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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之人》 

反思實踐報告 

作者：陳膺國 

 

一、計劃緣起 
 

在香港不斷經歷不同變化後，我一直在思考怎樣把不同地方的香港人，透過「一人一故事劇場」

(下稱「一劇場」)連繫起來。它是即興劇場的一種，在這個劇場中，觀眾或參加者會分享他們

的生命故事，演員會即席演出，將故事呈現給分享者。從歷時長久的疫情狀況開始後，世界各

地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的群體，下稱『一劇場』也投入了不同線上平台，以維持

『一劇場』的運作模式。於是一些以視頻通訊(下稱「Zoom」)作平台的演出形式應運而生。從

香港受到疫情影響後，我也一直於網上進行不同形式的戲劇活動，其中一樣便是「一劇場」。

線上形式的一劇場，不僅可以打開地域及時間的阻隔，還可以讓以往只能實體交流的人，變成

實時在線上一起進行戲劇演出及創作。 

 

在思考參與這次計劃申請時，碰巧越來越多香港人離開並前往外地生活，不論家人、朋友，甚

或工作夥伴，從以往朝夕相對，變成分隔異地，無奈地只能揮手告別。在這個情況之下，我想

起月亮這個象徵，在月亮底下，我們還是在一起，月亮的光輝在黑夜中特別明亮，縱然在黑夜，

我們還能看見彼此，訴說我們的生命故事。所以我選擇了「一劇場」這個形式，縱然我們觸摸

不到彼此，但是我們可以透過聆聽及演繹，走進彼此的生活及不同故事。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及配合反思實踐，我總結出四個探索重點。第一，線上／線下的形式要怎樣

融合；第二，一劇場的四個重要崗位－—領航員、演員、樂師及觀眾，分別於線上及線下參與，

會帶來什麼火花；第三，各地演員不再局限於僅以Zoom或實體，開發Zoom結合實體的可能性，

運用不同軟件協助。第四，創作獨有的線上／線下一劇場模式。 

 

 

二、計劃反思實踐方向 
 

1. 探索如何在線上演出發展一劇場的新可能性？ 

2. 在線上演出一劇場時讓觀眾打破空間阻隔，維持情感流動的要素是甚麼？ 

3. 線上線下同台演出時，怎樣維持演員的即興和互動默契？ 

4. 觀眾如何經驗開放互動氛圍，體現一劇場的精神？ 

 

 

三、計劃內容 
 

我把項目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參考陳志勇《抵岸》繪本一書作為藍本，設計一個過程戲劇，

讓參加者透過戲劇情境，嘗試探討進入新地方生活的反思，對於已離開／將會離開 ／思考是

否離開／留下的人，會否有不同的發現。 第二，邀請不同地方香港人演員（移居海外及在地

港人），透過同時於線上及線下的排練，為演出一劇場預備。 第三，公開演出，把這個計劃

連繫兩地港人的理念，擴展至計劃外的觀眾，藉此讓大家透過一人一故事劇場連繫起來，互相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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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計劃的參與人員招募，主要是透過個別邀請及朋友介紹。參加者有部分是已完成「一劇場」

基礎訓練的初學者，也有學習「一劇場」1至5年的朋友，也有學習「一劇場」5至10年的朋友。

當中有3位朋友能同時擔任樂師及演員的崗位。而我自己則已學習「一劇場」超過10年。影像

及聲音構思的4位朋友，分別有各自的專長，熟悉電腦軟件、拍攝、錄像製作、鏡頭運用、聲

音及舞臺設計等等。 

 

線上線下演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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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本計劃參與演員及樂師數目共有香港5名和海外5名；其他香港在地工作人員5名。 

 

團隊成員名單如下： 

領航員 陳膺國 

線上演員／樂師 張思勤、岑明珠、呂健邦、曹淑玲、劉凱欣 

線下演員／樂師 王子健、余玉華、周煦卓、賴翊筠、梁天寧 

影像及聲音構思 梁時佳、陳錦恩、符珮嘉、練柏成、張正和 

 
 

計劃時間表 

 
 

 

 運用方法 過程 結果 啟發 

1 過程戲劇  透過過程戲劇： 

 幫助大家互相認

識，進入這個移

民／移居主題 

 幫助大家分享相

關經驗 

 建立線上／線下

同時演出的默契 

 打開了大家對主

題的想像 

 發現一些在這個

主題下的個人情

感 

 過程戲劇及真實

故事分享，把分

隔各地的大家連

繫起來 

 過程戲劇可否作為

訓練一劇場的熱身

或預備練習？ 

 過程戲劇對引發主

題分享的新可能性 

2 一起學習新的

演出形式 

 邀請以色列一劇

場導師教授新形

式 

 選擇了兩個有唱

歌元素的形式 

 學習Bonfire及Her

o-path 

 經驗不同突破點 

 Bonfire這個形式

本身是線下演出

形式，老師提議

我們把它微調成

為線上／線下一

起演出的形式 

 Heropath本身是一

 唱歌本身不是最難

最難的是我們把唱

歌定位困難的方法 

 把唱歌元素設定為

首要一劇場教學，

是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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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線上演出形

