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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譯者的育成筆記 

 

 

 

書籍簡介 

結合十年經驗 從手忙腳亂走到專業 

香港首本 手語譯者心路歷程全公開 

香港手語素受社會忽略，手語譯者的專業地位一直處於邊緣，培訓欠缺，本

書正是要打開缺口，將手語傳譯的知識與經驗，紥根本土，推向華語世界。 

本書結合手語譯者陳意軒十多年的經驗，由本土手語歷史及聾人社群談起，

深入譯者的實務工作準備，分享傳譯策略的思考，提醒譯者該有的道德修養，以及

對譯者團隊的重要建議。本書既是行內人的深情分享，也是學習手語傳譯路上的教

科書；既是一份從零開始、手忙腳亂的見證，也是對香港手語傳譯未來的期許。 

一天，手語的地位或會提升，譯者社群或可發展成有專業認證的工種，而在

此之前，先讓本書成為打破聾人與健聽世界隔膜路上的踏腳石，成為打開香港手語

發展新一頁的重要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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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按姓氏筆劃序） 

意軒的文字，精要地道出我們聾人的文化和語言，以及聾人與健聽世界千絲萬縷的

關係和角力。聾人日常找健聽譯者協助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傳譯工作到底是怎

樣一回事，我們真的了解嗎？感謝意軒無私分享自己多年的傳譯經驗和反思，讓我

們了解譯者的工作和心路歷程，也讓我們思考如何做他們的同行者。 

──余安琳，聾人譯者、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聾人老師 

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的手語譯者入門，書中具體收錄了作者對手語傳譯的思考及反

省、手語譯者的具體工作、道德修養，以及手語傳譯的實用教學和建議。這些真正

需要被看見、體會，讓手語群體社會得到共融的認知和接納。 

──林素然（Jenny），獨立聾人手語譯者、香港手語聖經翻譯協會 行政主任 

第一次認識 Denise 時，她才剛剛本科畢業。這些年來我們雖然共事的時間不多，

但我在旁見證了她把最初對手語的好奇及興趣，逐步化成對聾人社群實質的投入、

承諾和關懷。她是香港極少數擁有語言學、聾人研究和手語翻譯學術訓練背景，同

時又熟悉香港及海外手語翻譯狀況的手譯學者。Denise 在書中分享了她多年在不

同地方不同場景的翻譯經驗，以深入淺出的方法，把翻譯理論和實踐扣連在一起，

她對手譯的自省和思索，非一般手語翻譯課程所能提供。我真誠向所有有志從事手

譯工作的人推薦這書。這本書也適合所有在工作和生活層面上需要接觸聾社群的人

閲讀。 

──施婉萍教授，中文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副教授 

仍然記得意軒進行博士論文答辯的當晚，我在 Zoom 上看直播，感覺相當激動！意

軒在全球唯一的手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是多麼驕人的成績，更是多麼難得的貢

獻！  

香港手語一直被忽略，未成為官方語言，手語翻譯員的質素、培訓乃至專業地位，

一直處於邊緣，資源奇缺。以我所見，大部份手語翻譯員要付出相當大的個人代

價，例如接受微薄的薪酬、克服巨大的工作挑戰、承受不必要的專業壓力等等。所

以，選擇承擔起香港手語翻譯的學術研究之舉，需要勇氣，更需要一股堅毅的精神

──意軒這樣做，將香港手語翻譯的經驗、歷史、成果，推向世界，打破聾人與健

聽世界的隔膜，更為香港手語發展打開了學術研究的新一頁，實在了不起！ 

這本書的背後，是夢想、承擔、愛與連結，恭喜意軒，欣賞出版社的眼光，願更多

人因這本書而得到啟發！ 



 3 

──陳美紅，前香港嶺南大學、英國 Warwick大學翻譯研究教授 

陳意軒著作令人喜出望外，她寫着作為手語譯者的心路歷程，看得津津有味。我對

譯者背後的工作所知甚少，這書令我獲益良多。這書可以為你揭開手語譯者的神祕

面紗。 

──張倬豪，聾人導演 

身為傳媒業者，接觸聾人社群十年有餘，都只是外人，對於他們的生活，媒體都只

是一種 representation（再現）。意軒從《我的聾人朋友》一書開始一直與聾人同

行，融入社群之中，以熱情餵養譯者專業。此書從文化、語言、實例展現譯者與聾

人之間的點滴，是真誠的再現，也是寂寞的自白。 

──馮寶怡（耳仔 B），編劇／撰稿／製片 

 

書籍資料 

作者：陳意軒 

編輯：譚以諾 

審稿：潘頌詩、盧瑞華、余安琳、路駿怡、馮曉雯 

美術設計：蘇瑋琳 

版次：2022年 12月初版 

ISBN︰978-988-74162-3-4 

頁數：280 

定價：港幣$118 

 

作者簡介 

陳意軒，香港人，旅居美國東岸華盛頓附近，以後者為家，前者為根。傳譯、寫

字、讀書、 倡議，大概一直都做着 somewhere in between 以上的事。想學習公民譯

者（citizen translator）的含義，其理解可能是，以傳譯專業介入社會，從聾人事務

去思索公義平等。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Deafhood Studies 碩士，美國嘉路達大學手語

傳譯博士，著有《我的聾人朋友》，譯著《聾童如何學習》、編著《有愛無陷——

殘障者的情與性》。喜歡貓和烹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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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資本主義 

 

 

 

書籍簡介 

數據是這個年代的「新石油」 

平台是復興今日資本主義的領頭先鋒 

──果真如此嗎？ 

小至普羅大眾的衣食住行、工作社交，大至工商業大鰐的產能調配、重機租

賃，平台企業如 Facebook、Google、Uber 以網頁和 APP，將現代社會的生活與經

濟需求集於一身，滲入日常每一環節。 

表面上，平台的建立旨在賺取服務費或銷售產品；然而，壟斷當代資本主義

新原料：數據，成為基礎數碼基建的擁有者，才是這些科技與工商業巨擎的真正目

標：Facebook 追蹤用戶的所有線上活動；Google 記錄用戶的搜尋數據與 cookies；

Amazon雄踞數碼企業的硬件軟件…… 

螫伏於上世紀的經濟低迷、科網狂熱與幻滅，破土於 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

後，世界經濟逐漸由壟斷式平台寡頭主導──上有 FAANG 等傳統大鰐，下有

Uber、Airbnb 等後起之秀。資本主義的前路如何？平台是否復甦經濟的救世之

手？尼克．斯奈錫克的《平台資本主義》，將是這些討論的重要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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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按中文姓氏排序） 

本書最大獨特之處，是把平台經濟放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歷史脈絡中，進行總體

性的分析解釋。在作者斯奈錫克看來，工業資本主義與網路新經濟之間存在很強的

歷史連續性。只有理解了前者及其內在問題，如產能過剩、「資產價格凱恩斯主

義」，才能理解後者為何可以如此狂飆突進。歸根結底,科技資本、工業資本都與

金融資本一樣,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組成部份。如此的總體性觀點,適用於西方國

家,也適用於亞太地區。 

為了論證「平台」和「資本主義」骨肉相連這一與眾不同的重要觀點，斯奈錫克首

先回顧戰後世界經濟發展的三次危機，逐步導向平台霸權。然後他提出平台企業的

五種類型，逐一進行深入剖析。他在總結部份進一步反思平台資本主義的規律與挑

戰，並展望平台社會主義的前景。 

──邱林川，新加坡國立大學傳播及新媒體系教授 

 

本書有着非常明確的左翼進路，在看似繁複的發展形貌下，道出平台資本主義之秘

密，梳理出貫穿之社會權力關係，協助讀者參透現況與可能趨勢。當中亦不免帶到

與平台資本主義對峙之策略，例如平台之民主化，記述着平台相關行動者的反制，

不論只是倡議中的前者，或是已然萌芽的後者。作者斯奈錫克對反制平台的手段着

墨並不多，但不能說這是本書的瑕疵，只能期待更進一步的探索。 

──林佳和，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數碼化的媒體科技發展，促使媒體更趨歛合（converged），亦直接造就平台化經

濟（platformed economy）興起，帶來無限具創意的商機之餘，亦引發新的勞工生

態及其問題。當中，蓬勃的代購及外賣平台經濟尤其為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業的打

工一族帶來「及時雨」，包括不少結構性欠缺就業機會的邊緣組群(例如女性及少

數族裔)。但另一方面，較低技術的平台勞工，因工種選擇較少，員工易受制於資

方壟斷式的操作，強迫他們以自僱形式工作，欠缺勞工保障。又因入行門檻低，吸

引不少人紛紛入行，使資方可以不斷將單價下調，造成剝削。在「零散勞工」

（gig labour）已主導全球化勞工生態現象的今天，我們好應追溯產生這種勞工特

性及問題背後—數碼及平台化資本主義—對勞、資，以及客，三者關係的微妙轉

化，才能較全面、深入剖析零散勞工對邊緣社群的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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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資本主義》正正為這重要及影響深遠的題目作了先導性探討，除為平台經濟

提供歷史視野之外，亦勾劃科技及經濟巨輪怎樣推動媒體化商業，分析其對資本主

義本身的影響，並對不同類型的社交媒體、平台生意對媒體網民、消費者等「數碼

勞工」或平台僱員所構成的剝削有深入仔細的討論。此中譯本盡見譯者的功力及忠

於原著的心思，將原文所包含的抽象深奧概念精闢地翻譯過來，然後加入原著英文

詞彙給讀者作對照。譯本更將原文深入淺出、平易近人的筆觸及神緒發揚光大，筆

風順雅，可讀性非常高。此書不單大大填補了有關平台經濟的華文著作的空隙，更

將對亞太區相類研究，及對此課題有興趣的華文讀者社群，貢獻深遠。 

──梁旭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研究媒體、族裔政治及零散勞工） 

 

斯奈錫克《平台資本主義》寫出了我的心底話，他從馬克思理論傳統出發，有力地

指出，平台經濟只不過是資本主義這個幽靈的一項變種，必須揭開資本主義運作邏

輯的面紗，才能讓它的「真相」畢露，讓大話連篇的數碼平台逃不過大眾雪亮的眼

睛。 

──潘毅，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講座教授 

 

