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實與虛擬間模糊的界線——線上與線下的抉擇

作者 : TiOH 團隊

1. 創作團隊參與目的

本團隊 TiOH (Turing is Only Human) 參與是次反思實踐計劃目的為反思演員、觀眾與沉浸式
互動劇場間的連動關係，並了解觀眾於是次表演的行為模式與期望落差，檢討箇中問題，並為
下次創作留下靈感和參考。演出作品名為《事實是實＿》，每個人在現實與網路世界呈現的都
只是片面的人格，有人隱藏現實，在網絡塑造理想形象；有人坦承表現赤裸的一面，比生活中
更自由表達內心。

本團隊與2021年集中探討虛幻與現實的關聯性，並參與了混種藝術研究企劃《曰.城》的創作，
完成了一場結合媒體與肢體、聲音與裝置的綜合展演。而團隊成員Ashley曾創作一個以線上
與觀眾互動為主的行為藝術作品，名為《Text到我瞓唔着》(2021），令她反思線上的溝通如何影
響觀眾與藝術家之間的距離，想再次實驗線上互動，探討在有故事情節的演出中與觀眾線上
互動的作用。承接這些經驗，我們希望透過這次應用劇場，在人與科技這個議題上去探索更多
不同界別交疊的可能性及與觀眾交流的各種方式，以及探索虛擬世界的特性和限制。

2. 反思實踐研究前言

創作團隊以《事實是實＿》為劇場藍本，構建劇場空間以作反思實踐，創作過程途中以演員對
每個創作階段的反思作為下一階段的創作依據。是次創作基於創作演員對焦點問題的理解，
並以虛構故事作研究形式，透過與觀眾互動而對自己和劇場作出反思，達致反思實踐的實行
目的。

3. 反思實踐焦點問題

《事實是實_》採用沉浸式互動劇場（Immersive Theatre）為是次故事的劇場實行模式。其中研
究團隊將是次實驗的沉浸式互動劇場界定為三大特徵：

（一）瓦解觀眾和演員之間的障礙：是次演出中觀眾和演員共處於同一空間，且觀眾可以隨時
從線上或線下參與演出，影響演出走向。

（二）將觀眾放入作品敘述中：觀眾會以粉絲團新成員的身份參與故事

（三）移除將已知結構與想像結構區分開來的社會結構：創作團隊把角色放入世界，讓觀眾對
角色產生認知。

3.1 聚焦探索問題(Focusing Question)：

如何透過沉浸式劇場的表演設計元素、角色設定、以及觀眾參與活動，激發及引導觀
眾思考現實與虛擬間模糊的界線？

3.2 個別字眼定義

字眼 定義

沉浸式劇場 除演員外，觀眾同時在創造者營造的空間內參與演出，跟演員和劇場空間
的各項演出元素互動。

已知結構 觀眾對現存的故事，劇場空間，劇場元素等的既定認知所組成的結構。不
同背景的觀眾會基於自我認知不同而對同一劇場產生不同的已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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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第一身情感架構。

想像結構 觀眾對未發生故事，劇場空間，劇場元素等的猜想。不同背景的觀眾會基
於自我認知不同而對同一劇場產生不同的猜想，同屬第一身情感架構。

社會結構 大眾對社會的既定認知，大多以事實為依據。

作品敘述 劇場的敘事架構，亦為故事本身。

現實與虛擬間
模糊的界線

觀眾和其他參與者對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的界定界線，如何定義為本次
研究目的，下部分將作重點討論。

4. 故事背景及簡介

《事實是實＿》主要圍繞一位當紅詩人偶像的粉絲俱樂部的會員經歷作開展。故事由四位現役
舊會員開展：

4.1 角色簡介

Charlie 一名社工、和事佬，但性格怪異

Aimee 一名同志作家，性格較暴燥

Leo 一名老師，亦是偶像的私追粉絲

Jessie 一名大學生，在線上是帶領粉絲團的角色，但現實中寡言

故事圍繞一眾粉絲為偶像TiOH舉辦生日應援展覽展開，在開場影片播放前，四位演員代入成
為粉絲團的四位舊成員: 角色與觀眾互動，幫助觀眾了解故事及角色背景，讓觀眾能夠投入到
之後的演出中。開場影片播放結束後，角色和觀眾一起籌備TiOH的生日展覽，過程中，Charlie
發現網絡討論區上有人爆料偶像TiOH真實性別為男性，角色開始就此事出現意見分歧。其後
TiOH在直播中澄清本人確實為男性，引發角色和觀眾進一步的激烈討論。