式，我們把它微

調成為線上／線

下一起演出的形

式 

 因為這兩個形

式，讓部分演員

跨越了唱歌的恐

懼 

 部分演員找回在

一劇場唱歌的快

樂 

 創作的歌曲／歌

聲讓我們打進彼

此的心裡 

3 線上線下排練  最初開始時碰到

不同困難，只是

處理技術問題也

花費了大量時

間。以為運用Zo

om便可以解決線

上線下演出，後

來發現當線上線

下同時有觀眾，

視點會比較沒能

照顧線上觀眾

（畫面不美觀，

沉悶，聲音聽不

清楚）。演員之

間也很難配合 

 經過多次嘗試，

有團員提出試用R

estream平台，因

為畫面可以由後

台技術人員操

控，直播時更能

夠照顧觀眾視

點。另外發覺聲

音問題影響（不

清楚），最後發

覺需要多邀請後

台技術人手及器

材。最後，由於

演出美感的考

慮，我們多了影

像及聲音構思的

考量。 

 後台技術員，影像

及聲音構思的朋

友，其實也是演出

的第六人。 

4 試驗演出  發覺同時兼顧兩

邊演出，時間及

流程會拖慢。尤

其線上觀眾反

影，觀看演出

時，收音不清

楚，畫面不夠清

晰，會有長及失

去焦點的感覺。 

 觀眾喜歡自我介

紹的唱歌部分。

但線下觀眾比較

線上觀眾更有感

受及連結。曾有

網絡斷線及觀眾

不能與Zoom參

與。最後變成需

要同時運用Restrea

m及Zoom平台。 

 是否需要分開線上

／線下觀眾的參

與？ 

 同時參與還有什麼

更加好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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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式演出  開場以唱歌作自

我介紹 

 中間不斷跳出跳

入，盡量平衡線

上線下觀眾的需

要 

 將分享觀眾顯示

在投射螢幕 

 嘗試在所選擇的

演出形式嘗試配

合線上線下演員

去演繹 

 觀眾表示喜愛唱

歌元素及形式 

 喜愛這種線上線

下互動 

 對一劇場的新嘗

試有新鮮感 

 不同演出形式有

不同的美感 

 需要增加線上線下

演員的互動元素 

 如果加入自由演繹

的形式，可以怎樣

配置 

 領航員需要更多幫

助 

 多於1個領航員 

 線上線下各1位領航

員 

 

 
過程中，我嘗試運用以下資料作記錄：第一，過程戲劇後的演員的個人反思；第二，

計劃中段時為演員作訪談及錄音；第三，演出完結後的演員、觀察員及觀眾問卷調查；

第四，演出完結後的檢討會議。 

 

 

四、反思分析 

 

⮚ 方向一：探索如何在線上演出發展一劇場的新可能性? 

 
新可能性的出現，由學習新演出形式開始。最初選擇學習這兩個新演出形式——Bonfir

e 及 Hero-Path的原因是在與以色列及俄羅斯導師夫婦（Marat and Nina)的第一次會議後

決定的，當中有兩個原因為，第一，我希望學習兩個較有潛能應用於線上線下探索的

形式；第二，希望為一劇場注入一些新元素。最後兩位導師就建議了Bonfire（原本是

線下形式）及Hero-Path（原本是線上形式）的兩個演出形式。 

 

