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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Drama Democracy: A Performed Research 

Hong Kong Art School 

 
The use of live theatre as research methodology is a fast growing area, both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in the 
academia as well as in the arts field. In this project the research team put together data collected from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nts of a range of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to understand their views on democracy. The key 
questions involved were “What does democracy mean to you in your social context?” and “What are the key issues 
and concerns?” The performed research aimed to open up possibilities for the audience to consider their own 
positions and actions towards the democratic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nd world-wide. 
 
 
Aims and Objectiv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 between drama and democracy by asking the questions: 

1. What does it mean by democracy when there is a narrowing of both democratic space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public sphere in 21st Century?  

2. How can drama contribute to democratic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The project also aims to explore performed research as a relatively new approach to research in Hong Kong.  
 
Research Design 
The research team set up a research hub entitled “Drama and Democracy” at the 8th International Drama In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DIERI) Conference held in Singapore from 30 June to 5 July 2015. Participants in this research hub, 
comprising applied theatre practition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were shown an excerpt of a live theatre performance 

called Psycho-see (SEE覺失調). This play, created by a team of Hong Kong Art School teachers and alumni, was based 
on the social movements in Hong Kong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was used as a springboard to stimulate discussions 
amongst the hub participants related to views on democracy and the use of drama for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response through a series of drama workshops. The data collected consisted of 
words, images, movements, sounds, symbols and metaphors.  
 
The research team then analysed the qualitative data and presented the findings for research question 1 in the form of a 
performed research during the “Arts Education for Tomorrow” Symposium on 7 October 2016.  
 
 
Research Outcome 
A performed research was presented to participants in the “Arts Education for Tomorrow” Symposium. The audience were 
mainly arts educators, arts policy makers, artists and arts students. The performers were Hong Kong Art School drama 
graduates and teaching staff. The performed research was documented in the form of a script (Annex 1, in Chinese) and 
photo images (Annex 2).  
 
 
Researchers  
Chan Yuk Lan Phoebe, Senior Lecturer & Programme Coordinator 
Law Yuen Fun Muriel, Part-time Lecturer 
To Lai Wa Dora, Part-time Le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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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Script  

民主視野‧國際足跡──展演研究  

劇本 

 

 

演員表（出場序）  
羅婉芬Muriel  飾演 研究員 
盧宜敬Kingston 飾演 王偉, C, Emma 
梁素素Genna  飾演 Laura, Ryan, Carl 
吳穎嫺Christina 飾演 Eva, A, 富人, Susan 
陳玉蘭Phoebe  飾演 警務人員, 淑芬, Raymond 
陳膺國Kelvin  飾演 Ingrid, D, Thomas 
廖佩芳Mercy  飾演 麗華,B, Pam 
 
本劇於 2016 年 10 月 7 日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園景平臺以廣東話首演，作為「藝 ‧ 育 ‧ 明天」藝術

教育發展研討會節目之一。 
 
 
Prologue 
 
研究員： 
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個作品，係一個展演研究。我哋會用劇場演出嘅方式同大家分享研究數據。喺

