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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濟日報 2005-07-08  行政人員  A37  Office Wisdom 
 梁穎勤  
 
  
辦公室行為藝術之：解睏  
~~~~~~~~~~~~~~~~~~~~~~~~~~~~~~~~~~~~~~~~~~~~~~~~~~~~~~~~~~  
 
 
  打呵欠是種生理需要，無人會反對，但怎樣將它處理得宜，實在是種「行為

藝術」。上期講了 3 種臨時充電法，但都需要離場片刻。如果事態緊急，所有警

告訊號包括：注意力不集中、背部拉緊、淺呼吸、頻繁眨眼、眼皮沉重、打鼻干

統統現身，那就要出絕招了。 
 
  《逃出生天》系列之《職場應變秘笈》有些瘋狂主意，包括：自己（不是

說笑！神經忽然受刺激，的確可警醒片刻）；換一個不舒服的坐姿；瞪強光等。 
 
  如果危險緩解，毋須虐待自己，用回理性的方法吧： 
 
  1. 保持正確姿勢：頭抬起，肩向後，腰挺直，雙腿 90 度彎曲，平放地下，

千萬不要像度假般舒適地伸直。太舒適，身體就會開始放鬆。 
 
  2. 深吸慢呼：深而緩地吸入一口氣，直落丹田，直到忍不住，才慢慢呼出

去。這樣做可以改變打瞌睡時短而淺的呼吸法，令肺泡張開，增加血中帶氧量。 
 
  3. 應急按摩：放下筆記，後旋一下肩部，拉鬆兩邊頸關節，然後輕輕按摩

手指關節，特別是用指甲部分按壓一下指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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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作者心有怨憤  
~~~~~~~~~~~~~~~~~~~~~~~~~~~~~~~~~~~~~~~~~~~~~~~~~~~~~~~~~~  
 
 
一些行為與舉動表達出藝術意念，稱為「行為藝術」，亦是藝術表達手法之一，

在公眾地方表達「行為藝術」，普遍被認為表達方式標奇立異，未受大眾接受。 
 
    臨床身心行為學家李寶能指出，在公眾地方懸掛「藝術品」，可視作「行為

藝術」的一種，昨日有人在街燈及外牆水管掛出面譜，反映出他或她是希望別人

看見，藉著這種行為，讓公眾分擔其心中感受。 
 
    藝術品可反映作者對事物感想及創作時的心情，是一種情緒表達，在粉白面

譜上加上血紅色漆油，多少反映作者心中有怨恨及怨憤。 
 
    涉刑毀可判監一年 
 
    律師黃國桐指出，在街燈掛面譜噴漆油，漆油沾染街燈，已涉及在公眾地方

刑事毀壞公物，一經定罪最高可判罰款二萬五千元及監禁十二個月。本報記者  
 
文章編號: 200505200030386  
~~~~~~~~~~~~~~~~~~~~~~~~~~~~~~~~~~~~~~~~~~~~~~~~~~~~~~~~~~  
本文章版權屬於 星島日報 所有，現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如需轉發，必須

獲該報同意。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3 ~~~~~~~~~~~~~~~~~~~~~~~~~~~  
星島日報 2005-05-20  港聞  A22      
 
  
西貢滴血臉譜嚇 煞學童  
~~~~~~~~~~~~~~~~~~~~~~~~~~~~~~~~~~~~~~~~~~~~~~~~~~~~~~~~~~  
 