另外一個在計劃中的新嘗試是安排於正式練習「一劇場」前，進行過程戲劇活動。過

程戲劇的目的是期望新團員可以在進入一劇場排練前增加互相認識的機會，透過故事

情境，醞釀進入這次關於移民的主題。在過程戲劇活動後，便開始了正式的一劇場訓

練，由於我們已對於一劇場有一定認識，所以我安排在計劃新階段，學習兩個由以色

列及俄羅斯老師夫婦Marat及Nina創作並教導我們的新演出形式Bonfire 及 Hero-Path，由。

兩個新形式的共通點是唱歌元素。Bonfire形式，在聆聽觀眾故事分享後，其中一位演

員會先即興地為故事找出一句說話作為故事核心，然後以唱歌形式唱出來，接著其他

演員會加入以歌隊（Chorus）形式加入一起重複唱出該核心說話，這個歌隊形式會在

演出過程重複出現，中間還有四個角色獨白的加入，根據角色與分享者的關係（由遠

至近）逐一呈現。Hero-Parth的形式，是在聆聽觀眾分享後，其中一位演員會飾演分享

者，其他演員會飾演在故事情境中給予壓力的角色，從而令主角說出不想做的事情，

然後主角會透過唱歌形式，唱出從我不想到我想怎樣的過程轉變。透過這兩個形式，

我們打開了在一劇場演出中唱歌的可能性，這種唱出故事核心的方法，彷彿火速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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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連結起來。這種唱歌的形式，正好回應反思實踐中「探索如何在線上演出發展一劇

場的新可能性」。 

 

我反思這兩個形式可以有以下的新可能性：第一，唱歌的元素是一種打開及連結大家

的方法，這是在我意料之外，當然我自己及組員也喜愛唱歌，但是在一劇場裏唱歌的

震撼是超越我們的預計，那種簡單直白，進入心坎裏，是不能完全用言語形容的心靈

交流；第二，唱歌會回應分享者的故事，其實是容易的切入點，不論是作為聆聽故事

中心的練習，或是鼓勵大家勇於嘗試，也有很大幫助。這個因素，也正正鼓勵大家即

興交流，這個形式本身也充滿著即興的團隊合作。 

 

演員在學習新形式時的發現 

 
因為以往在一劇場中，唱歌元素不是一個必定會出現的形式，而碰巧這次的演員當中，

也有不少對唱歌也感到困難及以往有很挫敗的經驗。所以唱歌這個元素本身，已經在

回應這個反思實踐問題。這個新嘗試能夠成功，主要有兩個重點，一是Marat老師的教

學方法，他強調每個人也可以唱歌，「每個人的聲音也是獨特和漂亮」，他在我們開

始學習這個形式時會邀請大家分享自己對於唱歌的感受是那一類：覺得自己唱歌很差，

只會在洗澡時唱歌，能夠在舞台或人前唱歌，他特別邀請覺得自己唱歌很差的朋友與

這個內心感受連結，與這個感受「Say Hi」，並說出我知道了，我感受到你（這個感

受)，之後協助大家慢慢唱出這種感受。接著便是根據大家唱出不想唱歌的原因，到如

果可以的話，唱出我想怎樣。雖然只是練習，但這個練習本身，已是在協助演員，同

時是學員及分享故事者的身份，經歷了一個Hero-Path的過程，從做不到做到。演員的

回應有幾方面：1、對於唱歌有挫敗經驗的，發覺原來唱歌並不困難，只是以往沒有找

到方法；2、能夠唱出自己的心情，彷彿跳出了唱歌是表演的框框，反而更能與自己內

在的聲音連結；3、讓大家找回即興唱歌的樂趣。這也回應了讓大家經驗，每個人也可

以在一劇場裏自由地唱歌的可能性。在互相練習及正式演出時唱出別人心聲，更能與

故事分享者的內心連結。這種一起學習新東西，一起衝破框框，一起被歌聲感染，正

正回應了反思實踐中發展新可能性的部分。 

 

演員探索自我的過程其實非常重要，因為探索不只是方向或者方法本身，演員是影響

探索結果的一個最重要載體。當看見演員的投入及不同發現，例如喜愛唱歌，打破唱

歌的困難，因為唱歌而發現更接近故事核心等。也同時影響著我的探索，一方面被大

家鼓勵，另一方面是，在一劇場的新探索必須是與人連結及引起共鳴，不能只是單純

探索方法及形式。 

 
新形式學習帶來了新可能性 

 

這次的計劃一方面想照顧不同地區的一劇場演員，同一時間，也希望平衡比較喜歡實

體演出（線下）的一劇場演員，能在自我感到舒服的情況下經驗線上演出的有趣地方。

所以Bonfire這個演出形式的出現，就是一種新可能性。唱歌獨立來說不是一個新的表

演形式，不過在一劇場裏，唱歌其實是把共鳴感放大，演員是第一個共鳴感放大器，

聽故事，化作歌詞，然後唱出，觀眾則成為接收，然後轉化的共鳴感放大器。線下的

演員可以以歌聲唱出分享者的心聲，線上演員則變成角色去說出角色感受，這種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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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個不同空間的溝通，已經體現了打破空間的阻隔然後重新連結。這種連結的體驗，