目前，有關如何服膺平台邏輯賺大錢、如何抓準平台上的消費者等相關行銷書籍相

當多；另也有一些批判平台如何壟斷與操控使用者的相關論述。然斯奈錫克直接針

對平台的特徵與基礎建設作介紹與分析，並透過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史檢視當代平台

經濟的基本元素與本質。本書是一本適合一般讀者或相關興趣研究者的入門知識

書，是當代所有網路使用者都應理解與閱讀的內容，協助我們看清平台經濟本質背

後的殘酷，以及我們日益依賴平台的日常生活該如何重新檢視其中壟斷與剝削的問

題，並且構思不同於現今平台經濟的新模式。 

──蔡蕙如，台灣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助理教授 

 

書籍資料 

作者：尼克．斯奈錫克（Nick Srnicek） 

譯者：譚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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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謝莉娜 

美術設計：蘇麗平 & 許維倫（mmmmor studio） 

版次：2022年 8月初版 

ISBN︰978-988-74162-2-7 

頁數：108 

定價：HK$88  

 

作者簡介 

斯奈錫克（Nick Srnicek）為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數碼人文學系數碼經濟學講師。他

同時合著〈加速宣言〉（Accelerate Manifesto）、《發明未來：後資本主義及沒有

工作的世界》（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等著

作，提出「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深具影響力。 

 

目錄 

推薦語 

潘毅序 

蔡蕙如序 

林佳和序 

邱林川序 

作者簡介 

鳴謝 

引言 

第一章：長期低迷 

戰後例外之完結 

科網熱潮與泡沫爆破 

2008年危機 

小結 

第二章：平台資本主義 

廣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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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平台 

工業平台 

產品平台 

精益平台 

小結 

第三章：平台大混鬥 

趨勢 

挑戰 

未來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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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位中國商人同消失咗嘅海員 

 

 
 

 

書籍簡介 

Vivienne Chow 唐睿 黃念欣 徐忠雄 聯合推薦 

利大英教授阿公虛構傳記 

譜寫上世紀初中國海員流散英國嘅傳奇故事 

粵英雙語對照版本 

「中國商人」陳泉利喺 1910 年代初離開廣東，前往英國。佢喺英國經歷住

1920、1930 年代嘅反華種族主義，喺二次大戰期間，開咗間咖啡店兼賭館，當時

嘅中國海員經常前去光顧。因着海員嘅愛國情緒，佢利用賭館為中國嘅抗日戰爭籌

集資金。1945 至 1946 年間，當時嘅英國工黨政府、內政部、特警、地方警察部隊

同埋一間輪船公司聯合行動，強迫遣返所有喺英國嘅中國海員。呢次嘅反華行動一

直被掩藏，五十年來未見天日。利大英根據佢阿公陳泉利既個人記憶，加上呢次遣

返行動嘅政府資料，創作咗呢本自傳式嘅小說。喺小說入面，佢挑動讀者去思考，

喺英國入面流散中國人長年遭忽視嘅歷史。 

 

推薦語（按英文姓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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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位中國商人同消失咗嘅海員》既獨特又帶俾我哋驚喜，佢唔只探尋華人移民

未為人知嘅故事，仲要用粵語華文嚟書寫——粵語華文喺華語研究入面長期受遺棄

同漠視。地緣政治嘅困苦無日無之，呢部作品極合事宜，透過回望過去，為我們嘅

當下提出洞見。 

──Vivienne Chow，文化藝術記者 

 

呢本係一本敘事密度非常高，同埋充滿人文精神嘅小說。故事講述一位為咗推翻滿

清而奔赴英國嘅革命者，喺佢同民國革命失諸交臂之後，被二十世紀上半葉一系列

世界大事困鎖異鄉。小說嘅高潮之一，係對 1946年英國政府強制遣返數百名華人

海員呢段黑歷史嘅控訴。呢啲海員喺二戰期間，對英國嘅航運同物資供應貢獻良

多，卻喺戰後被棄之如敝屣，但呢個實際上，卻只係小說主人公陳泉利，從晚清到

民國，所見證到嘅複雜中英關係、同埋華僑喺英國所遭遇到嘅歧視同不公事件嘅一

端。作者利大英講過︰「冇中國嘅世界就唔係世界，冇世界嘅中國唔可能再係中

國。」而呢部通過華僑視角，以既憂鬱又間唔中穿插一啲幽默語調嚟敘述嘅小說，

正好可以彌補一般人只係通過大歷史敘事，或者單從中英其中一方嘅歷史敘事，而

對呢段時期嘅偏頗認知。 

──唐睿，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 

 

利大英教授以傳記小說嘅方式，繼續佢逆想離散中國嘅學術旅程。粵英雙語版嘅

《第八位中國商人同消失咗嘅海員》別開生面，以兩種想像嘅「鄉音」，記錄華

人、愛爾蘭人、利物浦人嘅多重身份鏡像；為愛國、革命同反殖，寫下一頁唔可以

忽視嘅情感注釋。 

──黃念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利大英阿公陳泉利曲折離奇嘅故事既係想像力獨特，亦喺二十世紀轉折時期廣為常

見。故事關乎絕對唔妥協嘅意志，堅毅而決斷咁面對英國制度下種族主義嘅高牆；

同時關乎一班中國海員，佢地喺二戰期間為英國人服務，但係又遭強制遣返中國，

被迫離開佢地嘅家人。呢個故事關乎種族滅除──一段唔可以被靜音和遺忘嘅事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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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雄，《家鄉》作者，美國華盛頓大學英文系教授 

 

書籍資料 

作者：利大英 

譯者：黃峪 

審校：利大英、潘嘉偉、梁鴻玲、譚以諾 

編輯：譚以諾 

校對：謝莉娜 

美術設計：mmmmor studio 

版次：2022年 7月初版 

ISBN︰978-988-74162-1-0 

頁數：212 

定價：港幣$88 

 

作者簡介 

身為作家、廣播員及學者，利大英喺過去四十年間，不斷寫及同埋談及中國同「唐

人街」。佢係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中國研究嘅創始教授，亦曾喺法國、美國、中

國大陸同埋香港居住同工作。佢最近期嘅著作係《想像中嘅中國：從歐洲奇想到泱

泱大國》（赫斯特，2018）。 

 

目錄 

推薦語 

序 

肖像 

離開廣州 

中國開出嘅慢船 

戰爭同埋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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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哋嘅思維模式係東方嘅 

唐人街不斷萎縮 

衫領同恤衫 

搜捕行動 

驅逐令 

空框框嘅咖啡廳 

岸邊嘅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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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言：九位童年性侵倖存者口述故事 

 

 

 

書籍簡介 

有研究指，香港每七名女性，便有一名曾遭受性暴力之害，但只有少於十份

一人會向外求助，更遑論將經歷披露於人前。幸得九位童年性侵倖存者敢於受訪發

言，本書得以記述她們的生命故事。《倖存者言》除了載有她們受害的經歷，更重

要的是寫下了她們如何面對創傷，如何在創傷中過好現在的生活。 

九位倖存者，橫跨五十後至〇〇後，侵犯者卻無獨有偶都是熟人，難以想像

的是當中八個個案的侵犯者是家人和親屬。儘管成長於不同年代，書中受訪者卻不

約而同地面對相似的家庭困局，求助歷程屢遭挫折，幸亦偶遇小確幸。童年遺留下

來的難題，使她們扛着倖存者的身份，在走走停停的療癒路上繼續書寫未來的人生

故事。 

過去二十年，風雨蘭一直致力為受害人提供輔導及支援，亦在教育和政策倡

議上不遺餘力。本書則是其中一條教育的途徑，引導兒童及青少年認識性暴力，並

讓大眾——尤其是家長——了解相關知識，培養同理心，減少社會對受害人的二度

傷害。 

 



 15 

推薦語（摘自書序，按書中出現次序排列） 

透過這九位女性的切身經歷，我們明白大部份性侵受害人的處境是何等困難。這些

倖存者的分享讓我們知道，要真正消除性侵害，社會必須正視滋生性暴力的父權家

庭結構，改善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及減少對受害人的污名化。 

——蔡玉萍，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童年性侵犯的侵犯者有很多是受害者的家庭成員、親友，可以想像受害者在被侵犯

時的那種震撼，也因為年紀小，往往未能離開那個處境，而要一直經歷長期的威脅

和恐懼。盼望這本口述故事集能夠喚起社會大眾及不同專業對性侵犯的關注，給受

害人一份諒解和肯定，更重要的是參與及支持改善主流文化、社會服務及司法制

度，遏止任何形式的性暴力的發生。 

——洪雪蓮，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及系主任 

 

我必須衷心感激多位性暴力倖存者的真誠分享。沒有她們的參與及付出，這本書是

不可能完成的。而當我細讀她們的生命故事，縱使她們徘徊在性暴力事件的掙扎及

傷痛之間，但在經歷苦難的過程中，也讀到有一些人為她們送上一點點的幫助，讓

我感受到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連結。苦難可以令人的生活變得無奈，卻不可以將世界

變得無情，我們決不能讓性暴力受害人獨自受苦和被遺忘。 

——王秀容，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及風雨蘭總幹事 

 

書籍資料 

作者：風雨蘭 

編輯：邱志衡 

編輯協力：杜嘉興、謝莉娜 

執行編輯：譚以諾 

美術設計：mmmmor studio 

插圖：陳靄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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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香港公益金、利希慎基金 

出版：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 3月初版 

ISBN︰978-988-74162-0-3 

頁數：348 

定價︰HK$128 

 

風雨蘭簡介 

風雨蘭於 2000 年由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成立，是全港首間一站式性暴力危機支援

中心，專為十四歲或以上曾經歷性暴力之女性提供二十四小時支援服務。作為各項

服務的協調機制，風雨蘭提供輔導、醫療、法律及其他適切支援，協助遭受性暴力

的女性重建自尊自信。現時，風雨蘭每年接獲逾 2,000 個求助，並為超過 300 名性

暴力受害人提供深入支援及跟進服務。 

 

