後又滋潤泥土，魅力源自傳承。
「茹素，
是我們唯一可以與自然修補關係的方式。」降低對肉類的需
求，從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改善全球暖化的問題。她認
為綠色飲食不但是本地，也將會是全球性的趨勢。20 年前，
香港有人提倡有機食物運動。經過媒體報道之後，食物議題
得以公開討論，甚至延伸至道德層次的交流。牧場環境、抗
生素的使用、植物生長的情況等等，在鎂光燈下放大，漸漸
取得大眾的關注。
近年，開始意識到「生活不能再這樣下去」的港人漸多，
甚至身體力行進行綠色革命。天台農場、有機市集，以至
復耕計劃，個人自發在不同位置作出改變。Peggy 也預視
未來以有機素食為主題的餐廳將會愈開愈多，
「但始終成本
比較高，未必人人能夠堅持做足。」甜品不用白糖，以椰子
糖、蜂蜜或其他天然糖份取代；食物不會用超過 105°C 烹
調，小節上的執著是保留食物的營養，但並非每家食肆都執
行到底。

有機素食高檔化

量變之後，需要質變

「誰會開一家餐廳，計劃要天長地久的？」Peggy 亦留意

經營素食餐廳兩年多，Peggy 認為 Green Monday 之

香港飲食行業的文化，有機、素食等新鮮的意念，很容易套

類的倡議運動，有助提升人們對食物議題的關注。香港人喜

用在營銷策略之上，但她強調：
「如果做飲食的人，轉而追

歡排隊，相信愈多人排就愈好吃，潮流過後如何繼續深化，

求市場價值，事情就會變質。」香港人太忙著去賺錢，政府

比開初打入市場更難。有機素食的概念引入一段時間之後，

的資助不多，令關懷食物的運動比較難走下去。

她也承認發展速度開始減慢，
「餐廳是開多了，但品質未有

難走，但 Peggy 仍然看到出路。採用本地食材已非新事，

整體提升。」

她估計高檔市場將會捕捉這股潮流，大公司和連鎖店都開始

沒有食物，人類無法生存。吃喝三餐，是生活的基本，也是

考慮嘗試 fine dining 與素食的 crossover，甚至重

我們不能避免的選擇。微不足道的 coffee or tea，可

金禮聘一些外國 raw food 專家來港。另一方面，她也

能對自然生態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譽為美食天堂的香港，

見證著年輕一代懂得選擇的人愈來愈多。
「課堂有教企業責

飲食選擇之多令人驚艷。有得揀還是無得揀，往往不在於外

任和可持續性，即使要多付一點錢，他們都願意省錢來吃有

在的客觀條件，而是個人本身有沒有發現選擇的重要性。一

Peggy 眼中，時間和金錢，一切都有順序。
質素的食物。」

杯茶、一碗飯，看起來似是日常小事，卻是我們修復與自然

「上班還是吃飯？買衣服還是吃好東西？這些都是選擇。」

關係的微革命之始。香港天文台 2008 年的預測報告指，最

她希望人們對食物多一點重視和尊重，而這份意識跨越收入

快 2020 年香港不再有冬天，全球暖化引起的問題迫在眉

和階層。

睫。減少肉食，減少攝取脂肪，對個人健康也是有利無害。
人一生不斷取之自然，死後又回歸塵土。保護生態，其實也
是愛惜自己之道。正如 Peggy 依然樂觀積極，相信以餐
飲充當橋樑，飲食選擇雖小：
「改變世界，從自己開始。」

78

79

EDUCATION / cover STORY

EDUCATION / cover STORY

Text by 蔡倩怡 Photo by Noel Jones & Kei So

2014 年 9 月 22 日，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擠滿罷課學生。翌

電視上時有報道，中小學派位，子女進了名校，家長揚言比

日，添馬公園舉行公民講堂，草地上坐滿莘莘學子，大家高舉

結婚更開心。狹窄的教育制度扭曲了大眾對教育的觀念，抹

「罷課不罷學」的旗幟，走出課室，思考民主與社會。

殺不少可能性。家長與學生的選擇大多是職業導向的課程，
但更多深化內在的教育卻無能為力，例如學生的溝通與想像

「罷課不罷學」
，關鍵在於「學」
，怎樣才算是「學習」？我們

能力，甚至是生活的體驗。是故近年出現不少另類教育，透

不斷指出本地教育的問題：教學語言的選擇、評核機制的方式

過文化藝術，或與自然的接觸，補足學生貧乏的經驗。體制

等；但龐大的體系猶如一頭僵化的獸，我們無從擊破，只能從
隙縫裡，孕育草苗，種出未來。例如一直在教學制度中覓求突

內外，如何讓更多的知識土壤，耕植生命之樹，栽出一個圓
滿的社會？

破的兆基創意書院，亦有在制度以外實踐生命教育的生活書

體制內外的抵抗

院。還有繁多的讀書會與民間學院，試圖在固有模式以外，嘗

本地資深教育工作者馮美華（May Fung）
，年輕時候受益
於民間團體如「火鳥電影會」
，學習電影藝術，故深明藝術

試將知識的傳播穿越制度的巨牆。

教育的重要性。她觀察到現有制度的問題，是故參與創建兆

香港教育的未來，正在靜靜地革新，形塑著這一代的香港人。

基創意書院（下略稱為兆基）
，希望在中學階段帶給學生更
多不同形式學習的可能性。兆基成立於 2006 年，以創意專
業導向課程作校本評核，重視不同藝術範疇的教育，例如電
影藝術、空間與戲劇等，成為體制內外的調解與融和，更是
香港另類教育的顯例。
除了像兆基這種明顯地於固有體制內大膽嘗試的另類學校
外，亦有不少團體努力在框架內外尋求空隙。例如曾任兆基
，去年離職創辦了生
助理校長的教育工作者嚴惠英（Eno）
活書院。生活書院雖不是正規學校，但定期舉辦不同活動與
課程，利用文化藝術與永續自然，推行生命教育。去年 12
月下旬，生活書院剛在油街實現舉辦了讀書會，參加者在完
結後仍未離去，與導師繼續熱烈討論；當日讀書會之外，生
活書院亦與不同團體於此地協辦「生活現場」展覽，與社區
連結，更有滿室衣車的製衣工坊，讓大眾將舊衣物重新縫
紉。Eno 更透露，生活書院在同一天，亦在學校裡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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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民間的知識傳播
不同的教育方式在不斷發酵，而近日的社會運動亦成了一道
助力，讓許多介入社會的教育模式出現。例如長期在旺角佔
領區的「小麗民主教室」及何式凝與陳景輝等合辦的「未來
民主大學」
，教授正規體制內接觸不到的知識。而由「本土
研究社」及「實現會社」創辦的「民間學院」亦於近日成立，
初期舉辦的課程分別是「邁向本土農業世紀」及「法治作為
政治」
，鮮明地以知識碰撞社會，實踐知識自主。創辦人之
一李達寧提到：
「
『民間學院』從佔領運動前已開始籌備，我
們希望能擺脫主流的教學體制，以一種民間體制來推行知識
普及。讓知識在民間建立，同時推向民間，成為完整的知識
生產過程，思考民間、知識及社會的關係。這種民間辦學的
模式將會是未來的趨勢。」
每一場運動也是一個社會改革的缺口。運動結束，我們
仍需深思與深耕廣場外的教育，在巨牆的裂縫中種下未
來的果實。
03

