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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立法會功能組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選舉 

候選人 1 號周博賢 與 劇協幹事會面內容撮要 
 
日期：2016 年 8 月 15 日 
時間：晚上 7 時 20 分至 8 時 30 分 
 
周：周博賢 

劇：劇協幹事  
 
周： 我本身係一個律師，攞咗律師牌，不過冇 Practice ，做完見習律師之後就過咗加拿大

讀音樂，攞咗 bachelor's degree，返嚟做咗七、八年音樂公司、版權公司同唱片公司一

啲行政工作，包括法律顧問同版權嘅工作，後期一啲亦做行政 operation 嘅工作。

2005 年我 setup 咗自己嘅公司，有自己嘅 artist，出過多張唱片，做過紅館演唱會。過

去嗰十幾年，我亦有寫歌，坊間都覺得我嘅歌詞同社會時事相關，唔係純粹係情歌嗰

類作品。呢個就係我基本嘅背景。 
我身為一個音樂創作人，點解會考慮選立法會議員呢？我覺得流行音樂或者流行曲有

佢嘅限制，能夠 convey 到嘅 message 唔係好多。咁點樣去影響聽眾，影響受眾？我

覺得在於令佢提升 awareness，令佢啟蒙，進而令大家提出疑問，令大家有一種「挑

戰慣常嘅價值觀」呢一類咁嘅嘢。呢種啟蒙作用有佢嘅極限，而且喺啟蒙咗之後要點

樣跟進呢？點樣達至實質嘅改變呢？我覺得創作係唔夠嘅，我要轉個崗位，進入議

會，嘗試去做更多嘅嘢，帶嚟一啲實質嘅改變，包括監察政府，審議法例，以我本身

嘅法律背景同知識，可以勝任。 
然則點解我會考慮循功能界別呢？點解考慮體育演藝文化出版呢個功能界別呢？我本

身係呢個業界其中一員，雖然呢個界別好廣闊。我唔係一個體育人，但我都係呢個業

界嘅一員，過去我好見證到，好感受到，尤其是唱片界行業嗰種萎縮，或者嗰種停滯

不前，好難發展落去，而我亦認識好多戲劇界嘅朋友，同埋文化界嘅朋友、出版界嘅

朋友，各個範疇都覺得好難發展，真係冇乜點好過。我覺得我哋呢個界別唔應該係

咁，我哋呢種產業⋯⋯我好心痛，覺得⋯⋯尤其是，係啦，覺得好心痛，覺得要做一

啲野去改變呢個狀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 
第二，有啲制度上嘅問題好難令我地作出改變，講番個政制，立法會由一半地區直

選、一半功能界別組成，好多時政府提出一個議案，可能有問題，議員想提出修訂，

每每就需要所謂分組點票。地區直選方面投票，功能界別呢邊亦要投票，兩邊都需要

過半數先至過到啲修訂；又或者議員提出議案，亦都需要分組點票過半數先至過得

到。我哋過去見到好多例子，每每都係喺分組點票時功能界別嗰度過唔到半數而成條

標過唔到嘅，好似調查鉛水事件，調查港視發牌事件，都喺分組表決嗰度否決咗。個

議會咁樣落去，重可以發揮到監察政府嘅作用咩？我覺得自己要走入呢個功能界別，

務求令到唔好次次都畀所謂建制派控制，佢哋通常都係親政府，係幫唔到監察政府

嘅。我想循功能界別入議會，做多啲實質嘅改變。 
第三，我覺得更加緊要，就係功能界別呢個設計，幾奇怪，好唔公平，在座咁資深嘅

戲劇人，其實係冇個人票嘅，但係根據政府一啲數據、資料，從事文化創意產業嘅有

廿幾萬人，但係我哋成個體育演藝文化出版嘅界別，選民只得二千九百幾人，呢個係

好大嘅落差，點解二千九百幾人可以代表到廿幾甚至三十幾萬人呢？我認為呢個制度

本身要改變，功能界別最終要廢除，但係⋯⋯點樣先廢除到呢？必須通過政改，提出

政改， 但係政改又需要超過 3 分 2 嘅票數先至可以啟動到，所以我需要入埋呢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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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界別，成為議員，有一票，先至有機會可以扭轉個形勢，起碼為大家攞番個人

