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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選自澳門理工學院郭曉欣作品《梳打埠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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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文化創意產業的日益崛起，文化創意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將為澳門的經濟、

文化的發展注入新動力，文化創意與旅遊業的良性互動，將從社會資源、消費能力、生

活習慣、個人追求等各個方面，使澳門的發展擁有一個更明朗的未來。

澳門文化產業基金自 2014 年成立以來，出臺多項不同的扶持政策來推動澳門文

創產業發展。其中幾個開拓性嘗試有條件深化為持續性政策來推動澳門的文創產業發

展。例如，文化展演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以及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都是服務於同一

個政策目標，就是推動澳門的文創作品走出澳門，拓展澳門品牌影響力與文化輸出。分

成兩個專項計劃：一個針對文化展演，一個針對文創產品，方便設計評核標準，但政策

內核和目標是一致的。

澳門的文化產品輸出是拓展澳門的文創市場，同時也是澳門的文化輸出，有助澳

門城市形象提升和宣傳。當然如何保障澳門輸出的是優秀的文化產品，以及運營者在當

地形成的商業口碑都是值得關注以檢討政策成效。普通的文創項目資助，項目審批後是

一般性的財務監測。但這兩個專項資助帶有文化輸出的外部效應，如果展演者或經營者

在外地造成不良的口碑與聲譽，同樣會為澳門整體帶不良的宣傳，所以文產基金有必要

思考後續的監察指標完善，以作為後續政策延續的決策依據。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 70 年，是文化事業不斷發展的 70 年，也同樣是澳門發展文

化產業的是一個具有深刻意義的歷史機遇，近年，澳門文化產業基金陸續推出不同的專

項資助計劃，展望澳門新時代發展態勢，我們相信，澳門的文化產業將迎來新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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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
藝術

吳潤忠 (Bill)，澳門理工學院數碼媒體系學士畢業。現為澳門霜冰雪創作實驗劇團團員兼任平面設計總

監。曾參演舞台劇包括：《搞乜鬼又做莎士比亞》、《王子復九記 2014》、《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 2014》、《仲

夏夜之夢》、《路得記》、《以斯帖記》、《參孫》、《收聲吧！沙甸魚》、《奇妙空間現實時間》、《威尼斯商人》等等。

人物介紹

畢業已有一年的阿 Bill，現為自由身工作者，喜歡拍片，亦熱愛舞台劇，作為演員，Bill 坦言很多時侯他

的創作靈感是在戲劇裡得到啓發，他喜歡在作品中滲入戲劇的元素，因為這樣撞擊出來的劇情，有娛樂性，

也有反思的成份。

《幸》是 Bill 在理工的畢業作品，臨近畢業，他聯想到工種、金錢等問題，便想一個有關金錢為主題的影片，

金錢問題大多讓人覺得沉重，他卻希望以輕鬆的手法去敍述。《幸》講述一個小男孩長大後任職地產經紀，因

為喪父的陰影下，性格顯得十分拜金，有一日，他發現他賣的樓是自己小時侯住過的地方，只是因為當時年

紀太幼而忘記了，推銷過程中，他憶起這間屋是以前與父親一起居住的地方；在影片中，Bill 以機械人玩具帶

著主⻆回憶童年。“這個機械人是一個科幻的手法，我覺得無論男或女，都有一些曾經投射過感情的物品，有

些玩具可能細個無玩過。但一旦見到，就會開啓了某個腦內的某個機闗，繼而有不同的聯想。我以前無玩過

機械人，但看到它，就 Click On 了某些想法。”他說最離地的一個位，是主角會在天台遇見自己的童年，並

與之聊天。“這概念是從《乘風破浪》這套電影中得到靈感的，覺得可以與自己的童年對話是一件很 Touching（令

人感動）的事，這也是一個在戲劇裡面經常用到的手法，產生不同的張力及矛盾。”

結合戲劇手法拍片

而為何這個作品叫“幸”呢？ Bill 解釋：“因為‘幸’與‘辛’兩個字其實很相似，只是差一劃。就好像在‘辛’

的目的，都是希望得到‘幸’，這個‘幸’可能是‘幸運’，又或者是‘幸福’，而我看到的是‘幸福’，因為

幸運其實就是包含在幸福裡面。有些觀眾看完影片之後，會將戲的感情投射到親情裡，但自己最想帶出的是，

‘辛’後究竟以一個怎樣的信念去確立、去定位自己？所謂的金錢，或者一些外界的物質對你而言，當有一

個很穩的立足點的時侯，這些外來的物質就不會輕易動搖你了。

談及為何以地產作為題裁，Bill 坦言：“自己在澳門出世，是個澳門人，很有趣的是，在港澳地區，大家

的人生進程都好像很相似，都是讀書畢業，畢業之後工作、買樓、結婚，一站式計劃，有家庭的前提下必先

有一間屋；但在外國等地區並不會以你有沒有樓作為成立家庭的前提。在澳門，樓價的問題一直是在社會上

討論了很久，但這是不得不面對的事，也是最容易入到大眾心裡的話題；買樓幾乎是最多人提及到，最多人

唔敢提，又很多人覺得提及了都無用的話題，而作為地產經紀，他要賣樓，自己又要買樓，本身就是一個很

矛盾的職業。”

‘幸’與‘辛’的反思

Bill 憶述，創作《幸》的故事時，雖然畫了很多分鏡，但在現場拍攝時，會突然冒出很多想法，順着預先

準備的 Storyboard 可能會拍到想要的效果，但去到某個位就會想加一些元素，改不改就是當下的決定。“拍

攝好像與時間競賽，還要因應天氣、場地、演員等不同因素，時間恍惚永遠都不夠用。”

面對突如其來的想法會有猶豫，但最後令 Bill 作出決定的，是演員做完出來會不會觸動到自己，是不是

自己內心想講的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就會改。“在影片中其中有段一分多鐘的音樂，本來無打算加上去，

有一日上網搜集資料時突然聽到，便覺得那首歌很適合某個橋段，嘗試剪接之後，就發覺很感動到自己，便

有了改動。影片尾段的其中一幕，是主角對觀眾說‘祝大家好運’，其實也是自己想對觀眾說的，這是後期才

想到的，而有趣的是，都是加入了那首歌後，才決定改動結局。”《幸》的長度約為 25 分鐘，在畢業作品中屬

於中長度。“播映之前有人曾疑惑會不會很抽象，看完之後大家的反映都很好，對於自己來說已經是個很大的

鼓勵。”他亦認為，戀愛電影館是個很好的平台去播本地大學生的作品。

發展能感動自己的橋段

Bill曾在電視台工作短暫的時間，但因為想發展戲劇，便決定辭職，與朋友建立劇社。在拍片與舞台劇之間，

他選擇了後者。“我覺得這是一個等待的過程，每個人的時間規劃都不同，有人可能覺得畢業後出來搵份工，

但對我而言，反而想用這段時光去做這件事，現在的旅途是自己想要的。未來希望做得更好，也可能會進修

舞台劇相關的課程，當然，也會為自己定下守則，設定一個時限給自己去闖。”

築夢是個等待的過程

－ 專訪《幸》導演吳潤忠

築夢是個等待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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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
背後

逗號，是未完的待續；逗號，是從一點出發，然後向未知探索著；逗號，總是在字裡行間出現，卻又容易被忽略的半格⋯⋯

它是一個符號，也是一位醉心時尚的年輕小夥對時尚的憧憬和理解。

COMMON COMMA 的風格偏向都市化，主要吸引

年輕一族，在品牌的簡介當中，標榜著“代表著都市化，

叛逆的生活方式”：“即係偏向 City（城市風格）一些，會

見到城市裡的會穿著，不像鄉村 Casual（休閒） 的感覺。”

除 了“都 市 化”這 個 特 點，COMMON COMMA 的

獨特之處，還有推崇“功能性與潮流時尚兼備。”衣物除了

是潮流品味的標誌，還應回歸到最基本的功能。

關於 COMMON COMMA 猶如血液一般“著重功能

性”的這個獨特之處，David 解說，靈感來源於在西雅圖

的生活經驗：“西雅圖是一個常常充滿毛毛雨的城市，所以

我自己是很著重衣物的功能性，譬如布料的防水性能，或

者是有一些隱藏的口袋。”除了出於個人對生活的理解和對

功能性衣物的興趣，還有他對現今潮流趨勢的觀察和體會：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的潮流品牌，例如 LV、PRADA 等等

都開始越來越著重實用性，多於做一個 Model-gram（模

型）。”

作為一個潮流行業的工作者，不僅要留意世界潮流趨

勢，更要留意本地資訊。“現階段而言，澳門的年輕人對功

能性衣物對接受程度還是相對不高。他們偏向購買一些‘很

Logo’的 東 西。他 們 不 太 著 重 設 計 如 何，但 求 有 一 個

Statement （標誌說明）能夠代表他們喜歡的東西而已。”

他笑言，可能澳門市場功能性的衣物比較偏向運動型也有

一定的關係：“於我而言，我是很喜歡功能性的衣物的，但

在澳門，功能性的衣物要不然是時尚但價格很貴，要不然

就是運動品牌。”或許正是這樣，促成了 COMMON

COMMA 的誕生：“我自己就想取一個中間點可以結

合兩者。”

為了貫徹 COMMON COMMA“功能性”的這份獨特，

David 從布料的選擇開始便很著重功能：“除了肉眼可以見

到的防水性能的物料、可以裝不同物件的口袋較多，布料

的選擇去體驗衣物的功能性也是我會留意的地方。”

現 時 COMMON COMMA 主 要 是 David 一 人 在 打

理，身兼設計師等多個職務，服裝種類方面也是男裝為主：

“但有時同一件衫，找男女 Model 穿會有不同的感覺。”

David 說日後會有更多中性款式的嘗試，或是會嘗試女裝

服飾。

記者：胡曉穎

讓時尚
蔓延於生活
——訪本地品牌COMMON COMMA 創辦人David Siu

COMMON COMMA 創辦人 David Siu

創辦人 David Siu 演繹自家產品

（相片來源於 " 澳門時尚廊網站 "）

COMMON COMMA 產品於澳門服裝節上展示

（相片來源於 " 澳門時尚廊網站 "）

COMMON COMMA 成立於 2017 年，主要是網絡銷售。創辦人 David 

Siu 對於品牌的名字有這樣的詮釋：“Fashion（時尚）和 Comma（逗號）其實

一樣，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見到，卻不會被留意到。”他繼續解釋道：“Comma（逗號）

是未完的意思，和 Fashion 一樣，是不會完結的。”他認為，每個人都能夠擁有

時尚，因為時尚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和逗號一樣重要。

在 COMMON COMMA 的簡介裡有著這樣的一句形容：“不講故事不寫

詩”。David 笑了笑，這樣解釋說，由於工作的關係，對潮流品牌都甚為熟悉，

當中不少耳熟能詳的品牌，背後總有著許多高低跌宕的故事和內在涵意。

“現階段，‘故事’對於我

們這個品牌而言還是很可

有可無。一來我們的品牌

還是很新，未能有很多歷

史和故事可以帶出，所以

我們更希望被著重點放在

產品的本身的提昇改進，

多於構建背後的一大段故

事⋯⋯ 就算我現在告訴你

（背後的故事），你也未必

有 興 趣。”把 Fashion 演

繹 得 直 接 且 實 際，是

David 賦 予 COMMON 

COMMA 的理念，也是他

對時尚的一份獨特見解。

一份時尚的理解

一份日常的時尚

談及 David 在西雅圖的學習生活的經歷，原來他就讀的是傳播專業，

和時裝行業是風馬牛不相及。David 則笑言，時裝設計是他從小到大的興

趣，不過是家庭資金等等因素在學業上另有選擇；回澳後便一直從事潮流

品牌 Buyer（買手），重新燃起了他對時裝設計的這份情意結：“曾經年少

輕狂的時候，常常幻想自己創立品牌，像是一種 Fantasy（夢想），但沒

有考量如何付諸實際⋯⋯ 直到後來回澳做了 Buyer，接觸了不同品牌的

產品，真正感受到當中的樂趣，才從實際考慮如何從零開始（創立自己的

品牌）。”