04
01-02: 生活書院位於大埔錦山的校舍。原址前身是佛教大光中學，現已翻新作
舉辦活動之用。
03: 本地資深教育工作者馮美華（May Fung）於其籌辦的藝鵠（ACO）。
04: 生活書院創辦人嚴惠英（Eno）身處生活書院的活動課室。
05: 生活書院與本地家長自發組成的教學團體「綠腳丫」合作，在校舍內舉辦
親子「砌積木」活動。
06: 生活書院雖並非正規學校，但仍有豐富設備，以供義工與活動的參加者使用。

團體一起舉辦了「自家祭墟市」
，售賣不同類型的手作。忙

年齡，例如俞若玫（Cally）策劃的「銀髮計劃」
，讓老人

個不停的生活書院，正正實踐了體制外教育的活力與可能

家參與藝術創作。而 May Fung 亦透過藝鵠這類文化空間

性。

舉行更多讓大眾能參與的藝術課程，如「野花亂舞」此類跨

「體制內的教學需要符合某些系統的要求，以致可以評核，
讓系統有效運作，而且成為社會篩選的工具。但體制外已

05

媒介學習（舞蹈、文學及錄像等）
，讓體制外的藝術教育從
廟堂回到人間，達到大眾對藝術的啟蒙。

沒有了這種評核，而且當這種社會篩選的過程和要求消失
了，那教學的闊度可以說是無限的。」由於體制外的教育自

經驗的實踐

由度更大，故有不少家長自組教學團體，抵抗已然僵化的教

除了學制的分野，本地教育的另一趨勢是由課本上的知

育體制。例如由家長組成的「綠腳丫」教學組織，便策劃

「其實體驗式或探索式的
識，轉向經驗的實踐。Eno 提到，

「爸爸學堂」
、
「媽媽學堂」等親子讀書會作教育方式。Eno

教育已不是新鮮，不論香港與外國都已經講了很多年，但由

續稱：
「其實大家對體制內的教育已經愈來愈不滿，所以未

於我們的評核方式仍是以寫作為主，是故便限制了教學進行

來會出現更多另類教育團體，及不同自發性的教育方式。好

的方式。但現在已經是網絡泛濫的年代，我們更需要學習的

像『自然學校』一直多年在體制外努力掙扎。而現在亦有不

是生活上的體驗，具體的人際溝通，學習如何關懷和觀察身

少組織在努力進行中，例如華德福，是由一班有心的老師和

邊的事物。當經濟模式也變得 individualized 的時候，

家長組成幼稚園，自發性質地辦校。他們都在努力嘗試，希

這種體驗式或探索式的教育必定是重要的趨勢。而且這種體

望讓學生不用進入體制內學習。而 Home -schooling

驗式教育能夠將不同知識融合於經驗當中。」她指出不論外

政府亦變得『隻眼開隻眼閉』
。由此可見，很多體制外的

國或鄰近地區也正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例如台灣便有一所教

教育模式，以往也會受到法律規管，但現在政府亦容許它

授廚藝的學校，將不同學科融合於其中：從食譜中學習中英

們存在。」

文，在買材料中學習數學。

普及教育之外，Eno 提到藝術教育亦由正規教育走向自發

這種體驗式或探索式的教育，更可見於很多另類教育中對

性的另類教育。
「在香港，我們學習演藝或表演藝術，只有

自然的重視與關懷，例如體制內外的教學也漸次主張學生

演藝學院這間正規學校的選擇，但其實裡面的教育亦有很

落田耕作，不少學校如生活書院的校舍內亦有農田。May

多毛病，很單一。所以好像鄧樹榮便自組課程，以他自己

Fung 曾經策劃「香港河流再想像」的活動，以錄像、舞

的方法培訓一些表演者。」同樣多年從事藝術教育的 May

蹈等藝術，同時讓年輕人親身接觸河流，以身體力行的實

Fung，在 2012 年離開兆基後繼續積極策劃不同形式的教

踐方式在大自然中學習：
「我希望透過一些 art project

育。她留意到香港的藝術教育漠視本地低下階層的學生。她

讓更多年輕人知道河流是什麼狀態，應該怎麼對待大自

希望未來能在體制外的教育上，多一點將藝術帶給低下階層

然。其實我過去更舉辦過其他有關大自然的學習計劃，有

的兒童。
「我也在想不同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找一個喜歡小

試過是農村的，亦有試過是海島，讓年輕人重新感受大自

朋友的藝術家，我給予他一些資助和一年時間，讓他帶著幾

然。尤其是年輕人已經不覺得 Nature 是他們的一部份。

個小朋友，充當他們的 mentor，嘗試參與不同的藝術形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些計劃讓他們重回郊外，re-educate

式，例如跳舞、戲劇等，讓他們能享受藝術的快樂。」

他們對自然的珍惜。」
06

May Fung 認為未來的藝術教育更需要擴展至不同階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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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y 蔡倩怡

Photo by Noel Jones、謝至德、Vik Lai

2014 年11月初，周思中與李俊妮（Jenny）在元朗的菜園新村舉行結婚派對，參加的人除了他倆的好友，
還有菜園村的居民。那天，白天剛下過大雨，眾人腳下是滿地泥濘中搭起的木板。
但這是一個最適當的譬喻：因為他們的愛情就是從土地中成長出來的。
五年前，80 後的他們一起參與保衛菜園村運動，並且在抗爭之後，成立生活館，在過程中相知相戀。
他們說：
「菜園村造就了我們」
。 二人師承農夫袁易天，汲汲於耕種，實踐自主的小農模式。他們的連繫，在
每一株根苗的生命之間孕育長成，一同重建，一同留守，並能照見一個城市恢宏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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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在香港歷史悠長，曾經是香港最重要的產業之一，迄至