5. 數據蒐集方法

創作團隊分別以演出後的即時討論、聚焦小組訪談、問卷調查和影像/ 語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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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每場演出後的即時討論和演出後一星期進行的聚焦小組為主要收集質性數據，讓本團隊
作
為研究員得悉觀眾對虛擬與現實界線的理解及想法。聚焦小組訪談是演後對談邀請觀衆在問
卷留下聯繫方式，及後以zoom進行，共有2人參加，歷時一個半小時，深入瞭解他們參與的過
程。

而演後對談、問卷和影像/ 語音的作用則是為研究員提供例子作焦點問題討論的論證。最終四
場演出演後對談有54人參與，以及收回15份問卷。

6. 實踐作品

6.1 設計考量
劇情發展分為線上和線下兩部份同時進行，觀眾會即時經歷兩部份，而使他們在過程中非常

忙碌也是演出設計的一部份，為要凸顯現實中線上和線下的荒謬和矛盾。此時，觀眾需要進行

抉擇到底是投放更多關注到演員在現實場景中的表演和獨白，還是關注Telegram上的訊息，
與其他人在網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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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線上軟件的考量
是次演出使用了手機和Telegram作為主要媒介之一，在設計是次演出初期，本團隊曾考慮為
角色製作Instagram帳號，與觀眾互動，包括網上聊天和留言等，讓觀眾窺探角色在網絡世界
上的一面，然後再了解角色在「現實世界」中的言行和故事，從而思考虛擬和現實的不同。

其後發現Telegram的特色更貼合是次演出的主題——虛擬與現實，因Telegram比其他通訊軟
件更具匿名效果，例如不用公開電話號碼、不用使用真實姓名、沒有生活照等等。另外

Telegram設有投票功能，方便觀眾透過此功能決定劇情走向，付予觀眾在演出中的話事權。再
者，讓觀眾加入群組，除了可以促進觀眾和角色的交流，也可以促進觀眾和觀眾之間的交流，

增加趣味性。

6.3 空間的考量

演出場地被劃分成為一個展品區和四個角色的房間(私人空間)。當角色講獨白時，中間的展品
區會成為角色的內心世界，訴說自己的現實經歷和自己喜歡TiOH的原因。當觀眾製作展品時
，中間展品區會成為粉絲團的現實空間。燈光是一個重要元素協助分割五個空間，當演員進入
中間展品區前，會先關閉自己房間裏的裝飾燈，再到中間拿取麥克風，代表着踏入了現實空間
；結束獨白後，角色回到自己的房間，再次打開裝飾燈，代表回到網絡世界，不再與觀眾或其
他演員有現實中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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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實踐分析與發現一一線上與線下的抉擇

我們留意到演員與觀眾的溝通模式有所改變。有別於傳統劇場，是次沉浸式劇場採用雙軌並
行模式以發展劇情。我們設計此模式的目的為觀察觀眾對此並行參與模式的行為表現，從而
觀察他們對現實與虛擬界線的理解及了解並行觀賞模式如何影響觀賞體驗。

我們以劇中演員說獨白為例，依演員自我體驗及影像紀錄所見，當在自己角落或在中間說獨

白的時候，有部分觀眾不會望向演員，反而是在低頭看電話，互相說笑，很多時候，他們的反

應並非因當時候演員的表演而產生的。

這跟劇場的傳統觀看模式不同，觀眾有權選擇自己甚麼時候關注演員演出，甚麼時候關注

Telegram群組內的溝通。本來看似不尊重表演者的行為，卻在是次表演，我們的設計打破觀眾
對劇場觀賞模式的既定印象。

對演員而言，其中有演員覺得演戲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不知道演戲時的能量輸送到哪

