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劇場中的文化差異：種族議題的藝術處理及處理藝術」研討會概要 

 

日期：2017年 4月 2日 (星期日) 

時間：11:00–13:00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語言：廣東話及英語 (由鍾龍山博士作中譯英即時傳譯) 

 

 

流程： 

11:00 – 11:15 

中英劇團節目經理李淑君簡介是次研討會背景 

 

11:15 – 11:25 

研討會主持譚兆民，介紹嘉賓講者： 

Martyn NAYLOR先生、薛卓朗教授、馮蔚衡女士、盧智燊先生 

 

11:25 – 12:05 

講者討論 

 

12:05 – 12:40 

台下發言 

 

12:40 – 12:45 

主持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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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簡介及研討會背景 

中英劇團（中英）節目經理李淑君 

 

舉行此研討會之際，《谷爆笠水帶位員》(The Flick)已經上演了兩個星期。《谷爆

笠水帶位員》為美國劇作者 Annie Baker筆下的諷刺喜劇，曾獲多個獎項。中

英早於劇季發佈之前已取得演出版權。踏入製作階段時，中英收到版權代理人

的查詢，問劇中的非裔美國人角色 Avery是否由黑人擔演。中英當時解釋，基

於語言限制，在香港上演翻譯劇時，通常會由操流利廣東話的香港演員飾演不

同國藉人士。結果代理人決定取消中英的演出版權，而中英必須停止製作，因

為對方要求演員的族裔必須與劇中角色的族裔相符。 

 

對中英來說，此為一個震驚的消息。他們花了兩星期與對方洽商。中英解釋其

演員團隊，甚至香港業內人士的族裔並不多元，難以滿足此要求。最終，代理

人准許他們演出，惟參演演員不能以特別的化妝或造型來塑造角色，大家可從

劇照看見相關處理。 

 

在世界各地均曾出現類似案例，且列舉以下例子供各位參考： 

 

1. 美國導演 Cameron Crowe 於電影《飛越情海》(Aloha)中，選用 Emma Stone

飾演一位混血亞裔的角色，結果惹來公眾批評。Crowe 為此道歉，並承諾日

後將種族多元及真實感納入甄選角色的準則內。 

 

2. 美國雜誌 Vogue起用知名美國模特兒 Karlie Kloss，身穿日本和服拍攝 2017

年 3月號的相片，備受批評。讀者認為雜誌應起用日本模特兒。事後 Kloss於

Twitter 上道歉：「那些照片挪用了不屬於我的文化，對於我參與的拍攝工作

對種族議題並不敏感，我至誠道歉。我希望能為女性爭取權益並帶來啟蒙，

今後亦然，我將確保我未來的工作能實踐這理想。」 

 

3. 在歐洲，一名白人匈牙利女記者，以電腦合成技術將自己的膚色變黑，以突

顯非裔少數民族的特色。事件遭到網民猛烈抨擊，最終她刪去有關相片，並

公開致歉。 

 

4. 2012年，德國 Deutsches Theatre選用白人演員，並以化黑臉妝的方式來演

繹劇作 Clybourne Park中的黑人角色。美國劇作者 Bruce Norris得知後旋即

終止授權演出。事實上，此劇目過往曾由其他德國劇團演出，劇中兩名黑人

角色均由黑人演員飾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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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stches Theatre為此道歉，並解釋此舉本希望以化妝技術作實驗，看看能

否讓觀眾信服角色是黑人。不過 Bruce Norris並不接受此解釋，並發起網上

聯署，呼籲美國編劇杯葛以黑臉妝處理黑人角色的德國劇團，不要再授權有

關劇團的演出。 

 

5. 2012年1月，美國Plano Children’s Theatre製作的《髮膠明星夢》(Hairspray)，

劇中所有黑人角色均由白人扮演。劇團解釋該地區只有少數黑人，且沒有黑

人兒童參與遴選，最終劇作者於場刊刊登聲明：「然而，我們亦了解到，因為

膚色不同而阻止某演員去演繹某個角色的做法，縱使看似『政治正確』，但本

身也構成種族歧視。」「……我們懇請觀眾以劇場亙古不變的概念『暫停懷疑』

(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態度去理解故事，而非演員的種族背景或性別……」 

 

6. Benedict Cumberbatch於一個美國電視台的訪問上，使用“coloured People”來

形容有色人種，惹來公眾批評，他隨後承認“People of colour”是更為合適的用

語。 

 