票，開放番選民基礎。 
以上就係我點解要參選嘅原因。 
然則我希望香港變成一個咩狀況呢？ 
我覺得香港呢四五年好多問題，社會好撕裂，好似一間屋亂得好緊要，需要大執。要

用一個咩方式去大執呢？作為一個文化界又或者演藝界音樂界嘅人，我會喺一個大文

化環境去想像，去出發，去諗吓點樣去執呢間屋。我認為香港更加應該要以人為本，

香港係一個多元嘅城市，一個宜居嘅城市，依家好多野都係產業單一嘅，淨係做金融

地產，又或者專業人士先至有出路，做其他嘢，做藝術創作，又或者做體育，做寫書

呢啲，都畀人認為係發夢嘅啫，浪漫嘅啫，父母可能唔鼓勵細路仔做呢啲嘢。一個宜

居城市應該係⋯⋯應該容許唔同志願唔同能力嘅人，有條件有機會有空間畀佢哋去追

夢，發展所長。第二，我哋有好多核心價值，香港賴以發展嘅核心價值，例如司法覆

核、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出版自由，同我地息息相關，更加需要去維護。第三，我

覺得香港人嘅身分需要強化，需要更多人認同，近幾年，都唔止係幾年，好多越來越

多嘢好似將香港人嘅身分邊緣化，將廣東話嘅話劇邊緣化，廣東歌邊緣化，港產片亦

遭邊緣化，令到香港人嘅身分不斷收縮，甚至係壓縮，抬唔起頭咁樣。第四，我哋嘅

產業應該要興盛。我頭先講過我覺得產業萎縮好痛心，好睇唔過眼，我應該要做啲

嘢，令到香港⋯⋯我覺得業界同成個社會大環境相輔相成，當成個大環境更加寬鬆更

加公正，會令我哋嘅業界更加有動力，當業界更加有動力更加多姿多彩嘅時候，亦都

令到個社會更加精彩。呢個係個願景，實際係點樣去達至呢？我提出三部曲，其實係

三個圈，內圈、中圈同外圈，調番轉係由細開始，首先從業界出發，即係嗰個內圈，

點樣振興呢個產業令到佢可以成長？有啲可能未成為產業添，點樣幫助佢產業化呢？

依家好多中小團，佢地覺得空間好少，冇地方，咁係咪可以開拓一啲學校，尤其是棄

置空置嘅學校，有成二百幾間，係咪可以攞嚟去將佢⋯⋯一部分亦可以轉化成一啲文

化或體育嘅設施。又或者可以將佢變成一啲地區戲院，因為好多電影未能夠放映嘅；

又或者可以改變成更多嘅視覺藝術訓練場地或體育訓練嘅診所呢。咁呢個係一種啦。

另外，政府應該用更大嘅力度去同商業世界連繫，令佢哋可以有更多嘅誘因去

sponsor 或者 support 我哋嘅文化產業，體育產業，例如可以設立一個匯豐乜乜文化基