 
「滴血鬼臉」現西貢？灰暗天色下的西貢市中心，昨出現類似電影「見鬼」驚嚇

場面，三個噴上紅漆恍如流血的恐怖臉譜，神秘懸掛在三處街燈及水管上，其

中一個掛在一所幼稚園門前燈柱，嚇怕校園師生，校方報警求助，警員拆走臉譜

調查，不排除是洋青年的「行為藝術」傑作。 
 
    兩眼噴紅漆如血淚 
 
    該三個原本白色的陶瓷臉譜，約五吋乘三吋大，左右兩邊有小孔供穿繩懸

掛，但兩眼被噴上血紅漆油，紅漆沿眼窩流下，恍如血淚留在面龐、鼻孔及嘴角，

驟眼看似流血的「鬼臉」十分恐怖。 
 
    被血臉譜嚇怕報警求助的幼稚園，位於西貢普通道，上下午校共有三百多名

學生。昨午一時許，天色灰暗，兩名女教師站在門口看顧學生，無意間發現校門

前的燈柱出現一張恐怖「鬼臉」，當場嚇了一跳，細看下發現是一個噴上紅漆的

臉譜，用幼絲帶綁在燈柱離地約六呎高位置，當時不少學生看見該臉譜均面露害

怕神情，黃姓女教師遂通知校方報警。 
 
    警方到場將臉譜拆走帶署，暫列求警調查案處理，幼稚園李姓副校長稱，今

次事件恐怖，不覺得有藝術成分，可能是惡作劇者所為，暫時未有學童及家長投

訴，校方會加倍留意學生情緒。 
 
    懸掛多條燈柱 
 
    稍後，記者發現另兩個同類血臉譜，分別懸掛在西貢市中心另外兩支街燈

上，其中一個掛在福民路近西貢碼頭花槽燈柱，當時適值放學時間，不少學生在

該處過路，但臉譜與行人路有一段距離，未引起匆匆過路的途人留意。記者劉成

安黃文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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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墟 現恐怖面具  
~~~~~~~~~~~~~~~~~~~~~~~~~~~~~~~~~~~~~~~~~~~~~~~~~~~~~~~~~~  
 
 
【本報訊】西貢多處地方的燈柱及水渠，昨日發現被人掛上恐怖面具，由於其中

一個面具放在一間幼稚園門外，引起師生恐慌，校方報警求助，警方到場調查，

懷疑事件是有人惡作劇，將案列物件發現處理。 
 
幼稚園報警求助 
 
現場為西貢普通道十九號 E 地下一間幼稚園，該面具是白色但雙眼被噴上紅油，

用綵帶綁在幼稚園對開行人路的燈柱上，據姓李女副校長稱，前日已有教師發現

該面具，但不以為意，及至昨午十二時許，有家長接小朋友放學，見到面具認為

引起驚嚇，要求校方報警。 
 
李又稱，相信事件並非針對幼稚園，因為在西貢其他地方，亦有發現同樣的面具，

未知是行為藝術抑或惡作劇，最後警方將面具撿走，警員相信是有人惡作劇。記

者在西貢墟所見，在西貢小巴總站燈柱，及親民街附近後巷水渠，亦掛上雙眼被

噴上紅油的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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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血面具掛幼稚園燈柱 副校具料是行為藝術家之作  
~~~~~~~~~~~~~~~~~~~~~~~~~~~~~~~~~~~~~~~~~~~~~~~~~~~~~~~~~~  
 
 
西貢共三處地方電燈柱疑 被行為藝術家當作展示藝術據點，分別將三個石膏模

的面具掛在燈柱或外牆水渠上，更以紅漆點睛製造驚嚇效果，其中一條燈柱面前

一間幼稚園正門，嚇煞女教師致電報警，幸好幼稚園學生俱未有發現恐怖面具，

未受到驚嚇。 
 
    首先發現恐怖面具的西貢樂育    幼稚園位於普通道 19 號 E 地下。 
 
    眼塗紅漆如淌血 
 
    昨中午十二時左右，幼稚園正值下課時間，一名姓黃女教師偕另一名女教師

站在校門外，將各學童交由接送的家長，當各學童俱放學後，黃女突然瞥見校門

外對開一條編號 DE0496 的電燈柱，離地約七至八呎以綠色及黃色絲帶綁住一個

四吋乘十吋的白色石膏模面具，趨前察看時，驚見到面具雙眼部位被人塗上紅色

漆油，沿眼眶部位滴下，乍看之下有如雙眼淌血，異常恐怖，黃女慌忙通知姓李

的女副校長致電報警。 
 
    警方接報到場調查，相信事件純屬惡作劇，於是將面具解下。其後，警方翻

查設置在校門的防盜閉路電視錄影帶，卻因燈柱剛好在死角位置，未有錄下何人

將面具掛上去。 
 
    未有學童受驚嚇 
 
    事後，據李副校長稱，該校創校三十八年來首次發生類似事件，相信是一些

行為藝術家所為。李副校長稱，幸好未有小朋友發現該個恐怖面具，否則難保不

會發噩夢。 
 
    此外，在揭發幼稚園對開燈柱掛有恐怖面具後不久，在幼稚園相距不遠的親

民街 18-32號對開外牆水渠上及西貢碼頭小巴站對開花圃一條編號DE0296的燈

柱俱相繼發現在離地七、八呎處掛上同樣是雙眼點上紅漆的色色石膏模面具，相

信為同一人所為，不排除為一些行為藝術家之作。 



 
    本報記者區天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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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2005-05-18  名采  E14  井底之蛙  李登  
 