從零開始，意料之中，來之不易。David 坦言，過程十分繁複：“畢

竟我不是設計出身，甚或連一件衣服是如何構成也不清晰，但現在要製造

一些產品出來，就只能重新學習。”為此，他參加了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

心一個為期一年的課程：“由你甚麼都不懂，令你最後學懂車一件衣服出

來。”因為課程時間的侷限，David 說只能每個範疇都只在“認識”的階段，

及後他繼續進修不同課程，從實際追求自己的 Fantasy（夢想）。

而這份由零開始，總會有第一步。而 David 的第一步，是參加“樣板

設計補助計劃”，勝出者可以獲得一筆資金去創立自己的品牌。當時已經

在從事潮流品牌購置工作的 David，在女朋友的鼓勵之下踏出了這一步。

David 坦言，現在全靠正職的收入支撐著自己的夢，但潮流品牌買賣

的這份職業，也幫助推進自己的夢想：“會更加留意市場走勢，分析潮流

趨勢。”若非有著這樣的一份鍾情，或許不會在兒時萌生過後，重新拾起

這份夢。

一種時尚的鍾情

問及 COMMON COMMA 的未來動向，David 的每一句回答都很踏

實。猶如 COMMON COMMA 的 Logo 上的這個逗號，讓時尚不再侷限

於舞台，而是蔓延於生活；紮實地一點出發，延伸到充滿著夢想的未來。

一絲鍾情的執著

同樣服裝於女生身上展示有著不一樣的效果

（圖片來源：COMMON COMMA FACEBOOK 專頁）

COMMON COMMA 新系列產品展示

（圖片來源：COMMON COMMA FACEBOOK 專頁）

於澳門時尚廊寄賣的產品展示

（圖片來源：COMMON COMMA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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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藝
傳承

林毓海，澳門本土麵

塑藝術家及著名專業點心

師傅。早年入行，當過賣

點心童工及點心學徒，具

豐富點心製作經驗。在七

十年代參觀“滿漢全席”

的製作中看見利用麵粉及

蔬果雕刻塑造出來的龍鳳

圖案、八仙人物，領悟麵

塑蘊含了許多學問。並開

始自學製作麵塑公仔 , 至

今研究逾數十年，並開班

教授兒童，致力將工藝傳

承下去。

也許很多小孩在童年時代都在街頭上看過麵塑公仔，林師傅也一樣，小時侯也在新馬路噴水池一帶見過麵塑公仔，當時的他，

已入行做點心學徒好幾年。但真正開始接觸麵塑公仔的製作，是在他 30 多歲的時侯。“以前培正學校後面有間寶成酒樓，當時

在那裡做過一次滿漢全席，有福祿壽、魚躍龍門等公仔，覺得如果做點心師傅也能夠做出這些公仔，真的不簡單。於是就吸引了

自己開始去摸索。”

林師傅坦言，第一次做公仔主要做時果類，如白醋餃、甘筍酥、蝶蝶餃等，因為點心與公仔很有關係。後來開始練習做壽星公，

因為擺壽宴時，如果客人看到這些裝飾會很高興，故懂得做壽星公的點心師傅相對會吃香。“再之後，就開始試做神話人物，一

開始做的都是失敗作，過不了自己那一關。當時是 1988 年，沒有現在資訊那麼發達，要參考的話，也只能在星光書店買些神話

人物或麵塑公仔的書回來自學，研究如何做鼻，做眼做得更神似，”

“麵塑公仔最重要是頭部和臉部表情，因為那是關乎整個公仔的神緒。因此，麵粉的質量很重要，

粉調得不好，公仔做出來會爆，好的麵粉做出來的公仔臉部就會好‘靚仔’。”林師傅憶述，當初練

習時侯，就是掌握不到麵粉的質量，才令公仔做出來不夠堅挺，後來才研究到，蒸完之後的麵粉不

能夠即刻用，要過一段時間才能用，且麵粉不能夠放在潮濕的環境，這些經驗，都是靠自己慢慢發

掘出來。故此 , 他亦研製了一個專門製作麵塑公仔的麵粉配方 , 以這些麵粉製作的麵塑公仔，在乾了

之後不會爆裂。

做麵塑公仔時，會先將麵粉搓入顏色，再用手捏出不同的形狀和弧度；一般會先做公仔的頭部

和神情，其次做身體，身體會以鐵線和報紙紮出一個“籠”( 身體的模 ) 支撐，也有些麵塑公仔全是

由麵粉組成。簡單的公仔一般幾小時便能完成；如果是神話人物等公仔，因為要等麵粉乾，整體需

要約 2-3 天的時間。

林師傅最擅長做的公仔是龍：“因為龍在中國文化裡代表吉祥，亦因為很多地方都能夠參考龍的

模樣，相對易於創作。”要看師傅的火喉，就可以看他製作的鼻和口是否夠生動，因為龍並無實體，

故所有部位，如鹿角、鷹爪、龍頭等都可以是千變萬化的。另外，林師傅也喜歡製作動物、植物 ,

以及澳門獨有的人物故事，如舞醉龍，土風舞等人物；2017 年，他曾舉辦過一個麵塑展覽，曾做

過十八羅漢。

除了創作，林師傅亦希望為麵塑製作的文化保育出一份力。自 2011 起，他開始在工聯中心開

班教授麵塑製作，學生約為7至13歲。他坦述：“這些小孩看見自己製作的蘋果、燈、小白兔都很開心，

教的時侯自己也很有滿足感。透過開班，希望可以讓他們了解和學習這門珍貴的手工藝，培養他們

製作麵塑公仔的興趣；當他們有了基礎，日後都可以買書自己進修。”一個課程共 12 堂，一般一個

月完成。

林師傅指出，澳門的麵塑師傅不多，很少機會能夠找到同行人交流。因此，他每年也會到在廣

州的民間藝術節去觀摩，亦會與一些來自北方的麵塑師傅交流。近期，林師傅亦於瘋堂十號展出了

他的作品，展覽日期直至十一月三十日。他希望未來繼續創作更多不同款式的麵塑公仔，舉辦更多

的展覽。

未退休前的林師傅在酒店工

作，有時也會在內地接生意，生活

十分忙碌，很多時侯都是放工回家

才有時間練習，有時練 1,2 個小時

就會累，有時也很視乎心情去練

習，如果真要做到平心靜氣，專心

練習的話，就要放棄很多娛樂。慢

慢地，透過不斷練習做壽星公、仙

女、豬八戒等神話人物，林師傅做

麵塑公仔也做得越來越純熟。

現時，林師傅已退休約 5,6 年 ,

較為清閒的生活讓他有更多時間去

鑽研和練習，加上有更多途徑去參

考圖案，反而讓他的技藝進步得很

快。

麵塑，是中國千年文化的民間手藝，這門手藝更於 2008 年

被中國國務院列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澳門，也有

一位麵塑師傅正在默默傳承着這門手藝。他，便是林毓海師傅。

初見林師傅，還以為他是武術師傅，瘦削的身驅，卻有着筆直端

莊、正氣澟然的姿態，除了麵塑的創作，他也是一位著名的點心

師傅。

有心不怕遲　自學製麵塑公仔

要進步　就要學會取捨 自行研發麵粉配方

開班授教　保育麵塑文化

為麵塑公仔注入生
命

̶̶專訪本地麵
塑師傅林毓海

受訪者簡介

麵
塑
公
仔
創
作
品

麵
塑
公
仔
創
作
品

生動的神話人物

孫悟空
財神

活靈活現的壽星公

神緖

變化多端的龍

記者：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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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約
藝術

個人作品

在London Tattoo Covention 
2017的個人作品

近年，紋身漸漸為人所喜愛，甚至作為藝術作品受人鑑賞。推動這些認知的改變，

全賴一群不滿足於現狀的紋身愛好者，而 F Cheung，來自香港的紋身師，便是其中

之一。

“青年時期就覺得紋身好型，有想過做紋身師，不過都只是想想。”F Cheung

曾做過 2,3 年跟單文員，其後覺得這樣的人生太無意思，便決定重拾成為紋身師的念

頭。“以前香港很少紋身舖，即使有也不會有人收你做學徒，怕你學完就走，所以只

能在 EBAY 訂紋身工具，再買假皮和豬皮回來自學；也試過在 Youtube 看影片，不

過當時的 Youtube 是新開發的平台，沒有教學影片，只有少量的紋身作品影片可以

參考。”學了一段時間後，F Cheung 便嘗試在朋友身上紋字，3,4 年後，紋身技術才

真正上手。“試過開紋身舖，但當時的社會對紋身的印象還是不太好，沒有很多人願

意紋身，縱然做一些新式的圖案去改變別人的看法，便關閉了店舖。”因為不滿足於此，

F Cheung 便前往了倫敦。“總覺得紋身不應該只是龍、荊棘等圖案，就想到外國看

看他們的文化和環境。”

敢於出發，成就紋身路
——專訪紋身師F Cheung

“當初去倫敦只打算逗留一個月，增長見識；順便看看能否找到客人，有客人就有賺，沒人找你也不輸蝕。出發之前，

已經在 Facebook 洽談了一單生意。”到了英國，F Cheung 便開始參加當地的紋身展。“申請展位可以宣傳自己，也可

即場為客人紋身賺錢；入場觀眾可能覺得我是唯一的亞洲人，就會過來幫襯，而當他們知道你在倫敦住，口耳相傳就會

介紹其他朋友認識；試過幫一位大學生紋身，他就會帶幾位同學仔過來。”他坦言：“因為沒有店舖，只能在自己或客人

的家中紋身，但其實在英國這是禁止的；假若客人不住在倫敦，就會與他們協調是我過去，還是客人過來，反正搭火車

也很方便。”F Cheung 知道這個方法可以吸納更多客人時，每逢有展覽就去參展，最終在英國待了四年。“原來找客人

不難，只看你是否夠膽踏出這一步。”

記者：Eva

到英國闖出紋身路

“以前的紋身圖案都是從網上下載再修改，但去到英國之後

看到當地紋身師的作品，就覺得應該要有創作個人作品了。”他

坦言，在英國每天花上四小時專心練習畫畫，不到一個月已經

有很大的進步，尤其參展需要準備很多個人作品，讓他的畫

技增進了不少。亦因為紋身展通常都附有比賽，他深知獎

項可使己人氣更高，所以會經常參賽。紋身師沒有固定的

工作時間，有時每天都有客人，有時每週則只有一至兩

個。“不過那幾年所賺到的錢足夠起居飲食外，還可以

旅行和有剩餘的錢儲起來，過得不錯。”

創作個人作品積極參展及比賽
不知不覺，F Cheung 已在紋身這一行有 14 年之久，

當年的挫折，都變成了回憶的趣事。“以前因為想全情投入

研究紋身便辭去全職，變相沒有收入，或只有幾百元的收入，

這狀況大概維持了兩三年。有次接了一宗生意，與客人溝通了

要去他的家，但當時全副身家只剩下 10 元，搭車之後剩下 5.5

元，想買一盒檸檬茶都不夠錢，只能等紋完之後再買。收到錢後，

就去了樓下吃飯，雖然只有 350 元，但當時已經好開心。”