目錄 

序一：謝謝你們，讓我們聽見（文／蔡玉萍） 

序二：「受害者」也是「倖存者」（文／洪雪蓮） 

序三：風雨晦暝，幸有你同行（文／王秀容） 

導言 

一步半生——蘭姨 

如果好人無好報——阿 B 

十年未晚——阿霞 

浮沉裡，也要好好過日子——雪糕妹 

後半場的二三事——Pema 

不會忘記的瞬間——阿喬 

異鄉人旅記——Nicole 

離開是為了……——阿茵 

在高牆下種花——V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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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譜》的日子：一本純書法雜誌的文化脈絡 

 

 

 

書籍簡介 

《書譜》於 1970 年代中創刊，是以純書法和篆刻藝術為題的雙月刊。雜誌

出版的構思、資金、執行、編輯、排版，以至發行，全部來自香港本地的人和資

源。創辦人的信念和目的清晰，將書法結合生活。這份通俗的雜誌面向廣大讀者，

把書法從少數人書齋裡的消遣，推廣至成為眾人的生活情趣。 

《書譜》的通俗並非只求出位，不求質素，相反是照顧到不同讀者的需要和

水平，真正做到雅俗共賞。它的成功並非個別的個案，而是那個年代香港社會文化

的側影。當年香港特殊的地理和歷史地位，使它成為中國與西方文化的出入口，接

軌中西。本書是這側影的全面記錄，探討它成功背後的人物和時代——一本純書法

雜誌的文化脈絡。 

 

書籍資料 

作者：羅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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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譚以諾 

校對：謝莉娜 

美術設計：鄭志偉@SomethingMoon.com 

印刷：待定 

版次：2022年 2月初版 

ISBN︰978-988-74161-9-7 

頁數：180 

定價：港幣 98元 

 

作者簡介 

羅淑敏，前香港嶺南大學視覺研究系副教授，藝術史學家。1980 年初隨已故嶺南

派大師楊善深習畫，對中、西繪畫發展充滿好奇。1994 年辭去任職多年的護士工

作，到香港大學藝術系修讀藝術史，2004 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探討中國繪畫現

代性的問題。2005 年到嶺南大學任教，2007 年開始研究藝術的本質和早年的香港

藝術發展史，2021年退休。 

中文著作有《對焦中國畫》（香港三聯，2009）、《張大千與現代中國畫》（香港

信諾文化，2007）、《創作無障礙——一個為讀寫障礙初中生而設的藝術倡導計

劃》（香港東華三院，2013）、〈「游于藝」的境界 : 曾榮光（1926–2005）的藝

術追求〉（輯於唐錦騰（編），《香港視覺藝術年鑑 2011》）、〈1940至 1959香

港親中報章刊載的藝術家活動年表〉（輯於唐錦騰（編），《香港視覺藝術年鑑 

2011》） 

 

目錄 

序：《書譜》對當下的反思 

引言 

第一章：《書譜》的源起和發展 

第二章：《書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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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四十九幅「書譜」 

第四章：《書譜》成功的因素 

結語：墨香年代 

附錄                                                   

附錄一：訪問撮要：吳羊璧、葉鴻輝、 藍真  

附錄二：《書譜》關鍵人物 

附錄三：《書譜》資料列表 : 雜誌上刊登的部份廣告 

附錄四：香港 1940至 1990年代視覺藝術事件列表 

附錄五：香港 1960至 1980年代藝術雜誌一覽 

附錄六：會議記錄、各界名片、相關信件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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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卷同志：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 

 

 

 

書籍簡介 

跨國中華電影、全球酷兒電影不能忽視之作 

挑戰中華電影和男同性戀的單一想像 

提供對當代中華電影中之男同性戀再現的重要分析 

自 1980 年代，中國、台灣和香港電影在全球電影舞台日益顯得重要，邊緣

的性別形像亦能在公共領域中現身。作者林松輝在書中檢視這些影片的再現政治，

反思當下電影研究領域中同性論述的界限。他深入分析了重要的影片和電影作者，

囊括李安《囍宴》、陳凱歌《霸王別姬》、張元《東宮西宮》和王家衛《春光乍

洩》，出入蔡明亮的酷兒電影詩學和關錦鵬的同志影片美學，由前現代中國戲曲中

的跨性別演出，一直談至後現代離散中的性向／性相。 

本書結合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和後殖民思想，觀察敏銳，理論精微。不論是

一般讀者、文化研究學生，抑或是電影研究學者，若想了解當代中華文化政治、電

影再現理論和酷兒文化，必能從書中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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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語（按姓氏筆劃序） 

《膠卷同志》以犀利的批判視野，置疑本質主義身份認同及同志解放論述的詮釋霸

權，改從國家與在地脈絡、全球文化經濟、地緣政治、影像美學、再現政治等多方

論述的交織互構，重探九十年代華人男同志身影在大銀幕的綻放，並在勾勒各種啟

動、協商與實踐的條件與機制時，打破華語脈絡下對同性性相之定見，開闢新的理

解路徑。 

——王君琦，台灣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執行長 

 

毫無疑問，林松輝向我們示範了具質素的當代華語電影研究。書中包含具份量的華

語和西方文學與電影之原始材料，分析精緻而尖銳，論辯風格不卑不亢。這書讀來

令人異常振奮——作者不只對男同性戀的電影再現極為靈敏，同時展示了如何以批

判的智性和視野來解讀文本。 

——周蕾，美國杜克大學文學系 Andrew W. Mello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Humanities 

 

林松輝的書，也許就是一場性愛，或革命：插入、翻雲覆雨、翻天覆地、催生了另

外的歷史、想像、命，中華膠卷卷着同志，張開來不單邀請你閱讀，更是慫恿你溫

柔的、精銳的、慢慢的，陪他一起觀看，陪他繼續在一切既定的權力關係之中插

入。因為，仍須努力。 

——周耀輝，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詞人 

 

 

書籍資料 

作者：林松輝 

譯者：陳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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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譚以諾 

校對：謝莉娜 

美術設計：蘇麗平、許維倫（mmmmor） 

出版：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 12月初版 

ISBN︰978-988-74161-8-0 

頁數：336 

定價︰HK$148 

 

作者簡介 

林松輝，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中文著作包括專書《蔡明亮與緩慢

電影》、合編《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譯者簡介 

陳瑄，筆名陳穎，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文學組博士生，亦為兼任講師、影評

人及譯者。譯有《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2015）、

《倫敦的生與死：一部關於移民者的大城悲歌》（2018）、《卡卡女性主義》

（2019）、《變裝的藝術》（2021），尤專於性別研究之學術翻譯。 

 

目錄 

書寫，在存亡之秋——中文版自序 

引言 

第一章：放映同性戀 

第二章：再現的包袱：李安的《囍宴》 

第三章：陰性的用途：陳凱歌的《霸王別姬》與張元的《東宮西宮》 

第四章：旅行中的性相：王家衛的《春光乍洩》 

第五章：情慾告白：蔡明亮的酷兒電影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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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黑暗的碎片：同志導演關錦鵬 

結論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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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身記：一位女教授的七十七場哲學沉思 

 

 

 

書籍簡介 

緣身，是女身臨世，穿歷世界的牆壁。 

生而女身，感於物而動，思考不僅顱內的精神風暴。文潔華討論哲學、藝術

與美感，從不抽離成長經驗與個人歷史。緣身記，是文潔華投身於世界的所有真實

體會。作者在香港性別社會化過程中成長，肉身因三次手術而邃變，因歲月而多

情，情愫、脆弱與思考交織成更敏銳的觸覺，感應藝術作品、體驗美感，形塑肉身

存在的厚度，藉文字拼湊一番。 

緣身記，源於女身思考，集「我愛我在」與「我思我在」於一身。其中不乏

光影記憶、藝術館的震撼和旅途上的彩虹，還有與親愛之人的偶遇與殊途，皆是肉

身結起的緣。七十七篇散文，七十七場哲學沉思，匯漩文潔華大半生的女身思考。 

 

書籍資料 

作者：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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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潔華，現為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總監、人文學講座教授。她的研究及著

作範圍包括：比較美學、比較哲學、女性主義哲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文化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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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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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你買不起房子？ 

 

 

 

書籍簡介 

住屋是現代人之必須，然而樓價節節上升，千禧世代不靠父幹，難以搭上樓

市順風車。 

但是，樓價為何一直高企不下？ 

有人說是「供應不足」，有人說「移民過多」，本書作者、頂尖經濟學家約

書．萊恩—柯林斯卻大膽從「土地」與「金錢」的經濟概念出發，提出「金融—房

屋反饋循環」理論：銀行信貸無限擴張，金錢流進不可再生、限量供應的土地，推

高樓價，更促使房屋從「民生必需品」變成投機的籌碼；金融管制進一步放寬，銀

行將按揭貸款組裝成證券公開發售，將全球捆綁進此一循環之中。 

如此操作，使經濟體債台高築，脆弱不穩，2008 年次按危機即可視為金

融—房屋反饋循環演算的 Bad End。到底是怎樣的歷史社會環境，令國家政府與普

羅大眾一同甘之如飴地參與這場「音樂椅」遊戲？要避免下一波金融危機重臨，我

們需要怎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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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輕巧的小書，讓你一次讀懂土地的功能、自置物業的歷史、金融部門與

政府如何合作解決公共債務的同時助長按揭貸款無限增加。想知道自己為甚麼買不

起房子，收入總追不上樓價？除了「後生吃不了苦」這種偽命題外，你需要本書提

供的更準確深入的解說。 

 

各界推薦（按姓氏中文筆劃排序） 

黃麗玲．江穎慧．陳劍青 台港學人聯手撰序 

台灣說書 YouTuber超級歪 

文化媒體 The Kongner、Happy Kongner創辦人米迦 

台港學者伍美琴、曾仲堅、鄧永成、黎德星 

熱情推薦 

本書為香港房地產問題提供了很重要卻比較少人談論的角度，希望大家都可

以看看這部短小精悍的著作。也許下次有人再問你，為甚麼你買不起房子，你可以

給出更有深度的答案：這不僅僅是高地價政策和有效營運城市的問題，同時也是如

何讓金融市場的資金流向有意義和綠色的生產、使具體落實的房子是用來居住而非

炒賣的政策問題。 

——伍美琴／香港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主任 

 