  
人各有癖  
~~~~~~~~~~~~~~~~~~~~~~~~~~~~~~~~~~~~~~~~~~~~~~~~~~~~~~~~~~  
 
 
有這樣一個叫也夫的作家，最近在北京鬧市中爬上樹上去充有巢氏。另有三個紐

約作家也耍花頭，挪窩到一個大貨倉去，各住個箱子屋在裏面寫作，歡迎外間的

人進去參觀。這個真人騷原來是一個畫廊搞出來的，可有啥意思？ 
 
有門藝術叫行為藝術，這樣子寫作就叫行為寫作好了。讓人在旁邊瞪盯，能

不能寫出一字半句來？這大抵因人而異，習慣也實在個個不同。有人愛把自己關

在屋子裏，比如三毛就足不出戶，讓老媽給她送飯，飯還是放在門外。 
 
有人得抽煙，巴爾扎克倒要喝黑咖啡提神。有人愛放點音樂，有人愛吃零嘴。有

人喜歡用鋼筆，比利時偵探小說作家席默農總用鉛筆。許多人老以為作家好比吸

血殭屍，非待到三更半夜才活動；《侏羅紀公園》的作者米高克里頓，大清早已

起來工作。 
 
當電視編劇那會子，我慣把房間裏的兩部電視都打開，邊看邊寫。聽說當年有編

劇某君，每逢讓人催交劇本，必開出兩條件：一、得住酒店，二、要召妓，費用

全由電影公司支付。 
 
紀曉嵐編《四庫全書》那陣子，晚上也得有女人薦枕才行。只是某君的劇本，當

然挑不出四句對白能像《四庫全書》四字那麼不朽，哪怕他蹲在貨倉裏或爬上樹

上去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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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淑明台灣出碟 自爆露臀照博出位  
~~~~~~~~~~~~~~~~~~~~~~~~~~~~~~~~~~~~~~~~~~~~~~~~~~~~~~~~~~  
 
 
從香港轉戰台灣的嚴淑明，在台灣推出唱片專輯，她將豪放的作風帶到台灣，出

席舉行的新專輯記者會時，穿上性感的裝束，經常有意無意的春光乍泄，她的唱

片專輯更有露臀照，意識非常大膽，更自爆拍攝這輯露臀照時不小心走光，後來

經電腦修飾才能面世云云。 
 
    對於自己「裸臀入鏡」，嚴淑明強調是她的行為藝術，希望大家以美學角度

欣賞。 
 
    她的好友陳明真亦有出席記者會，她說嚴淑明是外表性感，但其實性格像男

孩，過年時為怕對方在台寂寞，邀她回家過年，在旁的她聽罷紅了眼幾乎哭了出

來。文：馮倩菁  
 
文章編號: 200504050030162  
~~~~~~~~~~~~~~~~~~~~~~~~~~~~~~~~~~~~~~~~~~~~~~~~~~~~~~~~~~  
本文章版權屬於 星島日報 所有，現由慧科訊業有限公司發放，如需轉發，必須

獲該報同意。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8 ~~~~~~~~~~~~~~~~~~~~~~~~~~~  
東方日報 2004-12-23  兩岸  A42      
 
  
非常師生 吃糞鬥一番  
~~~~~~~~~~~~~~~~~~~~~~~~~~~~~~~~~~~~~~~~~~~~~~~~~~~~~~~~~~  
 
