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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新冠疫情下表演藝術凜冬已至表演藝術凜冬已至（（三三））

復甦路漫漫
復甦路漫漫

衝擊中暴露本地藝術行業痼疾

衝擊中暴露本地藝術行業痼疾
香港舞台藝術界中香港舞台藝術界中，，超過超過8080%%的從業人員是自的從業人員是自

由職業者由職業者。。疫情來襲疫情來襲，，全面停產下全面停產下，，缺乏保障的缺乏保障的

他們成為了第一批被擊垮的人他們成為了第一批被擊垮的人，，而這也進而危及而這也進而危及

整個行業的存續和發展整個行業的存續和發展。。然而有危就有機然而有危就有機，，一次一次

疫情疫情，，如同強行剖開行業的血肉如同強行剖開行業的血肉，，於慘痛之中卻於慘痛之中卻

也讓人重新審視其內核也讓人重新審視其內核。。若能破釜沉舟若能破釜沉舟，，趁此機趁此機

會補漏會補漏、、重整重整、、奮進奮進，，待到疫情平復待到疫情平復，，本地表演本地表演

業界也許能長出更豐滿的羽翼業界也許能長出更豐滿的羽翼。。

採訪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尉瑋、、張美婷張美婷、、陳儀雯陳儀雯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憂藝術水準倒退
恐觀眾斷崖式流失

業界復甦需多方努力

藝術「網上行」成趨勢？

補短待重振
補短待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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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偽術爸大偽術爸》》網上讀劇直播網上讀劇直播。。 網上截圖網上截圖

■■網上劇場網上劇場《《如何向外星人介紹瘟疫下的香如何向外星人介紹瘟疫下的香
港人感情生活港人感情生活》》中中，，台灣視覺藝術家丘智華台灣視覺藝術家丘智華
在台北進行直播在台北進行直播。。 再構造劇場提供再構造劇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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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評論人、旁觀者，曲飛坦言，他最大
的擔憂是在這段停滯期內，藝術家是否能保
持住藝術水準並不斷自我增值。「場館關
閉，業界全部停產，從業員需要轉型去維持
生計，我最大的擔憂是這幫人恐怕很難再次
回到這個領域。要創作、要醞釀、要埋班，
藝術創作或者創意產業，需要時間。比如如
果6、7月可以恢復正常，可能也需要花2、
3個月給創作人去重回軌道。那從業者的創
作力和心理質素是否可以配合呢？我很擔
憂。」他認為，要解決問題，唯一的方法是
如同戲曲大老倌般，就算沒有演出，也不斷
練習。「如果不是這樣，香港的藝術水平可
能會因為疫情而被拖垮。」
他亦擔憂疫情過後觀眾會進一步流失。

「這3、4個月因為不能入劇場，觀眾自己已
經找到其他方法吸收藝術的養分，例如外國
大的國家劇院或者劇場都透過社交網絡讓觀
眾免費看作品，保持與觀眾的聯繫。香港也
有個別藝團在做，但是還不夠。」他認為當
代表演藝術的觀眾不像戲曲觀眾，沒有那麼
深的「根」；他們更為搖擺不定。疫情期間

藉由互聯網免
費接觸世界各
地 的 表 演 藝
術，觀眾眼界
得以開闊，對
戲劇和表演的
想法和要求必
定增加，他指出，如果到時劇場人還在用老
掉牙的方式講故事，等疫情平復，「表演藝
術的觀眾可能會出現斷崖式的流失。」
「香港劇團的運作的生態很單元，所有的

藝術團體都太依附政府。曾經，鄧樹榮就說
過，（大意是）香港的藝術團體某程度上都
是社服機構，只是為政府服務，為政府負
責。因為主要買作品的都是政府。劇團很少
從私人平台、商業機構的角度去考慮。疫情
完結後，業界的持份者要去想，是否可以令
劇界的光譜更闊一點呢？」曲飛說。
有危就有機，大時代、大事件往往刺激藝