房市問題已經讓多數政府無法忽略民眾對於住宅短缺和世代不公的憤怒，過

去的住宅政策讓整個社會體制更不安全、不效率與不公平。演變至今，有沒有可能

擺脫對於房屋所有權的迷戀？現在該是思考重新建立一個嶄新的住宅市場！ 

透過本書作者提出的批判質疑，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過去的政策脈絡與制

度，帶來了甚麼樣的結果？誠心推薦更多夥伴閱讀本書，在未來住宅政策改革的路

上，能有更多的參與者！ 

——江穎慧／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為我們詳細解釋我們買不起房子的真正原因並非造就小人物悲劇的「貧

窮」，也不是來於一種不能違抗的命定，而是來自社會深陷晚期資本主義經濟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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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性失序。是那些停不了的貸款按揭，引來停不了的樓價上漲。是那建構出置

業帶來美好生活幻想的社會主流，吹起仿若泡沫般的謊言。 

此書正是戳破泡沫的利刃刺針。 

——米迦 ／文化媒體 The Kongner、Happy Kongner創辦人之一 

 

要真正解說到為何土地問題稱得上是「深層次問題」，我們除了掌握香港哪

裡有合適土地的城市地理觀，更需要如這本著作一樣，擁有一種全球至本土政治經

濟視野。直接點說，以為只談土地供應就能解決住屋問題，只是膚淺至極的政客拖

延問題至死的詭計，只有讀過「香港地少人多」的小學生才會相信。 

 

此書給予命中問題的視野，我們能從中讀出對本地現況的延伸。且看看這用

心翻譯的譯本，又能否引起一股思索房屋問題的新浪潮。 

——陳劍青／香港本土研究社研究員 

 

樓價上升不僅在香港出現，全球其他主要城市也有相似現象。這本書扼要地

分析了背後共通的動力——自七十年代開始的房屋金融化過程，也嘗試提出解決方

法。值得關心住屋與土地問題的讀者仔細閱讀。 

——曾仲堅／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中文世界終於有一本深入淺出房價問題的著作！ 

萊恩—柯林斯從土地價格的經濟發展解釋高房價的歷史緣由，細察金融自由

化帶來的不自由如何使人民成為房貸的奴隸、房地產泡沫的受害者，再破解政府常

宣揚的房市神話「房地產是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如何造成剝削人民的「房屋—金融

反饋循環」。本書篇幅不大，卻句句命中要害，是所有關心居住問題的人的必讀之

作！ 

——超級歪／台灣說書 You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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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風雨如晦之際，本書的訴求有如醒世警鐘。欣見這本書的中文版的出

版。台灣在過去十年的新近的住宅運動訴求居住權利與社會平等，也提出了與本書

作者相近的政策觀點。然而受制於建商的政策遊說與狹隘的官僚見識，政府回應的

程度有限。如今我們能夠借用此書灼見，進一步肯認上述運動的價值。我也希望，

本書揭櫫的自有住宅的前世今生，能夠讓社會更清楚地了解到資本主義的核心矛

盾，迎向一個更平等的未來。 

——黃麗玲／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作者在書中提出房屋－金融反饋循環的新穎論述，剖析銀行及土地在經濟中

的角色，以此解釋這道傳統經濟理論和政策無法處理的問題。作者分析了西方社會

的歷史經驗和統計數據，深入淺出地娓娓道來今天的住屋危機和一些相應措施是如

何一步一步走過來。閱讀這書時，若與一些在地具體情況的資料互相比較，從而構

思在地的有效對策措施，危機自當有希望得以迎刃而解。 

——鄧永成／香港批判地理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退休教授、《明報》觀

點版《思潮》專欄作家 

 

《為何你買不起房子？》一書分析樓價節節攀升背後，房屋與地產在按揭信

貸之房屋—金融反饋資本循環中，如何成為當代金融資本主義之精髓，以及政府對

高樓價之可行因應對策，極力推薦。 

——黎德星／台灣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書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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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設計：蘇麗平（mmmmor studio） 



 32 

出版：手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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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HK$88 

 

作者簡介 

約書．萊恩—柯林斯（Josh Ryan-Collins），倫敦大學學院革新與公共用途

研究所（Institute of Innovaion and Public Purpose）研究主管，這所新晉的政策研究

中心聚焦於公眾部門如何能模塑與創造市場，傳遞公共價值。他曾任英國重要智囊

團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的高級經濟學者，在該會任職十

年，期間帶領聚焦於經濟體中金錢與土地的角色的研究計畫。 

萊恩—柯林斯曾出版兩本合著：《錢從何來？ 》（Where Does Money Come 

From?，2011）已成為不少大學的教科書；《再思房屋與土地之經濟學》

（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Housing and Land，2017）則入選《金融時報》2017 

年十二大經濟學書籍。他持有修咸頓大學商學院經濟與金融系博士學位，文章見於

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Nature: Climate Change）與《英國社會學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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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信疑善惡：林克歡戲劇評論集（共 III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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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簡介 

戲劇學家林克歡十年評論結集 

兩岸四地劇場繁富多彩，內容及形式各有探索 

我們該如何分辨劇場中虛實相生的信、疑、善、惡？ 

俗世紛亂浮沉，價值失焦，當今劇場的力量何在？ 

林克歡，華語劇場中無人不知的戲劇學家，著作等身，評論文字過百萬，致

力於華語劇場研究與教育工作。華語原創劇與外語翻譯劇，構成了林克歡評論的雙

螺旋。本書收錄作者自 2007 年以來的評論文章，透視劇場的指標作品與重要藝術

家，展示劇場如何以演出介入現代生活、介入當代世界、介入時代思潮，帶領讀者

進入信疑善惡的公共思辨。 

我們生活在一個自媒體擾攘起落的後真相時代，現實與超現實、真實與虛擬

的界線變得日漸模糊與難以確定。世界性的消費大潮淹沒了一切價值、理

想、信義、道德、責任、親情、愛情⋯⋯通通變成了雙十一拍賣平台明星帶貨

的商品。我們要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變得愈來愈複雜的世界，還有變得愈

來愈複雜的人性。即便如此，我也仍未對戲劇失去信心。 

——林克歡 

在這個分崩離析的世代，當價值與信念被不斷撼動，記憶與歷史被暴烈撕

毀，戲劇就是我們賴以憑藉的可能，信、疑、善、惡，林克歡見到的不只是

發生在舞台上的、在角色之間的人性滑動，他本人亦居其中，透過其書寫，

坦誠地以文字尖刻出這時代的劇場。 

——陳國慧，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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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藝術總監，中國話劇藝術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戲劇文學學會名譽會長，

香港話劇團藝術顧問等職。 

著有劇作《轉折》、《報童》（均與人合作）；專著《舞台的傾斜》、《戲

劇表現論》、《戲劇香港 香港戲劇》、《戲劇表現的觀念與技法》；文集《詰問

與嬉戲》、《消費時代的戲劇》、《分崩離析的戲劇年代》；並編有《〈紅鼻子〉

的舞台藝術》、《台灣劇作選》、《林兆華導演藝術》、《吳雪七十年的戲劇生

涯》等書。在二百多種國內外報刊上，發表了三百多萬字的藝術評論、文藝隨筆、

文化論述及美學理論文章。 

 

目錄 

作者自序  

編者語 

 

信 

歷史想像與情節模式——新版《遍地芳菲》觀後 

視點漂移與笑聲之外——對《潮性辦公室》中一個片段的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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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反諷與敘事的瓦解——簡評《示範單位》的敘述策略 

死生契闊 約會春秋——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我和秋天有個約會》 

夢的青春 青春的夢——《體育時期 2.0》觀後感 

1941的寓言——點評《遇上 1941的女孩》 

忠義的崩解與離析——對《水滸 108—忠義堂》的一種解讀 

絕望之為虛妄 正與希望相同——《荒原》觀後 

貧嘴苑大頭的苦難生活——《窩頭會館》的苦難與對苦難的調侃 

善惡滑動 超乎人性——《北京好人》的識見與錯置 

空間構成與敘述方式——評新版《推銷員之死》的導演和舞美設計 

回到過去與拓展未來——《山海經傳》觀後 

立傳與寫詩——話劇《啟功》的藝術探索 

閃爍的星球與搖晃的大地——《哈姆雷特》觀劇隨感 

花海的悲傷——《康乃馨》觀後絮語 

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啟示——評析《櫻桃園》、《白衛軍》、《活下去，並且要記

住》 

在夜風中搖晃的燈籠——《在大門外》觀後 

歸家的翅膀——《耶路撒冷之鴿》觀劇隨感 

《兄弟姐妹》的悲壯與悲愴 

《圍城狀態》：在荒誕中，義無反顧地生活 

《孩子夢》：苦難、美夢與死亡 

 

疑 

粗鄙，作為一種文化姿態——對《踢館》的思考與評析 

本能衝動與文明限制無解的對抗——評《馬》的劇作與演出 

消遁的主體與荒誕的生命——評《三個高女人》、《安．非她命》 

老故事不老——寫在《都是龍袍惹的禍》重演的時候 

感到生命的虛浮，是嚴肅的開端——在香港看《叛侶》 

支離破碎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機器》賞析 

荒誕與茫然——《塵歸塵》觀後雜感 

尋找……——話劇《六個尋找劇作家的劇中人》評析 

仰望天廷 駛向地獄——在北京看《帝國專列》 

《茶館 2.0》的雙重編碼  

關於《鑄劍》以及「精緻而深刻的雞毛蒜皮」 

易裝的指實與疏離——談《孫飛虎搶親》的創作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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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世炫目的《沙灘上的愛因斯坦》 

平庸世界的微弱亮光——對《婚禮》一個場面的評析 

淹沒在雷雨聲中的空洞迴響——看威爾遜的《克拉普的最後碟帶》 

悲劇經驗與跨文化融合——第六屆戲劇奧林匹克觀劇劄記 

《里里奧姆》：不協調的協調 

《夜半鼓聲》：間離的效用與限度 

 