是一個新的一劇場過程。 

 
另外，Bonfire的演出形式，也令演員從一開始，便經驗了怎樣維持演員的即興和互動

默契，因為這個演出形式，要求演員聆聽歌聲，然後要像歌隊般配合，每次可以由不

同演員創作形體動作，但之後其他演員需要一起跟從。在練習這個形式時，我們會邀

請每一位演員也嘗試唱出故事核心，這個練習過程，一方面讓演員互相聆聽大家的歌

聲，也同時互相學習怎樣聆聽故事分享並找到故事核心的句子。這種以一句說話代表

故事核心藉著歌聲把大家連結起來，歌聲從一人體內發出，然後進入其他人的耳朵，

經過身體在重新唱出，同一時間在身體產生共鳴，也在演出地方產生更大的共鳴，這

種共鳴，在演出時更直達群眾的心裡。這種不斷變換帶領及跟從的角色轉換，讓大家

的即興和互動默契瞬間提高了很多。 

 

舊形式的調節帶來新形式的雙線可能 

 

以往在一劇場常用的一對對（Pairs）演出形式（是一種演繹觀眾內心兩種掙扎感受的

形式），是實體的兩位演員互動，前後演員分別透過語言及肢體動作，嘗試呈現同時

出於一個身體的兩種掙扎感受，當變成線上及線下的前後互動，由於從觸感轉為聆聽

及觀察，演員需要找尋有別於實體演出的新默契。當實體及線上演員在練習過程中作

為演員及觀眾，也有不同發現，作為演員時，會發覺自己需要撇除以往的舊經驗，透

過觀看視像及聆聽聲音找到新的連結，作為觀眾時，其實更加深刻感受到同是香港人，

被分開兩地的掙扎體現。作為實體觀眾，觀看實體演員與畫面互動，不論空間或畫面

構圖也找到多角度的連結，這正正是單純線上線下演出，不同經驗的角度。這種全然

的新信任過程，相信拍檔的選擇，然後即興配合。這個過程，正正回應了線上線下同

台演出時，怎樣維持演員的即興和互動默契。 

 
新可能性也源於相信觀眾 

 

一劇場精神首要是相信觀眾，相信觀眾能自我選擇，自決怎樣看演出、怎樣分享故事。

有時候如果我們不提供新的選擇，可能不會有新觀眾。但同樣，當我們提出新選擇，

也有機會流失舊觀眾。如果沒有經過實驗，是不會找到兩者連結的橋樑。因為已認識

一劇場的朋友，會認為線下一劇場是最好的，好是因為喜歡那種面對面的情感流動，

另外也因著疫情更加珍惜及懷念實體演出的種種參與。但同一時間，新觀眾因著沒有

這種舊的概念，能夠單純地動作一場演出去欣賞，很多觀眾表示喜愛這種形式，喜愛

那種畫面的配置。有時候，如果沒有接觸新觀眾，沒有嘗試從用家，海外演員及觀眾

角度去思考，就不會有新的發現。 

 

 

⮚ 方向二：在線上演出一劇場時讓觀眾打破空間阻隔，維持情感流動的

要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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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故事與形式結合情感流動便開始 

 

一般看戲劇演出，是有一個預先設計好的流程，但一劇場並沒有這種設計。在演出過

程中，故事分享反映香港社會普遍有一種「只能離開」的選擇時，我們在演出中聆聽

了一個媽媽選擇帶小孩回港尋根的故事。「拾起家的碎片」是我們運用Bonfire這個形

式去演繹時，演員創作的歌詞。這個故事不論是演員及觀眾，也是最多人提及的一個

非常深刻的故事分享。當大家無預警地覺得說再見是有一點理所當然，沒有辦法，我

們在演出中聆聽了一個小學老師不斷寫道別卡片，然後被學生提問為何要說再見，我

不想與好朋友分別。飾演小學老師的演員說出老師的不想原因，然後再唱出老師最想

怎樣，彷彿說不出的想法被說出來。演出過後，演員在回想這個故事的演繹時，也覺

得自己在歌聲中與故事分享者連結起來。兩地的觀眾，不能面對面碰到，但是故事打

開了阻隔，聆聽故事，打開了觀眾前面的螢幕／電腦。網絡連線，演繹故事，打開了

演員的心。這種看不見的連繫，就是維持情感流動的要素。演員透過歌聲，嘗試拋出

連結的一端，先在演員間連繫起來，然後再透過集體的歌聲，連結至觀眾。當故事核

心的歌聲在空氣中飄蕩迴旋，看見與看不見的觀眾也被歌聲及說話連結。彷彿這種看

不見，反而衍生另一種新的看見。縱然領航員看不見觀眾的表情及狀態，但原來在這

種狀況下，更讓我學習相信一劇場的精神，故事本身的連結力量。 

 
歌聲能夠產生及放大情感連結 

 