 
【本報訊】雲南永善縣一名中學美術老師日前在課堂上向學生大談行為藝術，興

致大發竟與在場學生展開一場比賽吃糞便的「行為藝術大賽」。事後校方指該教

師因個人感情問題而導致精神異常才做出過激行為，目前已將他解僱。 
 
稱行為藝術 已遭解僱 
 
進行嚇人行為藝術的是永善縣第二中學姓蕭的教師，目擊事件的同學稱，本月一

日蕭在美術課上大談行為藝術，並以台灣一位行為藝術家憑表演「當眾吃大便」

獲獎為例。言論引起部分同學反感，姓韓女同學當眾斥責老師在「放屁」，蕭老

師聽後大表不滿，竟指自己膽敢進行吃糞便行為藝術表演，並向韓發出挑戰，雙

方同意「鬥吃糞便」。 
 
有同學用膠袋到廁所裝一袋大便回來，蕭學生將糞便分三份，並稱自己先吃兩

份。蕭接連吞兩份糞便後嘔吐大作，「比賽」被迫中止。事件驚動校方，蕭事後

已被解僱。該校校長稱，蕭的家人承認，他在上月與女友情變後精神異常，疑因

此做出過激行為，他目前已被送往外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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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女生質疑激怒 擺擂台一馬當先 老師教行為藝術搶屎食  
~~~~~~~~~~~~~~~~~~~~~~~~~~~~~~~~~~~~~~~~~~~~~~~~~~~~~~~~~~  
 
 
雲南一名美術教師教導學生行為藝術時遭學生質問，忽然擺擂台進行「食屎挑戰

賽」，而且一馬當先吃了兩份大便，最後因為吃大便被校方辭退。班上學生後悔

挑戰老師，校方則謂該教師因感情問題失常「食屎」。 本報綜合報道 
 
 《南京晨報》報道，永善縣第二中學的姓蕭美術老師，本月 1 日下午向初二某

班教授美術，蕭老師在課堂上講到台灣行為藝術家的故事，起勁地說：「你們知

道嗎？台灣有一名行為藝術家在舞台上脫掉褲子，拉了一堆屎，得了一個創意

獎。」 
 
 學生聽後起哄，一名叫韓維（假名）的女生大叫一聲「放屁」，蕭某怒火沖天：

「『放屁』？我還敢吃屎呢！你們誰敢和我挑戰？」，蕭某更稱吃屎是一門藝術，

韓維不信蕭老師之言願意接受挑戰。 
 
遭校方炒魷 指其失戀失常  
 
 蕭某叫一名男生到廁所拿大便，那名男生以膠袋載大便回來，蕭某就把大便

分為三份，並願意吃掉其中兩份，其餘由韓維「解決」。蕭某深呼吸後宣布開始

「食屎」，然後閉目「享受美食」，就在韓維躊躇之際，蕭某很快就吃掉兩份。 
 
 不過，蕭某已感到反胃，搖手示意韓維不要吃，並叫學生替他買礦泉水，隨即

又對垃圾桶狂吐。當晚，校方知道這場「食屎挑戰賽」後，即時把蕭某解僱。

韓維周日表示，當時她真的不相信蕭老師會吃大便，直言蕭老師的舉動是不可思

議，她很後悔那時與老師頂嘴，弄至蕭老師遭辭退。校方表示，蕭某今年剛從某

高校畢業，9 月到該校任教，縣紀委已就此事進行調查。該校的胡校長透露，蕭

某最近與女友分手後就很不正常。蕭某的表兄說，蕭某性格內向，父母早已離異，

目前由舅舅送往浙江寧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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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教師堂上食屎被炒  
~~~~~~~~~~~~~~~~~~~~~~~~~~~~~~~~~~~~~~~~~~~~~~~~~~~~~~~~~~  
 
 
【本報訊】雲南永善縣一名中學美術教師日前在課堂上向學生大談行為藝術，在

講課至興致大發時，竟與在場學生展開一場比賽吃糞便的「行為藝術大賽」。事

後校方指該名教師因個人感情問題導致精神失常，才做出如此過激行為，已將其

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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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明報 2004-11-25  時代  D09  欲望 蜘蛛  馬家 輝  
 
