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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我對這個題目的興趣，是上年處於反對逃犯條例

修訂草案的示威運動時，一則指責劇場離地、無用的

留言，對舞台劇界在香港正值多事之秋的時候卻只懂

躲在排練室排戲而感到憤怒，亦批評劇場不能如其他

藝術方式對運動即時作出貢獻。我在大學時期開始接

觸劇場，它給予了我很多美好的回憶，因此當下的第

一感覺是憤怒，我卻發現很多人也有類似的想法。於

是，我希望深究劇場的作用、在社會上的角色，透過

這份作品令更多人認識劇場。

在訪問的過程中，我發現所接受訪問的劇場工作者基

本上都有著與留言一樣的想法，以至他們排練時面對

很多矛盾、衝擊，這種現象令我感到很無力，藝術與

亂世，真的只有對立的關係嗎？但透過了解他們自身

的想法，加上他們在訪問中三句不離香港，便知道他

們的作品不可能與時代、社會、香港無關。

所謂的「劇場源於生活」，大概就是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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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動盪中創作 以作品回應批評
香港在去年爆發反逃犯條例修訂案示威運動，整個社會沉浸在一片灰霾中，香港人在
這片低氣壓下生存，不但對前途感到迷惘，更失去享受娛樂的餘閒。但香港的劇場界
在這個時候仍堅持演出，劇團「一條褲製作」及「一舊飯團」分別在九月及十二月公
演，討論香港的前途問題以及社會運動下的人性，與社會息息相關。他們期待透過劇
場，為觀眾帶來甚麼？外界針對劇場的批評，他們又如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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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出發 以劇場紀錄時代

　　在去年九月，劇團「一條褲製作」在香港大會堂劇

院演出了《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其中一場演出

與民間人權陣線所舉辦的遊行開始時間十分接近，在公

眾安全的考慮下，他們把演出提前兩小時開出，整個工

作團隊要在五日內通知觀眾及處理票務事宜，但這只是

整個演出遇到的困難之一。

　　劇團藝術總監胡海輝早在2017年末便構思以

「2047年」為主題的紀錄劇場，當時逃犯條例修訂案

還未存在，胡海輝只是以思考香港前途、未來的角度出

發。「所謂的『五十年不變』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半，是

時候去探討2047年時的香港。」加上劇團一向以紀錄

劇場為主調，因此創作的主題大多與歷史有關，如過往

曾演出以六七暴動及拆遷菜園村為題的舞台劇。所謂紀

錄劇場，指以真實事件或人物為研究對象，從而搜集事

實及資料如進行訪談、翻看文獻、報章報道等，然後選

編演繹成為戲劇演出，因此紀錄劇場的題材大多為社會

或歷史事件，在真實性上普遍較其他劇種高。胡海輝當

時希望跳出劇場特性的框架，以紀錄劇場探討將來，而

最切身處地的，便是香港的將來，「說到底，『2047

年』只是一個象徵，但香港前路的問題卻避無可避」。

劇中演員以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與2047年掛勾，以兩

代人對兩個時間點的想法，引起觀眾思考。對胡海輝來

說，劇作在反逃犯條例修訂案運動期間上演可說是偶

然，但萌生出創作這齣劇作的意念則並非湊巧，而是源

於他身為香港人，對香港未來的關心。

　　在去年有關反逃犯條例修訂案運動的舞台劇，還

有劇團「一舊飯團」在12月演出的《她們的安妮日

記》。藝術總監林珍真形容此劇本來並不存在，《她

們的安妮日記》是她在反逃犯條例修訂案運動爆發後

才構思的，「當時社會運動的爆發令我懷疑自己作為

劇場工作者的身分，原先構想的劇作顯得與當下社會

很有距離」，因此她在深思後，認為在這個混亂的環

境中，她更要貢獻自己的一分力，於是林珍真從她最

在行的女生小品路線入手，透過閱讀《安妮日記》而

與自身產生的共鳴，與一眾演員共同創作了《她們的

安妮日記》。在過往專長演女生小品的她們，第一次

以社會運動為切入點，並由此引伸對人性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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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褲製作附送時間錦囊予觀眾，寫下對2047年即將到來
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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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褲製作在去年九月演出《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以香港主權移交及前途問題為主軸。
（相片由一條褲製作提供）