在這種雙線演出當中，線上及線下的觀眾根本不能隨時看見對方，其實也隱隱地告訴

觀眾縱然阻隔存在，但透過一劇場演出，心聲還是可以連繫上。一劇場有很多不同的

儀式，怎樣開始和如何完結演出，怎樣用不同形式去演繹。這次我們作了一個新嘗試，

在自我介紹部分用唱歌作回應，一方面我們相信歌曲能帶來共鳴，令我也感到，讓人

自在地聆聽歌聲，也能穿透人心，帶來看不見的聯繫。很多觀眾在回應表也表示，一

開始的歌曲回應自我介紹，除了是演出形式的新鮮感外，歌曲選擇也是入心及配合主

題，聽歌曲時已偷偷哭泣。線上線下的互相配合，本身已示範及體現線上線下一劇場

的可能性及作用。 

 

情感的連繫在一劇場是非常重要，如果因著觀眾分享故事，然後演出回饋，所帶出的

情感連繫能夠發生，便能打破空間的阻隔。我以往的經驗是在線下或者線上分別演出

時也有類似經驗。但當這次實驗後，聽到觀眾回饋不論在家觀看及聆聽，或者是在演

出現場觀看，也被聆聽及演繹的故事感動，我才能夠相信這種連結真的發生，情感流

動於我們看不見的地方。 

 
領航員就像空氣調節，當感受到不同溫度，就要作出適當調整 

 

關於領航員，在這個崗位上，我自己也有很多不同經驗。連繫觀眾及表演團隊，本身

就是領航員（Condcutor）的職責，不過這次讓我反思更多的是，觀眾的需要，包括怎

樣參與演出及分享故事的需要。有時候，我們會被困在一些儀式的設定，然後假設觀



 

 

9 

 

眾不能參與，或者參與必定未如理想。但試想想，如果觀眾的狀態是在一個不友善及

不方便的情況。我覺得用盡辦法讓觀眾能夠參與，才是領航員的職責。這也是這次計

劃源起的一個重要原因。例如有兩個情景，其中一位演員，在排練時經常因為同住業

主的一些無理要求，影響她的參與，不論實際上（多次搬屋），心理上，影響排練的

投入程度，作為領航員，如何即時的安慰，如何變更練習方法，也是一種新的適應。

另一情況，普遍人會認為，必須要見到樣子，才算參與在一劇場中，我們是否容許觀

眾只用聲音參與（不開鏡頭），或者只用文字回應。當我會讀出聊天框的分享內容時，

一方面是一種互動，但另一方面也是嘗試透過領航員將大家從不同角度連結。這種連

結，其實也彷彿讓觀眾透過不同感官去連繫起來：看畫面，聽聲音，想像的味道（聽

分享時），歌聲／歌詞的感染力。在「觀眾如何經驗開放互動範圍，體現一劇場的精

神」方面，作為領航員，在演出的其中一個部分，我邀請觀眾為現在的香港評分（根

據自己的感覺），這種自由地說出感受，同一時間在聊天室打分數，彷彿馬上找到共

鳴或不同的地方，只是一個簡單的過程，不想分享的，也靜靜地聆聽或思考。 

 

作為領航員需要真實的呈現狀況，線上線下的阻隔，同時幫助連結（不論是否成功）

也是一個建立分享氛圍的契機，當大家投入這種真實及真誠的分享氛圍當中，是打破

阻隔的第一步，因為觀眾也需要有獨特的發現，這種發現會幫助群眾連結。所以這次

是因著主題：月下之人，第一個真實的連結，第二線上線下的真實連結，第三故事與

演出的真實連結，第四看不見的真實情感流動而帶來的連結。 

 
搭通情感流動的管子 

 

情感能夠流通，就要嘗試搭起一道橋，試試看兩邊的朋友是否可通過及碰面。觀眾感

到與其他觀眾連結的時候是，看到認識的朋友，看到其他線上觀眾留言，看到表情的

時候。這種看到是非常重要的連繫證明。但同樣，也有觀眾有另一種連繫，「我靜靜

的在聆聽自我介紹的分享及唱歌，我靜靜地哭了一場」，也有觀眾表示，只要聽到故

事分享（不論是否看到)，便能產生共鳴。 

 

 