  
公 廁  
~~~~~~~~~~~~~~~~~~~~~~~~~~~~~~~~~~~~~~~~~~~~~~~~~~~~~~~~~~  
 
 
最近有一群國際 專家千里迢迢跑到 北京開了一個 「 世 界公廁高峰會 」 ， 幾
天下來，又考察 又研討，終於有了 結論，根據中國官 方的專電表示，他 們的

一致共識是， 地球上的公廁一律應該 「 以人為本 」 ， 務求替使用者提供最

舒適的服務。 以人為本？不知道英文是否 Hu - man-oriented ？但無論中英文叫

做什 麼，都肯定是我於本年度聽過的最廢 話的會議共識。公廁也者，被人所用 
而非為狗所用，若不是 「 以人為 本 」 ，還能以什麼為本？以糞為本， 抑或

以臀為本？把自有廁所以來已為 大家所知的事實包裝於一句精簡口號 之下，等

於用一隻靚杯載水，觀之覺 美，飲之卻知道，終究就只是水。  
 
中國社會近年在各個領域皆有進 步，其中可能又以公廁之進步居於榜 首，尤其

到了北京，首善之都，有些 公廁裝潢得美輪美奐，法國式、日本 式、西班牙式、

傳統、現代……顯然 是落足了心機、放足了創意，令人雖 然身在公廁卻有錯覺

以為是去了豪 宅，不像在香港特區，去了許多公共 建築物卻發現外牆所用瓷磚

原來跟公 廁一模一樣，恍惚之間還以為走錯了 地方，肚子忽然一痛，頗想有所

行動。 北京的公廁目前大約有一半需要收 費，窮者莫問，口袋欠錢，有屎難 伸，

只好多忍一會兒，拐幾個彎去找 個胡同廁所；這畢竟是個 「 為人民幣 服務 」 
的輝煌年代，用者自付是硬道 理，不會有人覺得不對。  
 
但既然服務對象主要是人民幣，精 明的公廁經營者當然有權把經濟定律 套用於

上，所以，許多公廁的門格早 已全盤自動化，模仿歐洲的某些公廁， 分段收費，

進廁時付了一元，蹲下來， 萬一只顧閱讀八卦周刊而忘記趕快把 「 正事 」 辦
完，十分鐘後，時間到了， 門格便會砰然彈開，一夫當關，眾人 共覽，公廁變

成不折不扣的 「 公 」 廁， 你的蹲姿即將成為公眾共賞的 「 行為 藝術 」 ，
只是，相信沒有人會拍手掌。 另外有些公廁，用家進門必須向 「 廁公 」 購
買廁紙，逐張賣，分張收 費，用不完可在出門時退貨。  
 
國際專家到中國考察公廁，除了獲 得 「 以人為本 」 的結論，其實不妨多 加
一句 「 以人民幣為本 」 ，才較貼近 中國國情；中國人有數千年的 「 道在 便
溺 」 傳 統，小康致富，豈能不打公 廁 的主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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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東 Touch 2004-11-09    90      
 
  
GOAL 嗡  
~~~~~~~~~~~~~~~~~~~~~~~~~~~~~~~~~~~~~~~~~~~~~~~~~~~~~~~~~~  
 
 
西甲球隊大倒退！ 
 
上個星期係歐聯小組賽第 4 輪賽事，打到第 4 輪，其實即係話小組出線情況已經

逐漸明朗。不過幾年前歐聯呼風喚雨西甲球隊今年就真係失威啦。今年打歐

聯西班牙球隊有華倫西亞、巴塞隆拿、拉科魯尼亞同皇馬，當中只有巴塞隆拿

上個星期表現算係稱職。上屆西甲兼足協杯冠軍華倫陷入了黑洞性低迷，主場對

國米踢到作客咁，執返 1 分算係好彩；拉科又係狀態唔掂，同樣係主場一個烏龍

球輸被利物浦；皇馬去到冰天雪地烏克蘭對賽又係和波，不過佢又係落後兩

球後，於基輔戴拿模主場上演絕地反撲辛辛苦苦咁迫和對手；只有巴塞隆拿最有

冠軍相，雖然被舒夫真高入球在先，但巴塞隆拿控制了戰局，朗拿甸奴（圖）於

完場前射入 1 球世界波，令強如 AC 米蘭亦喪師魯營，好?禳 I 梅度拍 4 仔？ 
 
講到近期最霉球星，相信係被驗出曾吸毒的梅度莫屬。不過雖然佢球員生涯

凍過水，但係又因為咁因禍得福喎。事緣佢祖家羅馬尼亞，有導演睇過佢月前

被人偷拍於黑市出售的性愛錄影帶後，大讚梅度係個「有身材、有外表、有性癖

好」的名人，最適合做四仔男主角咁話，肯唔肯轉行為藝術而犧牲，梅度唔該諗

諗啦。 
 
另外，英超第一玻璃腳、前紅軍隊長列納最近唔見手機，本來只係小事一樁，

但係佢好衰唔衰，將佢個明星老婆 Louise（圖）裸照 save 部機度，搞到

佢兩公婆嚇餐死。好彩最後都搵得番，不過奉勸家有靚妻球星，如卡林保、費

高等，小心放好部電話啦。史比威冇約續發老脾 
 
上季首次突破 NBA 首圈季後賽，仲乘勢入埋西岸決賽明尼蘇達木狼，今季未

開季就因為球員續約問題，搞到軍心曳晒。先有 06 年先至約滿、但係心急

想提早續約卡素，不忿木狼休季期間一直冇提及續約事宜而大發牢騷；前排又

到季末約滿史比威（圖），公開指摘木狼冇誠意，只肯以 3 年 2,100 萬美金低

手向佢續約（而唔係外間傳 3 年 2,700），佢仲威脅話要離隊添！呢單?聾@出，

一向聲譽唔好史比威即成人民公敵，既被傳媒同球迷鬧佢貪錢，主席 David 
Stern 亦責怪佢唔識得向木狼知遇之恩。講真，史比威下年都成 35 歲，邊有人仲



肯以平均 900 萬美元年薪簽佢 3 年！好心佢就專心打埋今年，話唔定贏到

NBA 冠軍，有奇蹟出現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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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明報 2004-09-12  周日話題  D03    黎佩芬  
 