7. 劇場界的種族爭議不僅限於黑人種族，類似事件亦曾發生在中國人和亞洲人

身上。皇家莎士比亞劇團(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於 2012年 11月

上演《趙氏孤兒》(The Orphan of Zhao)，演出宣傳以中國背景作定位，但 17

名演員當中，只有三名是亞洲人，三名是亞裔混血兒，還有一名阿拉伯人，

其餘十名演員均為白人。演出惹來歐洲及其他地區人士的批評，事件亦曾引

起當地的討論。 

 

在歐洲及美國，演員圈子的種族較多元，情況跟香港不盡相同。 

 

8. 而在亞洲地區，我們對於種族議題似乎並不如歐美地區人士敏感。日本搬演

美國翻譯劇 Superior Donut 時，演員化黑臉妝演繹劇中的黑人角色，當地人

亦不認為有任何問題。 

 

9. 另一齣美國翻譯劇《生死一課》(A Lesson Before Dying)於上海上演，劇中數

個黑人角色均以化妝處理，同樣地沒有引起任何爭議。 

 

中英相信，是次《谷爆笠水帶位員》因為演員膚色問題而引發的危機，值得讓

本地業界參考和討論，亦是舉辦這次研討會的原因。只要香港戲劇界日後繼續

演出翻譯劇，其他劇團必然會面對相同爭議。中英邀請席上人士就此議題集思

廣益。中英劇團以往甚少舉辦同類型研討會，故感謝各界的協助，讓是次研討

會得以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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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首先感謝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作為支持機構，並感謝鍾龍山博士提供即

時傳譯服務、以及香港展能藝術會借出即時傳譯的器材。他們亦感謝出席是次

研討會的每一位嘉賓和觀眾。 

 

討論的題目包括： 

- 塑造角色時，如何在真實及尊重別國文化中取得平衡； 

- 如何釐定藝術創作的尺度； 

- 翻譯劇的創作自由； 

- 版權代理如何化解當中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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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介紹嘉賓講者 

研討會主持譚兆民(Paul)介紹嘉賓講者：Martyn NAYLOR、薛卓朗教授、 馮蔚

衡及盧智燊 

 

1. 譚兆民是香港芭蕾舞團行政總監、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主席。他亦是香港

舞蹈聯盟理事委員會委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藝術節演藝小組成員、香港教

育學院藝術管理與文化企業行政人員文學碩士課程諮詢委員會成員。他於

2015年獲頒民政事務局局長嘉許計劃獎章，以表揚他對香港藝術文化發展之

貢獻。譚兆民曾任香港國際文學節總經理及香港管弦樂團市場推廣總監。 

 

譚兆民表示，雖然戲劇界對他的名字或感到陌生，但其實他早年已活躍於本

地及海外表演藝術界別。他亦曾遇過類似李淑君提及的情況。文化差異是世

界各地各種表演藝術都會遇到的一大議題。香港人有超過九成是華人，比起

其他地區，我們很少會遇到有關種族的議題，亦很少要就此作出反應。然而

在其他地區，當地人經常都要面對種族議題。隨著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種

族歧視的議題再次受到關注。 

 

2. Martyn NAYLOR，MBE，是 Theatre Rights Limited, Tokyo的高級顧問(Senior 

Advisor)。他是 Naylor, Hara International K.K. in Tokyo創辦人之一，該公司

於 1978 年設立版權代理人業務。NAYLOR 擔任外國劇作的亞太區版權代理

人近四十年。他於 1973 年英女皇生日授勳時，獲頒大英帝國勳章的員佐勳

章(MBE)，以表揚他將英國劇場文化帶到日本的貢獻。作為一位資深的劇作版

權代理人，NAYLOR將於研討會上分享他的見解。 

 

3. 薛卓朗教授是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從事藝術工作超過三十年，曾擔

任劇場、電影、電視及歌劇導演、表演藝術教授和顧問。薛教授在成長地威

爾斯的 Cymru劇團和威爾斯國家歌劇團開展其導演事業，曾與德國著名劇場

及歌劇導演 Peter Stein和俄國知名畫家 Anatoli Vasiliev合作，他亦曾擔任倫

敦 Actors Touring劇團和 Theatrig劇團的藝術總監。最近為香港話劇團執導

哈洛．品特的《回歸》(The Homecoming)。 

 

4. 馮蔚衡為香港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她是英國艾賽特大學舞台實踐藝術碩士

(MFA)及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首屆畢業生。她於 1988年加入香港話劇團，

曾任首席演員、藝術總監助理、創作統籌、駐團導演等職位。 

 