⮚ 方向三：線上線下同台演出時，怎樣維持演員的即興和互動默契 

 
這次的計劃，嘗試與一些移居海外的一劇場（香港朋友）連繫起來，雖然大家的共同

語言是一劇場，但互相未必認識，而且為著這次的主題，希望能找到更能連結大家的

方法。於是我設計了一個特別給這次計劃設計了一個以著名繪本《抵岸》的過程戲劇，

過程戲劇是一個參與式的戲劇教育方法，參與者會在預設並共同建構的情景和故事世

界，嘗試就著特定主題作探討，參與者會進入故事不同角色，作反思及多角度思考。

這次的過程戲劇，參加者嘗試透過故事主角面對著突然而來的事情，必須離開自己的

家鄉到異地生活，正好對應現在的移民狀況。過程中演員嘗試代入故事中的家庭，變

成爸媽及女兒，體驗這個離別前的種種心情，爸爸要先行離開的種種考慮。演員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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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活動後的回應，分享了幾點反思：第一，自己先離開香港，其實忽略了家人感受；

第二，一家人可能在離開前都未有機會好好溝通；第三，反思了移民背後的不同原因

（不是單一）。先從與主題連結開始，建立大家的默契，了解各自的想法。 

 

從自我連結到與大家連結 

 

作為策劃人，由於計劃本身牽涉線上及線下的元素，當然有多方面需要兼顧，但這個

工作崗位本身已在製造連結，而這次的計劃讓我邀請了不同地域與界別的朋友一起幫

手，這種連結已非常符合一劇場的理念，拓展社區連結。這個必需要符合線上及線下

元素同時出現的條件，已令我必須思考探索如何在線上演出發展一劇場的新可能性，

我自己最初的想像是從以往的形式中作出改變，另外便是發展完全新的東西。作為策

劃人，也經驗了如何配合每一個演員的參與，這便回應了「在線上演出一劇場時讓觀

眾打破空間阻隔，維持情感流動的要素是甚麼？」參與的演員同時也是演員及觀眾，

從最初只是由Zoom進行到後期變成運用Restream平台，中間經歷了無數次的不成功及

不完善，計劃初期也曾因為網絡不穩定及平台未能做到我們想做的東西而氣餒。不過

最後大家不約而同地發現，這種一起經歷困難及阻隔，正正協助我們因著理解彼此的

不同而繼續嘗試，直至最後能順利進行，這是硬件上如何幫助我們心理上的情感流動

（當演員作為觀眾時）。記得一個情景，其中兩位演員，分別因為海外居住情況的影

響，發生不同問題，一是與鄰居的間隔非常近，每次排練時間如果太大聲，便會被鄰

居投訴，然後網絡也非常不穩定，時常影響排練。因著線上線下的元素，我必須照顧

時區的問題，也讓我可以清晰地邀請演員分享過程中的不同經驗。當我們更加明白對

方的思考模式，行動的原因，默契才能建立。 

 

如何安撫不同演員的需要，也要思考怎樣處理排練不到的技術支援。這樣的過程，幫

助我們更加理解一劇場的精神，每一個人的故事也是值得被聆聽和分享。如果每一個

人的故事也是重要及值得被聆聽，這個計劃對於我來說就是重要的故事。計劃得以順

利開展及完成，就是我要與大家分享的故事。於是我與大家連繫上，默契是透過這些

排練及分享故事的點滴建立起來。 

 
一劇場這個演出形式，領航員本身就是要與演出團隊連結，因為每個訪問，選擇用什

麼形式，也由領航員展開。但同一時間，當演員也進入這個情感流動當中，即興的能

量和演員默契的連結會得以放大，因為中間有一種互相信任，我們會對任何狀況，任

何建議/給予，任何故事「say yes」。這種無極限的相信，就是維持演員即興和互動默

契的最大來源。當然這種相信，是從互相了解，一直的訓練，以及透過互相演繹及聆

聽故事而來。另外這次的演出形式本身，也為演員帶來新的能量，因為是一起學習的

新形式，這種一起建立的藝術性，藝術感，是無可取代，自然地存在於演員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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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的即興力量，相信自己直覺及他人的故事 

 

故事本身會帶出即興的力量，一個意外的回流故事，打破了好像一面倒的情感，同樣

老師分享小學生的回應，「我不想說再見」馬上牽動眾人心底裏未說出口的情緒。這

種突破，同樣變成養份及素材，幫助演員透過演繹去服侍分享者。所以故事本身已經

能協助演員產生互動默契，故事的觸動，幫助演員打破想像，除了演出技巧本身，故

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那種想演繹故事核心的能量，另演員更加相信自己及團隊

的即興創意。對於演員來說是非常重要，也影響著往後演出的專注度。 

 

 

⮚ 方向四：觀眾如何經驗開放互動氛圍，體現一劇場的精神？ 

 
什麼是一劇場精神，總括來說就是「每一個人的故事也是重要的，值得被聆聽及分

享」，就是有整個一劇場演出去闡述及延伸。人與人的連結及體驗，才能真正領悟這

種精神。 

 