售、運輸與流通等亦需要考量。除了集約式的「蔬菜統營

七十年代仍是本地食材的主要來源。不過，香港的食物政

署」
，香港亦逐漸出現因應小農模式的配套。Jenny 分享

策與經濟結構逐漸轉變，至今主要倚賴國內及外地入口食

道：
「例如有一個朋友在科學園辦了一個『媽媽市集』
，有

物，加上土地政策惠及商業與房屋的發展，本地農業遂愈趨

一班很關注食物安全問題的媽媽，他們自己設立一些網絡

凋零。自從反高鐵運動、新界東北發展等社會議題，本地農

去找尋一些本地的小農與食物來源。另外我也認識有人試

業又重新受到大眾關注。城鄉強弱懸殊，城市發展真的是唯

圖想做中間人，他有一輛車，試試可否幫忙把小農的產物

一硬道理？鄉郊農地只能為發展讓步？種種詰問敲響年輕人

運給餐廳或食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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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呼喊，更多人身體力行，透過農業耕作在侷限中覓求生活

文化觀念的轉變

的自主性。在周思中與 Jenny 身上我們看到實踐自主生活
的可能性，也能更加認識本地農耕的未來趨勢。

城市生活切割我們與食物的連結，農業正是其中的樞紐，

訪問前夕，新界東北的發展議案開始在城規會上審批。片

將我們帶回與食物親密的連帶之中。但為什麼我們總會忽

片鄉田，峰煙四起，且戰且行，我不禁想：本地農業真的

略農業？周思中認為這與我們城市的整體意識形態、制度

有未來嗎？

體系有關。
「我們真的需要在文化上確立農業對一個地方的
意義。我們常常說『本土』
，但這個『本土』卻沒有天氣、

小農耕作模式

泥土、水源、太陽、風向。現在的人 DEFINE 自己是什麼

事實上，本地農業一直深埋著權力的操控，從本地食材到

人，必定和他小時候住在什麼地方、小時候的飲食習慣、

進口食物，其中的地緣政治翻滾田土，連帶土地政策亦能

專門出產什麼東西有關。其實農業和地方的文明平行地發

從農業中微微探知。周思中說：
「我覺得我們需要重新去

展，這就是 DEFINE 那地方的人的身份。」

想，究竟農業和什麼相關呢？農業和整個香港的人口、土

然而，我們已經開始目睹改變。大眾對農業加強了關注，

地規劃是否相關呢？這正是政府最需要重新去想的事情。

周思中亦認為，文化觀念的轉變是本地農業的必然趨勢之

過去幾十年，我們先想香港要居住幾十萬人、一百萬人，

一，因為大家已了解到香港無法再以過往的方式走下去。

香港要變成一個以服務業，甚至以賣地和旅遊為生的地

是故，我們看到不少教育團體針對農業的學習，如生活書

方，訂好了所有相關的政策和基建，之後我們才想農業是

院；亦有更多的導賞團與市集出現，扭轉大家對農業固有的

否還要繼續呢？農業是否應該轉型為休閒農場呢？休閒農

破舊想像，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馬寶寶。周思中與 Jenny 打

場的重點是農田並非用來生產的，而是讓人休閒。因為他

理的生活館亦與不少辦學團體或大學合作，邀請學生到此嘗

們在城市已經吃飽了，所以要去新界消閒。因此香港才會

試耕作。周思中透露，一年裡有約過千的學生長期或短期地

成為百份百的 FOOD DEPENDENT。我們從來沒有說要香

到生活館學習和體驗。生活館最近更舉辦「有種電影節」
，

港百份百禁止食物入口，只是香港終究有很大片的農地，

一方面能聚合更多關注本地農業的人，另一方面亦試圖拔除

而且是非常優良的，如果這些農地全部放出來讓人耕種的

根植於文化概念上對農業的歧視或漠視。
「我們可以做及應

話，可以供應香港一個合理百份比的食物。」

該做的，就是在很有限的規模底下把這些概念傳播出去。更

香港常言「尺土寸金」
，大幅田地，被視作本地發展的重要

直接的就是讓他們用你種的食物代替原本他們從其他渠道得

財產，農業耕作只能讓步。周思中預視，香港農業的未來

到的，這樣轉變的潛力和效果很大。當你知道種植給你吃的

轉向將會是小農耕作模式。一方面是條件限制，另一方面

人是誰，用的是什麼方法，在什麼地方，你馬上會擴大了食

是與能源、垃圾的有機融合，亦是農業與社會、環境接軌

物對一個人的意義。我們對食物的看法都很狹窄，太過薄弱

「現在無論是外國還是香港的朋
的趨勢。Jenny 回應道：

和蒼白，只有新鮮與否、好不好吃、有沒有試過、品味的象

友，看見我們的農場基本上是用人手操作，就會笑說我們

徵等等。所以教育的作用就是這樣，在我們這裡進進出出的

簡直是新石器時代。我們農場唯一需要燃燒石油的是打草

人也好，起碼在正規的課程以外，愈來愈多老師接觸過這些

機。如果我們的農場一超過某個 SCALE，我們就可能需

資訊以後，便會在有限的情況下，帶學生來我們這裡經歷和

要用機器了。所以我們現在的運作模式，就是要配合我們

體驗。」

需要有多少人去照顧一片一萬四千呎的農地。我們不倚賴

因此，近年明顯增加了年輕農民的數目，訪問期間亦見生

燃油，所以慢慢會傾向究竟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小型農場，

活館有不少年輕人幫忙。人多了，土地卻依舊減少。周思

一年是在 SERVE 多少個家庭，多少個人。而我們放在這

中坦言，農夫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應該是政府，例

個農場的肥料，例如豆渣、魚肥都是人們丟棄的東西，所

如建設農業的基建，在政策的考量上別放農業於末端。不

謂你會丟到堆填區的東西。我們吸納了多少這些所謂的垃

過，在發展的巨輪下，二人仍對農業保持樂觀，
「1980 年

圾，達到循環再生的作用呢？我們就是希望不依賴能源、

的時候已經有人在嗟嘆香港的農業快要死了，但三十年後

燃油的方式去經營，這樣若一個人想投入農業，亦更易找

我們仍然在說同一番話。巨輪一直在轉，但我們仍然是死

到適合自己的土地投放自己的資源。」

唔去的。」從一對新婚夫婦中聽到這樣的說話，我覺得，本

小農耕作，缺乏一個完整的體系支撐，其中不同環節如銷

地農業，仍然有未來，有得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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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時裝跟其他時裝之都如紐約、
巴黎等地比較，欠缺什麼？
EN：可能是進步的速度未及他們，以前政府會投放好多
資源在這一方面，孕育了一班獨當一面的設計師，例如

Lu Lu CHEUNG、Walter Ma 等，不過之後就好像停
了一陣子，形成了現在一個斷層。但現在有了 Fashion

Farm，多了一個平台，讓香港的設計師集中起來，凝聚更
大的力量，打造一股新氣象。現在尚算起步階段，不應該
用其他地方或以前那個年代的準則作比較。

E: 其實香港只要繼續給予設計師發展的空間，假以時
日可以跟紐約平起平坐，他們幾廿年前也不過是製衣城
巿。從風格上，香港以前的設計師造的都較華麗和隆重，
現在跟紐約的時尚氣氛一樣都是都市感重的時裝，例如