裡去了, 她認為最難處理的是在演戲時，觀眾不一定在看自己，但仍然要演下去，感覺必須要
放下觀眾注視自己的慾望。

演員自己也有留意到，每一次角色 Aimee 說第二個（内容更沉重的）獨白時，觀眾也會變得安
靜，即使他們之前很嘈吵，玩得很開心。這顯示了雖然觀眾沒有長時間看現場的演員，但他們
也有接收獨白的訊息；有時候演員在看他們的眼睛，但他們會立刻拿起電話，繼續在 tg group
互動，這可能是觀眾的一種逃避，他們可能覺得看電話也是在投入表演，直接看正在說心底話
的角色的眼睛，可能是太直接了，電話給了他們不直接看現場獨白的理由，但這不代表他們沒
有留意演員的演出，反而可能是留意後的反應。

觀眾回應：

我沒有留意到虛擬與現實的分界線，因為對我而言所有發生都是真實的。因為即使是錄音，
這亦是一個真實的人在錄音。

5



演員的聲音，演員會行出黎講，acting 的狀態是虛擬... 我覺得是來參與活動，搞不清我是否在這
個活動裡面，與觀眾的眼神接觸也是真實，演員在 monologue…事情發生，沒有線性，這很虛擬...
當觀眾和演員有互動的話，對於現場感受的反應，就是事實，但在自己 corner 做的是設計，所以
這是虛擬的

我們的實驗想有的模糊性達到了，觀眾在線上和線下感受及了解角色的片面，他們未必全神
貫注在看其中一邊的演出，但這是他們的選擇，甚至乎是有關觀眾平時用電話的習慣的選擇。
線上線下可能都是真實，真實似乎是我們選擇吸收什麼資訊，流失了的資訊似乎是不存在的，
雖然線上和線下的角色同時被看到，但不完全清晰，觀眾的專注力在兩邊遊走，這令人聯想到
我們在現今社會認識一個人或接收資訊的方式 — 我們集中於吸收想吸收的資訊，像是選擇
事實是什麼。

在往後的創作，若果演員的現場演出想吸引更多眼球，或者可以試圖在那個時段演員及觀眾
一同停止使用電話，這可以以燈光表示，即是若有演員在說獨白，可以有射燈打在演員身上，
這個燈光的轉換可能可以帶領觀眾進入現場發生的事情; 但若無需要改變觀眾線上線下在各
個時候選擇焦點的擺放，而是長期給予他們這個選擇，演員可以放下想人們注視自己表演的
意欲，並將焦點放在如何演好線上及線下的角色性格，因為即使觀眾的眼睛不是在凝視角色，
觀眾仍然在吸收演員演出時的情緒及內容，只是多用了聽覺，少用了眼睛。

這正是沉浸式劇場有別於傳統劇場的地方， 團隊演員代入角色與觀眾交流， 能引導觀眾跨越
現實與虛擬間模糊的界線，相反傳統劇場中的設計會令觀眾難以跨越那一界線。

現在觀眾幾乎不可能同時關注線上線下兩條平行線的演出，會變得非常忙碌。而同時雙軌演

出對演員來說是一個挑戰，因為演員在演出時也十分忙碌，會陷入兩難到底應該盡快推進劇

情還是先覆完手頭上的訊息，會花心機思考如何回覆觀眾訊息。如果創作團隊想觀眾關注演

員在線下的演出，又可以在Telegram上與他人互動，可嘗試調整整體演出時長，減慢劇情發展
的節奏，但會失去原本觀眾和演員變得忙錄的設計。另外演員要在演出前有準備在演出時會

面對取捨，可事前決定好有甚麼表演部份是可以為了與觀眾有更多交流而放棄。

8. 結論
在設計上，聲音和空間設計是此劇場的重要元素，這兩個元素幫助觀眾打破和演員之間的距

離，令他們進入劇情。本團隊設計了四位立體的角色，有些在虛擬和現實世界中有著不同的性

格和行為模式，有些則較相似，觀眾籍此反思現代人在網絡和現實中的角色。另外在互動環節

中，觀眾開始認識到自身作為粉絲的身份，加上他們需要在參與虛擬和現實的部份中決擇，從

中會思考到現實與虛擬間模糊的界線。

本團隊在是次計劃了解到反思實踐的重要性，在每次彩排後檢討，盡早改善演出模式及研究

方向，並在演出前設定適當的焦點問題，和制定合適的數據收集方法，以便演出時收集和事後

的數據分析。本創作團隊從兩個身份的面向——研究員及創作演員，了解觀眾與演員、空間與
媒介的互動模式，和研究線上線下並行的沉浸式互動劇場如何運作。在未來本團隊也想繼續