善 

戲劇，可以與革命有關——《無名碑》觀後 

碎片與規劃——《情話紫釵》的結構設計與愛情觀念 

無聲的深處——寫在《最後晚餐》重演的時候 

《親愛的，胡雪巖》：講史者的情懷  

善惡滑動的現代寓言——音樂劇《四川好人》賞析 

真摰是表演藝術的生命——評《少年十五二十時》在港演出 

生存的機緣與選擇的可能性——《天琴傳說》觀後 

邁向專業化的新起點——《竹籔中》觀後 

笑裡帶着同情 幽默通於深奧——《老舍五則》賞析 

模糊的回憶與歷史的實情——《寶島一村》的眷村故事 

春歸何處——舞台劇《小城之春》評析 

極端的愛 極端的美——評鈴木利賀劇團的《大鼻子情聖》 

面對歷史的回聲——沈偉舞蹈《回之一．二．三》賞析 

純舞的實與虛——從《鏡．花．圓》說到《六度》 

悲傷，成就一位偉大的舞者——悼翩娜．包殊 

為戲劇的一生——紀念歐陽予倩誕辰 120周年 

一位演員和一個時代——悼于是之 

他在天堂造戲——悼王貴 

悼童道明先生：輕若鵝毛的微笑 

大巧無度 飄然不群——記林兆華 

貴在有夢——《王貴侃戲》序 

告別革命年代難以告別的革命——《靠左走：人間差事》序 

徘徊在黑暗與神聖的邊緣——陳志樺劇作集《夠黑》序 

紛亂情思與生命意趣——《敢情：陳敢權劇本集》序 

站在巨大的歷史佈景前面——《陳尹瑩戲劇集之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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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泰特斯 2.0》：一齣反戲劇性的戲劇 

浮士德精神與默菲斯特深淵——在《魔鬼契約》劇組圍讀會上的講話 

比附與介入——談《一年皇帝夢》的得與失 

雅致的粗鄙——評柏林劇團的《三毛錢歌劇》 

《耶德曼》：中古道德劇與後現代搖滾 

留比莫夫：舞台上的信疑善惡——《群魔》賞析 

狂亂的肢體動作與密集的語詞之流——解讀《信任》的雙重呈現 

《欽差大臣》：越界表演與意義重構 

福斯塔夫為何令人着迷？——莎劇《亨利四世》、《亨利五世》觀後 

《理查三世》：舞台的遊戲 歷史的血痕 

平庸時代的浮士德——評斯洛文尼亞國家話劇院的《浮士德》 

恐懼的喜劇——《欽差大臣》的複雜情感與審美意識 

分解與重構——評「二丁一笑」的《女僕》 

《枕頭人》：講給成年人聽的黑色童話 

《北京人》與「北京人」 

 

 

論 

娛樂至上與藝術的堅持——香港戲劇印象 

飢餓的藝術與藝術的飢餓 

成為戲劇的新聞與成為新聞的戲劇 

歷史的質感——從《斜路黃花》說開去 

歷史感與現實感 

表演藝術與表演理論 

站在文學的肩膀上——談改編 

前進進，前進再前進！ 

《阿 Q正傳》與當代喜劇 

短評三則——賞析《雞春咁大隻曱甴兩頭岳》、《三姊妹與哥哥和一隻蟋蟀》、

《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 

金枝演社的粗鄙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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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之變 寫意之夢——話劇六十年之軌跡 

話劇的八十年代 

虛構的真實 

從戲劇性到劇場性的轉變——作為歷史範疇的戲劇學 

另一種敘述——後現代與戲劇 

發揮老舍的戲劇精神是我們未竟的事業 

話劇 2019：新熱鬧與老問題 

 

附錄 

林克歡博士：拓展篇——戲劇研究與評論的重要 

林克歡：踩着別人的腳印走 狼肉貼不到狗身上 

林克歡：餘生的心願還有很多 



 41 

幻魅都市：張美君博士香港電影研究論文集 

 

 

 

書籍簡介 

已故學者張美君博士（1958–2015）專研香港文學與電影，她從膾炙人口的

香港電影中，窺見對香港複雜而矛盾的情緒，洞悉作品和它產生的時代如何密不可

分。由《瘋劫》和《胭脂扣》到《香港製造》和《細路祥》，自  《阮玲玉》與

《甜蜜蜜》到《長恨歌》與《歲月神偷》，電影作品的影像與聲音，在這本論文結

集中堆疊成一座鬼影幢幢的幻魅都市。 

張美君的「鬼魅評論」非關鬼片，也不必有亡靈鬼怪，而是電影的聲音和空

間裡濔漫着一種幽森的感覺。自八十年代以降，各種危機一直與香港如影隨形，所

謂鬼魅只是危機城市裡被隱抑的種種。書中的六篇文章把電影中的情感視為對當下

危機的回應，釐清當時個人與社會所面對的問題。 

〈情迷樂韻〉透過南音與鄧麗君的流行曲，思考因九七而來的身份認同問

題；〈沒有陌生人的世界〉則藉着與身體離析的聲音，探究城市開放與流動帶來的

挑戰； 〈上海魅影〉在關錦鵬的「上海三部曲」裡聽到「香港曲調的雜音」，把

雙城對話想像成人鬼對談；〈草根香港〉回溯公屋歷史及其在影視的再現，引申到

甚少受注目的階級論述；〈幻變我城〉考察三部橫跨二十年的電影中的家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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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全球化與城市變遷如何影響着空間敘事；〈在地的迷思〉深入剖析新千禧電影

中的戀地情結，指出新地方誌電影如何回應後九七的新興感受結構。 

細味張美君對電影的思考，讓我們能夠從另一個角度審視香港電影，進而瞭

解這座城市。她在論文提出的研究方向，包括歷史化取向、鬼魅分析、情感研究、

平凡日常的啟示等，對分析近年的香港電影文本仍然適用。假若她仍在人間，相信

會就着近年的香港電影提出更加發人深省的論述。 

 

書籍資料 

作者︰張美君 

編譯：蕭恒 

編輯：譚以諾 

美術設計：黃倬詠 

出版：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1月初版 

ISBN︰978-988-74161-5-9 

定價︰HK$108 

 

作者簡介 

張美君 

曾於香港及美國接受教育，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任教多年，2007 至 2014 年間出

任系主任。研究及教學範圍包括香港文化、視覺文化、城市及全球化問題、文化理

論、電影及文學等。曾編著《形象香港：梁秉鈞詩選》、《尋找香港電影的獨立景

觀》、《Fruit Chan’s Made in Hong Kong》及《關錦鵬的光影記憶》等，亦曾合編

《A Companion to Hong Kong Cinema》、《Hong Kong Screenscapes: From the New 

Wave to the Digital Frontier》、《越界光影：香港電影讀本》、《香港文學@文化

研究》。她曾編著關於閱讀城市的散文集《沙巴翁的城市漫遊》，後於《明報．世

紀版》撰寫專欄，並出版個人散文集《寫在窗框的詭話》。張美君博士 2015 年 2

月因癌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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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蕭恒 

資深藝術行政人員及編輯，二十年來歷任教育、文化、藝術、電影界多個工作崗

位。七十年代生於香港，早年畢業於商業電台 DJ 訓練班，其後於香港大學修畢文

學士（翻譯及比較文學）及文學碩士（文學及文化研究）。本科期間曾修讀多個張

美君博士任教的課程，及後在其指導下完成關於陳果電影的碩士論文。曾與張美君

博士及其他同學合著《沙巴翁的城市漫遊》，並主編張博士任教電影課程的結集

《電影花火》。現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成員，亦曾獲青年文學獎翻譯組冠軍。 

 

目錄 

序一：憂傷的幽靈從高處望下／區國強 

序二：念你如昔，張美君！／朱耀偉 

導論：香港電影的歷史幽靈 ／蕭恒 

第一章：情迷樂韻：香港流徙電影中的記憶、身份與音樂 

第二章：沒有陌生人的世界：香港電影的陌生人聲音 

第三章：上海魅影：關錦鵬電影中的雙城對話 

第四章：草根香港:《香港製造》的屋邨語境 

第五章：幻變我城：《瘋劫》、《胭脂扣》與《細路祥》的鬼魅城市 

第六章：在地的迷思：危機電影與香港地方誌 

參考書目 

中英詞彙對照 

索引  

譯後記：給幽魅的你的信／蕭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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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 

* 缺貨 

 

 

 

書籍簡介 

武俠片向來被視為盛載着中國文化國族主義，但在香港的大眾文化脈絡下，

卻是與香港現代都市工業式社會息息相關。葉曼丰指出，武俠片在香港的六、七十

年代意義重大，不單關乎其時香港人的生存狀況，同時表現出各種在社會上互相爭

競的主體性和性別論述，也從中能看出資本、人口、貨物、資訊和科技如何在香港

流轉。 

本書為香港武俠電影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全新理論框架，說明社會變遷與文化

／美學形式如何交織在一起。本書不單詳細地闡明宏觀的狀況，同時仔細分析個別

影片。作者一方面論及胡金銓、張徹和李小龍的經典作品，一方面談論比較少人注

目的作品，像是劉家良和楚原的影片。透過這些作品，葉曼丰鑽進武俠電影中的身

體符號學和感官世界，點出武俠片中的性別之難，兼而闡明這個香港電影中重要的

類型如何跨越邊界，與世界各地的邊緣與少數接合在一起。 

《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為讀者點明了武俠片研究的新方向，是電影研究

學者和華語武俠電影影迷不可錯過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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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資料 

原書名：Martial Arts Cinema and Hong Kong Modernity: Aesthetics, Representation, 

Circulation 

作者︰葉曼丰 

翻譯：譚以諾 

審訂：葉曼丰 

編輯：譚以諾、謝莉娜 

美術設計：Somely So 

出版：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10月初版 

ISBN︰978-988-74161-4-2 

定價︰HK$148 

 