  
投 得有型  
~~~~~~~~~~~~~~~~~~~~~~~~~~~~~~~~~~~~~~~~~~~~~~~~~~~~~~~~~~  
 
 
過了一整個月各黨派候選人天天蜚短流長佔據主要新聞時段，談論多時的大日子

---9‧12，今日終於到臨，輪到我們---選民---登場。雖說期待永遠比真實發生那

一刻來得美麗，不過，50 位奧運金牌選手的成功故事起碼讓我們學懂：臨場表

現失不得！ 
 
    今早起來感覺如何？如果你因為昨晚玩夜了而有點頭昏腦脹，未及想到今天

該如何裝身、佩戴什麼吉祥物，或者未及考究該擇哪個吉時去投票，不妨參考下

面我們為你蒐集的一些貼士。 
 
    一身 臭汗 闖票站 
 
    如果你今天起得早，可以考慮「潮爆」社工邵家臻的設計。 
 
    他的設計的 highlight 是一身臭汗和早晨張開口說第一句話的點點口臭。 
 
    票站早上 7 時 30 分開，他 8 時報到，將今天開口說的第一句話，留給第一

個在票站遇到的人(也就是留給選舉)。為了要焗一身臭汗，他選擇穿上一件薄薄

的風衣，加一件黑色心口有個大波點的 T 恤襯底，苦心經營，只為突出自己，

博在場握手的候選人和助選團正眼望他一下，而非機械式的握手過去。 
 
    「我唔係天生靚仔，但同人打招呼，好應該有血有肉，唯有這樣才可以

catchattention。」 
 
    做個 快閃黨 
 
    如果你已經錯過清晨的先機，並且打算繼續平日悠悠的星期日歎早茶的例牌

節目，建議你在出發前先檢查電腦電郵和手機短訊，看看會不會見到「快閃黨」

要來玩一通痛快的信號。因為根據潮流文化人李照興的分析，這次選舉很適合玩

「快閃」，將投票轉化為一次行為藝術。 
 



    「快閃黨(flashmob)的核心就是閃一閃，行動稍縱即逝，之後結果如何，已

經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大家有個共同目標，投進人群當中的一股感動。若果

說先前 50 萬人上街是誇張，9‧12 可以是一個演繹。」 
 
    但要在選舉裏玩？怎樣玩？以往「快閃黨」大堆頭出動見過報的，是帶個

MP3 在人多地方跳舞，或者大班人嘩啦啦衝進「麥記」這些李照興形容為儀式

性的動作，「在選舉玩，就變成一種姿態」，但就保持「快閃黨」每次出動都有一

個終極目的的核心價值。當然，玩起來，礙於票站的環境限制，需捨棄一大班人

同時在一個地方進行的慣例，但仍有其他選擇。 
 
    玩法一：穿上自己心儀政黨的代表顏色的衣服。 
 
    玩法二：穿上自己最厭惡的政黨的代表顏色。 
 
    李照興推介球衣是上佳選擇，因為多款球衣包含紅橙黃綠青藍紫，男女合

穿。可是，他亦觀察到，政黨在選取顏色方面一來沒有貫徹始終，二來，以橙色

為例，就出現多於一黨採用的撞色混亂失序兼失敗情(最諷刺是保董與倒董都

穿橙色)，選民不易跟從。雖然如此，他對於自己這個提議還是蠻滿意，因為如

果人人參加，如此一來，投票站便變得七彩繽紛，而且還可增添不少嘉年華會氣

氛。 
 
    時間方面，他認為最好是大家飲完早茶，然後一同往所屬票站投票，之後因

利乘便，一起去踢一場波，如是者，可說是「完美的一天」。 
 