金或者匯豐體育基金呢一類咁嘅嘢，通過可能係稅務優惠呢類咁嘅誘因去做呢啲嘢，

係可以令到更加多⋯⋯其實唔係單靠政府，商界都可以加入嚟輔助業界。 
當然  ，我都會提出同版權修訂有關嘅一啲建議，我覺得呢個版權條例始終唔夠

update，對於保護版權重未夠，所以我覺得應該要重新⋯⋯新一屆政府，新一屆嘅立

法會需要重新啟動。上次版權條例過唔到，其實係冇中間人調停，將版權持有人同創

作人放咗喺對立面，我覺得唔應該係咁樣，應該喺中間去 bridge up 呢兩班人，而家

唔詳細講，係我會提出嘅一啲方向。甚至乎西九，都會係我其中一個建議：係咪應該

預留更多地方，起碼指定某啲地方畀番我哋香港藝團，或者畀一啲藝術創作喺嗰度展

現出嚟，呢個係內圈。 
咁中圈呢？內圈有啲好重點嘅業界落藥啦，但係唔夠嘅，環境依然咁窒息，依然咁封

閉嘅時候，淨係喺度打強心針係唔夠嘅，係冇用嘅，所以我覺得個大文化環境中圈，

都需要拆牆鬆綁，要令到市民真係有個空間去追求，或者要求一啲有文化嘅生活。見

過有啲家長，對細路仔嘅學業成績好緊張，又或者 TSA 嗰個操練好強勁，令到佢哋

會覺得「喂，唔得啦，小朋友有時間都繼續操練啦！」細路仔冇時間去做課外活動，

做運動或者睇課外書，我覺得呢啲係咪都可以改變呢？TSA 係咪應該取消或者檢討，

令到操練可以撇除，令到學生競爭氣氛唔好咁激烈，令到佢哋真係有番啲餘暇，有番



3	
 

啲空間去追尋，去學習佢哋鍾意嘅嘢。另外，香港市民普遍嘅困難都係在於居住，租

金好貴，我哋文化界嘅從業員，好多時都會因為工廈租金越嚟越貴，冇地方去成立佢

自己嘅 workshop。一般市民亦都係咁，佢哋每一日都要返好長嘅工時，做到好攰好

攰，甚至乎放工要去進修，為嘅就係要搵到更多嘅錢去交越嚟越貴嘅租金。其實租金

係咪可以管制呢？租金係咪可以不斷咁上升嘅呢？九七前係有租金管制，我記得我自

己做見習律師，90 年代初、90 年代中嘅時候，有做一啲租金管制嘅 case，但係九七

之後，就無咗，係咪可以重新提出番呢樣嘢呢？起碼攞出嚟研究、傾吓呢？呢個都係

我提出嘅其中一樣。重有，令到個文化空間可以更加寬闊，更加鬆綁，我覺得政府依

家就係揸實晒啲資源，例如你上民政事務署個網，你睇到佢畀 LCSD 嘅撥款係 12
億，但係畀藝發局就 1.2 億，再加埋其他納納雜雜，可能係 1.6 億咁上下，有 10 倍之