術家在創作上爆發。曲飛觀察到，近一個
月，有藝團嘗試突破新的表演方式，例如再
構造劇場推出網上劇場《如何向外星人介紹

瘟疫下的香港人感情生活》，讓演員在不同
地點直播演出，又和觀眾實時溝通。「但可
惜的是，不是恒常資助藝團在做這些。恒常
資助的藝團相對有保障，有穩定的收入，是
否更應該去想不同的創作路向
呢？現在積極在轉型的反而都
是獨立工作者、小劇團。」

人人都盼望疫情可盡快完結，讓社
會可有正常運作，惟在疫情結束後，
藝文活動定必迎來井噴期，但本港演
出場地是否足夠亦成為問題，就此，
馬逢國表示已向政府提出建議，「我
亦要求政府在團體競爭租借場地時，
應優先租借給因疫情而取消使用活動
場地的團體，讓他們可盡快恢復原來
計劃的工作。」

馬逢國更表示，
不擔心疫情結束
後，演出的井
噴期因觀眾
數量沒增長
而影響上座
率的問題，
「文化藝術是
創意行業，行業

中任何時候均會存
在競爭的狀態，觀眾
也不是沒有增長的空
間，只是要增加活動
的吸引性以吸引觀

眾，所以到時候觀眾多了選擇，只會
提高對藝術活動內容的要求，這也可
令藝術團體更加努力、投放更多創
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到最好，
甚至這可能會激發起更多新形式的演
出。」

建議推行消費券制度
若疫情結束，協助經濟復甦相信

是各界首當其衝的任務，馬逢國認
為，若業界可以各自做好自己的工
作，就已經對復甦有很大的幫助，
「政府能夠做的工作有限，所以很
倚靠民間的力量，當然政府也要
做，就好像以前沙士完結後的復甦
期，政府也舉行了幾場音樂會，請
了國際知名的音樂人表演以吸引遊
客。」他又指政府在復甦期時要在
宣傳、公關上做得更好，讓大家有
願意消費的信心，亦要投放資源去
做復甦的活動，這樣才可令市民願
意在藝術活動上消費。
「我覺得政府可以增加適量的措施

去為復甦鋪路，以作為一個啟動，例
如舉行一些提振社會整體精神的活
動，以鼓勵消費。」馬逢國又建議設
立消費券，讓政府對文化藝術的資助
可有新模式——「錢跟人走」，「現
有政府的資助模式是資助節目，例如
康文署舉行節目，政府資助節目的製
作成本，而『錢跟人走』則不一樣，
政府給予每個市民若干的文化消費
券，讓市民選擇看其喜歡的節目，而
藝團則要想辦法吸引觀眾，以賺取他
們的錢，從而鼓勵市民參與文化活
動。」
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張可堅亦表示支

持推行消費券，「現在政府給予港人
每人一萬元，若香港經濟一直處於蕭
條期，市民也不會願意消費，但有消
費券就不同，市民不使用消費券便無
法從中獲取政府的資助，所以我相信
消費券會增加市民的消費意慾，加上
現時香港的戲劇演出也不便宜，若有
文化消費券可令市民更有意慾欣賞戲
劇。」

疫疫情衝擊下情衝擊下，，各國都迅速推出自己的各國都迅速推出自己的「「抗疫基金抗疫基金」。」。早前被藝早前被藝
文界熱議的文界熱議的，，是德國政府撥出是德國政府撥出500500億歐元巨款億歐元巨款，，重點支援受重點支援受