呢個作品入面，我會飾演研究員嘅角色，代表住整個研究團隊嘅聲音。 
 
今日係 2016 年 10 月 7 號，回顧呢個研究計劃兩年幾嘅歷程，作為香港人，我哋經歷咗好多野。 
 
（一演員以慢動作演繹示威動作，另外四名演員快速加入。凝定動作。） 
 
2014 年 7 月 2 號，我哋走埋一齊決定搞一個戲。當時我哋啱啱經歷咗一場反政府運動，抗議立法會用

粗暴嘅方式通過新界東北發展嘅前期撥款。然後，喺 7 月 1 號晚，一場爭取普選嘅抗爭入面，511 名和

平示威者，被警察大規模拘捕。呢啲事，我哋今日睇返轉頭，會覺得唔係好大件事，因為我哋經歷過雨

傘運動。但係兩年前，對大部份香港市民嚟講，呢啲係好震撼嘅事情。 
 
（演員演繹警察抬走示威者的畫面。） 
 
我哋創作咗一個叫《SEE覺失調》嘅戲，表達對社會嘅感受同反思，喺 2014 年 8 月公演。然後，我哋

將呢個戲帶咗去新加坡，同一班嚟自世界各地嘅觀眾分享，同時藉住呢個作品，引發連串對話，係關於

「民主」呢個議題嘅對話。我哋好好奇，一班唔同國籍、嚟自唔同社會背景嘅觀眾，對「民主」有乜嘢

唔同嘅睇法呢？佢哋嘅睇法，對於我哋香港人，又有乜嘢啟示呢？我哋將佢哋嘅睇法，整理成為今日呢

個展演研究。 
 
（角色出場自我介紹） 
Genna：我係Carl1 
Kelvin：我係Ingrid 
Christina：我係Eva 
三人：我哋嚟自挪威。 
Kingston：I am Emma 

                                                 
1 劇中所有角色名字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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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I am Susan.  
二人：We are Australians.  
Phoebe：我係Chloe，嚟自紐西蘭。 
Mercy：（國語）我是麗華，來自台灣。 
Kingston：（普通話）我是王偉，來自北京。 
Phoebe, Mercy, Christina, Genna：我哋四個嚟自香港：Kylie、淑芬、Pam、Laura。 
Kelvin：I am Thomas. I come from Singapore. 
Phoebe：I am Raymond，都係新加坡人，喺英國讀書。 
Genna：我係Ryan，美國人，喺印度工作。 
 

研究員： 
我哋同呢班朋友嘅交流，由一啲畫面開始。佢哋就住自己嚟自嘅地方，分享咗一啲同「當地民主狀況」

有關嘅故事。 
 

（眾人散去） 
 

Ideologies & Structures 
 
（台上有一張椅子，代表一汽車司機座位，椅子後方有一輛單車與一個人倒臥在地上的線條。） 

 
（王偉入，坐在椅子上。） 
 
（王偉雙手按著軚盤，頭垂下，然後，慢慢抬頭，眼神猶䂊地看車中的倒後鏡。一會後，用手移動倒後

鏡，動作很慢；接著慢慢推開右邊車門。走到車子後方，看伏在地上的女人的情況。看罷，走回車上；

但走到半路，折返車尾，從車尾廂取出一把刀，走回女人旁邊，用刀插她八次。） 
 
研究員： 同我哋分享呢個片段嘅喺王偉，嚟自北京。 
 
王偉： （放下刀，走到觀眾面前）呢件事發生喺幾年前，西安一條馬路上面。個男司機 19 歲，係

一個大學生。個女人喺附近一間餐館做嘢。個司機喺法庭聆訊期間，講出佢點解喺撞親呢個

女人之後，要落車用刀拮死佢。佢話：「因為佢會記得我個車牌，會告我。」 
 
研究員： 王偉話，當時，有十三個同學為呢個司機求情。 
 
王偉： 我會諗，呢班大學生到底諗咩嘅呢？ 

要了解中國嘅民主狀況，我哋必須要返番去幾個大嘅問題。第一、一孩政策對年輕人嘅成長

帶嚟點樣嘅影響？第二、消費主義點樣影響佢哋嘅價值觀？第三、對思想壓迫嘅教育制度，

又塑造緊點樣嘅一個世代？ 
Who put the knife in the hand of the student?  
 

研究員： 與其問呢班學生點解會咁樣做、咁樣諗，我哋更需要問：係乜嘢意識形態同社會制度，帶嚟

呢啲思想同行為？嗰個大學生手上嘅刀，究竟由邊度嚟？ 
 
（此時，Laura 開始把一些椅子搭建起來。整場戲中，她不時試著觸碰建築結構，當建築稍有移動就停

下來，小心翼翼，慎防所搭建的東西倒塌。有時她會稍事休息，安舒一下。她重覆地試驗、停下、休息，

亦嘗試透過這個結構去探視世界，探視不同人物的故事。） 
 
（另外downstage一個女人用頭巾包住頭髮，手中拿著一個紙杯，杯裏面有一些零錢。女人眼向下望，在

街上行乞。有個貌似警務人員的人，亦步亦趨，把女人驅逐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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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人員： People are not allowed to beg in different cities in Norway. 
 