▓《她們的安妮日記》原只打算演出三場，但觀眾反應熱烈，後加開兩場至共設五場演出。
（相片由一舊飯團提供）



排練過程困難重重 自覺「離地」如何自處

　　《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在去年七至九月進行

排練，恰好就是反逃犯條例修訂案運動十分激烈的時

候，胡海輝認為，情緒處理是他及一眾演員面對的最

大困難。當時社會氣氛比較沉重，演員難以集中精神排

練。「尤其是這齣劇要探討香港的未來，而當時社會正

正在爭取，所以大家都比較難抽離。」除了排練，後期

的宣傳也是劇場工作者所面對的困難，無論是在專頁

上發佈帖文，或是邀請朋友支持，林珍真都曾擔心被指

責在這個時期還有空閒創作是「不知民間疾苦」、「離

地」。慶幸的是，林珍真的預想沒有成真，反而更多人

感謝她在這個時候上演劇作，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喘息

的機會，「他們的反應令我明白，劇場依然是被需要

的，令我更有動力演好《她們的安妮日記》。」

　　此外，林珍真更坦言自己也曾經覺得劇場很「離

地」，但在創作的過程中她有另一種想法。「當我們這

群創作者活在這個時代裏，自然會就時代、社會上發生

的事進行創作」，林珍真認為現在舞台劇界多了與社會

有關的劇作，正正就是劇場「貼地」的證明。劇場一直

在響應觀眾的需求，如以前的劇場娛樂成份較高，是因

為觀眾視劇場為提供娛樂的媒介，但香港近年的前景令

人憂慮，很多人需要思考的空間，而劇場則成為空間的

提供者。

　　對於近來對劇場的批評，胡海輝則有自己的演譯。

「每樣表演藝術都會有其限制，但對劇場來說，它的限

制同時是它的優點。」一齣舞台劇，由構思、寫本、選

角、排練至演出，最少要花費數月時間，就以《2047

的上半場與下半場》為例，由撰寫計劃書予藝術發展局

以取得資助，至在香港大會堂劇院進行演出，歷時超過

一年。因此，劇場不能夠即時生產出一齣劇作，來達

至反映及紀錄當下社會。但是在這個條件下，反而令劇

場工作者能夠將思緒及資料疏理、篩選然後再呈現予觀

眾，令劇作包含更多角度，更為全面。就以劇團過往劇

作《1967》為例，一眾演員在最後一幕中詢問觀眾在

2047年時能否再談1967，這並非來自受訪者的回答，

而是演員在思考事件本身的意義後所得出的回應，希望

引起觀眾思考，胡海輝將此形容為一個「拋磚引玉」的

過程，同時為劇場的其中一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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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中的上半場，由一眾大學生共同創作。