比，即係政府係揸住一個咁大嘅資源，而畀民間組織或者畀團體嘅， 譬如九大團加

埋係 3 億幾，只係 3 億幾咋，係咪可以將呢啲政府嘅資源下放番去多啲畀業界？去藝

發局又好，去體育學院又好，去邊個團體都好，等佢哋可以有多啲自主性去發展自己

嘅方向。譬如藝發局，等佢有多啲嘅資源，多啲嘅職能，唔單只係個派錢機器。又或

者九大團，畀多啲自主性佢哋去各自發展自己嘅品牌，令到佢成為香港嘅品牌，係咪

可以咁呢？唔係話而家 LCSD 揸住晒啲資源，我覺得呢啲嘢係可以下放囉，佢嘅資源

權力同埋職能係可以下放多啲去民間。聽過有啲講法，話成立一啲局，譬如話文化局

或者文化旅遊體育局，我覺得本身文化局係一個正常嘅社會需要，需要用一個局去制

訂文化政策，係需要嘅，但係當我哋唔係有雙普選去產生一個政府，冇一個普選嘅立

法會去監察政府，喺咁樣嘅情況，我就唔贊成有呢啲局，尤其是文化局，因為好容易

⋯⋯本屆政府都有提過文化局啦，因為爭議性太大無咗下文，當中嘅爭議係擔心個政

府冇認受性，唔係由人民去選出嚟嘅，個文化局會唔會變咗一種控制意識形態嘅工

具？工時嗰樣嘢都係，喺我嘅政綱亦包括你同我都贊成盡快有嘅標準工時立法。 
外圈呢？外圈就係講緊成個社會究竟係咪一個令人感覺到公正或者公平嘅社會。而家

我哋每一日都見到好多好似唔合理嘅事發生緊，譬如我都有提過嘅鉛水事件，查完之

後發覺冇一個官需要負責喎；又例如明明好清楚李波唔見咗，係咪畀人落嚟香港捉走

咗佢呢？跟住無端端又話拍番條片出嚟話自己無事。我哋見到一啲好唔安全好唔公義

好唔公道嘅事發生，社會好多怨氣，咁你就更加唔會有時間有心力去做一啲我哋所謂

文化或者其他想追求嘅嘢。點樣去針對呢種社會怨氣、社會狀況，令到社會更加和諧

呢？我覺得真係同政制有關，所以我會倡議，盡快爭取一個真正嘅雙普選，廢除功能

界別，要守護住司法獨立，要捍衛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啊，呢啲係會令到個社會更加

公正更加公道，從而減少怨氣。重有其他譬如開放大氣電波，令到更加多電視台嘅牌

可以發出，令到個社會可以更加百花齊放，更加多元。呢個就係我嘅倡議，由自己嘅

界別開始，針對界別去落藥，影響周圍個大文化環境同埋個價值觀，令到更加多元更

加開放。咁嘅情況三個圈都存在呢，我哋嘅業界話知我哋嘅生活先至可以有所改善，

呢個就係我嘅政綱。 
 
劇： 你份政綱嘅標題好搶眼，「內爆功能界別，踢走既得利益」。係咪一定要二分化呢？係

唔係既得利益一定就係⋯⋯既得利益嘅人一定就要踢走佢呢？究竟所謂嘅既得利益係

指咩呢？  
 
周： 我講緊嘅係功能界別。功能界別制度我頭先講過啦，大家都冇個人票，咁個人票去咗

邊呢 ？咪去咗啲老闆度囉，例如電影公司老闆，唱片公司老闆或者劇團一啲代表。

我係作曲及作詞家協會嘅會員，協會有成 4000 個作家及作曲會員，但係只得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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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喺前線貢獻緊，一票都冇？啲票去咗嗰啲老闆或者係嗰啲人。運動員都一樣，運