（乞丐偷偷回到本來的位置。） 
 
研究員： 佢係 Eva，嚟自挪威。（望向upstage 另一個遠離觀眾、陰暗的角落）。佢係Ingrid，都係嚟

自挪威。 
 
（Ingrid扮演陰暗角落中的一個長者，坐在椅上，低頭看著自己一雙手，把弄手指，輕輕哼著一首老歌，

是五十年代一首流行曲。） 
 
研究員： Ingrid話畀我哋聽，喺挪威，啲老人家要入住安老院，喺裡面佢哋會受到不尊重嘅對待。  
 
Ingrid： （向王偉）Is there more respect for elderly in the Chinese culture? 

 
（王偉搖頭表示「不」。） 
 

研究員： 曾幾何時，華人對長者頗為尊重。但喺唔知由幾時開始，我哋將啲長者送去安老院。集體化

嘅生活，令佢哋由活生生嘅人變為物件。（望向老人）長者，成為不被看見嘅一群。（望向

乞丐）貧窮嘅人，唔單只不被看見，更加係唔准被看見。 
喺挪威呢個相對富裕，民主制度比較成熟嘅地方，呢種「不被看見」，講緊啲乜嘢呢？ 
如果我地話Democracy is for the people，係呢度，邊啲人被排拒在外？  

 
（淑芬出。三張凳平排擺放。一個人走出來坐在椅子上，悠然自得，享受擁有的空間。這排凳後面是一

條窄小的通道，淑芬穿過這通道，從凳底一個細小入口去到另一空間，在狹小的空間中，喝茶、打電腦、

蓋被、睡覺。） 
 

淑芬： （邊做邊講解）呢度係一啲香港人嘅居住狀況。有啲人住得大啲，有啲人住得細啲。（喝茶）

住得細啲嗰啲唔一定赤貧，有工作做。但係因為租金昂貴，所以要住喺咁樣嘅居所。（轉身

打電腦） 
 

Eva： Is it legal to lease and rent this kind of space? 
 
研究員： 嚟自挪威朋友會問呢件事喺咪合法嘅。但係住喺裡面嘅人好似唔會問呢個問題，又或者唔理

會咁樣嘅經濟發展模式係咪合理。佢哋只會諗，點樣調節自己去適應呢個種環境，甚至從中

揾到點滴嘅樂趣。（淑芬伸懶腰，睡得香甜。）我哋係咪都將呢啲嘢習以為常呢？ 
 

（Thomas出，面向觀眾。） 
 
Thomas:  （舉高右手，手中拿着一個類似印章的東西，印章向外。）我同爸爸各有唔同嘅政治立場。

爸爸係死硬派嘅共產黨人。（左手拿出一本The Communist Manifesto。） 
（維持上面的姿勢一會。）我自己就喺新加坡長大，受教育，支持政府嘅抗共立場。（說完

之後，收起那本The Communist Manifesto）喺某啲事上面，我哋有唔同嘅睇法。But I still keep 
fighting for rights.（把印章轉向內，站直身子後再重新舉起右手。） 
 

研究員： Thomas嘅爸爸生活於新加坡獨立前嘅年代，國家嘅演變，令父子兩代有唔同嘅政治立場。

但重要嘅係，Thomas話畀我哋聽，佢同爸爸之間可以健康咁對話，甚至爭辯，家庭就係實

踐民主嘅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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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演員拿走三張椅子，變身成外來工，在舞台後方談天、分享食物，非常嘈吵。麗華出，想講電話，