（相片由曾韻存提供）



劇場作用非即時 觀眾反應證明意義

　　「劇場的用意並非替你解決即時的問題，反而是幫

助你為長遠作好準備」，林珍真以社會運動為例，爭取

民主並非一日甚至一個月就能成功，港人必須做好思想

上的準備，才能支撐下去。而劇場則是一個改變思想，

為觀眾提供新思路的地方。林珍真形容劇場就如思想上

的營養針，打下去後助觀眾釐清思緒外，亦令觀眾思考

下一步該如何行動才能達到目標。

　　談起劇場在社會上的角色及作用，胡海輝表示當初

希望劇場在娛樂之外，能夠與社會有更多的關連，這也

是他將紀錄劇場引入香港的原因之一。而在多年的創作

歷程中，胡海輝認為觀眾的反應最能反映劇場的作用，

曾有一位觀眾在觀看《本來沒有菜園村》後，受啟發

並立志投身與社區發展相關的工作，現為「橫洲綠化帶

發展關注組」的成員之一；又曾有一位新聞系學生在觀

看以記者為題材的《時代記錄者》後放棄轉系的念頭。

而對於《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製作團隊也收到

十分正面的評價，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誠意推薦此

劇，認為此劇是香港思潮百花齊放的一個例子；亦有觀

眾指此劇提供機會予他們反思2047年到來時應該何去

何從，及讚揚此劇令他們從日常生活的燥動中獲得片刻

的反思及沉澱，從觀眾身上反映出來的迴響正正引證了

胡海輝所認為劇場擁有的作用。

　　劇場的作用，或許並不是一時三刻便能體現的，但

這並不影響兩位劇場工作者的心態。胡海輝指他深明劇

場在香港的普及性不高，要推動劇場的難度亦高，但他

仍然堅信劇場的未來，在2018年舉辦第一屆紀錄劇場

節，培養香港新一代的劇場人才。而林珍真則相信劇場

有淨化的作用，「兩三小時的劇長令觀眾能夠從現實中

抽離，把困擾自己的思緒沉澱」，期望將來有更多人接

觸劇場，感受到劇場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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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輝在五年前首次創作紀錄劇場作品，至今一直致力推
廣，希望更多人認識紀錄劇場。

▓林珍真在創作過程中也曾感到困惑，但觀眾的正面反應令她
重拾動力，更加相信劇場。



三位二十出頭的劇場工作
者，去年反逃犯條例修訂案
示威爆發時仍需要為演出排
練，工作和參與社會運動似
乎只能二選其一，猶如處於
對立狀態，他們的內心充滿
掙扎。在經歷思考，沉澱
後，他們找到劇場的意義，
亦對當時的自己釋懷。

年輕演員心繫社會 投身劇場肯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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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由一條褲製作提供）