    他並說，如果所有選民都來玩這次快閃，從顏色的多少，便可看見香港人有

幾多是根據政黨背景去投票，政黨勢力亦可一目了然。 
 
    若然如是，不啻是一個非常廉宜便捷的大規模民意調查。 
 
    穿一件 黑色 T 恤 
 
    不過，如果你不喜歡集體行動，愛做獨行俠多一點，可參考以下多位有型人

士的個案： 
 
    漫畫人智海想了一個下午，決定穿一件黑色 T 恤，理由是他覺得今次選舉

太多顏色，所有顏色都被用光了，變成無一隻顏色可以代表自己---當然，挑黑色，

也隱含那個場合沒有百分百代表到自己的意思。 
 



    投票前 5 項 重要準備 
 
    學界代表沈旭輝今天是第一次在香港投票，回想起英國投票的氣氛，準備下

列方式迎接 9‧12---1‧穿旅遊時買的紀念品 T 恤，庸俗不堪但平日不會穿又捨

不得丟棄(坊間一般用一個數目字形容) 
 
    2‧約一些不能不見又沒有興致相見的人「敘舊」(例如保險從業員) 
 
    3‧搜尋一些必須看又比施政報告更討厭的官僚文件(例如交稅指南) 
 
    4‧從遙遠的地方拿出博士論文繼續寫 
 
    5‧吃一客雞肋午飯 
 
    他說，有了上述環境配套，發覺行使投票權，就像看見五星旗流淚，是多麼

的理所當然。 
 
    最緊要 辟邪 
 
    「圖文城市」版地頭蟲「圖字號」代表 JoyceChoi 考慮到近日是非橫飛選舉

地，今天出入票站，Joyce 的最大關注是辟邪，對她來說，最方便的選擇是帶一

面小鏡，穿紅色內褲亦可。 
 
    時辰方面，她會選擇黃昏，主要是取夕陽選舉的意思，寓意希望早日跟這類

未達至全面普選的缺陷制度說「拜拜」。 
 
    由頭 Nike 到尾 
 
    《超凡學生》作者袁兆昌準備今日由頭「tick」到落腳，頭戴 Nike 帽，腳踏

Nike 鞋，盡顯選民的優越身分。由於事前他一直未拿定主意該把神聖的一票投

給哪位候選人，所以他會用今天一個晨早先定定神把事情再想一遍，然後下午 1
時開始按次序逐個候選人考慮，到決定投給誰，就於那個鐘數去投票。 
 
    記得帶 身分證 
 
    選民大使家燕姐由於要開工，家燕姐估計今日要到傍晚才會約同姐姐去投

票，或者下午有時間便早點去。有什麼一定要帶？「記得要帶身分證！」她自己

還會帶同子女，趁機教導孩子投票的過程。 



 
    最緊要 乾淨 企理 
 
    家住東頭老人代表譚蝶魂覺得衣著最緊要乾淨企理，最不好是裏面那幅布

突出來的打扮，也不會挑特別的顏色，跟平常一樣穿「花花老實威」。不過

由於腳痛，她會繼續穿著平日愛穿的 
 
    波鞋，於今日中午估計人不多的時候，行路到附近的投票站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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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2004-08-20  影視  C10    楊敏麗  
 
  
阿 Paul 街頭演唱朱茵撐場  
~~~~~~~~~~~~~~~~~~~~~~~~~~~~~~~~~~~~~~~~~~~~~~~~~~~~~~~~~~  
 