發掘雙軌演出，為觀眾帶來更多線上線下同時並行的經驗 。

從這次劇場創作中本團隊反思了何為現實和何為虛擬，了解到不同人對虛實有不同的定義，

有觀眾認為線上的演出就是虛擬，有觀眾認為即使是網絡世界，背後也是有真實存在的人去

操作，所以也是現實的一個面向。有觀眾說因為他們沒有在演出場地裏親眼見到TiOH，所以
他就是虛擬；相反，也有人由TiOH聯想到真實的偶像，所以對他來說TiOH其實很真實。經過是
次創作演出後，本團隊認為現實和虛擬這個主題值得我們有進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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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H (Turing is Only Human) 團隊簡介

本團隊成立於2021年的一個跨媒體工作坊，成員來自不同界別，而且熱衷於藝術創作，工作
坊結束後繼續進行各類集體創作。我們摒棄死板的創作模式，以實驗的方式發掘更多的可能

性，尋找不同的藝術媒介的共通點，並以創新的方式觀眾對話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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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 :
《事實是實_》演出後問卷
感謝大家參與《事實與實_》的演出！我們誠邀各位花幾分鐘的時間回應以下問題，此舉將對

我們的反思實踐的研究十分有幫助！另外也可以就演出給予寶貴的意見，我們期望以後更有

進步！

*必填

你參與了哪場演出？*

- 23／6 8PM Open Rehersal

- 25／6 3PM 場次一 （Show 1）

- 25／6 7PM 場次二 （Show 2）

- 26／6 3PM 場次三 （Show 3）

- 26／6 7PM 場次四 （Show 4）

你甚麼時候開始留意Telegram  group的信息？

- 演出前

- 演員進場前

- TiOH LOGUE Magazine 片段後

- 投票選擇相片時

- 其他：

在是次演出過程中，你有多大程度留意到虛擬與現實的界線？

1 完全沒留意 10 十分留意

是次演出中，你對虛擬與現實的界線有何思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們研究團隊想邀請各位觀眾參與演出後的Focus Group （時間大約為90分鐘，線上進行），

集中討論演出中的所見所聞並發表意見。你有興趣参加嗎？*

- 我有興趣参加Focus Group 1 － 7月2日 （晚上8：00 ）

- 我有興趣参加Focus Group 2 － 7月4日 （晚上8：00 ）

- 我有興趣参加Focus Group，但以上時間不適合我

- 我無興趣参加Focu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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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興趣参加focus group，麻煩你留下你的名字，電話，及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如何留意到是次演出？（可多選）*

- 朋友介紹或演員邀請

- Artmate 網上見到

- TEFO 社交媒體專頁

- 網上宣傳

- 其他：

你認為是次演出內容吸引你嗎？*

1 十分不吸引 10 十分吸引

對於演出有什麼意見／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給團隊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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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演後對談

我哋有幾個問題想問下大家，歡迎大家舉手回應，或者用啱啱派比大家嘅post it寫低啲重點比
我哋，簡單keywords都得架，你哋嘅意見都好重要！

1. 咩時候為意到tg group的動向？
A) 演出前 B) 演員進場前 C) TiOH LOGUE Magazine 片段後 D) 投票選擇相片時
E) 其他

2. 你有幾為意到現實與虛擬之間嘅界線？（ratings 1-10）
3. 你認為現實與虛擬之間嘅界線係點樣存在喺我哋演出裡面？
4. Open floor discussion

因為我哋想避免留低觀眾太長時間，同埋都想留返少少能量準備下一個演出，所以我哋都會

邀請觀眾參加zoom focus group（約1.5小時，2個時間仼君選擇）

附件三 :

聚焦小組訪談問題

1. 你認為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界線是如何存在於我們的演出裡面？
2. 演出過程中有幾多令你反思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界線？由哪個部分開始？
3. 角色在現實與虛擬之間分別是怎樣的人？
4. 過程中角色如何處於現實與虛擬之間？
5. 一開始演出由觀眾觀察開始，去到有情節發展，你是如何見到現實與虛擬之間的分
別？