Johanna Ho 造的都很出色。

在本地成立品牌要面對一個怎樣的處境？
EN：香港的舖租很貴，而引伸好多營運的問題；Select
shop 太少，而平台也不多，所以過往我們都很少為自
己而發聲，很多時候都是吸納外來的東西，現在有一個

Fashion Farm，之後又有 M+，希望這些平台可以給予
大家更多發揮的空間。

如何面對競爭性這麼大的香港市場？
EN：當然先要自強吧 ! 還要集合更多人的力量，單靠個人力
E: EDITH LAW（FFF 創辦人 )

量會比較吃力，發出的聲音太弱，但當可以集合更多人，發

EN: ENOCH HO（獨立時裝品牌 BERAYAH 設計師 )

出的聲音就會更大更響，這就是我們集中在 FFF 的原因。
其實每一個巿場競爭都大，不論你在哪一個，你都需要十分

為何會成立 FFF 去幫助時裝設計師？
它的宗旨是什麼？

努力地達到目標，說到底都要自已先爭氣，提升自我的質
素，努力去做好自己的品牌，不要破壞本土的名聲。

E：我開 SELECT SHOP，去過不同地方，看過林林總總的
時裝，我覺得香港品牌跟他們相比一點都不遜色，我更深信

Text by Vicky Yeung Photo by Kei So (Portrait)

一提起香港時裝，腦海閃過的是上一代的製衣業，從前它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香港時裝設計很有水準和潛力，於是就與一班志同道合的人

香港時裝設計師有什麼優勝的地方？

成立這個非牟利、非政府組織的機構。很多人都有心去支持

E：我們的 designer 集不同的背景，有土生土長，有的

本土的時裝，我們就身體力行，叫做 Farm 也即是指時裝

在外國流學，接收外國文化後回流搞品牌，豐富了「本土」

界的這塊土壤，我們提供一個平台，給予他們更好的發揮空

這個層面，變得更多元化。事實上他們也不怎麼新進，大

間和機會。藉著各方面的扶持，我們希望本土時裝界能夠更

部份也 30 出頭，打過工，吃過苦的。他們有經驗，機遇感

蓬勃，更多人會留意和支持本土的時裝設計師，從而凝聚一

好強，反應快，很快會 sense 到應該怎樣走前面的路。

股本地時裝的勢力。我亦希望我們能夠有自己的時裝文化，

香港 DESIGNER 十分勤力，在這裡的 STUDIO 24 小時開

最終能成為對社會有經濟效益的一群。

放，基本上任何時候都會有人在這裡工作，這已經是一個
優勝。 這裡的競爭愈大，才愈有進步。

FFF 的資助條件是什麼呢？

EN: 我 29 歲，未到 30。我是一個很 efficient 的人，懂

造的是出口貨，算跟國際時裝工業碰上了邊。30 幾年後，工廠妹、車衣女工都

E： 我 們 並 不 是 慈 善 團 體， 不 會 直 接 以 資 金 資 助， 而

得去變通去幫助自己。

消聲匿跡，時裝業依然很蓬勃，講的是全球讚譽的購物天堂，什麼國際品牌都應

是 舉 辦 很 多 推 廣 的 活 動， 每 一 個 活 動 都 是 一 個 open

我是 one-man-band，全公司就只有我一人。所有東

有盡有，然而 MADE IN HONG KONG 是否在購物清單中出現？香港人的潮

platform，就如之前的 Fashion Forward Festival

西都由自己一手包辦，我會願意比別人付出更多去達成自

公開招集了一班 designer，然後再按活動的性質去甄

己的目標，也訓練出應有的應變能力。堅持做到最好的性

選；每個活動都有不同的特色，會邀請合資格的設計師參

格，也許亦是我們應該引以為傲的東西。

流觸覺出名永遠走在最前，全世界最好的都在香港找到，本土的設計要跟世界
接軌，一方面有地理優勢，另一方面競爭卻非常劇烈，要與時裝之都巴黎、意

與，之前我們帶隊到歐洲參加展覽，讓設計師有機會跟更多

大利爭一日之長短非易事。不過難得有人看到香港人創意的優勢，成立非牟利機

業界的人互相交流；我們的設計師也代表過香港參加在北京

，幫助新一代的時裝設計師，
構 FASHION FARM FOUNDATION（下稱 FFF）

舉行的 Mercedes-Benz China Fashion Week，他

Edith Law 就是這溫床中的農夫，設計師 ENOCH HO 是其中一棵拙壯的樹。

們可以向外觀摩一下，使更多人認識他們。而在這個總部則
有 7 個 studio 可供設計師租用為工作室，賦予他們互相

原來香港也有一片地方是充滿陽光、肥料，孕育出形形色色的設計界奇葩。身在

交流的平台，希望他們能向外帶來一些連鎖的反應，將我們

其中，他們又怎樣看香港的時裝界呢？

的影響力傳播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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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by Samwai Lam

Photo courtesy of Kei So, Noël Fong & WKCD

互聯網有多大程度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只要問問自己，一日花多少時間查看電話、瀏覽
網站便可想而知。互聯網影響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藝術也不例外。觀看藝術不用引頸以
待展覽的來臨。如果藝術是記錄當下，它的呈現方式、內容、市場也會受到互聯網影響，
將範圍收窄一點，我們討論的是數位空間如何改變藝術。
數位空間其實就是將電腦螢幕看成空間的呈現方式。以藝術觀點思考時，激發不少新點
子。最明顯的例子便是藝術市場的新角色——以數位空間為容器的藝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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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展覽的靈活性（flexibility）
，artshare 因應展覽