動員咁多，李慧詩無票，家朗佢哋都冇票，啲票就去咗嗰啲總會主席，咁傾斜咗去邊

呢？你講得啱，好似好搶眼，可能係好搶架，因為我覺得需要改變，要改變呢種傾斜

嘅狀況，真係要為我哋攞番呢啲應得嘅嘢呀嘛，譬如大家戲劇界，其實有啲嘢我哋已

經要求咗好耐，講咗好耐，但係我哋唔能夠透過選票直接去提出呢個要求，提出呢種

改變，所以我話要「內爆功能組別」，我要入去呢個功能組別，令到功能界別裏面嗰

35 個席位有多啲我呢種人，想通過議席去監督政府。想令個政府做得更好，就要有

更多我呢種人去令到功能界別改變，改變呢個傾埋一邊嘅狀況，「踢走既得利益」嘅

意思係咁解。 
 
劇： 我認為功能呢個詞代表一啲社會上嘅成就，係社會嘅基石，要有一定嘅社會責任同社

會成就先至能夠成為一個功能。佢係運輸家，有個功能界別，佢一定喺社會上有個貢

獻喺度。至於另外一邊係個別直選出嚟嘅係代表基層嘅，代表一啲個人嘅利益。兩個

利益永遠都係對立嘅，工業革命都係咁樣發生，工人梗係同老闆對立。目前要分組點

票，裏面有一啲你嘅所謂既得利益，係呢個社會好重要嘅組成部份，你唔能夠忽略佢

嘅成就，佢嘅利益，佢對社會嘅貢獻。維持社會和諧，基層都好重要，佢哋冇咗呢啲

野就唔可以成為資本家。如果為咗公平起見，即係大多數人⋯⋯工人階級一定多過老

闆，會唔會係表面上嘅公平啫，會唔會係⋯⋯喺香港係咪去到文明程度，可以一人一

票？咁㑹唔會犧牲一啲老闆階級嘅利益。民智去到未呢？我未知。好似西方咁，大家

都 well educated。 
 
周： 我同意，我同意，但係好多之前嘅討論都講過，即使全面直選，冇咗功能界別，選民

一定都唔會傾斜一邊。依家好多政黨，即使係地區直選嘅政黨，佢哋都有不同範疇嘅

政策，都有房屋政策，都有文化政策，其實當你全面直選嘅時候，唔會所有嘢都淨係

去到個人⋯⋯因為香港人講理性吖嗎，你有乜可能，我唔相信一個全面開放直選嘅時

候，所有代表都淨係講工人嘅利益，而忽略咗⋯⋯你都要照顧到老闆嘅利益先至得

嘅。你頭先所提出工人嘅利益同老闆嘅利益係咪必然對立呢？我唔太同意。歷史上譬

如美國福特時代，講緊 60 年代，老闆同工人可以共享財富，佢哋利用生產線生產好

多汽車，但係佢哋都出番一定嘅人工畀番啲工人，令到工人可以有錢消費番佢哋啲汽

車，嗰種狀態係唔對立嘅喎。其實工人同老闆嘅狀態可以和諧，可以溝通，可以共

存，唔一定對立嘅。我同意你話如果個議會內有一啲好清晰嘅部份係代表某一啲界別

嘅利益，從而確保呢啲利益或者權益可以喺個議會反映出嚟，我覺得好 fair 嘅，但係

你睇番而家個組成，自己本身個組係咪 fair？而家我哋呢個界別，喺呢個議會裏面係

咪真係講到我地關心嘅權益呢？係咪呢？我估問番好多業界嘅朋友都覺得唔係囉。 
 
劇： 我唔係幾同意功能界別裏面係老闆同工人對立，反而有冇功能界別就爭拗咗好耐。我

唔識其他界別，我淨係講我哋戲劇界，依家將四界擺埋一齊，演藝，即係我哋戲劇界

係四分一嘅聲音，只係好少嘅聲音，但係如果冇咗功能界別，融咗落香港幾百萬市民

度呢，可能冇人喺立法局裏面代表我哋嘅界別，正正係你講嗰樣嘢，個人已經融咗入

政黨裏面⋯⋯所以功能界別係咪一個 cancer 呢？我唔知，要再討論，但係你啱啱講嗰

樣嘢係咪可以討論一下呢？就係嗰個分組點票或者組成方法。唔可以一嘢就話唔要功

能界別嘅，只不過功能界別嘅選舉方法、組成方法同埋立法會㑹議表決議案嘅點票方

法有討論嘅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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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我同意，亦都講過，喺功能組別未廢除之前要討論吓佢嘅組成。應該更加開放選民嘅