 
黃貫中(Paul)與他的汗樂隊前晚在旺角鬧市演唱，引來約 300 人圍觀，現場有 10
個保安維持秩序。阿 Paul 表示首次在香港街頭唱歌，多謝鞋店免費借出店舖門

前的地方給他擺放音響和鼓。他稱籌備時間倉卒，未有向警方申請，原先以為未

唱到一首歌就會給警方制止，所以只唱兩首歌就完場，以免影響附近店舖做生意。 
 
    阿 Paul 決定在街頭唱歌，主題名為「TrueMusicNeverDie」，希望以歌曲和行

動呼籲歌迷買正版唱片和不要非法下載歌曲，他稱這是街頭行為藝術。他曾在荷

蘭見到歌手拿結他在街頭賣唱，當時向對方借結他嘗試一下街頭唱歌滋味，結

果很多人放錢在地上的鐵罐。他表示稍後會再嘗試在香港不同鬧市街頭唱歌，因

他是自資出唱片，連請保安都是自己出錢。 
 
    女友朱茵全程在店內支持，她表示曾想混在人群中聽阿 Laul 唱歌，但怕自

己身形細小看不到，還是留在店內欣賞。她也預備年底出國語唱片，但主攻內地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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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街頭騷唱唔夠喉  
~~~~~~~~~~~~~~~~~~~~~~~~~~~~~~~~~~~~~~~~~~~~~~~~~~~~~~~~~~  
 
 
【本報記者莫菁、凱儀報道】黃貫 中(Paul )前晚在旺角鬧市舉行迷你音樂會，

更請得「汗」的恭碩良及 Jimmy 一齊夾 Band，而女友朱茵亦有前往捧場。現場

吸引數百人圍觀，要出動十名保安維持秩序。 
 
    阿 Paul 除了新碟自資外，此次表演也是自資的，故十分感謝鞋舖借出地方。

他表示首次做這種街頭騷，更謂這是行為藝術表演一部分，但不知會否被警察驅

趕，可是這也是其好玩之處，他又稱只唱兩首歌感到唔夠喉。 
 
    而朱茵稱得知阿 Paul 在街頭表演，即舉腳贊成，本來想出場支持，但可能

她不想搶男友鏡，故只是在後台默默支持。 
 
    她又謂見到阿 Paul 的新碟面世，感覺像看自己的 BB 出世一樣，而她透

露自己的新碟望能在年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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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Fans 加朱茵撐場 阿 Paul 旺角街頭 非法唱 Live  
~~~~~~~~~~~~~~~~~~~~~~~~~~~~~~~~~~~~~~~~~~~~~~~~~~~~~~~~~~  
 
 
 宣傳新招 
 
黃貫中(Paul) 自資的唱片《我在存在》於 7 月底推出，前晚他與組合「汗」的

兩位成員在旺角街頭大玩 LiveBand，逾 300Fans 流汗欣賞，反應極之熱烈，

可惜只能唱兩首歌便結束，Fans 們大感意猶未盡！圖：譚志光 
 
    這次是 Paul 首度在旺角街頭表演，事    前由於沒有申請封街，所以也擔

心中段會被趕，幸然，也能在預期內唱到兩首歌，他說：「當然是唔夠喉啦，

WarmUp (熱身) 都未夠，剛剛先標汗。」Paul 指這是行為藝術一部分，表演前音

響全未試好，能否順利演出都是未知之數，Paul 又謂會趁機向觀眾宣傳買正版。

其實阿 Paul 一直都想到人多地方如銅鑼灣、中環，即興走出來表演，感覺到當

初自己玩音樂時候的新鮮、激情。他說曾在荷蘭 
 
    街頭借結他來玩，都有人「掟」錢給他。 
 
    朱茵跟住唱新歌 
 
    此外女友朱茵前晚也有撐場，她原想在人群中欣賞，後來怕人太多看不到，

才於阿 Paul 背後的鋪頭內觀看，表演時更投入地在後面一起唱。朱茵說：「聽到

阿 Paul 話唱，立即舉腳贊成，睇到都好震撼，其實自資不容易，我都有買碟叫

佢簽名，希望他的新碟大賣。」事後問阿 Paul，其女友是否識唱他所有的歌，他

笑謂：「佢唔識，可能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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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貫中街頭 Jam 歌朱茵撐場  
~~~~~~~~~~~~~~~~~~~~~~~~~~~~~~~~~~~~~~~~~~~~~~~~~~~~~~~~~~  
 
 
黃貫中（Paul）新碟《我在存在》經已推出，反應不俗，為答謝歌迷支持，Paul
前晚破天荒在旺角鬧市 Mirabell 店外，與樂隊《汗》的成員恭碩良等 Jam 歌，現

場有三百名歌迷圍觀，反應熱烈。不過他們唱了兩首歌便結束，歌迷卻不捨得走。

Paul 說：「我梗係未夠喉，熱身咋！我唔怕掃興，呢個係行為藝術一種！」

Paul 當晚並沒有向警方申請，只聘請十名保安維持秩序。 
 
Paul 首次在街頭獻唱，女友朱茵當然有來捧場，她說：「我知道呢個形式，即刻

舉腳贊成，起初諗住人群中睇，但怕自己太細粒睇唔到，所以留番舖頭。」

她形容 Paul 的新碟是二人的 BB：「我一齊經歷呢段做碟日子，睇住個 BB
出世好開心。」 
 
Paul 表演後大讚好玩：「街邊見到有人彈結他，我好羨慕！我曾經荷蘭試過，

有個彈結他人表演後問我錢，我叫佢畀個結他我 Jam 歌，Jam 一陣，有人

丟錢落去個人個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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