但周遭太嘈雜，她談不成電話，不快地離開。） 
 
麗華： 近年，台灣城市出現大批嘅外來工。佢地經常聚集喺車站外面，等人嚟揾佢地做工，同同鄉

閒聊，但係場面往往令到當地人唔愉快。若果，嗰啲唔係外來工而係外籍人，當地人嘅態度

會一樣嘛？（外來工與麗華對望。麗華與外來工離去。） 
 
研究員： 麗華帶我哋去睇到民主喺全球化底下嘅狀況。社群與外來者共享城市空間，當中涉及嘅排他

性、階級、國籍，以至政府政策等，呢啲問題點樣影響住我哋嘅日常生活呢？ 
 

（研究員的目光放到Laura和她搭建的椅子結構上。〕 
 
研究員： 嚟自香港嘅Laura，喺度思考一個關於改變嘅問題。要去改變一個結構，由邊度開始好呢？

邊度郁得、邊度唔郁得呢？郁邊度成座嘢會冧？又有冇一啲時候，真係需要推倒重來呢？ 
 
（Laura動念頭想把結構推倒重來。決定不推。離去。研究員同時離去。） 

 
 
Apathy  
 
（一演員鬼鬼祟祟拿著水瓶出，放在我椅子結構上。） 
（水瓶中的水，上半部清澈，下半部被掩蓋着。） 
（A走過，欣賞清澈的水。） 
（B在忙碌着自己的東西，根本沒有注意那樽水。） 
（C走過來注意到水樽底部的泥。聳聳肩，選擇背着它，走開。） 
（A、B、C進行日常生活的活動：工作、社交、娛樂等。） 
（D走出來，拿走了掩蓋着水樽的掩蓋物，露出底部的泥。） 
（A、B、C頓，望一望D，繼續生活。） 
（D看見眾人的反應，拿著那樽水，走向眾人，想大家看清楚底部的污物。有人無反應，有人刻意避開，

有人把反應按捺下去。） 
（D搖晃水瓶，企圖引來更大注意。） 
（眾人停，怒視他，不滿。） 
 
A：好地地做咩整污糟佢唧？ 
 
研究員：我哋有三個被訪者，分別來自澳洲、紐西蘭、香港，都不約而同提到社會上面有一種視而不見

嘅態度。其他被訪者加入一齊討論呢個題目。 
 
D(as chorus)：呢個係一種逃避主義 
C(as chorus)：Life is better if nobody questions.  
D(as chorus)：佢哋表面上生活得好開心， 
C(as chorus)：但其實並唔係真正快樂。 
 
B(as chorus)：或者佢哋只不過係未曾察覺到有問題存在啫。 
A(as chorus)：但係當有人嘗試向佢哋指出問題，佢哋會嬲。「好地地做乜要搞亂個局唧？」 
 
研究員：喺呢場關於政治冷感嘅討論入邊，大家嘅問題比答案多。（問chorus）其實係咪啲人唔習慣表

達自己嘅意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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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喂！今晚嘅X-Factor出左poll喇，你哋會投邊個參賽者一票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積極投票，並對各參賽者評頭品足。） 
D：喂！議會投票，你哋會選邊個啊？ 
（眾頓，各自返回原來的生活。） 
 