6. 如何定義虛擬與現實之間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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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演出後討論摘要

演出1

1）重點在哪？

界線如何穿梭

2）幾時，你覺得觀眾邊個位入到條界線

（無答到）

3） 有個部份十分有趣，一入到來就見到fan club好神奇。普通一個discussion環節。我見到
有塊板寫明可以周圍走，我開始明白呢個係劇場。而四角是由四個不同的人物特徵去做點
事，他們在echo Fans club，那時候我還未十分into整件事

但當到展覽的部分，我見我們可以在TG Group 玩嘢，那麼我便問是不是要搞展覽，是不是
有些事要做？當有應援的事要我們去做的時候，我會開始意識那條界線模糊了。我會進一
步了解到參加者亦會是演員，以及多了participation。我第一次有online 和offline 劇場
participation，所以我認為是幾得意的，會take some time to realize the things to happen

4）我諗下先，沉浸式劇場 -> 類似劇本殺
禮物包好窩心，想試下棉花糖燒賣
中途問，大家有冇參加Fansclub，大家都沒有相關經驗
我本身非social 常用家，所以我focus咗係四位演員的performance
我覺得好忙，忙碌，忙碌咁睇大家，even我唔望手機，我亦會知道發生甚麼事
每個人都有不同用Social Media的集慣，早用者會集慣，遲用者不習慣，幾有趣的發現

我少看類似劇情，Topic未知講咩，我覺得第一下有d suprise，做完活動會成為fans Club
member， show 後半段，有爭吵，moment震撼，會諗自己點諗，有啲人會偏激d，有啲人又
會認為好啱，所以我亦會思考自己下一步如何做。不知這是不是創作團隊想帶出的事。

5）新奇體驗感受，整個play為虛構，但我身同感受，有現實的感覺。

之後，我有自己諗法，無話我要quit group，原expect有關角色虛構的討論。我在諗會不會有
更深層討論，會不會角色的理念會影響人物的行為（如Leo般有戀愛傾向），所以就冇quit
group，想睇下其他人嘅comment。

6）我自己就對劇場主題無認識，但當收到email，話我入咗Fans Club 思考我的身份。當要我
寫真名定假名好，我有個疑惑，我應該寫咩好？我最後寫咗真名。我成件事諗緊自己要幾
into。我要代入自己角色（多大程度），不說話，觀察大家。我們喜愛的偶像，我們是喜愛他的
人定還是喜愛其他東西？我會思考在現實中又多少東西是營造出來，有多少是真的？我剛
才不斷思考

7）主題好有探索性

8）反而如何踏入（搞咗一陣）一齊做禮物幫到啲。無覆TG，唔睇都知個個氣氛。中意緊個樣
嘢，定鐘意幻想個樣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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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2

觀眾問：我想了解個definition，表達在哪個方向？

1）將空間變了界線本身，你覺得boundary在哪個位，哪裡開始思考

A）有人錄音，有人播，然後全場有人播，聲音疊埋後，聲音在電話出，又有人在你身邊講，
好像虛擬進入現實

B）虛擬override咗現實，演員在你面前講嘢，你又覺得group內message不斷轟炸你，你又覆
唔切。之後或者你又睇group，你又會忽視眼前的表演。我想科技上的溝通會override咗現實
的溝通

2）揀1嘅原因為我沒有留意到虛擬與現實的分界線，因為對我而言所有發生都是真實的。因
為即使是錄音，這亦是一個真實的人在錄音。現在非metaverse，並非現實有個人，虛擬又
有個人。我真係冇aware。純粹是timing and playing sequence，播放Voice Message 的時間
前後所致，音頻才會疊在一起。對我而言，這並非data－ize的事。所以我並無aware虛擬這
回事。我會從不同character感受到不同演員之間的dynamic和tension