馮蔚衡曾參與導及演的劇目超過九十齣，獲香港舞台劇獎多次提名，並七度

獲獎，分別於 1995、1996 年獲最佳女主角(喜劇/鬧劇)，1993、2002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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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獲最佳女配角(悲劇/正劇)，2013及 2015年分別憑《紅》及《安．

非她命》獲最佳導演(悲劇/正劇)。此外，2003年憑《酸酸甜甜香港地》獲

第十五屆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獎配角獎，為首位獲此殊榮的香港演員。

2005 年獲頒授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長嘉許獎，以表揚其推動文化藝術

發展的貢獻。 

 

其個人執導作品包括《娛樂大坑之大娛樂坑》、《盛勢》、《心洞》、《紅》、《臭

格》、《喃叱哆嘍呵》、《安．非她命》、《最後作孽》及《維港乾了》等。主導

編作的作品包括《三人行》、《細語後花園》、《戀戀 4 x 6》、《志輝與思蘭—風

不息》等。1996 年獲亞洲文化協會獎學金赴美國進修戲劇，期間於外百老

匯拿瑪瑪實驗劇院創作其首個作品《赤月》。2008至 2010年赴英攻讀舞台

實踐藝術碩士課程，以優異成績畢業，獲頒發院長表彰獎，讚揚其傑出表現。 

 

5. 盧智燊為中英劇團助理藝術總監，並為《谷爆笠水帶位員》導演。他於香港

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畢業，獲頒藝術學士(榮譽)學位，主修表演；2010年獲頒

香港演藝學院藝術碩士，主修導演。1998年加入中英成為全職演員。其參演

作品逾八十部，分別憑《花樣獠牙》及《頭注香》獲得第十二屆香港舞台劇

獎最佳男配角(喜劇/鬧劇)及第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主角(喜劇/鬧劇)。 

 

其導演作品包括《月愛．越癲》、《大龍鳳》、《過戶陰陽眼》、《夢魅雪夜》及

《科學怪人》等。其中憑《科學怪人》獲提名第二十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

演(悲劇/正劇)，後分別憑《大龍鳳》及《過戶陰陽眼》獲提名第二十三屆及

第二十四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喜劇/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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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講者討論 

譚兆民、Martyn NAYLOR、薛卓朗教授、馮蔚衡及盧智燊 

 

1. 譚兆民： 

以化妝扮演黑人、黃種人的情況在加拿大等外國地區很常見。在《珠光寶氣》

(Breakfast at Tiffany’s)中，一位知名的白人演員染黑髮及化妝成細眼睛扮演亞

洲人。黑臉妝是指不是非裔的演員化黑皮膚，於舞台及電影上扮演黑人。此

做法源於十九世紀初，當時非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不受重視，黑奴在美國仍

然相當普遍。1848 年開始，美國出現了一種名為“Minstrel Shows”的表演模

式，那是一種唱遊的街頭演出秀，在當時大行其道，並增加了西方國家的種

族定型意識。直至 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於美國提倡非裔人權運動，社會才

正視種族歧視的問題。自此，美國實施了一系列的民權法律，令這類表演減

少，最終這類表演更被北美地區完全禁止。 

 

然而，以化妝扮演不同種族角色的做法至今依然存在。除了李淑君剛才提及

的一些例子，這種演法也用於諷刺劇，反映白人如何看待黑人，旨在讓觀眾

以正確意識看待此議題。 

 

根據譚兆民的資料搜集，黑臉妝還有以下數個例子。Boy George 的樂隊

Cultural Club，於 1980年代有一首歌曲名為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其音樂錄像於 1983播出，其中一幕拍攝了一群化上黑臉妝的陪審團。 

 

另一個例子是黑人牙膏，原英文品牌名“Darkie”帶有對黑人的貶義。遭受廣泛

批評後，品牌名稱現改為“Darlie”。 

 

1990 年代，日本公司 Sanrio 曾推出一個名為“Bibinba”的黑臉娃娃，娃娃擁

有厚唇，並戴上耳環及鼻環。由於公眾的誹議，這款娃娃很快便停產及下架。 

 

2015年，紐約大都會歌劇院(Metropolitan Opera)於紐約上演莎劇《奧塞羅》

(Othello)，飾演奧塞羅的男高音以黑臉妝演出。縱使在一個重視種族議題的國

家之內，仍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把表演者化黑的做法並不合適，但

亦有人將之視為一貫傳統可接受的做法。 

 