研究員：一個民主嘅社會應該係點嘅呢？係咪需要有人去整郁一啲嘢，令人見到水樽入面嘅污跡？抑或

係，要做一啲嘢令啲人自己發覺，平靜嘅水下面有污跡喺度？ 
簡單嚟講，我哋應該要搞郁樽水，定係搞郁啲人呢？ 
 
（D走過去搖晃B，要他去看那水瓶，B看了，覺得知道了就可以了，但D繼續搖晃他，重複幾次後，B
光火了，D也累了！ ） 
 
D：成日要去郁人都好攰架噃！ 
B：俾人郁嗰個，亦都唔會舒服，結果製造出好多負面情緒。 
 
研究員：咁一個理想嘅公民社會，到底應該要點樣去啟動轉變？點樣令呢啲轉變可以持續，形成不斷郁

動嘅水流？ 
 
（研究員輕力啟動水流，chorus逐一被水流推動，變成持續的水流。） 
 
C：（跳出水流）但係，你又話相信民主，咁你有咩權逼我接受你嘅睇法？ 
A：我又有無權去選擇沉默？ 
 
研究員：喺呢度，我哋再次見到社會上有好多種唔同嘅諗法。 
 
D：你視而不見，唔去處理社會上面嘅問題，其實係導致啲水繼續污糟落去嘅原因。坐視不理其實等於

參與去令社會更加崩壞。 
 
研究員：但係你咁樣講，對方會好難接受。「唔係呀？我話我係幫兇？」佢條氣會好唔順。 
 
B：我通常會同呢啲朋友講，你假設咗個世界係唔會變嘅啫！但其實世界每日都喺度變緊。你好想呢啲

轉變唔會影響到你，但事實上你根本唔可以迴避。無錯，你係有權選擇唔出聲，但係如果你真係有能力

令自己可以唔駛面對呢啲問題，咁恭喜你囉。 
 
研究員：咁樣講，對方又係咪會接受呢？(chorus面面相覷，無答案。) 
我諗，我哋作為一班關心民主嘅人，都有自己一啲既定嘅立場，但係，點樣將呢啲諗法好好同人分享，

令人肯聽，肯接受，跟住一齊做啲嘢去改變社會呢？係呢個問題上，我哋仍然喺度搵緊答案。 
 
（Chorus走到椅子結構處，小心翼翼地把椅子一張張移走。） 
 
 
 
Social Media and Privacy 
 
（台上有兩張背對背的椅子。兩位演員背對背站在椅子中間。Raymond(A)面向觀眾。） 
 
Raymond：What the… F…acebook! 
（二人各自坐在椅子上，背向對方，打字，在FB談論對Amos Yee的事情的相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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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走到椅子之間，看着這件事發生）Raymond係新加坡人，當時身處英國，喺遠方睇住朋友喺

Facebook上面討論一件新加坡嘅重要社會事件。 
 
（A和B的討論越來越熾熱（gibberish），肢體動作越來越激烈，最後演變成漫罵。研究員漸漸退後，漸

行漸遠。）（A、B停頓。） 
 
研究員：到底，社交媒體係咪一個民主嘅言論空間？ 
 
B：Having the space to say something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such space is democratic. 
 
研究員：互聯網無疑係一個可以畀人發聲嘅平台。喺呢度，平民百姓都有空間發言，喺主流媒體之外可

以有另類、多元嘅表達，甚至有機會向專制嘅政權提出挑戰。但係，純粹有呢個平台存在，似乎唔代表

就等於民主嘅空間出現咗。 
咁當中到底需要啲乜嘢條件呢？ 
 
A & B：（邊說出字句邊配合形體演繹）對話、dialogue、責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聆聽、listening、

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人同人嘅真實接觸、real human contact、有建設性嘅思考、constructive and 
productive thinking、謙卑、humility……（漸漸變成只有動作沒有聲音，然後以real human contact的動作

完結。） 
 
研究員：我哋要點樣先至可以令呢啲條件發生？（從口袋中拿出電話，細看。）  
 
Ryan(B) :（走到研究員身邊，拿走電話）I think this thing comes with many possibilities but also liabilities. 
 
研究員：Ryan係美國人，喺印度做NGO嘅工作。 
 
Ryan：我需要好小心處理我手上嘅資料。呢度有好多人嘅私隱，佢哋因為信任我，將自己嘅故事交畀我

去做創作同埋研究。（手上的電話變得越來越重）呢度承載住一份好重道德責任…… 
 
Raymond：我係新加坡人，喺英國讀書，研究項目喺阿富汗進行。我曾經喺阿富汗見過一個NGO，收集

咗好多難民嘅遺物同故事（拿去Ryan手上的電話），最後因為冇空間儲存，將呢啲資料就咁就交咗比當

地政府。（把電話輕率地拋給研究員。） 
 
研究員：Raymond同Ryan似乎都發覺自己對私隱嘅尊重，喺另一啲文化裡面受到衝擊。我哋聽住佢兩個

嘅分享，開始諗，咁香港呢？  
當互聯網已經無可避免地成為我哋生活嘅重要部份，我哋到底要點樣看待佢，先可以令佢成為民主進程

上面，一個有建設性，可以充分運用嘅空間？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Actions 
 
（Susan出，手中拿著一瓶水。） 
 
Susan： Essential water, packaged, we need it.（喝一口水）  
 
硏究員： 有人話，將天然嘅水裝落個樽攞去賣，呢個想法真係too clever！ 
 
Susan： Consumerism, commodification. 我覺得呢啲同民主有好大關係。（放水瓶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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硏究員： 嚟自澳洲嘅Susan認為，消費主義所推銷嘅，係樣樣嘢都係packaged, quick-fixed，單一嘅！