。當然，展覽的方向傾向
覽「NEONSIGNS.HK 探索霓虹」

主題選擇藝術品，而非代理某些藝術家。雖然 artshare

，不過
設計（M+ 的 4 大方向：藝術、設計、建築和影像）

以香港為基地，但收藏家卻不受地域限制，憑著互聯網的

「NEONSIGNS.HK 探索霓虹」不失為博物館如何運用數位

連繫，隨時隨地也會看到 artshare 的展覽。」

空間作展覽的理想示範。也許是汲取了這個經驗，M+ 約於

很弔詭的是，在虛構平台，大家看到的都不是真真正正的

2015 年年底將會推出「digital m+」
（暫名）。

藝術品。即使像 Google Art Project 那麼高質素的

M+ 博物館原本就有其官方網站，提供訪客資訊、藏品資

平台，運用 Google 街景技術、超高解析像呈現館內藝

料以及最新的 M+ 動向。digital m+ 不會重複其功能，

術品，也要面臨同一個事實：無論有多立體，有多像真，

「digital
與其形容它為一個網站，套用 Doryun 的話，

觀者最後仍然是在螢幕前，接收影像。當然，Google

m+」更像 web platform。
「大多數博物館的網站為了

Art Project 主要作用是教育，但單憑螢幕，按幾下

向公眾提供實質資訊，吸引他們親身前往博物館，故此網

滑鼠便要作決定掏錢，難免有些躊躇。畢竟，嚴格來說

站的觀眾參與度較低。像 m+ 這樣還沒有大樓的博物館，

藝術品屬於奢侈品。
「所以，我們要教育大家如何在『看

『digital m+』能夠發揮 virtual space 的作用，凝聚

不見』藝術品的情況，定下判斷。」信任固然非常重要，

，因此互動性是其中設立
人群（online community）

artshare 也提供 offline viewing。
「不過，很少人

『digital m+』的一個原因。」m+ 團隊已為此努力了幾個

要求 offline viewing，他們大都直接從網上購物。」其

月，
「我們仍然在研究『digital m+』的內容以及結構，

實，Artshare 藏家的選擇取態，降低了網上購買藝術品

但能肯定的是，
『digital m+』會有 online exhibition

的風險。出奇地，artshare 價格最低的藝術品卻不是最

和 artist commission。」

受歡迎，反而較多人對 20-30,000 美元的藝術品有興趣。

Doryun 透露 online exhibition 以兩種呈現形式為基

「價格較低的藝術品意味藏家需要更多研究。但中價藝術品

礎，分別是較簡單的 slide show 形式──「有時，愈簡

在市場上已經建立一定價值，而且藏家對該名藝術家的作

單的版面，愈容易傳遞訊息。另一種是 infographic，

品有所認知。」

M+ 的計劃將會收集大量資料。infographic 是有效呈

2014 年，MOMA（Museum of Modern Art）的舉

現資料的方法。」

動掀起藝術界的討論話題。他們將冰島國寶級歌手 Björk

M+ 大樓預計於 2018 年落成，曾於 MoMA 擔任繪畫雕塑

的《Biophilia》app（ 與 Björk 的 專 輯 同 名 ）納 入

部副策展人的 Doryun 分析藝術館與網站的關係，他認為

，
館藏，
《Biophilia》是全球首張「跨媒體互動專輯」

親臨展場觀看藝術的經驗是無可取代的，特別是作品的顏色

《Biophilia》好比媒體藝術。像 MOMA 如此重要的藝

質感、甚至是味覺，但互動性的數位空間讓展覽分為「pre-

術館，此舉證明數位空間已是當代藝術發展不可缺乏的元

visit」
、
「visit」以及「poST-visit」的三個階段，
「而且

素。Alex 直言，他理解為何藝術館需要收藏這類作品，

我們應該放下 the privilege of actual looking，

但以網上藝術交易平台的角度，artshare 暫未考慮這方

即使你去羅浮宮，都見到不少人高舉手機，他們不是真正地

面的發展。

欣賞藝術品。無論在哪個時代，我們都恐怕科技控制生活。
事實上，科技的確持續地改變我們的生活。」

「看不見」的藝術品

博物館的 web platform

北京 UCCA（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在 2014 年舉辦以「後

將同樣問題請教視覺文化博物館 M+ 總策展人鄭道鍊

網絡藝術」為題的展覽，當中有不少來自海外的藝術家。至

，換來有趣回應。
「音樂人也會稱為
（Doryun Chong）

於 net art（在數位空間呈現的藝術作品）在外國也盛行，

在互聯網發展盛行的年代，Alexandre Errera 注意

邀請合適藝術家參與，在網上呈現作品。從 2013 年開始，

到這種滲透我們生活、宛如巨型蜘蛛網交織的網絡，在各

artshare 至今舉行了 12 個展覽。

， 我 不 太 肯 定 Björk 的 作 品 於 MOMA
藝 人（artist）

在香港卻不常見。
「香港當代藝術還在成長，我能想像香港

個層面上影響我們的生活方式，他尤其關注網絡怎樣影響

Errera 成 立 Artshare 之 前， 花 了 一 年 時 間

出 現 的 效 果（2015 年 3 月 MOMA 舉 行 Björk 回 顧

有不少出色網站設計師，但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在藝術空間呈

藝 術 市 場 的 發 展。Errera 是 Artshare 的 創 辦 人，

研 究 計 劃 的 可 行 性， 接 觸 不 少 藝 術 圈 的 人， 組 織

展）。但像 MOMA 影響力那麼大的博物館，它作出很強的

現，所以我們沒有將之當為藝術品。說到底，當代藝術其實

Artshare 於 2013 年 4 月正式成立，是專門展示和銷售

A D V I S O R Y C OMMI T T EE ，
「 每 位 ADVISORY

statement，同時也在提示我們要認真看待此類藝術品。」

是很 specific 的 discourse。不過隨著香港有不同藝

中國當代藝術的網上平台。

COMMITTEE 都 對 計 劃 表 示 支 持。Adrian Cheng

2014 年，西九文化區 M+ 博物館將舉辦其首個互動網上展

術機構的出現，機會將會愈來愈多。」

「以往，互聯網作為提供資訊的平台，而不是交易。過

非常理解年輕收藏家的喜好，同時也是年輕收藏家的代表；

去 兩 年， 多 得 科 技 進 步、 全 球 資 訊 流 通， 愈 來 愈 多 買

Johnson Chang 身 為 Hanart TZ Gallery 主 理

賣 在 互 聯 網 出 現。 不 過，Artshare 的 方 向 與 其 他

人，對中國當代藝術有深厚學術研究，Pearl Lam 是資

經營網上買賣的平台不同。」這位輪廓很深的玻利維亞

深畫廊經營者，而且有強大的人際網絡。Philip Dodd

裔 法 國 人 解 釋 Artshare 成 立 的 緣 由。Errera 在

是 藝 術 顧 問、Dominique 及 Sylvain Levy 是 很 有 影

L o n d o n S ch o o l o f Ec o n o m i cs 畢業，主

響力的中國當代藝術收藏家。」中國當代藝術以及深度策

修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他一開始從事金融行

展方針是 ARTSHARE 有別於兩大在線藝術交易平台——

業，曾於倫敦 Morgan Stanley 工作。

Artsy 與 Paddle8 的特點。前者與多間畫廊、博物館、

進入 Artshare 的網站，不會被數量龐大的藝術品嚇怕，

博覽會合作，擁有強大數據。最吸引人莫過於「The Art

相反乾淨的版面設計讓觀者容易掌握焦點。
「Artshare

Genome Project」
。基本上，那是複雜的數據分析系

運用互聯網的方式是較為個人化，它的角色介乎於畫廊與

統，將作品依據內容、藝術家、主題、歷史等不同界別分

私人藝術中介之間。」Errera 強調，他尤其相信中國

類。後者主要以拍賣為賣點，兩者猶如藝術大觀園。

當代藝術市場的潛力。猶如其他擁有物理空間的畫廊，

Artshare 擁有像其他網上藝術交易平台的優勢，
「以商業

Artshare 定期邀請策展人企劃展覽，設立一定主題，並

角度來說，首先，在香港不用交租已經是很大的優勢，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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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媒時代殺到埋身