既然有了“第一桶金”，F Cheung 便想去創造更多機會。“以前

500 元就可以租一間酒店房，一晚找到兩位客人的話，就已經可以回本，

於是問了阿媽借 100 多元，加上原來的 300 多元，真的找來了兩位客人

在酒店幫他們紋身。這方法維持了一年多，有時一次可以賺到幾千元，租

酒店的次數多到連酒店的員工都認識自己，員工也慣了找一間較偏遠的房間

給自己，不怕嘈到別人。”

難忘的學藝回憶

對於外國與港澳的文化差異，F Cheung 認

為是不可避免的：“澳門的紋身歷史不到 20 年，香

港也不過是 5,60 年的事，相對於超過 200 多年的歐

洲來說，始終太短。所以在外國，儘管你有一大片紋身，

也不會影響職業，可以繼續是消防員和警察。當然，如

果紋身文化在港澳能夠發展超過百年，環境也會很不同。”

對於紋身，F Cheung 偏愛“黑灰、卡通圖案”，不過

他坦言近年很少有時間創作自己的作品，以前在外國畫了 20

幅圖都會有客人選擇；但在澳門，多數都是客人自訂圖案。“可

能是文化差異吧，現在大多數時間都花在處理店舖及客人圖案的

事上。如果有機會回到歐洲，希望可以重拾自己的創作。”他坦言，

初初入行只為了型和賺錢，但回想起來，紋身這條路的確使他成長了

很多。“紋身環璄、消毒等專業知識，待人接吻和處事的態度，如何包裝、

宣傳、營運等生意之道，都是在紋身路上學到的。”

不同地區的紋身文化

闖蕩幾年之後，F Cheung 曾試過回港開紋身舖，不久之後又再出走。“總

覺得英國的環境和對紋身設計的接受程度較高，便再次離開，去了德國和

澳洲；後來得知澳門的紋身業尚未發展，便嘗試過來發展。”最終在

2015 年來澳，並開設“Doll’s Tattoo Macau”。開店後，才發覺原

來有很多澳門人都想紋身，才促成了他繼續留在澳門發展的契機。

留在澳門四年多，F Cheung 有感越來越多澳門人對紋身有興

趣，覺得時機成熟了，便於 2018 年籌辦了澳門首個紋身展覽，

讓更多對紋身有興趣的人看到各地的紋身文化。展覽邀請了不同

國家及地區的紋身師來參展，本地觀眾可省卻了搭長途機的痛

苦，便可一睹這些紋身師的風采和技術。F Cheung 認為：“一

個紋身展對於普通觀眾來說可能只是一場展覽，但對於紋

身師來說，是一場盛會，一個展示自己的機會。在未來，

希望可以找到更多贊助資源，降低入場門票的價格，吸

引多些人流，讓更多人接觸紋身文化。”

籌辦國際紋身藝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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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文創產業化 ;——資助文創人投入市場競爭，企業化

經營；通過降低文創企業的創業門檻和失敗風險來扶持文創產業

發展；

具體措施有免息貸款和無償資助以及利息補貼三大政策；三

大政策應該是免息貨款以及無償資助最有實效，利息補貼在文創

行業啟步階段作用不大。

2. 細分行業的專項服務平台來解決一些文創行業的整體性

困難 ;

通過無償資助八大服務平台，以公司運營模式來協助解決一

些行業的共性問題；例如提供工作室，提供展示空間，提供不同

細分文創行業的專業服務等。通過民間公司運營服務平台的方式

來提升效率以及為不同文創行業提供更加貼合行業需求的服務。

現共推出有九個專項資助計劃，包括：出版綜合服務平台專

項資助計劃；影視綜合服務平台專項資助計劃；設計綜合服務平

台專項資助計劃；時裝／時尚綜合服務平台專項資訊劃；社區文

創專項資助計劃；文化展演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品牌專項資

助計劃；麥麥 mak-mak-- 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

文創企業成長發展專項資助計劃；

這九個專項資助計劃前四個是延續服務平台的理念，通過更

細化的服務要求以及公開招標來繼續服務平台的政策，可以認為

是原有服務平台政策的優化，而後五個專項資助則是文化產業基

金開拓性的嘗試。我們試分析這五個新的專項資助計劃來討論推

動澳門文創產業發展的一些政策可能性。

其中幾個開拓性嘗試有條件深化為持續性政策來推動澳門的

文創產業發展。

社區店鋪通過再設計得到形象提升和知名度提升，項目初期

應加大力度宣傳首批參與企業。讓更多的企業切實感受到設計可

以為自己企業帶來收益與知名度，令到更多傳統店鋪和企業願意

投入資源給設計師，形成設計市場的良性互動。

為澳門整體帶不良的宣傳，所以文產基金有必要思考後續的

監察指標完善，以作為後續政策延續的決策依據。

文化產業基金的政策思路分析文化產業基金的政策思路分析

澳門文化產業基金自 2014 年成立以來，出台多項不同的扶持政策來推動澳門文創產業發展。

個人觀察分析，政策主要沿著以下幾條思路分幾個階段來開展工作：

第一階段,文產基金創立初期:11

進入 2018 年以來，文化產業基金陸續推出不同的專項資助

計劃，個人覺得文產基金開始進入開拓與優化階段。除了繼續維

持一般性項目申請外，核心工作是推出不同的專項資助計劃。

第二階段，開拓與優化階段；22

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理事長 黃少春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理事長 黃少春

社區文創專項資助計劃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網站）

文化展演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網站）

一 . 推動產業文創化

社區文創專項資助計劃是推動社區店鋪與設計師合作，重新

設計，提升企業形象。這類的資助是推動產業文創化，讓傳統企

業更加認識到通過設計讓企業形象和品牌提升，可以為企業帶來

更大和持久的效益。以社區店鋪為切入點，還有助於提升澳門的

城市形象與社區面貌，可謂一舉多得。

二 . 推動澳門文創產品走出澳門

文化展演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以及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