疫情影響的小型疫情影響的小型//微微型企業型企業、、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身工作者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身工作者。。大部分藝大部分藝
術家都屬於自由身業者術家都屬於自由身業者，，自然受惠於該政策自然受惠於該政策。。有藝術家就在社交平有藝術家就在社交平
台上分享台上分享，，經由網絡提交簡單的基本材料後經由網絡提交簡單的基本材料後，，短短兩日資助已經到短短兩日資助已經到
賬賬。。金額令人羨慕金額令人羨慕，，效率令人垂涎效率令人垂涎，，德國文化部長德國文化部長Monika GrMonika Grüütterstters
在聲明中如此說在聲明中如此說：「：「在文化領域在文化領域，，自由身業者的比例很高自由身業者的比例很高，，而現在而現在
他們正面臨嚴重的生存問題……聯邦政府完全認同創意產業的重他們正面臨嚴重的生存問題……聯邦政府完全認同創意產業的重
要性要性，，會盡快給予支援會盡快給予支援，，並盡量避免施行過程中的官僚主並盡量避免施行過程中的官僚主
義義。」。」
在疫情肆虐下在疫情肆虐下，，藝術藝術，，一不能打擊病毒一不能打擊病毒，，二不能為他人提供二不能為他人提供
切實的生活援助切實的生活援助，，看似是閒暇時的看似是閒暇時的「「錦上添花錦上添花」」而非危急時而非危急時
的的「「雪中送炭雪中送炭」，」，為何仍需盡力保全與維護為何仍需盡力保全與維護？？MonikaMonika
GrGrüütterstters的這番話令人動容的這番話令人動容：「：「有創造力的人的創造性勇氣有創造力的人的創造性勇氣
能夠幫助我們度過危機能夠幫助我們度過危機，，我們應該抓住每一個機會為未來我們應該抓住每一個機會為未來
創造美好的事物創造美好的事物。。這就是為什麼下面的表述是適用的這就是為什麼下面的表述是適用的：：
藝術家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藝術家不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尤其對尤其對
當下而言當下而言。」。」

幕後人員「被隱形」
在香港在香港，，自由身業者自由身業者
也是藝術界的主要組也是藝術界的主要組
成部分成部分，，根據香港根據香港
舞台藝術從業員工舞台藝術從業員工
會會33月發表的調查數月發表的調查數
據據，，超過超過8282%%的舞台的舞台
從業員為自由身工作從業員為自由身工作
者者。。疫情影響下疫情影響下，，他們生他們生
存困難存困難，，許多人甚至需要轉許多人甚至需要轉
行謀生行謀生，，而政府現有的資助框而政府現有的資助框

架對這一人群支援不足架對這一人群支援不足－－前後兩輪前後兩輪
防疫抗疫基金中防疫抗疫基金中，，每輪僅每輪僅77,,500500元的元的

補助已經飽受詬病補助已經飽受詬病，，更別說申請過程還限制重重更別說申請過程還限制重重。。
畢業兩年的畢業兩年的KathyKathy是自由職業者是自由職業者，，不定時當舞台劇演員不定時當舞台劇演員，，現時現時