人同步，但快不是唯一條件，在這個人人也是媒體的時代，

網媒是大勢所趨，這個大概是毋庸置疑，但這個遊戲該怎

要做網媒就要搶到公信力，下一步就是如何搶得大批群眾。

麼玩，多年來似乎還沒有一個特定答案，國外的成功例子

遺憾地說一句，這年頭新聞已經不值錢，訊息流通太快，每

也不見得照辦煮碗就能成功，畢竟市場大小、城市的閱讀

家幾乎都是一樣的，如何跟目標群眾分享共同語言，就是取

習慣，甚至是廣告商的偏好也各有不同，沒有先例可依只

勝的地方，而我所說的，不是中英文那種宏觀的語言，而是

，其出
得摸石過河，一向在社交網絡贏盡先機的《100 毛》

你對新聞的處理方法，能否令人笑令人哭令人有共鳴，有沒

版風格一言以蔽之就是「網絡語言實體書」
，但有趣的是，

有下一步行動，SHARE 到自己的 FACEBOOK 繼續討論。」

到了今年才有發展網媒業務的打算，
「毫無驚喜地，都係

林日曦總是說網絡世界，三張幾經已老，網媒是 90 後的天

網站加個 APP。網絡流行了十幾廿年，現在才搞網媒其實

下，最機不離手那一群，
「泛民主派夠話想搞網台啦，年輕

真係 OUT，香港好像只有《蘋果》走得最前。其實我覺得

人做目標群眾，也許是雨傘運動令他們醒覺了，發現流失了

傳媒不是不想去做，可是現階段要賺回成本幾乎是不可能

一大批網民選票，終於想做翻少少。結果呢？我聽過節目

的，所以多年來也望而卻步，而為何偏偏選現在做這件事

睇過網頁，都幾肯定不會在年輕人族群中成功。單是改名叫

情呢？我覺得是逼到埋身，不得不去做。第一大眾對電腦

《仙人掌》已是一大敗筆，GOOGLE 唔到！只找到 WIKI 的

手機的依賴只會愈來愈深，而近年廣告客戶的預算慢慢從

仙人掌，出事啦！這其實不是要俾幾多錢 SEARCH ENGINE

平面媒體轉移到網絡上。
《100 毛》在這方面其實沒經驗，

排頭位問題，改個獨特名得唔得？可見他們的思想跟

因為廣告從來沒多過，所以我對紙書更沒有任何感情包

網絡是很抽離的，員工可能是 90 後，但話事的一定還是老人

袱。說到底，媒介的意義對我來說並不大，只要能與人溝

家。只要做個批人同你想接觸個批是兩類人，其實已經輸了

通就 OK，不會留戀紙香，只要能賺錢就行。當然現在談賺

一半。」

錢還太早，所以紙書跟網媒還是要並駕齊驅，補貼這個敗

林表示新網媒希望做到跟網絡世界同呼同吸，吸納到足夠的

家仔。」林日曦解釋。

群眾後，下一步就是發展一個更廣的媒體，
「現在我們的題

社交網絡粉絲專頁盛行，受歡迎的，數十萬的 SUBCRIBER

材都是 RIDE ON 一些時下熱話，但網站推出以後，其實是

也是等閒事，受眾的基數是不少傳統媒體望塵莫及的，影響

想 GENERATE 更多自家的 CONTENT，年輕人關注什麼

力是有的，可是公信力成疑。FACEBOOK PAGE 算不算

我們就關注什麼，為何《100 毛》不做？因為沒有足夠財

是網媒一種，就是一個頗為值得討論的問題，
「其實近年社

力，所以才從最簡單的入手，但最終我們不想只停留在那個

交網絡流行一種生意模式，由傳媒或製作公司扮素人開大

層次。」林日曦表示。

、
《環球膠
量 PAGE，例如新傳媒屬下的《對白 CAP 圖王》

團一浪接一浪，警隊疲於奔命見證港人的鳩嗚能力，
團友適時快捷的人手調動，全拜社交網絡便利。一人

網媒 KICKSTARTER

運模式，當 SUBCRIBER 的數量到達某個程度（編按：如

既然廣告商的步伐還沒能趕上網媒的節奏，也不是所有網媒

，廣告商就會落廣告，
《環球膠報》就有 30 多萬個 LIKE）

都有實體書支持營運，就以《獨立媒體》為例，他們超過六

當然廣告也不會是什麼大客戶，所以這些公司都是以人海

成的收入是從讀者捐款中得來的，其餘四成就是透過媒體倡

戰術的方式開 PAGE，密食當三番，但由於開 PAGE 門檻

議／教育的工作申請外國基金。葉蔭聰說，
「獨媒的讀者捐

，
太低，以至不少 PAGE 也是冒牌貨，例如《高登起底組》

款近年都有一個緩慢增長，沒減少已經很難得，因為是公民

經營逾兩年的《主場新聞》去年 7 月突然死亡，社交網絡上

（編按：截至現時就有 4000 多個
還有新近開的《100 毫》

機構，所以我們都不接廣告，不受私人企業／政府資助，而

27 萬多個 LIKE 頓成無主孤魂，ARCHIVES 的舊文章也一

LIKE）
，但其實也阻止不了，讓他們繼續玩玩吧，趁還沒有

不少採訪／報道也是靠公民／實習記者去做，但資金有限，

夜蒸發，後起的《主場新聞博客群》算是留住了部份讀者，

什麼影響力。」

某程度上也局限了我們的工作。其實這也是不少網媒面對的

text by 蘇靈茵

雨傘運動為香港開啟了後佔領時代。清場過後，鳩嗚

報》
，網絡流行什麼內容就做什麼，呃 LIKE 就是他們的營

但缺少了新聞策展的部份，網站只變成博客們共同擁有的分

《獨立媒體》創辦人葉蔭聰更認為網媒只是一個含糊的概

問題，所以一般來說內容都以評論、整理資訊的文章較多，

一手機，FACEBOOK 成為了佔領資訊的集散地，

享平台，凝聚力不可同日而語，另一邊廂，後繼的《輔仁

念，
「其實現在所有傳統媒體也會出現於互聯網中，網媒只

因為人手要求比較低，原創新聞內容方面，商業傳媒就佔了

但運動之初，大量資訊不分是非黑白流通做成了不少

網》
、
《評台》
、
《熱血時報》
，在過去兩年間漸漸壯大起來；

泛指主要透過互聯網做出版的媒體，但獨媒都不會自稱是

很大優勢。過往我們也曾實驗一年，試試深入的新聞節目，

；
信報「紀曉風」離棄主流媒體，半途出家創立《852 郵報》

網媒，開初我們是社會運動積極份子背景，近四五年較貼

可是很快就發現投入太大，最後還是無以為繼，所以現在都

還有蕭若元、林雨陽等人成立的網台《謎米》
，
《主場》殞

近成公民媒體，正因為我們不是大眾傳媒，所以我們的內

只做一些現場拍攝，但我始終認為網媒需要多做一些原創新

落，網媒依舊不愁寂寞。然後，
《主場》以《立場》之名回

容不需要過於取悅大眾。佔領過後，主要希望在新聞資訊

聞內容，因為這樣才能顯出一個媒體的獨特性，但要找到足

統媒體靈活，又比一般社交網絡可靠，既監察政府，

歸了，在突然死亡不到半年的時間，當日因反國教摧生，現

以外，提供多些深入的分析和報道，既然是獨立，就無需