呢啲意識限制咗我哋嘅想像力，令我哋失去解決問題嘅智慧。  
 

Susan：    Consumerism masks our participation as active citizens! What will be the catalyst for change?（狠

狠地踢走那瓶水） 
 
研究員：   Susan認為要改變社會，邁向民主，需要從根本開始去對抗消費主義！（走向水瓶，拾起，

向自己問，也問觀眾）但係除咗好用力，好憤怒咁踢走嗰樽，仲有冇其他可能性呢？ 
 
（台的另一角落，Chorus出場，排成一個陣營，高舉雙手。） 
（Pam出，望著Chorus。） 
 
研究員：   嚟自香港嘅Pam，講起一個佢曾經參與嘅社會行動。 
 
Pam: （望著高處）928 當晚我喺天橋底，望住佢哋。 
 
Chorus： 警察可恥！ 
 
Pam:  我見到警察向佢哋噴胡椒噴霧。（見群眾被胡椒噴霧噴中）Stop it! Stop it!（跑去加入群眾） 
 
硏究員： 群眾用弱小嘅遮、口罩、毛巾去抵擋當權者嘅暴力。 
 
（群眾從後傳上雨傘，前排的人開遮抵擋胡椒噴霧，檔不住，退到後方，後面的補上。最後，一人打開

黃色雨傘，定格。） 
 
硏究員：Pam喺呢個改變社會嘅行動當中，有一個發現…… 
 
Pam：（拿雨傘，向前走了幾步，chorus形成一個在其背後支持的陣營。）No matter how fragile we are, with 
solidarity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Pam離開。） 
（Chorus逐一做打印、摺好選票，放入票箱的動作。最後一個是Carl。） 
 
Carl：   我哋挪威嘅政府係由一個極右嘅政黨組成，但係前年嘅一個地區選舉，代表藍領嘅左派人士

得到好高嘅票數。市民運用選票，向政府去反映自己嘅聲音同需要。 
 
研究員： Carl提出另一種改變社會嘅行動，就係投票。 
 
Carl： 你有投票嘅權利，就梗係要用佢啦！ 
 
Emma：  喺澳洲，我哋作為選民係一定要投票架，唔投票要罰錢！我有個朋友咁講：「你作為社會

公民，攞咗政府咁多嘢，去投票係應該架！呢個係公民責任！」唔知其他國家啲人係點樣睇

投票嘅意義嘅呢？ 
 
研究員： 我曾經問過我台灣嘅朋友點睇總統選舉，佢哋話…… 
 
一演員： 其實選藍定選綠都無所謂，但係我今次會投畀綠營，因為想保持住有政黨嘅輪替！ 
 
研究員： 作為香港人，聽到呢啲對投票嘅唔同觀念，睇返自己嘅情況，我哋發現原來我哋不經不覺已

經走過唔同嘅階段，由以前覺得要選賢任能，去到今年年初嘅立法會補選，市民透過選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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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去表達對政府嘅不滿，投票變成一種表態。到咗最近，我哋再次經歷咗一場選舉，今次，

策略性投票再唔係一件陌生嘅事。 
 

喺追尋民主嘅進程中，摸索要做乜嘢，要點樣做，確實係一個不斷演變、不斷學習嘅過程。 
 

下一站會去到邊度？ 
（各受訪者一一出場，展示之前不同角色的動作motifs） 

 
 民主嘅進程仲有咩方向可以走？ 
 
 投完票，民主又點樣落返去我哋日常嘅生活入面？ 
 
（全劇以受訪者的images作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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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 Phot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