由實體到Zoom，再由Zoom加上實體（即線上及線下），變成Zoom、Restream加實體

（雙平台及雙線並行），已經打破了一劇場固有的儀式。如果我們沒有挑戰困難，打

破線上線下同台演出的迷思，便沒有連繫兩地觀眾的機會，所以認識本身已是一種互

動開放，能夠在不方便的情況下一起參與和觀看一劇場演出，本身也在體現一劇場精

神，每個人的故事也是重要的。讓不可能在一起的觀眾聚在一起，本身已在打開互動

氛圍，體驗一劇場精神。 

 

在技術上的思考，起源在於觀眾容易參與的平台及形式，無疑Zoom是近期最常用的平

台，觀眾不會感到陌生，我們也做了不同嘗試。在經過一輪練習後，我們發現，不論

收音或者畫面的美感，也不是我們最期望的，然後發覺從觀賞角度來說，作為線下觀

眾比線上觀眾更加投入，線上觀眾覺得畫面呈現與以往分別不大。於是有演員提議我

們試用Restream平台，的確這個平台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不論後台操作及前台畫面配置，

也令演出更有美感及彈性。不過同一時間我們發現兩個問題，第一是觀眾人數限制，

並不合適於這次演出，第二，演員的即興配合，不像Zoom靈活。於是我們便增加了影

像及聲音設計的崗位，就是把後台人員也變成前台演出的重要元素。然後我們還是要

重新加入Zoom平台，因為最方便群眾參與，最後便成為現在這個混合Restream，Zoom

及加入影像及聲音設計的演出模式。 

 

實驗便帶來新的可能性，演出形式的變化融合，連繫了不同地區的演員及觀眾。所以

因著這次的主題，令我們更能回應說故事的需要，以這種形式，讓我們更加走進一劇

場的核心，不要因著外在困難或者固有框架限制，阻隔希望一起演出一劇場的心。 

 
一劇場的演出互動，就是由分享故事開展。分享故事本身帶來第一層觸動，聆聽故事

時讓這種觸動在群眾及整個演出空間流動，演繹時，故事及情感，經過演員精煉後重

新演繹，帶來聆聽後的回應。這就是一劇場的連結過程，這個過程沒有受到線上線下

的阻隔，只要這個過程能夠產生，便能與觀眾連繫起來。小學老師與學生說再見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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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媽媽的故事，也是最多觀眾表示感動共鳴的其中兩個故事。而兩個演出形式，也深

深打動了分享者，感到被尊重，心聲被說出及同理。互動氛圍不一定是情緒高漲，容

易看見，看不見的觸動，也有另外一種隱隱的互動氛圍。 

 
 

 

五、總結 
 

持續進行新嘗試就是在體現一劇場精神 

 

在探索如何在線上演出發展一劇場的新可能性中，我們發現從演員、觀眾、參與者的

需要出發非常重要，這個角度有助我們打破固有框架的決心。在線上演出一劇場時讓

觀眾打破空間阻隔，維持情感流動的要素方面，我們發現唱歌這個形式及主題的設計，

能夠產生一個比以往更大的共鳴感放大器，以致我們的情感流動不減，反而增加了。

此外，線上線下同台演出時，怎樣維持演員的即興和互動默契，我們發現故事本身的

觸動，會帶領我們超越看不見的默契，然後一起跨過操作上的困難，是除了不斷排練

以外，讓我們更加留心各人的需要，默契慢慢培養起來。至於觀眾如何經驗開放互動

範圍，體現一劇場的精神，我們發現，問對的問題，工具的選擇，演出形式的選擇。

不要輕視任何一邊的群眾，以認識一劇場及新朋友，也是一個重新體驗一劇場精神是

什麼的過程。 

 

實驗應該帶來新的實驗 

 

這次的計劃，令我開闊了自己的眼光，最初只是希望服務不同地方的一劇場演員。當

計劃完成後，我發現這個形式（線上線下一劇場）本身也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工具，

讓作為一劇場演員的我們變得對於拍檔及觀眾更加敏銳。如果在特定的節日去演出，

必定更加能夠連繫不同地區的香港人。也在猜想，如果演出團隊除了線上線下元素，

再加上不同國家的朋友，又能夠產生什麼火花呢？ 

 

操作上永遠可以更加完善 

 