夠的資金，還是需要多一點創意。台灣的 WeREPORT 雖

同時質疑主流傳媒。
「網媒第五權」的角色再一次被

在又因雨傘清場復活，新《主場》還是原班人馬操刀。新場

看著一般大眾傳媒來跑。」

然還在摸索階段，但我們也希望能跟獨立記者合作，引入這

恐慌／混亂，可見社交網絡還是一把兩刃刀，公信性
存疑，此時網絡媒體的角色顯得尤為重要：他們比傳

種新的捐款模式。」

不再由個別人士擁有，股權改以信託安排持有，只接受公眾

高舉，更為這塊版圖帶來了新局面：
《獨立媒體》的

不附帶條件的捐款，維持編採獨立自主。上月官方 PAGE 首

90 後的天下

2011 年 開 發 的 WeREPORT， 簡 單 來 說 就 是 新 聞 界 的

LIKE 一下子從 10 幾萬跳到 40 幾萬；蔡東豪辭任

天登上 FACEBOOK，就引來三萬多個 LIKE，可是留言版

網媒、社交網絡、紙書身份重重疊疊，內容如何拿捏也是一

KICKSTARTER，推動優質的深度報道，記者無需看編輯／

精電執行董事回歸東山再起的《立場新聞》
；
《100 毛》

上引來眾多網民攻擊，惡搞多個 X 場新聞，矛頭主要針對蔡

門學問，不少傳統紙媒對電子出版的概念依然是將紙書數碼

老闆面色，只要有認為值得的調查／報道，就可以把計劃上

也有意發展自家網絡媒體。2015，將會是香港網媒

東豪，甫創刊就惹來如此抨擊，下筆時《立場》還沒有正式

化而已，未能深入了解網絡特質，
「紙書受制於排版印刷等

載到網站，尋求公眾贊助，這類平台顛覆了傳統媒體製作新

在網上回應，
「我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日後的工作，讓

工序，反應自然不夠快，就似龍蝦那期封面，從事件發生到

聞的流程，觀眾直接以鈔票支持自己想看的新聞報道，不再

網民看清楚我們是一個怎樣的媒體。除了評論，
《立場》還

構思，再去找一個扮得最啜核的人，已經是兩三星期後的

是被動接受的一群。

會多做採訪報導，希望能容納不同意識形態、政見，只要是

事，我稱此為二次創作三次搞笑，但網媒再放封面故事就

2015，香港的網絡世界可能將會同時有更多搞笑有趣的內

好文章我們就歡迎。」雖然總編輯鍾沛權對其營運方式還是

OUT，我們希望做到 7 成內容是網上獨有的，寫得更精煉，

容和挖掘政治與社會黑暗的深度新聞報道。多元的媒體世界

三緘其口，但《立場》到底代表了誰的立場，很快就會揭盅。

特色一定要笑要快，未必似紙書咁大陣仗，氣力花在如何與

值得叫人期待。

變革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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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石油業起家的美國 Rockefeller 家族繼承人宣
佈出售所有石油業資產，轉投清潔能源；以「買一雙贈一
雙到第三世界孩童」概念而成名的休閑鞋生產商 TOMS

SHOES，得到私募基金貝恩資本收購 50% 股份；BILL
GATE、李家誠等資本家近年紛紛投資植物性「肉類」的生
產和研發；Uber、Airbnb 等「共享經濟」型的 Start-

創造共享價值

up 廣受歡迎。

（CREATING SHARED VALUE, CSV）

這些消息帶來的共通點是：今天擁有新增長點及廣受大眾

CSR 企業社會責任已經老舊，取而代之的是 CSV。哈佛

接受的商業一定包含了對世界有正面影響（Impact）的元

著名的教授 MICHAEL PORTER（創立 5 FORCES 競爭

素，而這些「好元素」本身就植根在企業的核心策略、甚至

理論而聞名於世）近年致力推展「共享價值」
（SHARED

企業家的 DNA 裡。這就與只追求利潤最大化或資本效益最

VALUE）的觀念。企業其實是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如果

，有著根本性的分別，原動力不只是對金
高的「商業 1.0」

他們繼續在社會參與的部份，停留在「社會責任」的心

錢的貪念，同時帶來社會效益與商業成功，就是新型企業講

態、視社會問題為邊緣而非核心議題，任何社會改變都

求的「共享價值」
（Shared Value）。

無法真正落實。共享價值並非社會責任、慈善事業，而是
取得經濟成就的新方式。愈來愈多跨國企業，包括 GE、

「商業 1.0」利潤最大化慢慢褪色
「商業」在歷史上不是新鮮事，但當今資本主義模式下的商

GOOGLE、IBM、UNILEVER 及 WAL-MART 等，已開始
重新構想對社會與企業表現都有好處的共享策略。

業，由 18 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逐漸推到極端。資本家對

在香港，不少企業加入 GREEN MONDAY，除了實行社

企業的要求只有效率、利潤；企業家發現資產增值比經營實

會責任外，其實也對公司的品牌或業務有所幫助，這是

業簡單舒服得多，不少放棄當初為世界帶來改變的夢想；錢

一種更持續的合作。素食習慣有助健康，更對環境有所

和地的資源集中在小部份人手中，創業者或基層市民再沒有

幫助——全球暖化問題有 14.5% 來自畜牧業，GREEN

以往的機會；過剩產量需要歪曲的消費主義來支撐，同時也

MONDAY 就推動每週一素食，除了與名人、媒體大規模推

耗盡地球資源，帶來不能挽回的環境破壞；資金、權力或專

廣，亦與企業合作：超過 1000 家食店加入推出更多素食

業繞著資本家走，慢慢蠶食社會所有能創造財富的機會，貧

餐單；與午餐供應商聯手推廣到 800 家中小學；還有更多

窮成為愈來愈嚴重的副產品。最悲慘的是，以金錢掛帥的社

大企業參與合作綠色策略，包括商場、金融機構、零售，

會扭曲了人性的價值。

甚至香港機場。結果是，數以百萬計市民認識或參與每週

將這時代放到歷史，或許，在物質層面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一素食，同時企業亦獲得超出預期的社會認可、媒體報