作者簡介 

葉曼丰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大學電影與媒體研究系副教授，著有本書外，另合編有

《American and Chinese-Language Cinemas: Examining Cultural Flows》（2015）與 

《The Cold War and Asian Cinemas》（2019）。 

 

譯者簡介 

譚以諾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系講師，著有《 香港獨立電影圖景：訪問評論集》（合著），

譯有《蔡明亮與緩慢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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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中文版序 

引言：武俠電影與香港現代性 

第一章：身體符號學 

第二章：感官世界 

第三章：男性神話 

第四章：差異之難 

第五章：邊緣電影，少數跨國主義 

後記 

參考片目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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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地藝評──何慶基剪報集（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 

 

 

 

書介 

藝評 X 策展 X 文化批判 

四十年藝評之路，接地氣的藝術文化批判 

一針刺進香港藝術界的問題核心 

香港的藝評路走了四十年都仍是長路漫漫。 

本書收錄何慶基從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八年的剪報文章。何慶基身兼藝評

人、文化管理教授、策展人等多重身份，自一九八〇年代始便在不同報章撰寫藝

評，以顯淺的文字，深入淺出地評述作品，去除藝術家在大眾想像之中神秘而不可

接近的觀感，把藝術接軌大眾生活。正如丁穎茵在〈導論〉中提出，何慶基書寫藝

評旨在拓展觀眾對藝術的認識。他拒絕不求甚解，從不全盤接受任何對作品單一的

詮釋。不論是西方最流行的藝術理論、傳統的美學觀念，或是歐美藝術圈、國際畫

廊所吹捧的「頂尖作品」，他也會以批判的眼光來審視。 

所謂「不離地」，就是立足本土，其心思關懷盡在香港。當時的香港尚缺乏

藝術策展意識，何慶基就其時的藝術政策提出意見，把策展的當代意義帶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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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章提出許多當時文化、藝術界的問題，至今仍然適用。《不離地藝評》是反

思藝術與香港政治、社會及文化關係的重要讀物。 

 

書籍資料 

作者︰何慶基 

編輯：梁寶山 

統籌：張翠瑜 

助理編輯：曾凱鈴、陳舒孜 

執行編輯：何杏園 

中文校對：曾曉琳 

英文校對：陳曉蕾 

書籍設計：鄭志偉@SomethingMoon 

翻譯：黃日初、李挽靈 

協力：莊欣璇、野白、黃德妍 

出版：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6月初版 

ISBN︰978-988-74161-2-8 

定價︰HK$98 

 

作者簡介 

何慶基 

曾任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及上海當代藝術館創館館長；自一九八〇年代後期開

始，策劃逾百個本地及海外展覽，包括擔任第二及第三屆澳洲《亞太藝術三年展》

客席策展人、哥本哈根《貨櫃箱 96》大展亞洲區策展人；亦為西九文化區博物館

顧問小組成員，負責構思西九的 M+博物館；亞洲文獻庫創會董事，並任第十三屆

《文獻展》國際委員會成員，負責甄選大展的藝術總監。 

何氏從事文化評論工作多年，分別於香港及海外報刊雜誌如 《Art Forum》、《Art 

Journal》、《藝術新聞》、《信報》、《蘋果日報》等撰寫文章，是國際藝評人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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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香港分會創辦人、《文化現場》雜誌董事局主席。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

研究系副教授、文化管理碩士課程主任，致力從事評論、策展工作。 

 

目錄 

序／何慶基 

前言／梁寶山 

導論 

寫給二〇九七年的藝術工作者——藝術評論與展覽如何發掘「本土」的內涵／丁穎

茵 

 

第一章：去舊迎新，藝評介入 

天賜摩爾 

內外世界之間 

女性與藝術 

核電反教育看藝術評論 

也談「融匯中西」 

一噸重反環保雕塑過關 反映區局政策漏洞重重 

沒有空間——談藝評的窘境 

 

第二章：八九前後，在香港看中國 

三個諷刺 

中國現代藝術展觀後感 

忘記的暴行 

談民主女「神」 

另一個社會、另一種藝術——余本、李鐵夫與早期香港西畫 

嘲笑落漠 北京新藝術的點點面貌 

想飛（一） 羽翼篇 

想飛（二）機械篇 

想飛（三）希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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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不是「館長」，專業策展的意義 

藝術．生活．藝術 

國際化的自我放逐 

籌備展覽作為一門專業 

藝術中心的展覽路向 

文化抗爭還是文化買辦？「館長」還是「展覽籌劃人」？ 

 

第四章：一九九七，文化政治 

安定繁榮 

藝術機構應有的尊嚴 

文化界的危機感 

九七過渡的局限和可能性 

藝展局為何沉默？ 

Hong Kong: A Curatorial Journey for an Identity 

 

第五章：搭建未來，文化政策的必要 

沒有牆的博物館 

談藝術政策 

欠檢討性的粗略建議——談藝術政策檢討報告 

藝展局當務之急的幾個命題 

趕走懶豬，換來豺狼？——談重整文化發展的機制 

 

後話 

藝評漫漫路 

 

附錄 

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報紙文藝版面與刊物略記／梁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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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人名對照表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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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 缺貨 

 

 

 

書介 

雨傘運動日漸遠離，曾經在佔領現場湧現政治希望、熱情和等待，似乎已成

過去，逐漸被我們遺忘。相反，事後的失敗情緒、當下反送中運動反覆出現的瓶

頸，困囿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或許，這正是閱讀《民現》的最好時機。在佔領結束、雨傘運動看似失敗的

「其後」，《民現》讓我們另覓思考城市和民主的路徑。 

民現，即「民眾現身」。向來隱沒於城市、營營役役的民眾，在七十九日的

雨傘佔領中現身──他們平靜，卻為城市帶來極大不便；他們以行動帶出政治訴

求，同時產生了大量文化產品、藝術品和紀錄片。《民現》從佔領區內示威者的親

身經驗出發，藉由這宗民眾現身事件，探索佔領如何是一種共居實踐。 

彭麗君通過細讀漢娜．阿倫特的政治理論，再並置香港的政治困局與實踐，

嘗試繞過以國家為本的主權，把我們領向以城市為本的民主。當我們討論香港的前

程，往往以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與法治為基點，《民現》嘗試以「城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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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闢另類的政治想像：我們能否超越現時的民族國家體制，發展出一套以城市為本

的民主？能否既繞過國家，又與國家共存，與之分享、匯集和劃分主權？ 

「傘運所帶來的象徵性力量，可以揭示歷史，也可以打破歷史。」 

《民現》並非雨傘運動的歷史總結，而是嘗試開啟這座城市和城中民眾的政

治潛能。通過了解歷史，擁抱當下，再直面民主和伴隨而來的危機，我們或許能活

出一個未知但屬於自己的將來。 

 

書籍資料 

原書名：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作者︰彭麗君 

翻譯： 李祖喬 

編輯：譚以諾、謝莉娜 

校對：高俊傑 

美術設計：黃倬詠 

出版：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 年 5月初版 

ISBN︰978-988-74161-3-5 

定價︰HK$138 

 

作者簡介 

彭麗君 

任職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譯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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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喬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目錄 

 

中文版作者序 

譯序 

 

導論 

第一章：主體互聯及佔領運動 

第二章：雨傘運動及其參與者 

第三章：社交媒體及社會性 

第四章：佔領、藝術與地方 

第五章：紀錄片與歷史書寫 

第六章：城市權 

第七章：自由及其規限 

第八章：法治 

結語 

 

人名對照表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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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左翼民粹主義 

 

 

 

書介 

全球曾一度服膺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現今陷入危機，民粹主義乘勢而起。民

粹主義並非意識形態或政治體系，而是芸芸「做政治」的形式之一。它於近年突圍

而出，建立全新的集體行動主體──人民。 

民粹主義並非民主政治的反面。它可以是奇兵利器，創建新的政治力量，建

立政治疆界，恢復民主，重建政治。很多人以為民粹不過是媒體中常見蠱惑人心、

情緒化的烏合之眾，但政治思想界翹楚尚塔爾．墨菲卻另闢蹊徑，將之指認為切實

「做政治」的行動力量。 

墨菲在這本新作中重新定義「左翼民粹主義」──政治，就是要建立政治疆

界，將社會劃成不同陣型，動員「敗犬」對抗「權勢」。這是一場危急存亡的鬥爭

──民粹主義將在當代反後政治與後民主威脅的衝突中，以勝利之姿冒起，主導未

來。右翼民粹主義與左翼民粹主義之爭，如箭在弦，誰能成為未來統識？那就要看

左翼民粹主義有沒有能力把人民接合起來，邁向恢復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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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左翼民粹主義》，也是寫給你──看見民粹力量，卻不願民粹只流於

排外和宰制別人──的書。 

 

書籍資料 

原書名：For a Left Populism 

作者︰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 

翻譯： 楊天帥 

 

編輯：譚以諾、謝莉娜 

校訂：謝莉娜、譚以諾 

美術設計：蘇麗平（mmmmor studio） 

印刷協力：黃倬詠 

出版日期：2019 年 10月初版 

ISBN︰978-988-14233-9-9 

定價︰HK$88 

 

作者簡介 

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 

西敏大學民主政治研究中心的政治理論教授。著作包括《競勝》（Agonistics）、

《政治性回歸》（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文化統識和社會主義的戰略：邁

向基進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與厄尼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合著）、《基進民主的幾個面

向》（The 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民主悖論與施米特的挑戰》

（The Democratic Paradox and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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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楊天帥 

東京藝術大學博士生，現職立場新聞。 

 

目錄 

 

譯序 

 

緒論 

第一章：民粹接點 

第二章：向戴卓爾主義學習 

第三章：基進化民主 

第四章：人民的建構 

總結 

 

理論附錄 

  一種反本質主義的進路 

  民主的競勝概念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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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 

 

 

 