關於演出形式的反思：建議需要2至3個領航員，線上及線下各一個，另外一位是技術

上的領航員。演員配置我覺得維持線上線下各5位是好的配置。如果有足夠資源的話，

線上線下也有樂師是最理想的。當然也必須要有足夠的後台技術人員，分別處理電腦、

影像及聲音。希望將來可以探索的部分是，在自由演繹（一劇場的最後演出形式－沒

有任何限制）的形式如何在這種平台中做到。如果這種形式擴展到不同語言及文化的

人當中，效果會否有更加不同的發現。希望學習更多與音樂和唱歌有關的演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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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如何看一劇場的雙線新嘗試 

 

這個計劃的開始，是一個學習連結內心想法的過程，有時候我們很害怕行動，因為行

動必會連帶轉變，而且轉變必定會牽動他人。但同一時間，這種回應內心想法的行動

也非常符合一劇場的精神，我就是在等待一個舉手分享的機會。這種舉手分享帶來自

我突破，突破後不論成果怎樣，行動本身已經帶來療癒作用。不斷期待新可能性之出

現，反問自己為何有這個想法，就是我這次反思實踐最大的學習。期待我下一次反思

實踐的經驗，能與你成為同路人。 

 

 

 

 

 

 

 

注釋 : 
 

1. 一人一故事劇場：一人一故事劇場是即興劇場的一種。在劇場中，觀眾／參加者會分享他

們的生命故事，演員即席演出，將故事呈現。     *定義來自美國紐約一人一故事劇場中心 

2. BONFIRE：是一種混合唱歌與形體動作的一劇場演出形式，重點以一句歌詞貫穿整個演繹。

把故事演繹比喻為營火的美麗，慢慢燃燒及擴散。 

3. HERO-PATH：是一個以唱歌元素為本，演繹分享者在困難／問題中，期望看見什麼的旅

程演繹形式。主角即故事分享者，如何在即興歌唱中，展現衝破困難／問題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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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排練階段內容（受疫情影響，延期至5月正式開始） 

 

 日期 內容 

1 4/5 (三) 

1900-2200 

《抵岸》過程戲劇 

 

2 8/5 (日) 

1400-1700 

破冰 

3 11/5 (三) 

1900-2200 

海外導師Marat and Nina培訓 (線下版) 

4-5 15/5 (日) 

1400-1700 

rehearsal綵排 

海外導師Marat and Nina培訓 (線上版) 

6 22/5 (日) 

1400-1700 

線上及線下測試 

7 25/5 (三) 

1900-2200 

綵排 

8 1/6 (三) 

1900-2200 

綵排 

9 5/6 日) 

1400-1700 

確定演出使用形式 

10 8/6 (三) 

1900-2200 

試演 

11 12/6 (日) 

1400-1700 

技術綵排 

12 15/6 (三) 

1900-2200 

總綵排 

13 19/6 (日) 

1300-1800 

公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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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調查樣本 

 

 

 

 

 

 

 

 

 

 

 

 

 

 

 

 

 

 

 

 

 

 

 

 

 

 

 

3. 演員問卷問題 
 

1. 你選擇參與這次計劃的原因是？ 

2. 你是實體演員？還是網上演員？ 

3. 你是否喜歡這次計劃？（1－10分，你會給多少分數）為什麼？ 

4. 排練過程是否困難？（1－10分，你會給多少分數）為什麼？ 

5. 演出過程是否有困難？（1－10分，你會給多少分數）為什麼？ 

6. 你是否喜歡這次演出？（1－10分，你會給多少分數）為什麼？ 

7. 你最深刻的部分是：聆聽故事，分享故事，演出？ 

8. 你最深刻的是哪一個故事？為何？ 

9. 在演出過程中，是否感到與其他觀眾的情感連繫？線上／線下觀眾？還是兩者也有？ 

10. 如有，是什麼時候？當時做了什麼？ 

11. 在演出過程中，是否感到與演員的情感連繫？線上／線下演員？還是兩者也有？ 

12. 如有，是什麼時候？當時做了什麼？ 

13. 在演出過程中，是否感到與演員之間的默契？線上／線下演員？還是兩者也有？ 

14. 演出過程最難忘的時候是？當時做了什麼？ 

15. 演出中最困難的時候？（如有），是怎樣解決的？ 

16. 演出中最感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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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最喜歡的演出效果／片段是？ 

18. 這次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出讓你最大的發現／反思是什麼？ 

19. 這次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出與以往的一劇場演出最大的分別是？ 

20. 這次計劃讓你對自己最大的發現是？ 

21. 這次演出有否讓你加深對主題『移民』的認識？如有，是什麼？ 

22. 你想再次參與線上及線下同時演出的一劇場嗎？為什麼？ 

23. 你覺得這次計劃可以改善的地方？ 

24. 其他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