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專 題A9 ●責任編輯：張岳悅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212021年年99月月2929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2021年9月29日（星期三）

GipGip表示表示，，他歡迎政府設立相他歡迎政府設立相
關部門及分撥資源關部門及分撥資源，，以發展以發展ArtArt
TechTech。。但他認為但他認為，，大前提是確保大前提是確保
原有的資源不會被分薄原有的資源不會被分薄，，要避免要避免
「「多開了一個組別卻分同一塊多開了一個組別卻分同一塊
餅餅」」的情況的情況。。此外此外，，他亦認為他亦認為，，
若要發展若要發展Art TechArt Tech，，長遠而言長遠而言，，
究竟由藝術團體還是科技團體主究竟由藝術團體還是科技團體主
導導，，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他提他提
到到：「：「若由科技機構作主導若由科技機構作主導，，選選
擇哪一個表演團體擇哪一個表演團體？？可能是價低可能是價低
者得者得。。所以若果真的有心推動所以若果真的有心推動
Art TechArt Tech，，藝術內容可能要行藝術內容可能要行
先先。」。」藝術工作者自有其憂慮之藝術工作者自有其憂慮之
處處，，故故GipGip也坦言這確實很視乎也坦言這確實很視乎
局方或藝術的主導者如何衡量局方或藝術的主導者如何衡量，，
「「若要設立這個範疇若要設立這個範疇，，章程都要章程都要
很小心很小心。」。」
鄧樹榮則認為鄧樹榮則認為，，結合藝術與科結合藝術與科

技不是問題技不是問題，，關鍵在於創作者如關鍵在於創作者如
何突圍而出何突圍而出，，找到當中的找到當中的identiidenti--
tyty。「。「全世界有創意的人很多全世界有創意的人很多，，

你要如何你要如何
突 出 自 己突 出 自 己
呢呢？？這個這個identiidenti--
tyty很緊要很緊要。」。」他又他又
指指，，若果政府真的有志若果政府真的有志
發展藝術科技發展藝術科技，，除了要預除了要預
留足夠的資源外留足夠的資源外，，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
要必須大量研究要必須大量研究，，了解世界各地了解世界各地
從事藝術科技的創作者在怎樣的從事藝術科技的創作者在怎樣的
背景下從事創作背景下從事創作。「。「若然香港要若然香港要
達到這些條件達到這些條件，，現有的機制又能現有的機制又能
否提供到呢否提供到呢？？如果提供不到如果提供不到，，政政
府又是否準備提供呢府又是否準備提供呢？」？」他稱他稱，，
這些都是很長遠的事這些都是很長遠的事，，並非一朝並非一朝
一夕便能做到一夕便能做到。。雖然雖然，，相比起其相比起其
他地方他地方，，香港的香港的Art TechArt Tech發展仍發展仍
處於起步階段處於起步階段，，但既然但既然Art TechArt Tech

浪潮席捲浪潮席捲
全球全球，，香港也香港也
不應不應「「獨善其身獨善其身」。」。
始終始終，，政府有推動政府有推動Art TechArt Tech
發展的想法是好的發展的想法是好的，「，「大家便在大家便在
有限的資源下看看可以做些什有限的資源下看看可以做些什
麼麼。」。」他說他說。。

「「藝術科技藝術科技」（」（Art TechArt Tech））一詞去年首次出現於施政報告之中一詞去年首次出現於施政報告之中，，引發各界議引發各界議
論論。。前有來自官方言論前有來自官方言論「「創新科技的文化中心創新科技的文化中心，，會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藝壇會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藝壇
的地位的地位」，」，盛讚盛讚Art TechArt Tech在港大有可為在港大有可為；；後有業界直指後有業界直指「「本地人才豐富本地人才豐富，，唯硬唯硬
件配套與投資欠奉件配套與投資欠奉」，」，在供給與需求的落差之中表達訴求在供給與需求的落差之中表達訴求。。話題展開半年有話題展開半年有
餘餘，，採用最新技術和設備的東九龍文化中心正如火如荼建設中採用最新技術和設備的東九龍文化中心正如火如荼建設中，，亞洲首個大亞洲首個大
型型Art TechArt Tech體驗展體驗展Digital Art Fair AsiaDigital Art Fair Asia（（DAFADAFA））亦即將於明日登陸香亦即將於明日登陸香
港港，，時至今日時至今日，，Art TechArt Tech在香港的發展狀況究竟如何在香港的發展狀況究竟如何？？香港文匯報記者訪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了部分業界人士問了部分業界人士，，涵蓋戲劇涵蓋戲劇、、音樂音樂、、舞蹈等多個領域舞蹈等多個領域，，聽他們對聽他們對ArtArt
TechTech各抒己見各抒己見，，共同為共同為Art TechArt Tech在港發展釐清方向在港發展釐清方向。。