都是服務於同一個政策目標，就是推動澳門的文創作品走出澳

門，拓展澳門品牌影響力與文化輸出。分成兩個專項計劃：一個

針對文化展演，一個針對文創產品，方便設計評核標準，但政策

內核和目標是一致的。

澳門的文化產品輸出是拓展澳門的文創市場，同時也是澳門

的文化輸出，有助澳門城市形象提升和宣傳。當然如何保障澳門

輸出的是優秀的文化產品，以及運營者在當地形成的商業口碑都

是值得關注以檢討政策成效。普通的文創項目資助，項目審批後

是一般性的財務監測。但這兩個專項資助帶有文化輸出的外部效

應，如果展演者或經營者在外地造成不良的口碑與聲譽，同樣會

三 . 推動文創企業成長

文創企業成長發展專項資助計劃的官方介紹是為創造良好的

營商環境，鼓勵本澳的文創企業向商業運作轉型及向規模化發

展，文化產業基金（下簡稱「基金」）推出《文創企業成長發展

專項資助計劃》，以降低澳門文創企業的營運成本，協助其成長

發展，促進本澳文化產業的多元發展。而具體資助內容是生產材

料及製作材料，設備費用，推廣宣傳費用，專利商標申請和物流

費用。

這個計劃出發點是推動澳門文創企業成長，作為政策目標值

得肯定，但是實際的資助內容及形式可以再商榷完善。文創企業

的特點和成長關鍵是不同於傳統製造業，傳統製造業發展到一定

階段，為了擴大產能，可能面臨要一次性升級生產線或者購買更

多設備。所以要扶持傳統製造業提升，現在計劃提到的資助生產



11 12

材料，設備，推廣宣傳，專利商標，物流費用等就適得其所。

但是文創企業與傳統企業的特性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這個

設計師很有潛力成長升級，那制約他的不會是那部電腦的性

能不足，因為設備和生產材料費用在文創產業中往往佔很小

的比例，文創產業核心在人在創意。有些文創項目或文化展

演是否需要設備投入，肯定有需要，但當我們將他的設備費

用和整個文創項目的所有費用對比起來，也會發現佔的比例

很小。當然作為無償資助，文創企業也會覺得聊勝於無，多

買部設備也沒什麼損失，反正不用自己出錢。但這是不是文

創企業成長的推動力呢？個人覺得不是。

文創企業的成長在於可以挑戰更高層級的項目，服務更

高層級的客戶。例如我是一家小設計工作室，一直在做澳門

社團的設計服務，能力不錯。那成長的路徑在哪里呢？一條

是同質量化，擴大化，服務更多的社團，做更多的同類生意。

但澳門市場規模小，這條路徑較為受限，同時設計也很難不

斷重复。另一條成長路徑是提升客戶群體層級，提升服務層

級。公司原來為小公司設計，現在有機會可以為大企業做設

計。原來一個設計收五千的，現在一個設計可以收五萬。原

來搞個社區小展覽的服務公司，現在我可以在威尼斯人搞一

個大型展會。原來我在公園舞台社區活動上表演，現在可以在金光

舞台賣票公演。這才是文創企業的成長路徑。

但是對於大型企業和大型項目，試錯成本太高，所以大企業往

往傾向於找有經驗有實力的大公司來做項目對接。而對於有成長潛

力的小公司，小公司在未接到具體訂單時，又很難為項目無償投入，

甚至因為沒做過，不了解大型公司的各種規範和標準，也沒有接觸

的渠道。那文化產業基金的文創企業成長專項資助計劃是否可以在

這兩者中間作出一種過渡安排，令到雙方有機會合作呢？令到有潛

力的小型文創公司有機會展示創意實力，進行獲得訂單，成長為對

接服務大型企業的文創公司呢？個人認為在這方面的專項資助安排

才能更有力推動澳門文創企業成長。

麥麥 mak-mak-- 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我認為

就是這個政策的一個嘗試。旅遊局為了宣傳澳門，推出了麥麥這

個卡通公仔作為宣傳代言人，同時開放了這個卡通形象的使用

權。而這個專項資助計劃由文化產業基金和旅遊局合作，資助澳

門的文創企業利用這個卡通形象開發文化旅遊商品或者開發文化

旅遊體驗服務。

個人認為這個專項資助是一個非常值得鼓勵和深入開展的方

向。澳門不同政府的一些品牌項目，每年政府都投入大量的公帑，

也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應。所以它是一個現成有沉澱的品牌和市

場。而澳門的文創企業在原來強大的品牌效應中再發揮自己的創

意參與進來，大大降低市場風險，更不用說還有文產基金的資助

來減少失敗的損失。而這些文創企業如果在這些項目中取得成

功，除了自己企業的成長，也會大大促進原項目的推廣和知名度。

這個制度同時也可以平衡政府部門因受公務採購法限制而不能靈

活發揮的缺點。

同樣的政策邏輯，澳門還有很多值得開發的政府品牌項目，

可以利用這個方式來推動更多的文創企業參與投入，共同建設澳

門。例如澳門每年的格蘭披治大賽車，體育局的大型體育賽事，

文化局每年的藝術節，音樂節，旅遊局每年的光影節等等。甚至

去到其它部門的政策宣傳：環保局的環保宣傳，治安警察局的防

騙宣傳等等。其實都有文化創意企業介入的空間，而且很多部門

值得強調的是文化產業基金不是要直接插手或影響到原項目所屬部門的權責，或者影響原來的項目招標採購機制。而是利用專項資

助計劃，有針對性地創設中間機制，推動導引更多文創企業共同參與到政府的品牌項目。推動這個政策的幾個關鍵點：一是不能干預到

原部門的權責，而且要取得原部門的合作共識；二是不能干預到原來招標程序等，而是利用專項資助的靈活性補充原部門受到公務採購

法約束不方便做的部份。

公務採購招標一般對於確定性封閉性的內容比較有效，但對於開放性的項目就很難執行。政府部門一個宣傳活動確定要印一千條毛

巾作為紀念品，通過招標程序價低者得，很容易操作；但如果是想讓投標的文創企業自己想有什麼有意義的紀念品，就會出現很多問題了：

很難評標，容易導致黑箱操作，價低者中標機制也很難體現創意的價值等等。所以如果文產基金的專項資助計劃可以針對澳門一些大型

項目，推出一些專項計劃作為配合，而原計劃的原操作繼續進行不受影響，只是開放外圍周邊給澳門的文創企業來參與，應該是有助提

升開放性創意和吸引更多澳門文創企業加入。例如每年大賽車活動，大賽車的相關組織，宣傳，製作，紀念品招標等等均按原工作安排

由原部門進行，但是文產基金和大賽車管理部門取得合作共識，開放活動 IP 的某些方面的應用權限，通過專項資助計劃，鼓勵更多澳門

文創人仕針對大賽車創作紀念商品，同時允許在場內指定地方銷售。是否可以創造雙嬴的局面，澳門文創企業得到機遇，同時澳門大賽

車的品牌也發揮更大的價值。現在很多部門會通過舉辦文創方面的比賽來進行政策宣傳，但這類比賽往往只能針對學生或公眾人仕，受

制度限制，很難面對文創企業。那這方面文產業金是否可以通過專項資助的靈活條件來創設文創企業參與的機會呢？

澳門特區政府設立了各類的扶持基金來鼓勵發展，但澳門卻只有六十多萬的人口。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現象就是，基金成立時申

請者眾多，但運作一兩年後，申請數量就急劇下降，或者是同一批人不斷重复申請。這種總量小的客觀現實情況令到管理部門很難一項

政策走到老，很難簡單的利用一種資助準則每年重复接受申請就做出政策成效。它需要管理部門更加深入的了解行業實際情況，適時調

整資助的細節條款和審批準則，同時因應澳門的環境與政策變化與時俱進才能有所成效。

文創企業成長發展專項資助計劃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網站） 

麥麥 mak-mak-- 文化旅遊品牌塑造專項資助計劃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網站）

品牌推廣專項資助計劃

（圖片來源：澳門文化產業基金網站）

四 . 推動文創企業協同澳門政府的品牌項目共同發展

澳門特區政府不同部門按自己的權責發展不同的項目。有不少

的項目也形成不同程度的口碑，也有很多每年重复舉辦的大型活

動。文化產業基金作為推動澳門文創產業發展，其中一個發展方向，

是否可以通過專項資助政策來推動或者媒合澳門的文創企業參與到

這些政府大型項目，從而獲得成長和市場機會？ * 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 , 不代表本刊立場。

事實上也是大量的通過招標方式或者與社團合作方式，來引入更多的文化創意宣傳。



13 14

ISSUE  39
Fantasia
Magazine

Sept. 2019

巧匠雕工・守藝傳承
－－ 專訪“大昌佛像雕刻木器”

 “ 神像、佛像雕刻是一門十分講究的工藝，技師造詣的高低，

不單純衡量技藝如何，還講求對宗教文化的認知是否足夠深厚。”

曾生補充：“為何對著這些佛像會產生恭敬之心？為何這個佛的面

相是這樣？如何做出來？它代表甚麼意思？人們為何敬拜它們？要

雕出一個沉靜莊嚴的佛像，講究很多。佛像是神聖的宗教物品，受

萬人敬仰，經過幾千年時間的淬鍊，漸漸形成自身獨有的文化和工

藝要求，作為領導者及大師傅就要了解這些要求：“比例結構”、“尺

寸”、“材質”以及“故事文化”。慢慢你就會知道，原來佛像不能

夠做得太花巧，因為會讓人分心；要做到有震攝力，就要夠大，才

讓參拜的人覺得自己很渺少，被它們感染；如果想在書房靜修，就

可以放一尊小佛，營造寧靜的效果。逐一了解這些故事後，做出來

的佛像才蘊藏深度。”

為何以前做的佛像無人要，現在的人爭住要？除

了有巧奪天工的造詣，還需要“經歷”。

“大昌”由曾德衡及曾德榮兩兄弟主理，他們小

時侯會幫父親做一些雕刻的表面功夫，直到 60,70 年

代期間，澳門經濟轉型，加上內地政治問題，許多店

舖都紛紛倒閉，他們才決定接手“大昌”。“當時幾乎

沒有漁民神像的生意，只能接到一些做佛座、佛像背

光的生意，後來便想，為甚麼別人做的佛像如此精湛？

一問之下，發現當時湧入澳門的師傅來自上海太湖邊

的一條村莊，在那裡幾乎每戶都有一門手藝。”

 “與其接零散的生意，不如提升自己的工藝去接佛

像雕刻的工作。”此後，曾生便不斷外出考察和學習。

如寧波的漆藝、台灣的超薄金箔等，吸收每個工藝的

細節。“一個佛像的接駁位爆了，師傅可能會從技術上

剖析爆的原因，但作為領導者，除了研究怎樣做才不

會爆，更要追溯材質的源頭；以前的社會封閉，很少

機會有機會出去，現在有機會周圍去見識，加上努力

鑽研，技藝自然會提高。與人溝通多了，就了解得越

多不同的信仰文化，一切都關乎經歷。”

“大昌”由最初的漁民神像雕刻、牌匾製作，擴

展到民間信仰的神像、佛像雕刻、佛具等工藝品製作，

其超群技藝在行內聲名大燥，講的已經不只是商品，

而是藝術品的形式存在；加上當時沒有競爭者，業務

更擴展到台灣、日本、新加坡、美國及加拿大。在香

港妙法寺重數 10 噸、30 呎高的巨型佛像，也是出自“大

昌”之手，從設計、選材、試驗、製作到運輸組裝，

共花了六年時間完成。

曾生憶述： “以前學藝是由一位大師傅帶住一班學師仔；學師仔針對

每個部位不斷加以練習，根基很深厚。不過，現在社會不同以前了，已

經沒有學師仔的說法。”60 年至 80 年代期間，很多內地人過來澳門打工，

部份人本身都懂得鬥木、雕刻等工藝，儘管工錢少也有很多人做學師仔，

因此人材不缺。“傳承一門工藝，最重要有人，其次是時間，無十幾廿年

都出不到一位師傅。如果早十年都還可以找到人訓練，但現在幾乎已經

無後生仔願意入行，自己的子女也曾接手過一兩年，但他們始終有另外

想走的路。”

      “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做到會飛那又如何？人工越來越貴，而

且，人手不是有錢就解決到，做得好少少，就已經另起爐灶，當然，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另外還要搞勞工證、買保險、搞運輸，一大堆瑣

碎事要處理，社會越來越複雜，有時已經不是可否繼續發展的問題，而

是繼續做下去沒甚麼意思。”他又表示：“一個月能有幾多時間呢？單是

雕刻以外的功夫，買木材、運輸、申請文件、裝嵌都很花時間，組裝一

個大佛，一年都未必完成到。在生意的角度看，一個大項目可能持續十年，

但其實木材十年前後的變化很大，人工運輸等成本都會上漲，但十年前

報好的價，客人未必會補錢給你，最後其實都沒甚麼賺。現在去內地找人，

都未必找到適合的人做，很多以前做工藝的人賺到錢，現在都已經轉行

炒木材了。”

曾生坦言，年紀大了，精力不如以往，有生意也未必會接，以現在的科技，

神像大可用機器做，節省很多時間和心機，但這樣就不能讓工藝傳承下去，

況且這些神像佛像，不是用錢就能解決的事，是需要深厚的歷練才能打磨出

好的工藝。“大昌一間舖，其實已經有五個舖位，在經濟角度看，租出去每

個月也很划算，何必如此費心神去經營店舖？為的都是守住這些工藝吧。”

      現時，曾生已將全套製作神像、佛像的技藝詳細記錄下來，讓有心

人繼續鑽研下去，他說若是內行人，一點就能明，至於技藝可以去到幾高，

就要視乎個人投放的心機和時間了。曾生雲淡風輕地說：“以前差少少就可

以很優勝，但現在已經沒有甚麼秘密之分。以前為生活而工作，而在社會變

了，我們也變了，只能順應環境變化，控制不了那麼多。”

上世紀 20,30 年代，澳門的木雕神像工藝發展盛極一時，乃因

當時本地漁民為求海上作業安全，會在船上安放各種神像，作為他

們的信仰，加上漁民大多不認識字，便以神像取代祖先牌位以作供

奉；當時香港和廣州的漁民也前來購買神象，致使社會對神像的需

求急速上升，在新涉頭街一帶，便有十幾間家神像製作的店舖。可

是，隨時代發展，這行業漸漸被淘汰，至今僅存“大昌佛像雕刻木器”

（下文稱“大昌”）與“廣榮造像雕刻木器”兩家，其中前者已有

過百年的歷史，歷經三代，年逾七十的曾德衡先生是“木雕──神

像雕刻”的傳承人。

雕刻技藝及文化認知

造詣高低在乎經歷

社會發展與傳承

順應環境變化

記者：Afra

需要有深厚的文化故事認識，才能雕刻出讓人恭敬的佛像

細
緻
逼
真
的
民
間
信
仰
神
像

大昌店內的木雕神像、佛像及佛具

精湛雕工 非物質文化遺產



ISSUE  39
Fantasia
Magazine

Sept. 2019

博� 雅
在� 地

1、豐富澳門歷史教學內容

一般中學生在“讀歷史”時的經驗，

均與“死記硬背”有關，而課程更留於

文字敍述的形式反映歷史事件和歷史發

展，對學生而言卻是最無聊的課堂。考

古出土的文物，是最原始、最有力的歷

史見證。從教學的直觀性來看，它比文

字史料更具真實性，客觀地從不同的側

面反映了不同時期人類的活動。如南海

I 號的考古發現，重塑了海上絲綢之路

古航道的繁盛，玉石環玦飾物可以體現

澳門史前文化的特色等。考古成果在中

學歷史教學中的應用，不僅可以增加歷

史教材的可信度和可讀性，還能拉近學

生與遙遠歷史時空的距離，激發學生學

習歷史的興趣。

2、增強中學生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

保護文化遺產，是每一個公民應用的責

任和義務，尤其是處於成長中的中學生，他

們是祖國的未來，是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

主力軍和重要力量。若教師在這一階段的歷

史教學中，充分利用現有的考古資源，引導

學生在歷史的脈絡中去認識考古遺物，更好

的使學生深刻認識其重要意義，形成自覺保

護文化遺產的意識。一個了解歷史文化遺產

及其保護意識的人，自然是文化遺產的保護

者。

3、激發中學生愛國愛澳的情懷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通過布置學生

從考古遺物中選擇象徵性文物來制作展現澳

門文化的文物集，並給予理由，引導學生對

澳門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不僅

如此，還可以加強學生的愛國情懷，使

得學生認識到中華文明得以綿延之久及

覆蓋範圍之廣的原因。比如：珠江口何

以成為孕育澳門文明的溫床；通過考古

出土文物說明澳門歷史文化發展的演進

過程，進一步培養學生的情感價值。

考古與發生在我們周圍的生活現象

息息相關，而對於如何“以考古成果輔

助歷史教學，以歷史教學普及考古知

識”，這就需要學校、教師、家長等的

共同合作。作為考古人員，就得肩負起

新時代賦予我們的教育使命，促進將考

古資源融入中學歷史教學，講好澳門考

古故事。

15 16

編制中學教材
講好澳門考古故事

文 / 曹凱雲

考古講座走進校園活動，一般由政府主動聯繫各學校進行組織；而

考古遺址實地參觀，則一般由學校組織安排，讓學生走進博物館開展考

古活動。澳門文化局都開展過此類活動，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如“澳

門文化遺產知識校園推廣計劃”、“澳門考古知多D”等等。

澳門考古夏令營，尤以國家文物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澳

門特別行政局文化局共同每年舉辦的“內地與港澳中學生文化遺產

暑期課堂”為代表，主要招收澳門高中學生參加。活動中，考古專

家為同學們講解相關的考古知識，並且陪同參觀考古遺址，同學們

可以近距離接觸古代文物，親身感受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中學教學科目中，歷史與考古學關係尤為密切，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是教師展開歷史教學活動的基本憑據。既為中學歷史教材