在主流社會能容納多元種族的加拿大，民眾的共融意識十分強，會互相尊重

及體諒不同種族的文化差異。當地人民並不追求將社會變成一個文化熔爐、

將所有人同化，而是尊重每個文化的獨特性。 

 



中英劇團「劇場中的文化差異：種族議題的藝術處理及處理整術」研討會概要 

由鍾龍山博士整理、盧宜敬中譯 

8 

當地社會如何將共融概念放諸表演藝術？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為加

拿大主要的藝術資助團體，功能類似香港藝術發展局(ADC)。它將在今年推行

一個新的資助機制，獲 200萬加幣以上資助的藝團，其資助金額將按表演者

及觀眾的種族多元性分配。觀眾只有白人的藝團將比觀眾包含中國人及其他

少數族裔人士的藝團獲得較少資助。同時，負責藝團發展方向和營運策略的

董事局成員的族裔組成，亦會影響藝團資助額的多寡。 

 

在共融及多元文化的議題上，加拿大比美國地區走前幾步，但種族問題在加

拿大仍然時有發生，並且引起廣泛討論。其中一個例子發生於蒙特利爾歷史

最悠久的劇團之一的 Theatre du Rideau Vert裏。該劇團每年年底都會演出一

個慶祝節目，其中一個環節是鬧劇。就在 2014年的鬧劇中，當中一個角色是

著名的黑人曲棍球運動員 P. K. Subban。當時劇團沒有選用黑人演員演出角色，

而選用了白人化黑臉妝飾演，事件曝光後在網上惹來口誅筆伐。劇團的藝術

總監是一位年過八十的白人女士，她不認為事情有任何問題，並堅持那是藝

術取向。縱使面對很多投訴，她依然維持原有安排。不過，她表示，該劇團

日後將不會再使用該表演模式，她的劇作亦不會再有黑人角色。 

 

譚兆民表示，本地舞蹈界亦面對同樣的問題。例如《天鵝湖》、《胡桃夾子》

等百多年前寫下的芭蕾舞劇，大部份角色均是白人。然而，在亞洲，包括香

港、中國內地、日本、韓國等地的芭蕾舞團應如何演繹這些角色？雖然他們

不用化黑臉妝，但對於亞洲的芭蕾舞團，以金色、紅色、棕色假髮扮演外國

人是十分常見的做法。 

 

譚兆民請馮蔚衡分享一些在香港劇場面對種族議題的例子和看法。 

 

2. 馮蔚衡： 

她表示自己並不是這方面專家，惟可以分享一些她曾遇過的例子。她認為這

是一個相當難處理的議題，但藝團要運作，便要尋求解決方案，她認為沒有

一個絕對的解決方案，通常視乎藝團的取捨。 

 

香港話劇團處理這些問題時，會視乎情況以及劇本版權的條款。不同編劇的

要求可以很不同，有些會很嚴謹，有些則較為寬鬆，但他們總有無敵的三個

字在手：「All Rights Reserved」，意即保留所有權利，所以每逢遇到任何爭拗

時，他們都會束手無策。 

 

馮蔚衡舉出兩個特別例子。有一年，香港話劇團上演 Tennessee Williams 的

《請你愛我一小時》(The Eccentricities of a Nightingale)，Williams是一個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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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的編劇，演出的條款亦很嚴格。當時香港話劇團請來一位美國知名導演

David Kaplan執導。Kaplan認為劇中女角 Elma與劇作者的自身有密切關係，

故堅持 Elma一角要由男演員擔演。然而，劇本版權條款列明角色的性別不可

更改。Kaplan認為在廿一世紀的社會裏，由男演員演繹此角色更添意義，所

以他大膽地提出這個建議。經過數天的討論和協商，他表示有信心說服劇本

版權代理人。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最終獲得對方同意，促成那次演出。 

 

另一個例子是上演《家庭作孽》(A Small Family Business)，香港話劇團希望將

故事背景改編成在深圳發生，以探討香港與深圳的關係。於是，他們便去信

代理人以獲得改編同意。所以，這很視乎劇作者和導演的取向，並在落實之

前考慮會否跟版權合約有任何抵觸的地方。 

 

香港話劇團亦曾遇過因為版權合約條款所限而被逼放棄演出計劃的例子，該

團曾希望搬演《次神的兒女》(Children of the Lesser God)，但演出版權合約中

注明女主角必須由聽障人士擔演，經過長時間磋商，話劇團最終還是決定放

棄演出計劃，因為他們找不到一位又漂亮又能演的聽障人士擔演此角。 

 