（相片由一舊飯團提供）



難以面對自我質疑 肯定自己學會釋懷

　　梁海頤（Alysa）在《她們的安妮日記》中飾演

一個中學老師，在工餘時間則會到示威區化身成公

民記者。Alysa的角色在整場社會運動中擔當著重要

的一環，但在現實中，她認為自己與角色十分有距離

感，Alysa坦言，身為一個年輕人，很多人會認為她應

該要在最前線抗爭，但她認為她在這場運動中跟很多前

線抗爭者相較之下沒有那麼積極，「所以排練過程中，

最難的是要面對自己的確沒有勇氣走到最前。」這種殘

酷的現實影響她的情緒，排練時久久不能集中，亦令她

開始質疑自己，質疑劇場。「我不斷問自己應該繼續現

在做的事嗎？這是一條對的路嗎？」然而，身邊的朋友

對這齣劇的期待提醒了Alysa，原來劇場是被需要的存

在，令她明白即使在混亂的時代，人仍然需要劇場，

隨後她學會接受自己，學懂社會上每個人有自己獨有的

角色，無須比較只須做好本分，便能為運動作出貢獻。

　　排練過程中面對自我質疑的不只Alysa一個，參與

演出《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的胡偉宝（Vida）也

曾面對同樣困境。她記起有一次「荃葵青大遊行」與他

們排練日期相撞，那次遊行的集合地點在葵涌運動場，

而劇團的排練室在葵芳工業區，正正可以從窗外看見集

合的情況。Vida指她當時心情十分混亂，休息時按捺

不住到窗邊張望的心，比起排練，她更關心一街之隔的

遊行。親眼目睹卻無能為力的無助，加上創作過程對香

港前途的討論，Vida以「痛苦」二字來形容排練的初

期，「其中一段戲需要我們慢慢堆疊行李箱，但我們經

常會忍不住以掉的方式去發洩情緒。」Vida需要專注

工作，很多時無法抽身參與遊行示威，《2047的上半

場與下半場》以探討香港前途為主題，而當時的社會運

動亦是為了爭取香港的未來，令她覺得諷刺之餘更有感

當下的戲劇創作與社會現實大大脫軌。但Vida在深入

理解她所做的資料搜集後，對事情有另一種體會。「也

許這齣劇的對象不是香港人，而是不了解香港的人，讓

他們了解香港為什麼會經歷現在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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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sa排練時曾經歷低潮，不斷自我質疑，幸過後學會接納自己。
	 （相片由一舊飯團提供）



劇場渲染力強 昐影響觀眾關心社會

　　觀眾的反應，也許就是劇場最直接的指標。在整個

演出中，令Alysa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中學生，她憶述

那位中學生在完場已經哭成淚人，散場時更與一眾演員

相擁，並指演出時她一直回想起真實示威時的畫面，觀

看那場演出不單令她找到渠道宣洩自己的情緒，她更從

劇情的發展中看見另一種希望。Alysa由衷地相信劇場

可以為人帶來力量，只要演出者相信，他就能達到。

　　Vida也曾經批評劇場「無用」，「劇場的影響力

少，觀眾層面又窄，我一直都認為它是一種奢侈品。」

但Vida想起，現在的劇場工作者也會翻看過去劇作家

的作品，就如曾經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布萊希特，並且

從中得到領悟。「布萊希特也是生於亂世，他的作品亦

未必能即時回應他身處的社會，但後世的我們依然在他

的作品中獲益匪淺，或許這就是劇場的特別之處。」所

以Vida認為，《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在現時的作

用不大，但在將來可能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素材。

　　與Vida一同演出的，還有郭小杰（小杰），而是

次並非他第一次演出以香港為題材的舞台劇，2018年

時他曾參演由劇團「天邊外劇場」製作的《盧亭》，

以香港傳說半人半魚的盧亭作為主角，由此引伸出香

港人身分認同的問題。這次的經歷，啟發小杰演出更

多與香港社會有關的劇作，「劇場的渲染力很強勁，

對觀眾在情緒及思想上很容易做成影響，我想影響他

們多關心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社會。」

　　在香港演藝學院就讀時，小杰記得當時老師曾說

劇場是另一種紀錄歷史的方法，因為要了解劇作家身

邊的環境及社會甚至他的經歷，往往最好的方法就是

從他的作品入手。正如上文曾提及的布萊希特，他的

名著《四川好人》反映了社會的陰暗面，又包含了對

人性美的昐望，劇作初演於1943年，在今年仍被香

港話劇團改編公演。「為什麼一些劇作能被稱為『經

典』？就是因為經歷多年，後人仍能從中找出共通

點，產生共鳴。」小杰認為，當歷史不斷重演，社會

停滯不前，而人們要面對的問題與以前一樣時，劇場

存在的意義之一，就是成為提醒人們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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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劇場將來各有抱負 未停步不卻步

　　放眼將來，他們對劇場在香港的發展有一定的抱

負。香港劇場已有數十年歷史，但發展至今仍被社會視

為小眾，全因普及率不高，觀眾量也不及其他表現藝

術。Vida直指劇場要吸引大眾，提高影響力，首要是

有代表人物，「電影電視界皆有許多明星，他們不單止

能夠成為大眾眼中的業界代表，更有強大影響力，可以

為業界發聲。」她期望劇場能夠仿效，令劇場擁有屬

於自己的代表，令劇場在社會上被大眾熟悉，變得更為

普及。而小杰希望本地劇場可以擺脫依賴政府資助才能

生存的局面，事實上，香港能夠以商業模式運作的劇團

少之又少，大多數需要依靠香港藝發局的資助計，用以

支付製作開支及工作人員薪金，但小杰認為這種生態對

業界長遠發展有弊無利。「當一個行業要依附政府，但

又不被社會視為必需品的時候，它根本無法掌控自己的

前景」，小杰擔心，對資助的依賴可能令劇團的自我審

查增加，形成禁言的風氣。不過小杰未有因此對劇場卻

步，他依然堅持推廣有關香港社會、時代的劇場，直至

他不再是舞台劇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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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其中一段戲以行李箱堆砌出香港的景觀。