提供了有力保障，也認識到在中學歷史教學中應用其的必要性和巨大價值。

圖 1：考古專業人員在講解考古知識（摘自“澳門文化局”）

目前澳門中學教育編材中還沒有廣泛的利用考古資源的理念，開展的各類考古

活動相對零散，依然為集體參加考古營，組織學生到博物館聽一些小講座等，中學

歷史教育也沒有形成一個較完備的考古資源利用互動機制。若將考古成果應用於中

學教材中，作出突破性歷史教育改革，可以充分發揮出考古資源的價值，這正是課

程資源開發的重要意義所在。

圖 2：學生在體驗考古發掘（摘自“澳門文化遺產網”）

圖 3：考古專業人員在講解考古發掘知識（摘自“鄭州市文物局”）

考古與澳門中學歷史教學的結合現狀 考古資源在中學歷史教學中的意義

作者簡介:
曹凱雲，澳門人，復旦大學考古學碩士。一次偶然的機會，誤打誤撞闖進了文博之門，從此心裡裝著一份文博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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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亭前地，相信是澳門人最熟悉的廣場之一，它幾乎是澳門的市中心的同義詞。除了廣場的位置之外，議事亭前地更讓人印象

深刻是那座噴水池，以及黑白相間的葡式碎石地面，配上四周帶著新古典風格的建築，使整個廣場散發出獨特的歐陸風景，有如置身

於里斯本的廣場上。然而，議事亭前地上的風景經歷過多次變化，而每道風景都反映著澳門不同時期的歷史。

1940 年議事亭前地上豎立一座美士基打銅像，但銅像於 1966 年被民眾拉倒。

兩年後，議事公局（市政廳）於 1940 年 6 月 24 日在議事亭前地上擺放一座

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銅像，作為紀念葡萄牙復國 300 週年。

這座銅像是葡萄牙著名的雕塑師 Maximiano Alves 的作品，銅像中的美士基打作

出從腰間拔劍的姿勢。在1849年8月25日，葡萄牙士兵為了報復總督亞馬喇被殺，

他們越過關閘進攻北山嶺炮台，而率領軍隊的正是美士基打，而銅像正是還原他下

令進攻的這一幕。不過，美士基打銅像被華人視作殖民的象徵，結果在 1966 年的“一

二．三”事 件 中 被 民 眾 拉 倒。美 士 基 打 銅 像 其 後 運 回 葡 萄 牙，現 於 奧 埃 拉 什

（Oeiras）的一座花園內。

議事亭前地的第一代噴水池，於 1973 年使用，為一座梯形

噴水池。

“一二．三”事件後，市政廳花費澳門幣三十萬元在議事亭

前地上建造一座梯形噴水池，並在 1973 年 6 月 23 日開幕，自

此居民稱前地為“噴水池”。在 1980 年代，議事亭前地仍然是

一處車水馬龍的地方，建築師菲基立在 1984 年提出把議事亭前

地開闢為行人專區，作保護區內的歷史建築。

在 1992 年 3 月 28 日起，議事亭前地不再供車輛行駛，廣

場再一次成為市民步行的空間。為了美化前地的環境，市政廳在

1993 年重整廣場，由葡萄牙景觀建築師 Francisco Caldeira 

Cabral 設計，包括在廣場鋪砌碎石路面、重建新的圓形噴水池，

以及增添座椅、花圃和照明，花費 750 萬元。時至今日，議事

亭前地仍然是澳門最熱鬧的廣場，也是遊客打卡的旅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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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 Lou

百年廣場的變遷
在議事亭前地上：

錢納利繪畫的議事亭前地，可以看

到左邊豎立一條象徵市議會廣場的石

柱，時間為 1830 年代。

在 1583 年，澳門葡萄牙人組織自

治機構——議事會（Senado），據說議

事會最初為一座中式亭，所以被稱作“議

事亭”。按照在歐洲中世紀城鎮，重要的

公共建築物，如教堂、市議會等門前會

設有一處廣場。在澳門，葡萄牙人在議

事會前留有一片前地，並擺有象徵市議

會廣場的石柱（Pelourinho），這就是

議事亭前地上早期的風景。

二十世紀初的議事亭前地，當時廣場較

為空曠，但仍可見議事會大樓前有一座平台，

而大家仔細觀察會看到廣場上立有一座電線

柱。

在十九世紀末期，議事亭前地上舖設了

一個梯形的地台，並且種植了一棵棵樹木，

為空曠的廣場增添綠意。踏入在二十世紀初

期，澳門開始引進電力照明，而議事亭前地

上架設了電線柱。早期的電線柱為十字設計，

上層的電線供應高壓電，而下層的電線為低

壓電。

1920 年代的議事亭前地，空曠的平

台上舖上碎石路面，而廣場上設有座椅、

電燈和水井。

在 1920 年代，議事亭前地的地台上

已鋪上了碎石，黑白的石塊堆砌成波浪圖

案。在碎石平台上還增設了第二座電線

柱，若果仔細觀察的話，大家會發現電柱

上掛有電燈，因為當時的街燈柱也會用電

線架之用。電線架旁設有一個供人打水的

井口，在自來水普及之前，本地居民食用

的水源皆來自水井或山泉。除此之外，議

事亭前地上也種植棕櫚樹，以及設有椅子

給路人休憩。這段時期的議事亭前地，毫

無疑問是屬於公眾的空間。議事亭前地的

變化也反映了澳門生活的小改變。水井被

水龍喉所取替，可見自來水開始逐步取代

昔日的天然水源。新型的街燈出現在廣場

的四個角落，這些街燈沒有電線架，這是

由於電線從架空式轉為地下式。

議事公局在 1938 年在議事亭前地鋪砌了

“基督騎士團十字徽”，而圖案中央設有一座

街燈。

 然而，最大的改變發生在 1938 年，議

事亭前地的平台上鋪砌了“基督騎士團十字

徽”（Cruz da Ordem de Cristo）圖 案，為

葡萄牙基督騎士團（Ordem de Cristo）的徽

章。基督騎士團為葡萄牙王室掌控的軍事組

織，殷 王 子（Infante D. Henrique，即 航 海

家亨利）在 1417 年擔任團長後，他組織船隊

展開海上探索和征服，而船隻上都會掛上騎士

團的十字徽，因此成為葡萄牙人航海時代的標

記。順帶一提，在十字徽的中央豎擺一座街燈，

而這組街燈由一盞大燈與三盞小燈組成。

故� 城
回� 憶

作者簡介:
Alex Lou，從事歷史文化的寫作和研究工作，亦在網上經營網誌“故城．回憶”，讓更多人可以了解這座小城的歴史。

網誌：memorymacau.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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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管樂協會屬下青年管樂團於八月十七日於文化中心綜合劇院完成了《公主駕到 - 奇

幻繽紛音樂會》。澳門青年管樂團繼上月前往西班牙及葡萄牙參與了三個當地的音樂節及劇院

音樂季的演出後，氣勢如虹，回澳後為觀眾們以音樂展現了風采與魅力，全院滿座。

本次音樂會作為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特別呈獻，是澳門管樂協會連續七年在公開徵集中

均獲得入選後，本年度以《公主駕到 - 奇幻繽紛音樂會》演出項目作為入選十七支隊伍中唯

一一隊獲得 “特別呈獻”殊榮的藝術團體，意義非凡。

澳門管樂協會在指揮梁沛龍先生、策劃張少鵬先生的帶領下，七年時間內共同於澳門基

金會‘澳門製作 本土情懷’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演出製作了大量令澳門音樂界為之動容的演

出活動，七年時間內演出的曲風與作品依隨 “以市民為導向”的宗旨，接近生活、接近潮流，

以普及為己任的音樂會，包括了以薩克斯管獨奏演出流行曲的《愛很簡單》系列音樂會，以

宮崎駿動畫為主題的《最愛久石讓》、迪士尼與宮崎駿音樂的《廸士尼魔幻之夜》及《老鼠愛

上貓》；以動漫文化為主的《卡通音樂大放送》、《航向新世界 - 草帽路飛與同伴的大歷險》及

經典電影音樂的《電影音樂夢工場》等。未來，將繼續在普及藝術中創造更多新的節目，讓

管樂文化在小城中種下更多音樂種子，讓小城的價值觀得以有些微改變。

 整場音樂會包括了眾多文創元素，作為兒童音樂會的《公主駕到 - 奇幻繽紛音樂會》，

在觀眾走進大堂當刻，已經具有近距離與公主們接觸的拍照區，讓小朋友們預先感受到音樂

會的熱情。進入劇院後，附帶的場刊經過精心製作，比如顏色鮮艷，紀錄了不少樂團的精彩

演出回顧，最大的特點是，包括了讓小朋友填色的畫頁，主辦方管樂協會亦以此作為填色比

賽的起點，讓藝術教育在音樂會後得以延續。整場音樂會以簡短故事穿插的形式，以公主夏

令營的大綱引導小朋友們走進繽紛的迪士尼音樂世界之中。

整場音樂會以迪士尼其中八位公主為主題，以八首歌曲與澳門八景相連結。動聽樂章，

美景相附，八景綻現，如夢似幻。現場小朋友們都以盛着出席，共同參與了以童話為主線，

藝術教育為內涵的演出活動。音樂會曲目以管樂為載體，演出曲目包括了《Snow White》、

《Cinderella》、《Beauty and the Beast》及《Frozen》等經典樂曲，成為了親子藝術啟蒙

的起始點；以藝術走入人生，以人生體驗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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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少鵬，專注學術研究工作，

澳門理工學院兼職講師。喜與

書本作伴，欣賞古典音樂。著

有《藝術沒有告訴你的事：觀

演評論 101》、《餘音繚繞——

澳門管樂口述歷史》、《2014

澳門音樂年鑒》及《2015 澳

門音樂年鑒》。作品收錄於

《2015-2017 年度澳門演藝評

論選》及《澳門作家文集

2018》等。

作者簡介 :