有些情況他們須盡力迎合劇作者或導演的要求。例如當年上演《中國皇后號》，

陳尹瑩博士擔任編導，她要求劇中所有外國人角色須由外國人飾演。於是，

他們透過公開遴選，成功招募了六至七位操英語的外國人演員。而《德齡與

慈禧》中有一名俄國大使的角色，話劇團最後成功找到一位著名的俄國女演

員飾演該角色。另外，他們又將搬演法國劇作《父親》(Le Père)，演出版權合

約條款要求，廣東話譯本必須由法文原著翻譯而成，所以他們需要找一位熟

悉法文和劇場的朋友來翻譯劇作。 

 

過往話劇團亦曾試過讓演員化黑臉妝以演繹黑人角色，如《靈慾劫》(The 

Crucible)和《生殺之權》(Whose Life is it Anyway?)。以上例子可見他們須考慮

現實需要和條件、以及能否滿足劇作者的要求，來決定該如何處理此議題。 

 

3. 譚兆民： 

看來劇團有否足夠的資源去尋找合適的演員，包括外國演員，是很重要的一

環。大劇團似乎較容易於大製作中尋找到合適的外國演員，但在資源有限的

小型劇場製作或學校巡迴演出上，本地的劇場工作者又會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譚兆民隨後請薛卓朗教授分享，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會如何與學生處理種族議

題，同時平衡劇場內角色的真實感及選角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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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薛卓朗教授： 

面對這個議題時，須考慮表演藝術的創作目的。表演者同時代表觀眾、面對

觀眾及與觀眾分享，他們是觀眾和創作人員之間溝通的橋樑。背後牽涉多個

議題，包括創作人員和表演者的藝術取向、文化差異及對其的敏感度、文化

和口味轉變、以及劇作者和導演希望改變社會的願景。 

 

藝術工作者直視社會，並嘗試挑戰社會既定概念。有些社會出現文化霸權現

象，社會的定義有被挑戰的需要。 

 

在英國，國會促請主流戲劇學院交代學生種族不夠多元的原因。他們期望戲

劇學院將來能為業界提供更多元種族的演員，惟部分戲劇學院未能達標。有

部份原因與不同種族學生的經濟及社會背景有關，有關原因減低了他們投考

戲劇學院的意欲。以今年為例，11,000名申請者當中，有 1,000人獲遴選機

會而少於 50人是有色人種。 

 

而香港演藝學院今年約有 600名申請者，全部均為華人，沒有其他種族人士。

在他過往數十年的職業生涯中，他亦曾面對過類似爭議，演員透過化妝演繹

不同角色的種族和性別，應被視作藝術手法還是應被全面禁止？爭議至今仍

然持續。 

 

1989年，《西貢小姐》(Miss Saigon)於倫敦上演，Jonathan Pryce借助化妝以

飾演亞裔工程師一角。當演出在百老滙搬演時，有人反對劇組此舉的做法，

並認為他們應選用亞洲人演繹此角。雖然監製 Cameron Mackintosh於該次演

出拒絕此提議，但往後由 Mackintosh 監製的《西貢小姐》，均選用了亞洲人

演繹此角。相關討論或推使了社會進步，讓我們對種族議題更為敏感。 

 

5. 譚兆民： 

由亞洲人演繹《西貢小姐》當中一角此一議題上，仍然具爭議性。最近有爭

議指出，為甚麼壞人角色必須由亞洲人來演繹？譚兆民以美國電影作例子，

指出當中的壞人如毒犯、黑社會成員通常由亞洲人扮演。有人質疑此舉屬於

另一種種族定型。 

 

他曾出席過一個關於表演藝術的研討會，會上指出藝術反映了社會的聲音。

來自歐洲的講者提及有關敍利亞難民的議題，他表示，不同地區的藝術團體

均想就難民議題發聲，譚兆民在會上發言，指我們在香港雖然知悉敍利亞的

議題，但我們一般都不多提及，這反映出每個城市、國家、民族都有自己關

注的議題，但作為表演藝術行業的一分子，我們應該在不同議題表現得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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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進取。 

 

Naylor被問及，作為演出版權代理人，以他在日本、以及與亞洲多個地區如

韓國、香港及內地等地的工作經驗，怎樣看待黑臉妝及有關的種族問題。 

 

6. Martyn NAYLOR： 

自他開始代理翻譯劇作品的版權至今 40 年，情況有所改變。他回想起年輕

時，美國種族歧視的情況相當普遍，黑人被要求與白人分隔。隨年代變遷，

人們為當時的做法感到內疚，部份人卻變得過於政治正確。 

 