3）有一個位我感受到最深，就是TiOH這個女偶像，她樸朔迷離，大家很愛她我們無人見過
他真人，只有一些物件，真人在哪？我懷疑她是虛擬偶像。若是，則好荒誕。因為一大夥人
向一位虛擬偶像表達十分真實的愛，貫注在這個偶像／對偶像的想像內。甚至Leo將其對
另一位女生的想像放諸這位虛擬女偶像上。當真實的人和虛擬偶像共通存在是，真假難分，
解決不了當中的模糊性。

4）愛那個人與否，是你愛他的人，還是愛他的物質，對愛情關係帶來反思

5）虛擬和現實為不同面向。可能4個corner就是4個真實，但從文字當中拿到的力量亦是真
實。真實就是真實

演出3

1) 想有人理我，但無人理我，這就是虛擬，不在同一個空間發生的事就是虛擬，例如四個角落 (4：
40.26)
2) 演員的聲音，演員會行出黎講，acting 的狀態是虛擬，很大聲錄音，聽錄音的同時，又聽到演員
自己錄，這就是模糊 (7：07.49)
3) 我覺得是來參與活動，搞不清我是否在這個活動裡面，與觀眾的眼神接觸也是真實，演員在
monologue, 不理解，是活動的一部分？我究竟在什麼狀況？參加 Tefo 活動，參加這個場景設定
，然後又沒有甚麼跟 tefo 或者場景設定的事情發生，沒有線性，這很虛擬 (8：13.73)
4) 當觀眾和演員有互動的話，對於現場感受的反應，就是事實，但在自己 corner 做的是設計，所
以這是虛擬的 (15:25.96)
5) 很新穎的做法，confused 很正常，第一次線上線下給演員 reaction , 沒有想過何謂虛擬何謂現
實，兩個現實雙軌進行，首先要 define ，只是用不同 media 做不同的 interaction(16：35.70)
6) 線上都是現實，大家很沉醉於 tg, 大家都是低頭，大家在現場沒有情緒，但在線上很多情緒，可
能就是 physical engagement 的程度，線上很內在，但這都是事實 (18:18.57)
7) 不需要分界線，入劇場，不是現實角色，沒有 tioh 沒有 fans club, 有沒有選擇與人互動，空間不
大，聲音可以在現場聽到，不需要用 tg 也聽到，自己沒有與他人互動就是虛擬，很難說什麼是虛
擬 (19：2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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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4

有觀眾提出有3位角色無界線
1) 沒有界線：屋企 tg group 所有都呈現在觀眾面前，很赤裸，像偷窺，上帝視覺 / voice message
在 echo, 很有趣，當一段話，不停放大 (1：44：40)
2) 留意 tg group 比較多，沒有界線，角色現實與 tg 的想法差不多 (1:46:12)
3) 沒有界線，tg group 講議題，又會無啦啦講其他野，感覺很有趣，觀眾也可以參與 (1：47：15)
4) 資訊將水浸，很多，acting & voice message & reaction at home, handle 不到很多資訊，接受
tioh fans 身份，要幾強調參加者 fans 的身份？上帝視覺和 Fans 身份的體驗很不同 (1：49：00)
5) 一路問問題：究竟 fans 在等什麼？我在這裡幹甚麼？想見到 Tioh 但一直都不出來，想 arise
什麼問題(1：51：03)
6) 由頭到尾都是假的，線上是虛假為主，入黎時侯已經是 fans 比較古怪，可以被 sell 先，一開始
有 resistance，在 artwork 見到 (1：53：18)
7) 遲到，每個人都很 high , 一開始不知道做什麼，放棄了找目的，不是 active participant, 但是
observer, 感受角色多於了解現在發生甚麼事，心入面 judge 角色 e.g. Leo (1:55:00)
8) 角色定位，現實就是 tg 的人很 aggressive, 可以有角色是比較溫柔的嗎？ Balance 返，觀眾來
不及反應，想打幾個字入去 tg, 但已經去到另一個 topic, 很豐富，很多 topic, 但問題就是消化唔切
(1:59:05)
9) 界線很明顯，自己現場在，線上線下很多事發生，主線在 tg group, 很多資訊，不想回應，但不
跟又好像不是在 enjoy the show, 好像忽略了演員的演技，不太舒服，現場沒有甚麼 catch
attention,是否應該分開兩 group 人，一班人睇現場，令一班人在網上，很疲累，不知道在等什麼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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