讓管樂走進生活
讓童話得以延續

澳門正能量協會從 2014 年成立以來，於網上發佈“澳門人

澳門事”的專題文章，《正能量——澳門人物故事訪》就是第一輯

故事集結的成果。我們或多或少了解澳門，熟悉不少頻繁出現在

宣傳片中的旅遊景點，也了解一些澳門歷史，但細讀收錄於書中

的澳門人的故事，我們也許可以用驚鴻一瞥四個字來形容。

在看似紙醉金迷的澳門，還有不少人努力保存城市的歷史。

接近古稀之年的老師傅溫泉為了讓澳門第四大傳統工業——造船

業的手工藝能有文字和圖片以外的記載，在離開造船業近三十年

后毅然重拾造船工具，做起了船模。沒有合適的地方工作，溫師

傅就在歷史檔案館前的石凳上露天工作，他的孜孜不倦讓人動容，

歷史檔案館館長便邀請他將工作地點轉移到檔案館外的長廊，最

後還在同一個地方為溫師傅舉辦了模型展覽。如果說溫師傅的故

事是老人家對傳統的不放棄，澳門也同樣又對傳統行業充滿憧憬

的年輕人。余保和涼茶世家第二代接班人 Samantha 就是在繼承

傳統涼茶的過程中迎來了心態的改變。“每次見到大家飲完茶后第

二天又再精神飽滿，笑逐顏開，那種感覺就是一種累積了功德的過程……是過往在職場中找不到的快樂。”

在本書中，澳門人呈現出兩個面向，他們一方面尊重、保育本土特色，另一方面，也努力讓小城市登上國際的大舞臺。這裡

有以澳門人的日常生活為藍本、創作內容“貼地”、反映社會時事漫畫的大學畢業生；也有為城市石屎森林增添綠色之花、建造“夢

想角”、并努力在社區中散播環保理念的店主。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澳門人從小城走向更廣闊的空間，他們是率領首支澳門團隊

登上喜馬拉雅山的體育老師；在國際軟件比賽中奪得冠軍、揚威國際的澳門中學生；在全國微電影比賽中奪得特等獎和一等獎的

年輕導演；在亞洲大學生三人籃球錦標賽中擊敗對手、脫穎而出，最終得到亞軍的澳門大專組男子隊。

在細閱書中故事之後，我們會發現將此書推進大眾視野的不僅僅是澳門正能量協會和出版社——這其實是書中每一位朋友所

代表的“澳門人”共謀的結果。他們來自各行各業的，為自己的人生寫著截然不同的劇本：賭場荷官、傷健歌手、喜馬拉雅登山隊、

口述歷史協會……但是，不論是個人還是團體，青年人還是老人家，這所有劇本都有著共同的地點設定，那就是澳門。感情用事地，

細細望去，這個小小的城市，不同人向著不同面向耕耘著，怎不是驚人的精彩？

這本《正能量——澳門人物故事訪》只不過是對“澳

門人澳門事”小小的一瞥，城市多元的歷史要歸因于多

元的澳門人，本書無法窮盡他們的面貌。若你對這片土

地的故事感興趣，在乎這片土地上從哪裡來又要走向何

方，你也許不用等到某個協會亦或是某家出版社印出一

本書來講給你聽，走出門去，往街角繞一圈，你就能看

到書籍怎麼都無法論盡的，千千萬萬個澳門的故事。

從個體的故事
到城市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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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曉欣

院校：澳門理工學院

年級：大四

科系：視覺藝術學系

創作年份：2019

作品材質：樹脂版

作品名稱：《梳打埠記》系列

作品大小：40x60cmx3

作品以自身成長的城市作為題材，以成長經

歷記錄生活中的事物，透過觀察記錄城巿與生活

的變化。而人類發展的脈絡就保留在城市的記憶

中，冀以自身經歷記錄城市不斷逝去的風景，朌

望觀賞者能在作品中喚起對城市的記憶。

《梳打埠記》

創作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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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市“十三五”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規劃》中，

文化旅遊、文化休閒、影視、數字內容、創意設計和

文化製造是未來五年重點發展的六大產業，並將推動

各片區依據產業基礎、文化資源特徵、重點文化創意

專案等進行差異化定位，形成產業集聚、優勢互補、

特色突出的文化創意產業區域佈局，以期實現成為珠

三角地區重要的文化創意產業中心的的基本目標。這

是政府為文創企業所營造的宏觀優勢。

根據“樂士”的運營模式來看，它是能夠充分利

用這些優勢的，在文創企業或個人中，“樂士”充當

媒介，打造一個具有完整的產業鏈閉環的運營平臺：

一者，為企業或個人提供發展或運營諮詢，二者，為

企業或個人提供融資對接，實現文化品牌孵化，促進

企業發展。三者，引進更多的資源和服務，打造更完

善的文化創意園區，助力文化品牌快速落地、發展。

從表面上看，樂士文化區區域佈局的呈現形式與

澳門望德堂區的文化產業園區相類似，同樣是聚合文

娛體驗館、創意精品商城、運動休閒館、特色商業街

區於一身，共組了一個大型的市民文娛休閒聚合體。

事實上，雖然望德堂區現已發展為澳門文化創意產業

的基地，但產業鏈閉環並不成功，未能整合有效的產

業上下游資源，在這一點上，澳門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樂士文化區，珠海最具活力的創意街區，前沿科技、

媒體影視、廣告設計、展覽、文創藝術、體育服務、教

育機構等近 200 家不同行業的文創企業聚集在此。年輕

熱血的街頭文化與藝術展覽共生，網紅品牌店與接地氣

的美食小吃融合。圖書館、手作空間、小眾體育館、劇場、

小火車博物館、室內兒童樂園……這裡既有年輕人的造

夢空間，也有滿足兒童幻想的奇趣樂園。

“樂創”為聯合辦公空間、互動工作室和創意生活

館，在樂創，市民和遊客可以第一時間接觸到最新的設

計產品，最有意思的創意概念，讓這些既有顏值又具功

能的創意設計產品走進生活常態，提升生活品質。

“樂潮”為小眾潮流文化聚集地，是專為小眾潮流

文化愛好者打造的潮流文化聚集地，塗鴉、刺青、樂隊、

攝影、街舞、滑板，近距離體驗先鋒文化。

有人說起“樂士文化區”， 第一反應就是這裡很好看！

大面積的塗鴉牆走的是嘻哈街頭風，大型遊樂設施走的是童真趣味

風，高飽和的彩虹色系牆壁走的是小清新風，在這裡，隨手一拍就能立

刻發送朋友圈九宮格。在這裡，舊廠房再生的文化社區，讓你盡享午後

時光，做一回文藝青年。

而且，相比其他一些傳統娛樂場所的門票制，“樂士文化區”則以

免費模式打造全民休閒文化創意園區，以“遊樂場”為載體吸引客流，

以沉浸式體驗作為服務內容，最終輸出銷售優質的文創產品和服務，實

現文化共用、開源。而在這個過程中，其旗下北裔堂文化、米立三維創

意設計、極光文化、善達網倉科技幾家品牌整合整個文化產業的上下游，

從工業設計、傳播推廣到倉儲配送，為眾多的文創企業提供相應服務，

使“樂士”的文化產業鏈具有良好的閉環。這無疑是“樂士”在文化產

業上的一大優勢。

“樂士”的發展與成功並非偶然，除了其合乎當下人們需求的產業

結構整合及資源整合之外，對珠海本土優勢的利用，以及對當下珠海文

創產業發展的大勢把握，也都構成了“樂士”現在的成功局面。

珠海有優越的生態環境、

文化歷史，這些文化底蘊成為

“樂士”能夠滋養發芽生成的

土壤，而橫琴新區和自貿區以

及相對比較完善的文化創意產

業政策等，也成為珠海發展文

化創意產業獨特優勢。

記者：Lin

“樂士＂——互聯網思維佈局文創產業

代表歐美動漫文化的上海迪士尼樂園自開業以來，以高達數百元門票價格招攬遊客，不少普通家庭往往因為門票價格高昂而止步。

然而，在珠海，無需一分錢，即可遊覽體驗將科技與娛樂融為一體的文娛設施、產品及活動。珠海這家大型文化創意遊覽區名為樂士文

化區，有 5 個單元區，分為為 T、W、E、N、Y 區，包含 AR 體驗、VR 體驗、3D 體驗、文化類，紮染鋪、手工皮革、美食專區、運動專區、

聖誕遊園區、音樂專場等 14 個娛樂單元，其中社區占地 5 萬平米，市民可以免費參觀遊玩。

“樂士＂——獨特的文化體驗 “樂觀”為空中藝術展廳，該藝術館將對所有文創

團體和企業開放，市民及外地遊客朋友們也可以在這裡

看到全年無休的、來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各種藝術類型

的展覽。

“樂坊”樂位於園區小山坡上，樂坊以音樂活動為

主，擁有專業的演出場地與高質量的音響效果和炫酷的

燈光秀， 年輕人的文化在多元化的音樂氛圍與轟趴 live

現場裡生根發芽，各類先鋒藝術形態在這裡彙聚，也可

以在這裡舉辦 live show，演講，會議，聚會，雞尾酒會，

燒烤派對，或者年會等等，是一個功能性、塑造性都很

強的場地。

“樂趣”為主題兒童遊樂區、同人文化體驗館及

Tweeny 生活館。

“樂窩”是樂士文化區針對年齡在 20—35 歲的年

輕人士誠意打造的珠海首個社交型青年公寓。樂窩共有

180 間設計師精心打造的單身公寓，接受入駐申請。

乐潮入口

展
覽

樂士文化區

郵箱：lets2017@163.com

電話：0756-8658288

地址：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前山岱山路 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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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生除了有機會在這個設計盛會上展現自己的作

品外，也讓一些有興趣向設計或藝術發展的同學，以及正

在就讀相關領域的學生有更多的交流機會，帶動他們在設

計思維上的進步，乃至社區藝文發展。策展人提及：“就

大眾而言，過往他們對各院校的畢業展或“Y 設計展”的

認知度不足，導致很多優秀作品被埋沒，而社會對藝術和

設計不理解，以為只有繪畫是“藝術”，沒有用處；為此，

“Y 設計展”希望可以培養社會大眾對設計及藝術的認

知，讓他們了解設計及藝術都是十分“有用”。”

另外，“Y 設計展”設立了“十優獎項”及“創新創

業大獎”，由本澳及海外知名設計師組成國際評審團隊對

展覽中的作品進行評選，得獎者有機會與企業進行配對，

將其作品商業化，以此推動設計與商業接軌。今年適逢澳

門政府落力發展藝術舉辦“藝文薈澳 -“Art Macao 國際

藝術大展””，“Y 設計展”亦有幸參與其中，獲得“十

優獎項”的部分得獎作

品將可於澳門新葡京酒

店繼續展出，讓年青設

計師的優秀作品有更大

的平台讓大眾看到。

對於未來的發展，

策展人期望“Y 設計展”

可以配合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青年政策，大力

推動青年事務的發展，

為澳門本地年輕新一代

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帶動社區藝文發展

Y 設計展　聯合學生畢業作

“Y 設計展”至今已是第四年

舉辦，策展人坦言希望每年的“Y

設計展”都有所突破：“第一屆‘Y

設計展’，我們成功建立了一個交流

平台；第二屆則引入了教育元素，

為培養設計人才擴展新的空間；第

三屆結合了青年創業元素，為‘Y

設計展’賦予新的實踐；到了今年，

第四屆‘Y 設計展’主打‘承先啟後，

衝出澳門，為大灣區年青新一代設

計師構建國際平台’。我們希望持續

發掘新穎而具挑戰性的創意元素，

讓‘Y 設計展’不斷成長和進步”。

引進世界知名設計大師班 Design Summer

過去，“Y 設計展”會與“6075 澳門酒店藝術博覽會”一同舉辦，不過策展人希望把今年

的焦點聚焦在年青新一代設計師身上，因此今年不會同時舉辦‘6075’。“今年我們引進了一個

已有十年歷史，每年都在杭州及柏林舉辦的設計大師班‘Design Summer’；這些大師班的導

師都是世界頂尖的設計師，除了授課之外，他們也會在展覽中的設計論壇活動上分享各自的設

計點滴。”