基礎，令到真係有更加多業界嘅人可以有聲音，可以畀我哋嘅聲音入到議會。我覺得

如果真係全面直選，唔㑹再有一個文化界界別，唔好講話體育演藝文化出版。我分享

一個小小嘅經驗，我自從宣佈咗參選，跟住我每一日都會收到唔同嘅組織嘅問卷，係

咁 send 過嚟，問我嘅政綱會唔會講呢啲權益、嗰啲權益，日日都收好多，我當然盡

量回答。咁即係話當去到全面開放直選嘅時候，我覺得唔會冇聲音囉，一定會有⋯⋯

到時我哋都會團結起來，都會整一大堆問卷去問個候選人，你個文化政策係點先？你

點睇我哋香港戲劇界嘅發展先？一定會有呢個過程，你甚至可以直接通過你嘅選票去

迫令嗰啲候選人去考慮，所以我唔覺得全面直選會令到我哋嘅聲音完全融咗入大海裏

面。  
商業贊助可以通過幾種方法，一種係通過政府嘅手段，去製造一啲誘因，畀一啲商業

嘅機構去贊助，譬如稅務寬減，當我有議員嘅身分，我咪可以同一啲相關嘅局，例如

財經事務局、財政司，甚至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我有一個身份，直接同佢哋對話，

或者我可以同副局長、政助提出先生，傾好晒嘞，跟住將成個 plan present 畀局長，

跟住局長係咪可以通過一個政策去提出來，去製造誘因。又或者用政府嘅一啲手段去

幫佢成立一啲基金，譬如匯豐乜乜基金，開放畀我哋文化界或者戲劇界去申請。我有

一個經驗可以分享：我真係有試過去同政府，同市民，同業界嘅朋友打交道，扮演斡

旋嘅角色，as 一個平民我都做過，好似版權修訂條例，喺上年版權修訂條例觸礁之

前，我不斷同政府嘅官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assign 咗嗰個人，佢係我師兄，法律系

嘅師兄，真係同佢傾，有啲乜嘢 update，佢會 email 我，而我亦都好熟悉網民同相關

嘅機構，嘗試同佢哋斡旋，到佢哋可以真係走埋一齊，喺談判桌上分享大家嘅

concern。我發覺大家嘅 concern 唔係對立嘅，好多次都係，係可以傾得埋欄。到後

期，議員同埋版權大聯盟企到好近，反而變咗，走出嚟好高調話條法例一定要過，唔

要袋住先，令到矛盾加劇。我都有我嘅人脈，我都有我嘅經驗，甚至我覺得我有魄力

去用我嘅法律背景，盡量提出一啲方案去畀政府官員或者市民，以至我頭先所講嘅商

業贊助機構，同佢哋傾囉，究竟大家有啲乜嘢 concern，乜嘢先對你哋係誘因，咁傾

完我咪可以同政府 propose 囉。 
 
劇： 香港嘅文化政策係一個資助政策，由政府資助，政府攞咗啲稅，由佢隻手撥番錢畀啲

藝術組織，呢個係英國嘅模式，亦都係中國而家嘅模式，你話佢控制又好，乜都好

啦，唔緊要嘅嗰啲。另一種呢，你之前講嗰啲叫做直接資助，係美國模式嚟嘅，政府

冇資助，於是就搵啲商業團體去贊助。如果你作為議員，你㑹主張現行模式抑或呢個

模式？你頭先話政府唔好管咁多嘢，交番畀民間啦，係咪採取美國模式？政府唔好攪

嘞，搵番一啲商業直接贊助？你意思即係話：「好啦！我要美國模式，將來香港嘅文

化就係咁啦！宜家呢個唔掂架喇！」  
 
周： 絕對唔係。我從來都冇諗過乜嘢英國模式或者美國模式，我只係覺得健康嘅文化政策

應該有少少似父母教小朋友踩單車，最初係一架有輔助轆嘅，陪住佢踩，慢慢令到佢

可以獨力識到嘞，就換一架冇輔助轆嘅單車畀佢，直至見到佢真係可以自己踩出去。

我覺得唔係某一種 mode 嘅問題，而係一個過程。我認為要令到香港嘅文化政策⋯⋯

其實應該要⋯⋯冇錯，可能最初觀眾群組唔夠，各式各樣嘅原因，出嚟嘅畢業生唔

夠，Whatever，我哋需要呢個，因為呢個係我哋嘅文化，我哋需要自己本土嘅文化，

政府有需要資助，就好似畀一架有輔助轆嘅單車個小朋友，但係唔能夠期望佢永遠都

依賴你，你應該輔助佢成長，等佢可以自立成材，可以自己踩架冇輔助轆嘅單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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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如果能夠成為李慧詩就更好啦。  
 
劇： 但係冇單車路吖嘛，你教識咗佢踩單車但係冇單車路，出邊原來係沙漠，係高速公路

⋯⋯ 
 
周： 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內圈同外圈嘅分別，內圈同中圈嘅分別。我教識咗佢踩單車，而