大躍進，但在人性層面，如修養、快樂、公義或關愛等方

道；員工、供應商熱烈響應；更有大量素食者進軍主流餐

面，這是人類社會大倒退的一個時期。歷史告訴我們，當大

廳，帶來更多客量。企業的參與帶來三贏效果的共享價值。

部份人的不滿到了一個臨界點，革命類型的極端改變都要出
現。可是，
「商業 2.0」的出現有可能是一個契機，是我們

營銷 3.0（Marketing 3.0）

找出一個更可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模式的機會、一個靠逐漸

說 營 銷， 大 家 一 定 記 得 讀 書 時 代 MARKETING 教 科 書

演進（EVOLUT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來改變社

的 元 老 級 教 授 PHILIP KOTLER， 提 出 此 概 念 的 正 是

會的機會。

；2.0 是
他。他指出假如 1.0 是 PRODUCT（產品導向）

以下是對「商業 2.0」趨勢中一些例子的觀察，未來肯定愈

CONSUMER（顧客導向）
；那 3.0 就是 HUMAN SPIRIT

來愈多，誰能早著先機、掌握箇中精髓，誰更能在新時代裡

（人心導向）。世上每個人都有一種潛在的精神，想要創造

改變世界。

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如果營銷者能找到產品或服務與經濟
或社會發展的連接，銷售就變成再自然不過的結果。公平

Text by 魏華星

貿易或 BODY SHOP 都是一些例子，但近年最突出的當
然要算是 TOM SHOES 了。它的 ONE FOR ONE 概念變

只講求金錢利益的商業模式走到了盡頭，世界急切地需要改變，近幾年，這股帶正能量的

成既簡單、又有力的廣告句語，你買一雙鞋，就會有另一

新趨勢慢慢凝聚，並帶領社會邁進「商業 2.0」的新時代。

雙送到第三世界的孩子腳下。他們除了創造極大的社會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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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外，商業上亦變得非常成功。

創效商業（IMPACT BUSINESS）

PATAGONIA 一直給消費者與眾不同的形象，除了一直做

不少企業主其實都不是以賺最多錢為終極目標，甚至還用他

大量消費者教育和提供修補服務，以減少購買的數量（這簡

們的主營業務解決許多社會問題。但他們不是社會企業，而

直顛覆了今天的消費模式）。近年，他們更在研發方面嘗試

是有社會目標的創效企業。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

為保護環境作出突破，與專門研發植物性橡膠公司製造以

斯近年亦致力推廣 SOCIAL BUSINESS，與跨國企業合力

不用農藥的 GUAYULE 灌木提煉而來的物質生產潛水衣。

解決社會問題。GRAMEEN DANONE 在孟加拉的乳酪廠

如電動車領導品牌 TESLA 將他們的電池技術專利公開一

就成功提供就業，又生產廉價乳酪，讓營養不良的孩童也有

般，PATAGONIA 也將他們的橡膠配方公開，希望有更多

補充營養的選擇。

公司使用環保材質，藉由提升需求產量而使成本降低；同

一家座落太子鬧市的本地品牌「儷凱酒店」
，決定全方位以

時也讓整個產業轉向，發揮對環境友善的更大影響力。

「創效商業」IMPACT BUSINESS 的模式營運，將社會關
懷元素加入其經營細節，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酒店在招聘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與採購會優先考慮弱勢社群或社企商品，並以本地社企創作

這種新經濟模式的興起，代表資源共享的潛能得以發揮，

為代表酒店的小禮品；外國社企訪客享有訂房折扣優惠，酒

消費者可以自己主導，將擁有的閒置資產如房屋、資金、

店更承諾捐獻小部份利潤給本地社企及慈善機構。市場策

汽車、消閒用品或自己的勞力，透過共享網絡平台，向其

略方面，酒店夥拍多家社企夥伴，例如 GOOD LAB 平台

他消費者出租、出借，如短期租房平台 AIRBNB 或 CALL

進駐成立分支；酒店亦與「鑽的」合作推出「無障礙自由

車服務平台 UBER。既方便、環保之餘，又可節省開支，

行」
，連同旅行社提供無障礙房間及本地遊一條龍服務。

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經濟模式。過去因為資訊不能廣泛流

「共享價值」
，說穿了，就是對以錢為目標的商業也抱

通，而令大企業能壟斷某一行業的情況，今天都被互聯網

持「同理心」
，先創造更多裨益社會的可能性，當每一個

打破；共享經濟的可能性反而令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重新拉

企業都以核心競爭力發揮社會功能時，善念或關愛意識

近。

（SOCIAL GOOD）就可以植根商界，然後大規模在社會

如果可以，香港的地產資源最需要共享。
「自由市場」令

輻射出去。可能說得有點過份理想和樂觀，但城市已付不

房呎價到了 60 元，數十萬人每天在狹窄的空間下「生

起悲觀的成本。或許，這也是世界可以和平演進的最後一

活」
，每天就是如何努力都看不見未來，生活缺少了希望。

個機會。我們只能抱持對善良的信念。LET’S BELIEVE IN

社會企業「要有光」嘗試以資本主義的手法來挑戰這個議

GOOD ﹗

題。他們要在政府房屋與私人市場之間，為基層市民重置
一個「可負擔房屋」的選擇、一個脫貧的契機。概念簡單
得有點天方夜譚：
「光房」作為二房東，以低於市值租金租
用因各種原因丟空單位（如移民或怕麻煩）
，一方面為單位
業主包辦管理和維修事宜，免卻業主處理租務的時間成本
和減低租務風險；另一方面，根據單位原有的間隔並以可
負擔的價格，將單位分租予有需要的家庭，為他們提供一
個安全的居所，從而達成「雙贏」
。
成立至今，
「光房」已擴充至 27 間（最新六個單位由市建
，照顧近 130 位街坊。雖然租金
局租出永利街 6 個單位）
不能達到市場水平，但「好心」業主卻能免卻麻煩，甚至
透過探訪租客，達到終極行善的目標。
「光」有「光合作用」
的意思，單親媽媽遷進安穩的「光房」後，重新釋放充滿正
能量的氧氣，積極充實自己、重新投入工作，不少小朋友
也成功取得學業上顯著的進展。
「要有光」也開始發展「光
屋」項目，租用一棟棟低用途的政府或私人物業，為香港
創造更多住房的可能性。

魏華星（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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