“ Y  D e s i g n  

Summer”的重量級導師包

括屢獲殊榮的日本設計師淺

葉 克 己，其 代 表 作 品 包 括

H O M M E  P L I S S E  

ISYSEY MIYAKE 的 標 誌

設計；Design Summer 的

發起人 - 何見平先生，他的

作品享譽全球亦曾於全球性

專業比賽中獲取獎項，如波蘭華沙海報雙年展；魏瑪包豪斯大學“視

覺研究實驗室”的創始人 — Markus Weisbeck 教授；柏林藝術

大學教授，知名插畫大師 — Henning Wagenbreth 教授。導師

們將向學員分享對視覺藝術及平面設計等領域中的專業見解、合

作關係及專業網絡，因此，“Y Design Summer”的課程包括“視

覺研究實驗（SfVR）”、“插圖設計”、“文字的情感”、和“設計統籌”

四大創意領域，策展人坦言，希望藉由世界頂尖設計師的分享，

將國際視野帶到澳門，為這座小城帶來新的創意和文化景觀。

在 2015 年，超盈文化創意產業協

會 ( 簡稱〝超盈文化〞) 率先將本地各所

高校的設計畢業展聯合起來，建立了澳

門首個高等院校設計畢業作品聯展 - “Y

設計展”。“Y 設計展”的理念是滙聚澳

門各間設計院校，讓設計學生能夠相互

交流之餘，也讓企業能順利發掘本地優

秀創意人才。“Y”既代表“Young、設

計的新生代”，也代表“Why”，即年青

人的求知慾。

“Y 設計展”創始人何超盈女士

第四屆“ Y 設計展”澳門畢業設計作品聯展

時間：9 月 5 日至 8 日（四至日）11:00 - 20:00

地點：麗景灣藝術酒店

第四屆“Y 設計展”設計論壇

時間：9 月 7 日（六）14:00 - 16:00

地點：麗景灣藝術酒店大堂

設計論壇嘉賓：

Markus Weisbeck 德國 魏瑪包豪斯大學教授

Vera Kunz              德國 魏瑪包豪斯大學教授

王翰尼                           德國 柏林藝術大學教授

何見平                     德國 Hesign 創意總監

李浩強                            澳門      Todot Design 設計總監

周小良                            澳門       澳門設計師協會理事長

劉華智                           澳門 Chiii Design Ltd. 創意總監

“Y 設計展”

“Y 設計展”

“Y 設計展”

每年“Y 設計展”都會邀請澳門及海外設計系畢業生參與，

本年邀請了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聖若瑟大

學以及澳門城市大學，以及來自香港、中國大陸、台灣、日本、

瑞士及德國等多間海外學院的學生及參與單位參展，展覽作品合

共逾百份。而為了建立學生與企業之間的交流平台，“Y 設計展”

每年都會邀請本地及鄰近地區企業來到現場進行導覽，讓他們欣

賞本地學生的畢業設計作品，從而發掘具潛力的設計人才，亦創

造更多機會讓學生投身於創意設計行列。

策展人表示：“過往曾有參展學生（澳門科技大學產品設計畢

業生）設計一款組合茶具，傳統功夫茶的基本三件套，造型時尚

簡約，在參展期間被一間公司看中，批量訂製成公司周年晚會的

紀念品。亦有學生在參展期間遇上設計公司老闆，並加入其設計

團隊。所以，‘Y 設計展’有助畢業生走出校園，也讓商業機構多

一個平台接觸年青新一代設計師進行配對，將作品商業化。”

推動學生與企業的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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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設計展”

2017 年 Y Class 的導師與學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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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國際——樂之律動

在 Rampages 成立的短短 3 年間，已獲得不少國際性獎項 。在

剛過去的六月，於羅馬尼亞雅舉行的“Light  Up  Festival  2019”比

賽中，他們憑作品 “PURSUE”成功進入最後六強，更於總決賽中突

圍而出，贏得全場總冠軍，令“Rampages”這個名字被世界看到。

是 次“Light  Up  Festival  2019”的 主 題 為“The Future is 

Now”，Raymond 坦言，每次構思內容的環節，於他而言都是一個難題：

“做 設 計 免 不 了 都 要 做 資 料 蒐 集，在 網 上 搜 尋“The Future is 

Now”，免不了都是那些老套的圖片彈出來⋯⋯ 甚麼光纖呀，電腦數

字 0101⋯⋯”Raymond 不禁地笑了：“所以我腦裡就只在想，如果

我 不 想 做 這 些（效 果），可 以 做 些 甚 麼。”就 這 樣，他 開 始 尋 找

“PURSUE”與眾不同的路：“在故事的開端，我們假設主角彷如戴

了 VR 眼鏡，想要‘追尋’某些東西。在另一個時空裡他會看見不同

的景象，有的猶如八爪魚一般的建築物，也有感覺比較機械式的，像

未來世界一般⋯⋯我們運用一點透視，希望帶現場觀眾一起感受‘往

前衝’的感覺，帶出我們的主題——‘追尋’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

與眾不同的“追尋”故事，Light Up（點亮）了 Rampages 在這個賽

事中的第一步。

除了運用了一點視覺，結合軟性的線條和硬性的元素，Raymond

自己覺得，可以在最後六強之中脫穎而出，優勝之處是和音樂的完美配合：“我本來是玩音樂的，“Band 仔”出身，所以很多東西都是音樂為先，

有很多都是聽了音樂，才仍然維持於高潮。”他謙虛地解說道，這或許是他們的作品相對其他作品優勢之處。

Raymond 介紹，通常這些國際性光雕投影賽事，主辦方都會提供精準的尺寸及相關設備資料予參賽者，讓參賽者在公平原則之下製作影片。

通常由構思、繪製分鏡腳本、繪製初步設計、進入動畫程序再到配樂⋯⋯ 整個籌備過程需要三至五個月不等。而他和兩位拍檔，李杰和

Akitsugu  Fukushima 三人已是固定戰友，經歷大大少少的光雕投影國際賽事，早已默契深厚：“通常我和配樂部分會同步進行，再來回修改。

有時 Aki 做了八段節奏的音樂，但是我做到第六段時已經‘嘔血’（受不了）了，便會和 Aki 說‘喂，減量兩段吧’⋯⋯”說到這裡，Raymond 

也忍不住笑了。

他們的奪冠之路也非一帆風順：“因為現場一些技術上的問題，我們的音樂和影片出現不同步的偏差，這個偏差其實很小，可能真的一拍也

沒有，但對於藝術家而言，就正是因為這一拍就‘真的是不行’（過不了自己那關）！”於是他們和現場工作人員斟酌這‘一拍’而花了不少時

間溝通解決。正是這份藝術家的執著，讓 Rampages 在“Light Up Festival 2019”奪冠的故事情節中，更為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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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雕投影（Projection mapping）是利用投影技術，一改過往將影像

投射於平面的侷限，將不規則外形物件變成影像投影的顯示表面，使影像

符合物體及其環境， 製造視覺幻象及運動的概念，和聲音結合，帶給觀眾

猶如身臨其境一般的體驗。

接 受 採 訪 的 Raymond Nogueira 於 2016 年 和 拍 檔 李 杰 創 立 了

Rampages，業務範疇除了光雕投影，還包括平面設計、影片製作、動畫

製作、音樂製作等。說起“Rampages”名字的來源，Raymond 笑言：“以

前紅白機年代有個遊戲叫做“Rampage”，講述一隻猩猩如何破壞城市。”

於是，他和拍檔就突發奇想，決定將公司名字命名為“Rampages”：“很

多 影 像 設 計 師 都 是 從 一 個 喜 歡 動 漫 的‘ 靚 仔’（小 夥 子）開 始 嘛。”

Raymond 笑說道。

Raymond 十六歲開始涉足平面設計，後來踏足影像設計，Raymond 

分享了他的經歷：「當時永利剛剛成立，看見他們開始用 LED 顯示屏展示

廣告，對於『為甚麼那海報會動呢？』感動驚訝⋯⋯原來廣告不再侷限於

靜態平面形式呈現，取而代之是動態的影像，那時便預見平面設計應該是

差不多時候（壽終正寢）了。」到後來沈迷於光雕投影，Raymond 則說，

這份情有獨鍾源於 2011 年的光影大三巴：「當年還沒有『澳門光影節』這

回事，而『光影大三巴』是『澳門藝術節』其中的一個項目。主辦單位邀

請了西班牙團隊來澳，除了展示了『光影大三巴』，還開設課程教一班『靚仔』

（小夥子）做 Projection Mapping（光雕投影）⋯⋯ 而當時我就是其中一

個『靚仔』。」也是這樣，結下了 Rampages 和光雕投影的緣分。

在他心目中，光雕投影猶如為建築物帶來了新的生命：“透過光雕投影，

講述建築物本身的歷史以及城市周邊的故事⋯⋯當然建築物本身也可能講

述它的歷史和故事，但通過光雕投影，便提升到另一個層次的展示，改變

建築物本來的意義。”光雕投影在 Raymond 心中有著這樣的解讀。 

光影藝術——娛樂新貴

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們對藝術的追求逐漸由平面轉化為一幀幀躍動的畫面；

繼而幻化為光畫與聲音結合的立體光雕投影（Projection Mapping），衝擊著觀

賞者的感觀⋯⋯

由“光影大三巴”到“澳門光影節”，讓澳門知道，原來光除了可以照明，還

可以這樣“揮霍”。

“Light Up Festival 2019” 奪冠作品
PURSUE 概念展示

於羅馬尼亞舉行的“Light Up Festival 2019”總決賽現場
公司一角 -Raymond 自嘲影像設計師

都是從一個喜歡動漫的“仔”開始

未完待續——樂在其中

在“Light Up Festival 2019”的冠軍獎座仍在飄揚過海之時，他們已密鑼緊鼓地準

備著下一個於印尼舉行的光雕投影比賽。Raymond 笑著說，參加這些國際比賽已像是

他們這群光雕投影藝術家聚舊一般：“不僅是澳門（的光雕投影藝術家）少，而是全球都

是這樣。所以每一次的比賽，我都可以認識到這個圈子新的朋友，然後在下一次的比賽

裡重遇⋯⋯其實這是一件頗難維持的事情。假如我有一個墨西哥的朋友，其實我並沒有

機會約他‘得閒飲茶’（有空約見面）嘛！卻可以說，‘兩個月後在某某賽事見面吧！’”

未來，Raymond 希望可以為他的光雕投影加入更多新的元素，為這門藝術帶來新

鮮轉變：“例如加入鐳射燈光等等。”