如《谷爆笠水帶位員》的情況，其實有很多解決方法，如曬黑皮膚等，用這

一小特徵顯示 Avery與其他角色略有不同，也可指出 Avery來自跟其他角色

不一樣的背景，這並不構成種族歧視。他指出《谷爆笠水帶位員》在日本上

演時，Avery一角化了少許黑臉妝，不過並沒有引起很大爭議，而當時演出亦

獲得劇作者及她紐約的版權代理人同意。 

 

劇作家 Romulus Linney 改編同名小說的劇本《生死一課》(A Lesson Before 

Dying)，他於 2011年逝世，由他的遺孀決定是否批准上海的演出版權。此劇

作的演出版權從未批予美國境外的團體。由黃種人扮演黑人明顯是一個敏感

的議題，他的遺孀不知應如何處理，但 Naylor設法聯絡她並提供意見，最終

批准了上海的演出，演出亦非常成功。 

 

演出劇照傳回美國後，對方都很接受，Linney的遺孀甚至在 Romulus Linney

紀念展覽中展出該批劇照。是次中國版演出，十個角色中有三個是黑人。觀

眾可透過演員的形體動作及姿勢清楚知道誰扮演黑人角色。 

 

另外一個於日本上演的美國劇作 Superior Donuts，劇作者及代理人甚至不能

分辨演員是美國還是日本人，雖然日本演員並沒有化上白臉妝。 

 

Naylor 認為這是劇場中暫定懷疑(suspension of disbelief)的極致表現，近期

黑人劇作演出如英國國家劇院上演 August Wilson的 The Pittsburgh Cycle，白

人演員並沒有化上黑臉妝來扮演黑人角色。 

 

Naylor認為我們在會上討論這個議題，是由於亞洲人沒有注意到美國人對種

族議題的反應和敏感程度。有些美國人表現得過份政治正確，以年輕一代尤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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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香港劇團面對的問題方面，Naylor認為，香港劇團一般都會仔細閱讀版

權合約條款，並相信劇團總有辦法演繹條款和找出合適的解決方案。他不只

為版權人爭取利益，亦願意解決雙方合作所帶來的問題。 

 

7. 譚兆民： 

以上分享反映，當一個文化跨越國界時，我們必須留意界限另一邊人士的感

受。 

 

中英劇團過往亦曾搬演不少翻譯劇作，譚兆民邀請盧智燊分享一下，當劇作

涉及不同種族人士時，他會怎樣處理。 

 

8. 盧智燊： 

種族議題涉及文化差異外，東西方劇場文化差異亦是一大主因。亞洲劇團經

常搬演翻譯劇，但西方劇團則較少，故此本地劇團不時會遇到種族議題。 

 

在之前搬演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他飾演猶太人

Shylock。除了化妝，他亦透過肢體語言及身體動作塑造猶太人角色。他亦曾

在《火之鳥》(The Phoenix)中扮演日本人，除了化妝外，他參照了很多日本人

的姿勢和動作。至於在他執導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中，演員亦透過

相同方法模彷白人或歐洲人，他們戴上金色假髮，穿上十九世紀歐洲的服飾，

以呈現劇中時代背景。 

 

演員是否需要透過服裝或化妝來扮演角色，很大程度上視乎導演希望向觀眾

呈現甚麼表演風格，以及這些創作是否有其必要。 

 

他以《谷爆笠水帶位員》為例，他認為此劇需要以寫實的方法呈現給觀眾，

故佈景和服裝都具真實感，呈現了一個真實的電影院空間。他相信，劇作者

Annie Baker刻意安排 Avery一角以非裔美國人的方式出現於劇中，所以認為

觀眾知道 Avery是非裔美國人有其必要。 

 

不過，若然採用象徵意義的表演風格，如他演出《象人》(The Elephant Man)

中象人一角般，演員則不需作任何特效化妝，只透過他的形態和肢體動作來

飾演角色。 

 

9. 譚兆民： 

劇團選擇搬演翻譯劇時，遇到種族議題會如何處理？以百老匯音樂劇 The 

Color Purple為例，故事以黑人奴隸在棉花農場工作為背景，涉及歧視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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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演出時往往需要考慮其真實感。當選擇劇目翻譯時，會考慮有否合適

的演員能夠真實地飾演角色這因素嗎？若果沒有合適的演員，但劇團真的很

喜歡這個戲時，劇團會否尋求其他解決方案？例如，如果劇團很想在香港搬

演 The Color Purple，有沒有其他解決方案？ 

 