你都要有一啲配套，要起啲路畀佢踩架，呢個就係我所講嘅中圈，開放大文化環境。  
 
劇： 我想問一個更加落地嘅問題。你有冇查過你想代表嗰四界選民票數嘅百分比係點？你

有冇把握攞到其他幾界嘅票？如果你嘅宣傳對象係個別暇演員同運動員，但係佢哋無

資格投票嘅，咁究竟你有幾多把握可以攞到四界團體嘅票呢？喺你單張上面話支持你

嘅人，似乎係冇乜體育界個喎。  
 
周： 其實有唔少體育界嘅朋友支持我，不過因為種種嘅因素，礙於依家嘅制度，佢哋需要

去依賴政府資助，唔方便出面⋯⋯呢段時間我哋不斷接觸呢啲選民，分享我嘅政綱同

理念，得到嘅迴響係唔錯嘅。雖然我知道真正投票嘅人係老闆，未必係一啲從業員，

但我唔會為咗 please 個老闆而唔講我相信嘅嘢，因為呢個係我嘅信念。我都幫緊其他

界別一啲暫時冇票嘅從業員，呢個係一個原則同埋實際考慮嘅問題。有人話讀法律嘅

人有邏輯思考，我諗邏輯思考唔等於純粹利益計算，邏輯思考亦都包括你係咪 Stand 
by 某啲原則，你係咪信嗰樣嘢，係咪值得為一啲即使冇票嘅人爭取權益？ 

 
劇： 唔知你知唔知我哋演藝界或者戲劇界依家面對緊啲咩困難？如果你入到議會，㑹點樣

幫我哋爭取應有嘅權益呢？  
 
周： 我諗話劇界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觀眾基礎一路都冇辦法 build up，長期都冇辦法去

擴展，呢一個政府講咗好耐去推動藝術教育或者做啲其他嘅推廣，但係咁多年來成效

都唔大，變咗劇團長期都依賴一啲資助，唔能夠有一個更加大嘅群體去支持，變成產

業化，令到佢可以自力更生。 另外就係點樣可以將呢一種我哋香港好獨特嘅廣東戲

劇文化推廣去外地呢？無錯，去內地係有一啲 ground work 做緊，我都覺得應該去

做，但係世界之大，唔係剩得中國個地方，好多地方其實都可以去推廣。我見到我哋

政府推廣戲劇文化去到外國嘅力度唔係好夠，我認為可以喺經貿辦加番一個文化嘅

sector，去推廣戲劇、文化，甚至我好關注嘅流行曲、電影。係咪可以做到將香港嘅

戲劇錄低，好似 National Theatre 咁，拎去倫敦播，去紐約播，喺一啲歐美大城市度

播。 
 
劇： 你頭先講你嘅理想，唔好靠政府資助，自力更生，對於我個劇團嚟來講，而家冇可

能，未來 10 年 20 年都冇可能。至於搵商業贊助，究竟商業機構基於乜嘢嚟贊助你？

你得 200 個觀眾，你得 1000 個觀眾，你得 10000 個觀眾，我要用幾多錢贊助你？理

想同實際差好遠。我仍然覺得應該係政府嘅責任，歐美嘅文化幾多年？三、四百年先

行到今日之嘛，我哋 40 年都未到，話劇團今年成立咗 39 年⋯⋯我哋講商業贊助講咗

成 20 年，就係攞唔到，當然你可以話「你哋唔夠叻囉，唔夠勤力囉！」但係事實上

我哋唔係吖嘛，只怕咁樣㑹誤導咗香港大眾。另外，可能我過分敏感，你頭先話「九

大就有 3.3 億， ADC 咁大個團體就只得 1.3 億，LCSD 有十幾億」，唔可以淨係從數

字上面比較，LCSD 劇場運作，佢請幾多員工呢？有幾多開支呢？點可以純粹攞個

figure 出嚟，我覺得你用個數目字分化我哋。你睇一睇個事實先，九大做緊啲乜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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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 要求佢資助嘅團體做啲乜嘢？政府要求九大做啲乜嘢？九大裏便從業員嘅數量