（相片由一條褲製作提供）



黃國鉅除了研究哲學，也是一位資深劇作家，他筆下的作品《盧亭》及《漁港夢
百年》三部曲談討了香港歷史、身份認同問題以及社會抗爭等。在劇場立足多
年，他不時反思劇場的作用，他有什麼結論？他又如何看待香港劇場的未來？

劇場作用多變 未來發展存在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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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盧亭」比喻港人 探討多項社會問題

　　香港傳說中，「盧亭」是一種半人半魚的生物，長

居於大嶼山中，比香港人更早存在於香港。黃國鉅以這

種身份尷尬的生物比喻香港人，寫成《盧亭》一劇，講

述香港開埠時期的歷史及事蹟，2014年8月在愛丁堡

上演，當中一幕演員撐起黃傘，與不久後爆發的雨傘運

動更像有預言的意味。黃國鉅指亦是雨傘運動的爆發，

令他再度思考香港的前途去向問題，由此再以盧亭為主

角，寫成《漁港夢百年》三部曲。

　　黃國鉅的劇本中，盧亭身份尷尬，需要依靠海洋保

護同時不能離開陸地，沒有同類又不被當成人類，受壓

逼的同時又不能融入內陸人，與香港人的存在有異曲同

工之妙。「身份認同」的問題，是黃國鉅在第一部希望

探討的，「點為之係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就一定係香港

人？」而到隨後的二、三部曲，黃國鉅以香港前途及社

會運動作切入點。盧亭性格天真單純，一直希望有外人

幫助自己令漁港自治，但過程中卻不斷被「司徒文」、

「孫大炮」等人欺騙	 ，黃國鉅藉此反映出香港人的心

境。在二部曲末，盧亭開始醒覺，漁港的前途只能夠由

自己決定，黃國鉅指這是他對香港人及香港前途的一個

鬱結，「香港人何時才能意識到自己的命運必須，亦只

能由自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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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鉅現任劇團「天邊外劇場」學術顧問，2014年以《盧亭》參與