10. 盧智燊： 

在今次事件發生之前，他們並不會考慮這一點。他們著重劇中訊息是否適合

香港人、和香港人有沒有共鳴等，這些與觀眾的連繫，是他們首要的考慮。

其次是考慮他們能否呈現到劇中的文化背景，讓香港觀眾理解、以至接收到

劇中訊息等。 

 

但經過今次事件後，若果他再遇到涉及不同種族人士的劇本，內含黑人角色

時，他會再三考慮應否搬演該劇，或以其他形式處理，或多與劇作者溝通、

了解他對劇本的看法，以確保演出質素。 

 

11. 薛卓朗教授： 

在英國，甄選演員時都以不論種族膚色、選擇最適當的人選作為準則(colour-

blind casting)，即是選出最能夠演繹出編劇及導演意圖的演員。當中涉及藝

術上及質素上的考量，當然真實性也是考慮的條件之一，故重點在於創作人

員想跟觀眾溝通甚麼。文化是與社會的對話，選角取決於創作人員想與社會

上哪些觀眾溝通，而非表演者的膚色。 

 

12. Martyn NAYLOR： 

演出版權條款中一般不會列明對演員遴選的規限。以《谷爆笠水帶位員》為

例，條款只要求劇團沒有真實的改動，但對於角色的膚色，卻沒有明確的規

定。不過，劇團仍須在遴選時注意一些地方。 

 

曾經有一個日本的案例，演出版權持有人批准以男演員飾演 Tennessee 

Williams的《慾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中的一名女角 Blanche 

DuBois。該次製作能夠成功在日本上演，是因為日本有傳統，男演員會受訓

演繹女性角色。基本上，這是根據導演選擇的方式來呈現劇本的真實感，有

經驗的監製會知道該如何處理，令演出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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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台下發言 

 

1. 莊梅岩，女編劇： 

過往，我們在《笑星救地球》等電視節目中可見演員透過化妝來演繹不同種

族人士。我們在這個背景中長大，並不會覺得有任何問題，亦很接受演員化

黑臉妝演出的做法。但科技進步讓各國人民更易知道其他地方發生的事。她

很認同薛卓朗教授的主張，我們應該對文化差異的議題更加敏感。若《谷爆

笠水帶位員》不是發生了這事件，她相信演員還是會化黑臉妝來演繹黑人角

色。 

 

這事件提醒我們，當購入一個外國劇作的演出版權時，我們同時購入了對方

的價值理念，舉個例，部份人或會覺得美國人強調政治正確，是因為當地少

數族裔得到的機會很少，某程度上，當地編劇和導演正努力改善這不平等的

情況。所以她尊重《谷爆笠水帶位員》的編劇取消演出的要求，因為她沒有

視演出版權費用為一切，而是選擇堅持自己背後的信念和價值觀。 

 

2. 孔慶偉(阿水)，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演藝學院講師，主要研究視覺文化： 

荷里活的電影公司通常會安排國際性的演員遴選，為不同種族人士爭取公平

的工作機會。 

 

在美國，白人或會有意無意間透過誇大不同種族的特徵來開玩笑。除了黑人

及亞洲人，猶太人及原住印第安人也是被取笑的對象。他們正爭取自己的權

益，並希望獲得其他種族人士的尊重。因此，美國電影業會盡量避免在演出

上冒犯其他族裔。 

 

3. Michele CHUNG(小貓)，女表演者： 

當表演者演繹一個角色時，為了讓觀眾以最快捷的方式了解角色，他會定型

不同的角色並模仿其特徵，但這種定型事實上跟歧視和文化詮釋有很大的關

係。作為一個表演者，應如何面對這個爭議？例如，日本人和猶太人都有特

定的身體姿勢，殘疾人士亦然。舉例說，如果要飾演痙攣患者或智障人士，

不少演員腦海便會有一特定形象。 

 

4. 盧智燊： 

角色定型其實不是問題，但他會守一條界線：不應取笑或批評一個角色。作

為演員，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在演繹一個角色、一個生命。所以，表演者需要

做資料搜集，與演繹的對象聊天。演戲與嘲笑應該是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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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搬演《谷爆笠水帶位員》所採取的表演風格方面，他們選擇讓演員化黑

臉妝的決定，是經過慎重考慮的，而非草草看過劇本後便要求演員化黑臉妝

來演繹角色。他有注意到化黑臉妝或會引起一些問題，但他沒有預視過，事

件可以發展到這一個地步。 

 