有幾多？當年我搞 ADC 資助嘅團體，得到幾十萬資助，睇見話劇團得到嘅資助大概

三千幾萬，我個心諗：「畀十份一我運作就唔知可以運作幾多年咯！」到我去到另一

個九大之一嘅劇團，1000 萬，用起嚟一樣唔夠，個團咁大，有另一方面嘅困難。如

果你淨係講呢啲 figure 出嚟，好容易令到我哋業界嘅朋友出現分化嘅。希望你如果有

機會成為我哋嘅代表，唔好咁片面講呢啲數目字嚟，令到我哋業界嘅朋友覺得：「係

啦，佢咁多，我咁少！」你應該喉宏觀啲嘅角度去同政府講，根本係佢畀文化嘅錢唔

夠，呢個其實係佢哋嘅責任。 
 
劇： 我對於產業化有啲反感，因為有啲藝術嘅嘢唔能夠產業化，有啲可以，基本上都唔可

以，因為企業化就變咗要倚靠商界，最後重邊有自由？ 
 
周： 我係講緊係咪可以自力更生⋯⋯ 
 
劇： 我覺得要做到產業化，冇 300 年係唔得嘅。 
 
周： 我只係覺得你哋可以有個咁嘅方向，唔係必然要依靠商界，畀佢牽住鼻走。我都同意

文化創作唔能夠咁樣，但同時我哋都唔能夠畀政府牽住走⋯⋯ 
 
劇： 政府資助我哋，唔係我哋嘅老闆。唔係話佢畀錢我哋，我哋就要跟住佢走，我哋都可

以捍自己嘅自由。 
 
周： 好似國立事件咁⋯⋯ 
 
劇： 呢個係一個誤解，唔好畀傳媒或者其他人誤導。就係因為冇畀政府牽住走，所以有國

立事件走咗出嚟。重有，如果為咗避免畀政府牽住走，就話我哋喺呢 20 年要做到自

給自足，我覺得太危險喇！而家 LCSD 正正就行緊，只要你講自給自足，佢哋就會拍

爛手掌，香港嘅文化就更加萎縮。我明嘅！係好意嘅！啲好意來自誤解。你要再同業

界傾多啲，再理解多啲。除咗觀眾量問題之外，我哋香港根本就冇一個長期演出嘅場

地，唔似得百老匯，唔似 Westend。點解香港有咁多違法嘅工廈 Blackbox？雖然佢哋

嘅觀眾少啲，但係有自主權，演二三十場甚至五十場都得，連香港話劇團都冇場地自

主，所以唔會因為政府畀錢我哋，我哋就是冇骨自主權，係整個場地管理政策同埋整

個產業房屋政策。點解要 300 年呢？因為要教育班支持文化嘅商人⋯⋯重有，教育要

配合，要由小學教育做起。 
 
周： 明白，多謝！我㑹反思吓我嘅諗法，我絶無分化你哋之意，亦唔係要分化 ADC 同九

大團，我淨係話政府係咪可以有多啲資源放落 ADC 度，甚至九大團可以有更加多啲

自己嘅 say。  
 
劇： 九大團曾經開過㑹，要求曾俊華喺全香港嘅文化政策加到 2%，即係加多 1%。我哋唔

係淨係諗自己，我哋關心成個香港文化發展，政府應該全部俾多啲落去。  
 
周： 政府成日都話：「你之前咪 37 億嘅？依家咪加到 40 億囉！」又或者一味話佢嘅財政

負擔點樣點樣，要加錢就真係做唔到呢！其實我覺得未必需要佢實質咁加錢，而係

keep 番呢個水平，將某啲嘢調動一下，去你哋嗰度，或者成個文化界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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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係要加嘅！唔係話藝術同醫療一樣重要嘅咩？ 
 
劇： 藝術同教育一樣咁重要。如果教育用得七百幾億⋯⋯ 
 
劇： 呢個係政府慣常嘅論調：「我哋咁多嘢要照顧，我點加畀你？」咁即係當我哋唔重要

嗟。如果將藝術等同教育，你肯為教育花咁多錢，畀藝術多 1%你都唔肯？你明唔明

我嘅意思？ 
 
周： 明白明白，多謝大家。 
 
 
註：對句子用詞的整理及撮要是以理順及達意為原則，內容仍以會面錄音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