在前兩期的專題中，我們從「Art Tech 有得

做？」及「Art Tech怎麼做？」兩個角度切入，請

受訪者談談Art Tech在港發展的趨勢與潛力、資源

配置與政策改革、大數據與跨學科研究等多方面

的探索。來到最後一期，我們再把眼光重新投回

本地藝團，縱觀他們在Art Tech領域的新嘗試。

為了讓更多演出在疫情下能繼續，不少中小型

藝團均嘗試了一些以往未曾試過的、結合科技

元素的演出。過程中，有演出者重新思考

「表演」的定義；也有藝團負責人由以往從

未想過把演出結合科技，到希望以後能在

這個領域有更多的探索；同樣有受訪者認

為，政府若有意大力發展Art Tech，長

遠而言需要有適當的政策配合，在借

鑑其他地區經驗的同時，也要仔細

審視本地現時擁有的機制能否配合

Art Tech的發展。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朱慧恩、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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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現場演出的同時，觀眾可跟隨樂團以
敲擊樂演奏所帶領的鏡頭，一起遊歷場地；
此外，觀眾還能戴上VR眼鏡，來一場互動
遊戲大冒險，遊走於青年廣場各個樓層，觀
賞不同的展覽及表演。遊戲與表演相結合，
不乏趣味性之餘，又能夠增長知識——這是
由篋敲擊樂團主辦的VR藝術項目《擊藝遊
蹤：一場穿梭虛擬與現實之旅》，為藝發局
Arts go Digital的資助項目。篋敲擊樂團由
陳永業（Gip）於2017年創立，主力推廣本
地敲擊樂發展。
Gip表示，樂團的重點項目包括到中小學

進行教學工作，以及透過申請不同資助舉辦
演出。但受疫情影響，學校停課，表演場地
暫停開放，進行中的項目被迫擱置。疫情未
見明朗，團隊卻不願意停下步伐，於是，便
希望透過申請資助，以團隊過往也未曾嘗試
過的表演形式，帶給觀眾一場別開生面的藝
術體驗。然而，萬事起頭難，疫情迫使演藝
團體面對「digital」浪潮，向來注重現場演
出的藝團難免感到手足無措。正如Gip以
「半桶水」形容最初對「art」與「tech」結
合的概念，雖然樂團是演出「老手」，但卻
又是科技「初哥」。「最初，我們都有研究
如何結合兩者，我們看到當中部分項目是影
片，但長時間觀看難免感到疲勞。我們希望
在互動方面能做好一些，讓觀眾有更好的觀
影體驗。」最後，Gip選擇以VR形式呈
現。

與科技公司合作無間
《擊藝遊蹤：一場穿梭虛擬與現實之旅》

是樂團與科技公司合作的成果，樂團負責藝
術表演部分，科技公司則負責設計遊戲，使
之成為一場虛擬實境之旅。最後作品成功面
世，也是雙方多次商量及調整而得來的結
果。Gip分享道，他們製作了全港首個敲擊
樂的虛擬場地，當時在青年廣場不同空間進
行錄影。遊戲過程中，玩家會穿梭不同樓
層，為遊戲主角尋找一些物件，也觀看不同
藝團的展覽。「我們最初的構想是，既然那
幾層空間很大，那麼就逐個點拍攝。但IT
公司堅持這行不通，他們分析，如果玩家迷
路，就不願意繼續玩，必須要快速告訴他們
為何要去這裏，最後他們設計出每一層都設
立一個快捷鍵。我們也覺得這樣做才對。」
Gip說。
這次與科技公司

的合作，對於過往
專注於現場表演的
Gip來說上了寶貴
一課。至少，在疫
情前，他從沒有想
過自己演出竟會與
VR結合。這兩者
結合並非新鮮事，
只是種種原因，在
香港的發展尚未十

分成熟。疫情發生驅使藝團必須重新思考表
演方式，與科技結合是其中一條出路。政府
也順水推舟，指要大力發展Art Tech。Gip
坦言，現場演出始終是無可取代，但他不欲
簡單比較兩者，而是更着眼於如何結合科
技，令表演呈現出更多的可能性。「我們也
嘗試讓科技公司的拍檔去思考，如何把我們
的內容融合他們的科技。」Gip指，例如用
program自動敲出一首歌，甚至在教學時以
program作曲——「這也是live performance
以外的東西，是我們想嘗試及呈現的。」正
如篋敲擊樂團的宗旨——Something more
than drums。