他留意到編劇所描繪的處境和意圖。她有意描述一個年輕黑人面對的不公平

和種族歧視，只因為他們有著黑皮膚。考慮到這一點、以及能呈現這個角色

的表演風格，他當時認為有必要讓觀眾在視覺上和感受上看到角色是一個黑

人。他曾考慮所有演員都不作任何特別化妝，但最終仍決定讓其中一個角色

化黑臉妝，因為他認為這是一個自然主義的劇本。 

 

他強調這個決定經過深思熟慮，如果沒有發生是次事件，他相信自己仍會要

求演員化黑臉妝，因為他深知此舉並非為了取笑黑人。 

 

5. 莊梅岩，女編劇： 

莊梅岩問盧智燊，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一次，他仍會選擇搬演這個劇作嗎？ 

 

6. 盧智燊： 

如果讓他再選一次，他未必會搬演這個劇作，因為如果演員不可以化黑臉妝，

所傳達的訊息已經與他第一次看劇本所得的有所不同，或表達的訊息亦不夠

全面，他會寧願選擇搬演其他好劇本。 

 

7. 何志文，男演員： 

當演繹殘障人士或其他種族人士時，表演者不應定型或冒犯模仿對象，然而，

觀眾從演出所接收到的訊息，與編劇或導演原本所表達的訊息未必會一樣，

溝通過程中可能會出現誤會，舉例說，雖然演員想真實地演繹角色，但被模

仿的對象可能仍會感到冒犯。故問題是在於如何讓觀眾接收到演員希望傳達

的訊息。 

 

8. 盧智燊： 

這個問題太大了，其實沒有絕對的準則可以衡量表演者演繹角色時是否絕對

真實。導演或表演者能做到的，就是多做資料搜集，讓他們盡力演繹好角色。 

 

9. 區永東教授，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普 劇場董事會主席： 

他提出兩點。第一、編劇想保障黑人演員能夠獲得這個角色的權利；第二、

作為觀眾，他只需要知道 Avery 是黑人角色其實已經足夠，因為這個戲並非

只關注黑人或是 Avery，而是黑人面對的現實境況，並透過 Avery 這角色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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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來。 

 

演戲從來也是定型，因為劇中每個角色都代表著某類人的性別、種族、社會

地位，因此，最重要的是演員能夠透過他們的角色傳達劇中訊息。 

 

10. 馮蔚衡： 

關於剛剛提到的表演問題，其實的確是很難處理的，通常都視乎導演的意圖

來決定演繹方式。作為演員，我們需要理解將要演繹的角色，要呈現一個怎

樣的心理和生理狀態。 

 

在演繹角色時有甚麼是必須的呢？對她而言，演繹角色的神髓比起外在特徵

更為重要。因此，演員的個性、知識、同理心都有影響，雖然有些導演更注

重外在特徵，但是尋找一個合適的平衡點，正是表演者要修煉的一門藝術。

再者，劇場是有關於人的地方，我們應該對人有更多了解。作為表演者，我

們應該視演繹的角色為人。這樣，我們雖不能取悅所有人，但總算能對得住

自己、對得住演員這個專業。 

 

11. 薛卓朗教授： 

藝術工作者和觀眾在溝通的過程中都有其責任。觀眾要願意暫停懷疑

(suspension of disbelief)。溝通過程中，觀眾應該暫停懷疑，以理解反思人性

的藝術演繹。 

 

12. Martyn NAYLOR： 

他相信，沒有一個版權問題是不能解決的，監製應該堅持製作他們想搬演的

劇作，他們不需要太擔心找不到與角色受著同樣殘障的演員。戲劇史上，其

中一個最著名關於殘障人士的劇作《海倫．凱勒》(The Miracle Worker)，當

中角色海倫．凱勒是聾啞人士，你總不能期望有演員有著同樣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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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主持總結 

研討會主持譚兆民 

 

譚兆民感謝主辦單位安排，讓參與者能公開討論是次議題。他提及在香港有不

少關於藝術管理及表演藝術的講座，但就他所見，本地甚少舉辦關於種族共融

或藝術如何在社會發聲的研討會。他期望日後大家能再有機會繼續討論，因為

此類議題並非可以在一兩次研討會之中便能獲得解決方案的。每個人，包括導

演和表演者，都有其文化背景，若沒有此類研討會，我們不可能吸收到別人的

文化並進步。 

 

在此特別感謝四位講者，包括 Martyn NAYLOR、薛卓朗教授、馮蔚衡和盧智

燊，以及中英劇團，讓他們在研討會上與觀眾分享他們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