也在一所小學的音樂劇班教唱歌以及從事電視製作也在一所小學的音樂劇班教唱歌以及從事電視製作。。KathyKathy去年年去年年
底才剛剛決定全職投身演藝行業底才剛剛決定全職投身演藝行業，，沒想到很快就要面對疫症的來沒想到很快就要面對疫症的來
襲襲。。她形容今年新年後她形容今年新年後，，無論是電視台的工作還是小學無論是電視台的工作還是小學
的音樂劇課程都即時暫停的音樂劇課程都即時暫停，，到現在仍復工無望到現在仍復工無望。。
她只能偶爾在社交平台幫一些機構做直播來賺她只能偶爾在社交平台幫一些機構做直播來賺
取微薄收入取微薄收入，，也開始到求職網站找不同類型也開始到求職網站找不同類型
的兼職來維持生計的兼職來維持生計。。對未來事業的發展對未來事業的發展，，
KathyKathy充滿了憂慮充滿了憂慮，，這段時間的經歷讓她充這段時間的經歷讓她充
分感到從事表演行業的各種不穩定性分感到從事表演行業的各種不穩定性。。
有演出才有收入有演出才有收入，，演出叫停則可能顆粒無演出叫停則可能顆粒無
收收，，疫情來襲下疫情來襲下，，這一行業慣例對自由身業者這一行業慣例對自由身業者
的衝擊顯露無疑的衝擊顯露無疑。。
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主席徐碩朋則補香港舞台技術及設計人員協會主席徐碩朋則補
充道充道，，疫情之下疫情之下，，大家比較容易觀察到的衝擊主大家比較容易觀察到的衝擊主
要在要在「「台前台前」，」，一班一班「「幕後幕後」」工作人員則時常工作人員則時常
「「被隱形被隱形」，」，難以被納入支援範圍難以被納入支援範圍。。這些人包括這些人包括
演出的後台工作人員演出的後台工作人員、、設計師等設計師等，「，「還有一部分人還有一部分人，，是康文署聘請是康文署聘請
在場館中工作的自由身舞台技工在場館中工作的自由身舞台技工，，例如燈光例如燈光、、音響技師音響技師、、舞台技師舞台技師
等等，，即我們俗稱的即我們俗稱的『『台燈聲台燈聲』，』，以及駐場舞台監督等以及駐場舞台監督等。。康文署一般康文署一般
外判自由身業者來做外判自由身業者來做，，開騷前才會給他們更表告知下個禮拜什麼時開騷前才會給他們更表告知下個禮拜什麼時
候上班候上班，，場館關閉後場館關閉後，，他們突然要停工他們突然要停工，，之後數月直接沒收入之後數月直接沒收入。」。」
他建議政府能設立另一個補償範疇他建議政府能設立另一個補償範疇，，針對非製作類技術人員針對非製作類技術人員，，由外由外
判公司提供名單和參考工時用以計算補償金額判公司提供名單和參考工時用以計算補償金額。。他亦希望未來能在他亦希望未來能在
現有的舞台界別中增加科藝界別現有的舞台界別中增加科藝界別，，反映這部分的業界聲音反映這部分的業界聲音。。

改善合約 組工會凝聚力量
另一對自由業者打擊甚大的行業慣例則是合約中保障機制的缺另一對自由業者打擊甚大的行業慣例則是合約中保障機制的缺
失失。。在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的調查中就指出在香港舞台藝術從業員工會的調查中就指出，，8080%%的受訪的受訪
者表示者表示，，受疫情影響的工作當中有些並沒有訂立正式合約或只受疫情影響的工作當中有些並沒有訂立正式合約或只
有口頭承諾有口頭承諾、、電郵確認電郵確認、、WhatsAppWhatsApp等文字協議記錄等文字協議記錄；；更有更有
2929%%的受訪者表示的受訪者表示，，所有受疫情影響的工作完全沒有與僱主所有受疫情影響的工作完全沒有與僱主
簽訂合約簽訂合約。「。「以以WhatsAppWhatsApp或口頭協議聘請散工是行內的普或口頭協議聘請散工是行內的普
遍慣例遍慣例。」。」當突發情況來襲當突發情況來襲，，沒有合約作依歸沒有合約作依歸，，自由身業自由身業
者難以獲得保障者難以獲得保障。。而接受我們訪問的藝術工作者們亦表而接受我們訪問的藝術工作者們亦表
示示，，哪怕在正式簽訂的合約中哪怕在正式簽訂的合約中，，亦只有很小比例會在外亦只有很小比例會在外
部突發情況下仍支付部分酬勞以作補償部突發情況下仍支付部分酬勞以作補償。。
資深評論人曲飛認為資深評論人曲飛認為，，從合約精神來說從合約精神來說，，沒有完成合約沒有完成合約

的確難以獲取全部報酬的確難以獲取全部報酬。。但是但是，，針對現有的行業情況針對現有的行業情況，，他他
認為可以檢討的是認為可以檢討的是，，僱主預支或已佔用了藝術家的時間僱主預支或已佔用了藝術家的時間，，當當
突發情況發生時突發情況發生時，，是否仍可以支付部分報酬作為補償是否仍可以支付部分報酬作為補償，，這個這個
可以討論可以討論。。
凝聚業界力量凝聚業界力量，，為從業員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為從業員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業界成立工業界成立工