書籍簡介 

《哈哈鏡》聚焦在中國風起雲湧的 1880至 1930年代，分析中國都市主體如

何與新興的視覺文化互動。本書所考察的媒體和視覺形式包括石版印刷、照片、廣

告、電影和劇場表演。小市民主動投身這視覺文化，甘之如貽，渴望着現代性的承

諾：給人帶來新奇、刺激和潮流。 

彭麗君仔細分析這些視覺再現的發展軌跡，強調各種視覺形式之間的互動。

本書指出，各種視覺形式不是分散的文化現象，而是不斷互動，形成中國視覺現代

性，在各方面影響其時的文化。 

本書的討論始於十九世紀末的石版印刷術，全面考察其歷史，得出相關的理

論，察看現代性如何執迷於真實。隨後的章節點出新視覺文化中對女體的痴迷，勘

察文化如何在娛樂場所誕生，說明小市民如何理解新的現實，並與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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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薦（按英文姓氏排序） 

本書仔細地描繪出「視覺」的歷史形成過程。彭麗君沒有把觀看視作平常，精妙地

指出視覺是現代的現象。她把視覺連繫到原居者觀看的各種文化形式，而這些形式

在其時正值擴充和改變。本書一絲不苟地梳理不同的理論和實質例子，讀來處處有

味，處處見洞見，使我們明瞭現代中國是如何去看。 

──瑞貝卡．卡爾（Rebecca E. Karl），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 

 

這是一本既嚴肅又有趣的書！作者成功地翻轉了過去視覺研究關於觀看與被看的窠

臼模式，強調視覺再現的物質性、身體實踐以及集體性。書中挑選並且詳細討論的

各種視覺細節，為我們展現了另外一種現代性的視覺歷史以及其中牽動的文化權

力。 

──劉紀蕙，台灣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這書結合了仔細的檔案工夫和精妙的理論分析，真真正正的壯觀──之所以說壯

觀，不只因這書成就極佳，還因為這研究以景觀理論作為透鏡，重新檢察晚清和民

初的中國視覺文化，並同時以中國現代初期去重新檢視對景觀邏輯本身的流行理

解。 

──羅鵬（Carlos Rojas），美國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學系教授 

 

彭麗君教授挑戰了現代中國研究中最精彩的範疇──視覺動力學。中國與現代視覺

裝置的相遇有如萬花筒，令人目眩神迷。彭麗君教授由此切入，縱觀廣泛的景觀政

治議題，由「新」的論述到媒體與再生產的技術，不一而足。《哈哈鏡》視野宏

大，論證精彩，梳理出中國在現代歷史的關鍵時刻如何看，又如何被看。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 

 

本書圍繞視覺再現與主體經驗的互動這一話題，勾勒一個世紀前在雜沓光影裡中國

都市階層驚艷攝魂的生命體驗，釐析自我在與文化他者、權力機制糾纏搏鬥中的馴

化、扭曲、流變。紛擾難解的現代性，在彭麗君筆下，是永遠填不滿的慾望溝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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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樂此不疲的文化再生產，是生機湧動的未完成的工程。受現代性理論的強悍驅

動，《哈哈鏡》在疊映、拼綴的技術景觀中，揭啟現代中國的觀看之道。 

──吳盛青，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 

 

書籍資料 

作者︰彭麗君 

譯者：張春田 

出品人：譚以諾 

編輯：何杏園、譚以諾 

校對：曾慶琳、謝莉娜 

美術設計：黃倬詠 

出版社：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5月 

ISBN︰978-988-14233-8-2 

定價︰HK$138 

建議分類：文化研究；視覺藝術；中國研究 

 

作者簡介 

彭麗君 

現職香港中文大學，為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於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取得比較文

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一直在香港任教。研究範圍包括香港電影、視覺文化、知識產

權論述、以及毛時代的中國和世界毛主義。中文出版包括 《複製的藝術：文革期

間的文化生產與實踐》  （2017）、《黃昏未晚：後九七香港電影》（2010； 

2018），以及即將出版的雨傘運動專著。她曾於 2008 年取得中文大學卓越研究

獎，以及 2012年蔣經國學術出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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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張春田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曾在德國海德堡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

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研究或短期任教，現任教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著有《革命與

抒情》、《女性解放與現代想像》，編有《「晚清文學」研究讀本》、《負笈百

年》、《另一種學術史》等，譯有《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章太炎的政治

哲學》等。入選上海市浦江人才計畫（2017）。 

 

 

目錄 

 

圖片目錄 

2018中文版序 

譯者附注 

 

緒論 

 

第一部分 圖像 

第一章 圖像轉向和現實主義的欲望 

第二章 攝影、表演與女性形象的構成 

第三章 廣告與女性的視覺呈現 

 

第二部分 劇場 

第四章 從聽到看的海派京劇 

第五章 出入中國早期電影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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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魔術與摩登 

 

結語 現代性：作為一項未完成的工程 

 

參考書目 

參考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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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戲劇 

* 缺貨 

 

 

 

書籍簡介 

莫昭如，香港著名「文化人」。 

七十年代始，他在香港參與文化活動，與友人創辦雜誌《70 年代雙周

刊》，受新左思潮影響，以安那其主義作辦刊宗旨，高舉反資、反殖和反官僚。他

又以半文化工團、半集體社群的形式組織社會行動，介入當時種種社會事件，企圖

改變英殖統治下各種不公義的社會現象；同時，他與友人亦關注中國大陸，批評毛

派共產主義，關心文化大革命下的人權狀況。後來「70 年代」終告解散，但莫昭

如的社會行動並沒有中斷。他採取藝術活動──主要是戲劇──的形式，繼續介入

社會，貫徹其國際主義，既抗拒資本霸權，也抗拒國族專制，努力以文化藝術為香

港社會開拓可行的第三條道路。 

過去半世紀，莫昭如在香港推動安那其社會運動。本書循此論述，但視野不

限於歷史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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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雨傘運動後，香港對自身身份認同和未來路向的思考變得前所未有

地緊急，可是，一直以來對香港的研究和討論不多，一旦需要作深刻而廣泛的討

論，才發現話語資源嚴重短缺。本書希望：通過追溯莫昭如的安那其藝術社會運

動，說明香港在七十年代開拓出自成一派的左翼社會運動傳統。這傳統一方面對抗

着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英國殖民主義，同時亦反對毛派共產主義。 

本書希望此論述能為相關的香港討論提供話語資源，開拓新角度，有助其他

研究，以探討雨傘運動後香港本土、親中及對英殖懷舊等意識形態的產生、流向和

互動。 

 

作者︰楊慧儀 

出品人：譚以諾 

編輯：應亮、譚以諾 

校對：謝莉娜 

美術設計：黃倬詠 

封面與內文圖片攝影： 張康生 

出版：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2月 

ISBN︰978-988-14233-7-5 

定價︰HK$118 

 

 

作者簡介 

楊慧儀 

香港浸會大學翻譯課程副教授，研究範圍為中國内部跨文化關係及文化多元現象。

著作、編輯書本包括 Ink Dances in Limbo: Gao Xingjian’s Writings as Cultural 

Translation、Chinese Shock of the Anthropocene: Image, Music and Text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 (co-edi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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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圖片目錄 

 

第一章：導論 

第二章︰二戰後的香港 

第三章：革命 

第四章：表演就是行動 

第五章：亞洲的呐喊 

第六章：社群藝術 

第七章：結論： 香港的第三條道路？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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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女性主義 

* 缺貨 

 

 

 

書介 

二十一世紀性與性別的地圖 

運用女神卡卡，創造新的女性主義 

為何這麼多女人單身？為何這麼多男人抗拒婚姻？為何這麼多男同性戀者和

女同性戀者養育嬰兒？ 

在《卡卡女性主義》中，傑克（朱迪斯）．霍伯斯坦回答這些問題之餘，還

嘗試說明，過去幾十年來哪些文化轉變改寫了性別和性相的政治。這新的圖景色彩

繽紛，涵蓋了現象如懷孕男人、老來女同性戀者、海綿寶寶和酷兒家庭。這些活生

生的現象與主導流行媒體的異性戀常規敘事如斯不同，我們該如何理解當中的差距

呢？霍伯斯坦提出，我們可以擁抱混亂！霍伯斯坦既機智又尖銳，揭示了在繽紛的

現象和常規之間，我們可以找到斷裂的空間，以新的形式去思考性、愛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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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卡卡就是這新時代的象徵。霍伯斯坦嫻熟地指出這位世界巨星的象徵意

義。結果是甚麼呢？帶來撩人的宣言，帶來二十一世紀性與性別的地圖，帶來使性

別和性相流動的女性主義。女神卡卡就是這場新的女性主義的代表人物。 

《卡卡女性主義》既是手冊，亦是指南，也是性的說明書。這書認真地檢視

異性戀之崩毀，並在廢墟中尋找路標，使我們可以以新的方式去做性、做性別、做

卡卡。 

 

 

名家推介 

由 Judith 變成 Jack 的 Halberstam 繼續游走學院與流行書寫之間，用幽默風趣的筆

法劃破日常性別政治的虛妄和制式，從電影、流行文化和音樂錄像的地景，拆解西

方中產白人的政治霸權與經濟剝削，揭開在有色人種、亞洲脈絡和貧窮階級等網結

中，多元性別未能解放的困境。 

──洛楓( 詩人、文化評論人)  

 

如果你願意陪同哈伯斯坦，透過流行文化來想像一種─或多種─「酷兒未來」，那

麼，《卡卡女性主義》將會是很好的思考起點。在這本書中，哈伯斯坦以「卡卡」

出發，想像性別、情慾與親密關係在脫離了異性戀正典之後的發展可能。 

──施舜翔（ 作家、文化評論人） 

 

 

書籍資料 

原書名：Gaga Feminism: Sex, Gender, and the End of Normal 

作者︰傑克（朱迪斯）．哈伯斯坦（J. Jack Halberstam） 

翻譯： 陳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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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譚以諾 

校對：謝莉娜 

美術設計 蘇麗平（mmmmor studio） 

印刷協力 黃倬詠 

 

出版：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年 2月初版 

ISBN︰978-988-14233-6-8 

 

定價︰HK$108 

 

 