愛丁堡國際藝穗節。



劇場非只為娛樂 提供感性思想空間

　　作為資深劇場工作者，黃國鉅在寫劇本以外，也經

常分析劇場在社會上的作用。他認為劇場在香港可見的

有三種作用：回應事件、反映現實及推動觀眾，但這三

種作用也有其限制。一齣舞台劇製作需時，因此不能回

應當下即時發生的事件，黃國鉅也指只得回應的舞台

劇不能成為好的作品，要在回應事件的同時表達到自己

的看法，才是一套有深度的劇作。而能夠反映現實的劇

場，對社會及觀眾皆十分重要，但黃國鉅指劇界不應甘

心於此，「只滿足於反映現實是否足夠？我認為我們更

加應該提供多一個角度予觀眾」。就如前《端傳媒》總

編輯張潔平評《盧亭》時，她指這齣劇為香港人理解香

港歷史提供了新的角度，不只是反映中英雙方的聲音，

而是從香港人的角度出發理解主權移交這件事。在推動

觀眾的層面上，黃國鉅指這是劇場一個很巧妙的作用，

劇場傳遞的不單止是訊息，更重要的是，劇場是一個思

想的空間，在兩三小時的表演中，觀眾感受到強烈的情

緒，由此引導他們去思考，正如黃國鉅所說「戲劇不純

粹是一些理性的辯論」，劇場反而應該是感性的，同時

充滿情緒及感染力。

　　談到劇場在香港現今的發展，黃國鉅指本地劇場一

向百花齊放，但在現時的社會環境下，尤其香港要面對

許多社會及前途問題，劇場工作者更應了解觀眾的需

要。「現在再做喜鬧劇，觀眾未必笑得出」，他早前與

著名舞台劇演員梁祖堯閒聊，提及對方的喜鬧劇作品以

往都大受港人歡迎，但即使如此，梁祖堯表示暫時未有

再做的打算，一來面對社會問題未有心力創作，二來觀

眾現時最想要的並不是歡樂，「再做便顯得很虛偽」。

黃國鉅表示，即是沒有社會問題，本地劇界也應該擴闊

自己的視野，創作多點本地作品，劇場自自然然便不會

「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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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的上半場與下半場》獲得眾多正面評價，有觀眾反應劇作為
他們提供了思考的空間

（相片由一條褲製作提供）

▓紀錄劇場的題材大多為與社會、歷史及政治有關，並以真實

的原材料作為創作的基本。



未來發展潛藏隱憂 感染力強難被取代

　　對於劇場在香港的未來，黃國鉅指當中有不少隱

憂，包括直接影響劇團存亡的場地及資助問題。在香港

私人場地數量不多，而康文署轄下共14座演藝設施的

劇院、黑盒劇場等則成為劇團在租用私人場地以外的

唯一選擇，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

告2016/17，所謂主要演出場館只有51個，包括公私營

場地，而該年度共有超過8600場表演藝術場次，戲劇

在當中佔2560場，為眾表演藝術種類之冠，雖然香港

劇場產量十分豐富，表演場地卻十分有限，表演場地難

尋，令劇團即使有好作品亦未能給予觀眾欣賞。另外，

翻查藝發局的紀錄截止2020年2月，獲藝發局年度資

助的劇團一共有17個，金額由47萬至200萬不等；除

卻年度資助，亦有不同劇團的演出獲計劃資助以涵蓋制

作費。由此可見，很多劇團均需政府的資助才能維持營

運，只有少數能夠依靠門票收入而獨立地經營，黃國鉅

擔心這種模式令香港劇場不能財政獨立，容易失去創作

自由，「只要政府拒絕批出資助或場地，劇團就難以生

存，最壞的情況是劇團會為求生存而自我審查」。

　　不過，黃國鉅未有對未來過分憂慮，尤其是在

2019冠狀病毒疫情過後的情況，「一段長時間不能做

戲看劇，大家都會『劇癮』起，令劇場更百花齊放」，

他特別指出，劇場的獨特性在於它現場感染力十分強，

而這種魅力是網上直播難以取代的，因此他認為劇場依

然能夠屹立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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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康文署轄下表演場地不作

開放，多個表演節目須延期或取消。

▓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發表的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2016/17可見，戲劇節目的場次佔總體近三成。

（圖表摘錄自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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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這份畢業作品時，正值五月，香港的疫情暫時受

控，也有劇團公佈六月中將演出新作，不禁令人期待。

然而，全國人大於近期提請審議「港版國安法」，消

息一出立即全城，以至全球也嘩然。猶記得其中一位受

訪者跟我談過他害怕萬一港府就「廿三條」立法後，

很多劇目也許就無法再演。而現今，大家都說「港版國

安法」比「廿三條」下手會更重，很多人都人心惶惶。

自由是創作賴以為生的元素，眼見香港的劇場愈來愈多

與社會甚至政治有關的作品，即使香港劇場受眾少又

不是主流，它會否也成為政權眼裏容不下的一粒沙子？

引用一條褲製作另一紀錄劇場作品《1967》中的對

白：「到2047時，我們還能談1967嗎？」2047年到

來時，還有甚麼可以談？

一眾受訪者

一條褲製作

一舊飯團

曾韻存

李文老師

家人、朋友

鳴謝（次序不分先後）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