VR碰撞音樂
是演奏也是藝術導賞

最近，鄧樹榮戲劇工作室推出一部名為
《第四夜》的作品——一個結合劇場藝術和
數碼遊戲的實驗作品。簡單而言，它的觀賞
方式與早前Netflix推出的《黑鏡：潘達斯奈
基》相似，由玩家決定主角的命運及故事的
走向，可謂模糊了電影與遊戲之間的界線。
《第四夜》由一個確診新冠肺炎的女演員出
發，講述她因醫院床位爆滿，被迫留在家中
等候入院的故事，過程圍繞着她與家人、伴
侶之間的互動。作品包含三個不同版本的結
局，每一節約長20分鐘。《第四夜》也是
藝發局Arts go Digital的項目之一。
由過往的主力於舞台藝術的表演，到今次
製作包含戲劇、電影、遊戲三大元素的《第
四夜》，鄧樹榮形容是「膽粗粗的嘗試」。
他表示：「雖然我們向來並非製作遊戲，但
也覺得頗有趣，既是遊戲，又能融合戲劇

的創意，亦有互動的部分。我覺得這
個形式是香港的表演藝術界沒有

想過做，我們就試試。」於
是，他便找來工作室的

董事、從事遊戲開

發多年的彭子傑（Gabriel）攜手合作。鄧樹
榮談到，製作過程並非一帆風順，雙方要不
斷溝通、磨合，反覆修改劇本，屢敗屢試，
才能令內容服務遊戲用家。「用家會想看一
些比較刁鑽的內容，而不是純粹的劇情。玩
game的人就是喜歡刁鑽的、有神秘感的，
這是我最大的得着。」鄧說。今次亦是Ga-
briel首次嘗試把一條真實拍攝的片段變成一
個遊戲。他表示，雖然摸索的過程費時，但
卻十分有趣。「我盡量不想『太game』，
希望保留到娛樂元素之餘，亦可以配合到整
個創作。」

深化發展需創作者透徹思考
談到藝術與科技的發展，鄧樹榮認為兩者

已結合多年，不過，若果現時要重提或者深
化這個議題，定位與焦點定會與以往有別。
他解釋，以往會着眼於如何利用科技元素令
整個舞台表演更出色，又或者透過科技表達
一些概念，但舞台表演仍屬「主菜」。由於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科技不再是「配菜」，
而是成為必須包含其中的元素。鄧樹榮坦

言，這無可否認是一個席捲全球的新趨勢，
但談到如何再深化及發展，則需要創作者更
為透徹的思考。「如果眼前有很多hard-
ware，但無內容放進去，似乎有少少欠缺。
而且hardware很昂貴，如何運用，要視乎資
源。」鄧樹榮說。談到將來是否有意繼續嘗
試Art Tech項目，鄧樹榮則坦言要視乎能否
申請到足夠的資金。「這次50萬是很緊
的，作品有實驗性質，看看這樣的形式是否
可行。再做的話可能需要更多資金，若果今
次反應不俗，吸引資金的機會也較大，都有
信心的。」
在遊戲開發領域工作多年，Gabriel 認

為，「藝術」與「科技」兩個元素一向存
在，至於兩者要如何結合，碰撞出新火花，
則需要雙方互相了解及探索。「Art Tech比
較偏重技術層面，例如日本的teamLab，就
較看重技術。但有時也可應用到演出層面上
的，可整合一些技術而產生新的表達方式，
例如最基本的 projection，又或者如立體
screen。」Gabriel認為，若果雙方合作將會
有不少發展的空間，「能夠產生很多嶄新的
表演方式。」

遊戲結合戲劇
觀眾選擇決定故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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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篋敲擊樂團早前在《擊藝遊蹤：一場穿梭虛擬與現實之旅》啟動禮音樂會
中演奏。

●觀眾透過VR觀景盒便能觀看展覽表
演。

●●觀眾從觀眾從VRVR遊戲中可見到虛擬演奏廳遊戲中可見到虛擬演奏廳。。 遊戲畫面截圖遊戲畫面截圖

鄧
樹
榮
戲
劇
工
作
室

●鄧樹榮（右）
與彭子傑分享了
對Art Tech的看
法。

攝影：朱慧恩

●●觀眾的選擇可以左右劇情的走向觀眾的選擇可以左右劇情的走向。。

●結合劇場藝術和
數碼遊戲的實驗作
品《第四夜》。

●●《《第四夜第四夜》》包含三個不同版本的結局包含三個不同版本的結局。。

●陳永業從未想
過自己的演出能
與VR結合，今
次嘗新上了寶貴
一課。

攝影：尉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