對於光雕藝術，Raymond 仍然是樂在其中，繼續用光和影，繪畫著篇章的未完待續。團隊創作成員 Raymond Nogueira( 右 )、

動畫設計李杰（中）以及音樂創作

Akitsugu Fukushima（左）



澳門版《我係歌手》劇照

上海巡演時劇組人員合照

29 30

記者：Eva

《我係歌手》講述了四位澳門本地音樂人的故

事：一位是熱愛唱歌，卻沒有背景的小歌手；一位

是被粉絲捧在雲端的偶像；一位是在外地走紅，但

仍惦記著本地音樂未來發展的實力派歌手；一位是

看盡業界風雲，卻選擇一笑了之的過來人。他們的

音樂之路不盡相同，有人一帆風順，有人難關重重，

但他們都不願原地踏步，只想奮勇直前。

這故事以澳門多位歌手的真實故事為基礎，把

多種故事素材進行抽取、整合、改編，風格實為接

地氣、親民，觸動。《我係歌手》與常見的音樂劇

不同，它採取了“街舞音樂劇場”，結合了戲劇和

原創歌曲三大元素。街舞的流行性、表現力，既渲

染了故事的趣味，又豐富了舞台場面；音樂則成為

劇中情感的延伸，諸如劇中的《Sing a song of 

mine》、《救星》、《是旦》、《International Me》、《真

相》都是該劇的原創音樂，這些音樂及發音間單明

了、口語化，填詞真實而富有幽默感，生動地塑造

出不同人物性格和形象，通過演員們的演唱，觀眾

便能輕易地捕捉到人物的性格特徵和情感狀態。這

些感覺輕快的歌舞，卻反襯出歌手們內心的辛酸孤

獨，給觀眾帶來了快樂，又極具反思批判精神，引

入深思。

《我係歌手》故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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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係歌手》

一個關於本地音樂人的舞台劇故事

音樂劇《我係歌手》由澳門 TDSM 舞蹈工作室根據真實故事改編創作，2018 年在澳門文化中心首演，其後在今年 5 月受中

國文化和旅遊部邀請，到上海參與“第十二屆中國藝術節”的演出，亦是澳門唯一一個受邀的演出團隊及節目；今年 10 月，《我

係歌手》受到中演演出院線公司的邀請，將於廣州大劇院進行演出。本文訪問了《我係歌手》的導演陳巧蓉女士及監製洪振字先生，

分享《我係歌手》在排練及巡演中經歷的點滴。

蓉：為了因應中國商業劇場快速的拆裝台時間，也為了讓外地觀眾能透過劇

場視覺效果來了解這齣有關澳門的戲，我們將整個舞台“象徵化”，巡演版中，舞台正中央

有一個巨大的、紅色的氣球懸掛在空中，像是戲中女主角的夢想，隨著成長的過程，一路上可能遺失

了很多，也被迫放棄很多，所以最後這個夢想雖然“起飛”了，但也充滿了許多感慨與哀傷。而為了讓中國的觀

眾更加了解澳門本地的狀況，我們也加強了劇中“敘事者”的角色，調整劇本的結構，並配合當地觀眾的反應，在對話中

加入某些當地的特色笑點。

《我係歌手》分別在三個地區演出時，
劇目內容或元素有何不同？為甚麼有這樣的改動？

蓉：澳門首演時，很多很多觀眾眼眶帶淚，因為大家都能了解澳

門歌手是多麼努力、辛苦，而”歌手”所面對的困境，更可能是各行

各業都會碰到的困境，畢竟，每個人都是在理想與夢想之間拉扯，所

謂“夢想成真”，背後付出的代價，可能是迷失自我。所以，首演收

到最多的 feedback 是：這是一個看似只講澳門歌手的故事，卻其實

講到很多很多澳門人的心聲。到了上海，上海觀眾是以“外地人”的

角度來觀看，對劇中角色的遭遇，會有更多的好奇、憐憫，這樣的情緒，

也促使他們會更想了解澳門音樂、藝文的發展現狀。所以，上海的演

出，更有一種“引信”的作用，讓上海的觀眾更想要了解、長期關注

澳門的音樂 / 藝文發展。10 月我們即將前往廣州，在地緣、語言上，

都和澳門關係非常緊密，因此廣州觀眾應會比上海觀眾更容易投入劇

中的情境。此外，原創曲詞阿佐的巧心安排，將廣東話特有的幽默融

入歌曲中，廣州的觀眾也將感受到更多“貼地”的語言趣味。

《我係歌手》在澳門及上海的觀眾反應如
何？今次廣州巡演預期會達到怎樣的效果？

蓉：澳門製作音樂劇最辛苦了就是，它很難有繼續延展、發展、

累積的機會。因為補助大多傾向“新創”作品，通常團隊為了追上補

助的節奏，只能不斷產生“新”作品，未必有時間反思、反芻前一部

作品的優點&缺點。音樂劇是一種總體藝術，必須讓劇情、音樂、舞蹈，

非常非常緊密配合的一種藝術形式。在百老匯，從 audition、排練、

試演、修正、再排練、再修正 ... 到所謂的正式首演前，創作者們不

斷不斷去調整，才能換得一部“長壽”、叫好又叫座的作品。

我係歌手有幸獲得補助，今次將前往廣州，也在每次的巡演中，

不斷進行“自我調節”、“自我修整”的過程。如本地創作未來都能有

更多這樣的機會，相信能令作品更加有深度、有韌性。

在幾次演出中，有遇到甚麼困難嗎？

洪  當然希望《我係歌手》這個製作可以去更多不同的地方展現，

讓更多人了解澳門人物的故事。現時計劃明年可以去廣西、珠海等地

方。當然，計劃還計劃，也需要充足的資金去做這件事，以支持龐大

的創作團隊，期望《我係歌手》可以繼續 RUN（發展）下去，在大

灣區的所有城市進行巡演。《我是歌手》這次的廣州演出也獲得了澳

門文化產業基金的支持，希望未來澳門的精彩表演可以走得更遠，讓

更多人看到澳門人的表演。

未來《我係歌手》有甚麼計劃或目標？
還會到其他地方巡演嗎？

上海版劇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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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EVA

為澳門文創產品拓展內地市場 
—— 專訪“澳門文創生活體驗館”

澳門文創生活體驗館簡稱“MCI LIFE”，由澳門芒果國際傳媒有限公司創辦。館內包括不同類別的原創、文創產品，以不可複製的

全新面貌展現個性風格，並致力發掘有特色的新品，體驗全新的生活態度。

MCI LIFE 在 2018 年開始籌辦，其負責人徐

其蓓憶述：“曾經在內地創業，也建立過澳門時裝

品牌，在內地亦有經營實體店的經驗和銷售的網

絡，於是便思考是否可以將更多澳門品牌擴展到內

地，畢竟內地的市場更大。”

MCI LIFE 位於中山市南朗鎮興和壹加壹購物

中心內，選址於中山，是綜合多方面考慮，其一是

在大灣區的城市群裹，粵西地區相對突顯澳門品牌

優勢；在距離方面，乘坐高鐵來回中山和澳門也不

過是一小時內，而到達中山後，坐的士僅五分鐘的

車程，十分方便。其二，是中山市民對澳門的產品

很感興趣，且中山籍的澳門人很多，落戶於此相對

較為親切。此外，再加上內地的消費需求正不斷在

變化，需要更有個性的品牌和產品去塑造商場的新

形象，而興和壹加壹是廣東壹加壹連鎖集團有限公

司旗下的購物中心，設有酒店、戲院、餐廳、超市，

為衣食住行的綜合型商城，十分受當地市民歡迎，

最高峰時，商場日均人流量達 15,000 人，面對這

些優勢，都適合澳門的文創品牌及產品進駐。

館內的品牌產品均由澳門服裝品牌孵化中心及澳門設計中心推薦，以有

意並準備在內地發展的澳門品牌為主。“澳門具有製衣業的背景，發展相對成

熟，政府也投放了不少資源在服裝設計和製作的培訓上。”在 2000 多呎的店

舖 內，約 有 七 成 為 服 裝、鞋、手 袋 及 配 件 配 搭，包 括 包 括 I.N.K、Mag 

Taylor、Uesome、A&M、Worker Playground。其他則以生活用品、手

作護膚品、文具、小飾物為主，合作單位及品牌包括 AFA 全藝社、十度藝術

顧 問、亞 洲 大 學 現 代 美 術 館、Todot Design、Teijo、S&E、Candy’s 

House 、J.S. Cork。其合作模式以寄賣為主，由澳門芒果的團隊負責經營、

銷售及推廣，品牌方只需做好他們的產品和創作。裝潢有葡式的設計概念，

如寶藍色、瓷磚片、羅馬線條等 .

考慮到中山居民的消費能力，MCI LIFE 希望將產品量化以降低成本，

並將產品定位在大眾化的價錢，現時 MCI 內的服裝價格由 200 元至 1000 多

元不等，其他文創生活用品則為 50 元至 200 多元，店舖每個月會有 3% 的

上貨率，保證給顧客新鮮感。徐女士認為：“現在內地的消費能力已經不同以

前，他們對產品質量及喜好都有相當的要求。在內地設立澳門生活館，首要

任務是讓別人看到，才可以告訴別人裹面有甚麼，從而再進行品牌塑造；目

前會將重點放在觀察顧客的喜好度，統計回頭率，選擇有效的宣傳渠道等，

這些轉化力都需要耐性去等待。”MCI LIFE 已與幾間大型的報紙、雜誌、微

送公眾號合作，亦會邀請更多澳門的創作達人到 MCI LIFE 展示他們的創作，

與商場合作舉辦地推和 Pop Up 等活動。

MCI LIFE 以寶藍色、葡式瓷磚、羅馬線條為店舖的主要元素，突顯中葡混合

的色彩；其中一個亮點，便是 MCI 的直播區域，以便不定期在微博上進行直播抽獎、

產品介紹等活動與粉絲互動，這些直播的主持都會邀請澳門的 KOL、或不同品牌

的設計師擔任，與內地顧客們分享澳門人的生活及設計理念。

除實體店外，MCI LIFE 亦設有兩個線上銷售點，包括淘寶和微信小程序，大

大地消除地域的界限，提高產品被發現及銷售的可能性。其中在微信小程中裡更

設有“視覺享受”這部份，希望邀請澳門的歌手、表演者或 KOL 拍攝視頻，將個

人的生活點滴及趣事與內地群眾分享，藉此讓他們從不同角度認識澳門人和事，

繼而提升客戶與 MCI LIFE 品牌的黏性。“以前覺得澳門的文創品牌都處於起步階

段，但在這個項目過程中認識了很多本地文創單位，發覺原來有很多品牌都已經

準備好，可以發光發亮。”

 落戶於中山購物商城  時裝及生活文創產品

直播活動宣傳澳門創作

在未來，MCI LIFE 會在原有基

礎下開設集中澳門的潮牌和爆款，設

立“MCI 潮點”，專門針對年青人的

市場，不限於任何類型，只要“夠潮”、

“夠爆”和“有亮點”便可；透過具

粉絲量的 KOL 或內地達人，將澳門的潮牌再升華去呈現給內地市民。“MCI 潮點”將設於中山三鄉的順昌壹加壹商城，面積約 800 呎，

店舖設有休閒打卡區、飲品區等，負責人坦言，歡迎任何澳門的潮流品牌或文創單位與他們合作。除中山外，現時亦與廣州的商場洽談合

作的事，希望可將 MCI LIFE 帶到大灣區內各城市。

而且，澳門文創生活體驗館也是獲得澳門文化產業基金資助的項目之一。希望未來更多的澳門優秀文創產品借此平臺走出澳門。

“當‘澳門生活體驗館’做到一定的品牌效應，便會為澳門的原創品牌打開市場。倘若有人流量之後，卻未準備（產品）去承載的話，

就會錯失很多機會，所以我們會盡力做好宣傳和產品內容，刷新整個市場對澳門文創的印象，也讓內地顧客知道，來澳門，除了買吃的手信，

還有很多產品值得買回去。”

打造MCI潮牌

Sep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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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創生活體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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