會來聚力發聲亦是刻不容緩會來聚力發聲亦是刻不容緩。。體育體育、、演藝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
議員馬逢國就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議員馬逢國就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成立工會組織相當重要成立工會組織相當重要。。
「「若組織大型的工會若組織大型的工會，，代表以千或以萬計的藝術工作者代表以千或以萬計的藝術工作者，，當他們向當他們向
政府提出訴求時政府提出訴求時，，也可更能引起政府的注意也可更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在日後發生什麼事在日後發生什麼事，，
也可以更容易去組織或聯繫也可以更容易去組織或聯繫。」。」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現有資助政策對自由身業者的忽視與支援不足現有資助政策對自由身業者的忽視與支援不足，，顯示顯示
出政府對業界情況未夠了解出政府對業界情況未夠了解，，卻也展露出社會對文化藝術業者重要卻也展露出社會對文化藝術業者重要
性的認知共識未達成性的認知共識未達成；；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一次疫情的衝擊一次疫情的衝擊，，也暴露出業界也暴露出業界
存在已久的痼疾存在已久的痼疾，，這些問題若不解決這些問題若不解決，，恐怕下一次危機來臨時恐怕下一次危機來臨時，，還還
是會不堪一擊是會不堪一擊。。

一場疫症，讓人們大部分時間只能
宅在家中，卻也讓網上演出資源瞬間
井噴，百老匯、柏林邵賓納劇院、
NTLive……世界各大藝團及組織紛紛
在網上播放經典演出的影片供觀眾限
時免費觀賞，香港本地藝團也紛紛效
仿。疫情過後，「網上放戲」是否會
成為藝團接觸觀眾的一條新路呢？曲
飛認為，當時NTLive出現，其初衷是
劇場面對觀眾流失，想通過播放演出
的方法向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推廣劇
場，「觀眾看完後有慾望想要飛到英
國去看現場，這個才是線上演出的最
終目的，而不是給觀眾看了就算。」
但他認為現在香港藝團的線上放映並
沒有這個意識。「為了吸引觀眾入劇
場，它的拍攝、分鏡都很精細，和現
場演出有不一樣的魅力。香港的劇團
如果沒有這個意識，做線上是沒有意

義的。」
不過，也有不少藝術工作者「轉戰

網上」，利用互聯網平台進行直播甚
至網上教學。馬逢國認為這是一種突
破，「利用網上平台進行藝文活動這
在未來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例如這一
次疫情有很多舞蹈老師嘗試了網上教
學，種種以往大家沒想過的形式現在
也出現了。」但馬逢國亦強調新的形
式並非要替代舊有的演出或教學模
式，「舊有的模式很難去替代，而是
新形式讓大家有新嘗試，衍生出新思
維，我覺得這是好事。」
早前，中英劇團宣佈取消《大偽術
爸》的劇場演出節目，改由在社交平
台直播讀劇演出，反應不俗，有超過
400位觀眾在線觀看。但當談及將來戲
劇發展網上教學時，張可堅卻認為這
並不可行，「戲劇講求人與人的接

觸，網上教學學生在家裡
上課，但並非每個學生家
裡都有足夠的空間作課堂
排練，加上戲劇重視團隊精
神，網上教學不能讓學生之間
直接接觸，這已經違反了戲劇的
原則，所以我認為網上教學在現階段
來說只是迫於無奈的方法，並不可作
長久發展的趨勢。」

■■自由工作者自由工作者KathyKathy

■■評論人曲飛評論人曲飛

■■香港舞台技術香港舞台技術
及設計人員協會及設計人員協會
主席徐碩朋主席徐碩朋

■■ 體 育體 育 、、 演演
藝藝、、文化及出文化及出
版界立法會議版界立法會議
員馬逢國員馬逢國

■■中英劇團藝中英劇團藝
術總監張可堅術總監張可堅

■■《《如何向外星人介紹瘟疫下的香港人感情生活如何向外星人介紹瘟疫下的香港人感情生活》》
一劇一劇，，演員線上回應觀眾問題演員線上回應觀眾問題。。 再構造劇場提供再構造劇場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