作者簡介 

傑克（朱迪斯）．哈伯斯坦（J. Jack Halberstam） 

除了《卡卡女性主義》，他自九十年代以來廣泛著述性別專論，包括《女性陽剛》

（Female Masculinity）、《酷兒時空學》（In a Queer Time and Place）及《酷兒的

失敗藝術》（The Queer Art of Failure）。他曾任教於南加州大學，並為該校女性

主義研究中心的主任，現為哥倫比亞大學英文及比較文學系、女性及性別研究中心

之教授。他也是〈欺凌部落客〉（Bully Bloggers）的成員之一，經常在該平台撰

文評論性別研究、酷兒及流行文化。 

 

譯者簡介 

陳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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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名陳穎，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畢業，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文學組博士生，

身兼譯者、講師及影評人，譯有《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

戲》（2015）、《倫敦的生與死：一部關於移民者的大城悲歌》（2018）。 

 

 

目錄 

 

推薦語／洛楓 

卡卡啟示錄：《卡卡女性主義》的酷兒未來──代序／施舜翔 

未來之書與未來式翻譯──譯序／陳瑄 

 

引言 

 

第一章：卡卡女性主義入門 

卡卡女性主義主張拋棄規範，猶如登山者拋棄他的指南針，我們該換上新裝，發掘

新的外觀，為新的外觀發掘新的名稱，擾亂外觀與內藴的關係。 

 

第二章：卡卡性別 

陽剛與陰柔是可塑的，性別是「做」甚麼多於「是」甚麼，性別變異者把卡卡女性

主義帶進新酷兒家庭，與性別、性別規範維持遇發的關係。 

 

第三章：卡卡性相：終結正常 

性別類別乃文化建構，往往有可能暴走，每次暴走改變文化意義，注入了性別流

性，愛、生命和解放的新可能性將會永無止盡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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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卡卡關係：終結婚姻 

卡卡女性主義者拒絕把婚姻權和解放劃上等號，拒絕認同單偶制是親密關係最理想

的方式。她們忘記家庭，忘記結婚，忘記要成為母親，並在遺忘中敞開自己，迎向

新的生存之道。 

 

第五章：卡卡宣言 

我們持續「做卡卡」，與「無政府主義兒童」共處，尋找關係與家庭的新形式，對

抗婚姻與親族的法理結構，從中瞥見酷兒未來。 

 

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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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電影圖景：訪問評論集 

* 缺貨 

 

 

 

書籍簡介 

以往，我們多以實驗和另類電影去描述非主流的電影製作，在 1997 年主權

移交左右，「獨立電影」這用語逐漸被廣泛接受。雖然這用語經常在電影論述和電

影節節目中出現，但它的意義和發展在香港的討論並不多見。 

本書嘗試採取綜合方向分析香港獨立電影：結合學術批判評論和個別導演深

度訪談。我們相信學術研究與創作者的聲音二者同樣重要，在研究中需要平衡二

者，尤其是在獨立電影這個範疇，因為這界別的製作者在製作過程中扮演最重要的

角色。 

本書看重製作者第一身說法，訪問了許雅舒、鍾德勝、游靜、盧鎮業、麥婉

欣、崔允信、曾翠珊、黃修平和卓翔九位不同性別與年紀的獨立導演，看他們如何

看待自己的電影，如何看待自己在商業－獨立這光譜中的位置，並如何思考「獨

立」和「獨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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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突顯藝術創作者與學術研究者有機的結合，重視創作的聲音之餘，也着

重研究者的分析和理論化。我們按導演的作品主題，把他們分別放在「酷兒景

觀」、「城．邦之間」和「殘酷．青春」三個部分之中。我們相信學者與電影創作

世界的交流，能為香港獨立電影圖景提供更為結實的研究成果。 

作者︰譚以諾、李佩然、吳國坤 

編輯：譚以諾 

研究助理：陳芊憓 

美術設計：李嘉敏 

攝影：陳芊憓 

出版日期：2018 年 12月 

定價︰HK$88 

頁數︰197 

ISBN︰978-988-14233-5-1 

 

作者簡介 

譚以諾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講師，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系取得博士學位。他的研究方向

為中國早期電影、香港電影、香港文學與創意寫作，曾翻譯 Lim Song-hwee’s Tsai 

Ming-Liang and A Cinema of Slowness，學術論文曾於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和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 等期刊刊登。他於 2015年獲得香港

藝術發展局頒發青年藝術家獎（藝術評論）組。 

  

李佩然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副教授，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於加拿

大維多利亞大學任教，現任職於香港城市大學。她研究方向為現代中國文學、華語

電影和東亞電影，論文曾於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Chinese Films in Focus 2 和 The Chinese Cinema Book 等期刊刊

登，並有著述 Hong Kong Cinema Since 1997: The Post-nostalgic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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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坤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於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曾於香港科技大

學、香港公開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任教。他的研究方向為流行文化中的歷史想像、

華語電影與視覺文化、文學現代生和文化研究，曾於不同期刊發表關於文學與電影

的論文。個人著述 Lost Horizon: Li Jieren, Geopoetic Memory and the Crisis of 

Writing the Locali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於 2015年出版。 

  

目錄 

前言：香港獨立電影生態初探 

  

第一部分：酷兒景觀 

許雅舒訪問 

《哭喪女》︰仿如一場自我修行 

文／譚以諾 

鍾德勝訪問 

飈離編碼的欲望──《愛到盡》 

文／譚以諾 

游靜訪問 

《好郁》的流動性／別 

文／李佩然 

  

第二部分：城．邦之間 

盧鎮業訪問 

《那年春夏．之後》──手持錄像機的社會運動參與者 

文／吳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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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婉欣訪問 

錯開中產意識形態──《蝴蝶》的「政治」願境 

文／譚以諾 

崔允信訪問 

《三條窄路》：全球化下的欲望之都及公民救贖 

文／吳國坤 

曾翠珊訪問 

《河上變村》的變與不變 

文／李佩然 

  

第三部分：殘酷．青春 

黃修平訪問 

《狂舞派》的非主流電影方程式 

文／李佩然 

卓翔訪問 

《乾旦路》──踽踽獨行，傳承本土藝術之路 

文／吳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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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現世的風景──電影《風景》的真實叩問 

 

 

 

書籍簡介 

電影《風景》原名《偽．現世》，「人」「為」為「偽」，無為「真相」，

學習電影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白這是「人為」的藝術；《風景》關於 2011 年的

OC（佔領中環），藉着 OC，我們思考以往很少思考的問題：究竟我們的生活有

沒有選擇的可能？我們有沒有選擇住屋的權利？可否吃剩食？可否瞓街？可否重建

或不建一個社區？我們可以耕種嗎？我們可以發聲嗎？ 

兩者結合，就成了現在的《偽現世的風景》。《偽現世的風景》既輯錄電影

拍攝時的材料，再在其上加入創作者訪問，以文字成就另一種紀錄。電影並非自圓

自足，意義更是溢出影框之外，書中同時收錄評論和各方的討論，叩問本土和電影

中的政治。 

  

出品人︰許雅舒 

編輯：譚以諾、何阿嵐 

出版社：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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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HK$128 

頁數︰200 

ISBN︰9789881423344 

 

目錄 

序／許雅舒 

編輯序／譚以諾、何阿嵐 

  

第一部分：創作者訪問 

佔領就是日常，佔領其實是生活──專訪導演許雅舒／何阿嵐 

打開一個小小的洞，透透氣──專訪陳敏兒／何阿嵐 

角色和真實的雙重重疊──專訪盧鎮業／何阿嵐 

我們在城市中心打開了一個客廳── 專訪黃衍仁／何阿嵐 

  

第二部分：本土的訪談 

懷念以前的人情味──西營盤 

人生有四十幾年在街上過日子──長沙灣 

提到從前，總教我死去活來──土瓜灣 

城市變遷就像對記憶的拆卸──鰂魚涌 

  

第三部分：Occupy Central討論 

OC場景一──中環行人專用區，討論佔領 

OC場景二──深水埗通州街玉石市場旁，討論住屋與瞓街 

OC場景三──夏愨道天橋底，討論剩食和生產資源 

  

第四部分：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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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香港式《風景》，看囚牢裏的人間／陳子雲 

日常生活的實踐、自由與抗爭──淺談《風景》／譚以諾 

也是風景也是情──評許雅舒電影作品《風景》／王潔瑩 

《風景》中複數的香港精神，及挑戰紀實的音畫部署／沈昆賢、施懿倫 

直面真實，不要再看風景／小西 

  

第五部分：在場的延伸 

有溫度的風景／甄拔濤 

希望疲勞／黃津鈺 

共治社區的實驗／Cat Mak 

香港十年社會運動的幾種說法──《風景》與社會運動圓桌討論／何阿嵐、譚以諾

筆錄 

電影《風景》放映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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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墨面基督和不吃人開始──來自中華大地深處的兩部史詩劇 

* 缺貨 

 

 

 

書籍簡介 

不要誤會基督教只有宣教的文字。 

被讀者譽為「中國的遠滕周作」的上海基督教劇作家姜原來，在這個競爭至

上、利己主義先行的年代裏，選擇以劇作的方式回應挑戰。作者透過精彩的劇情安

排、人物設計，以及出色的文學手法，深刻地思考基督徒甚至普通人在中國社會的

生存方式和人性，並處處呼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魯迅的傑作，直指生命的核心，遠

遠跨出了宗教作的品的框限，為基督徒甚或非基督徒帶來不止一次的當頭棒喝。 

《蘭林復活節》以史實素材為藍本，透過劇中的人物，帶出當下中國基督教

的信徒面貌、掙扎以及神學張力：當世界上所有人都變得功利計算、處處「吃人」

的主張時，還能夠抱持「不吃人」的堅持繼續活下去嗎？「墨面」信徒如何在強行

遷拆、被騙財產、工作遇難不獲賠償的咄咄逼人事件中，選擇仇恨、報復和放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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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生存方式？在「幸福神學」吸引力無法抵擋時，如何認清真實的信仰？劇中人

物帶來多角度的嘗試，多方面的解答。 

《雁蕩平安夜》的故事以文化大革命為背景，一群忠心的信徒，在批鬥聲處

處、無路可退的情況下，用盡方法在山野之間找到最合適的地方，堅持進行平安夜

敬拜。魯迅筆下的人物如閏土、阿 Q、祥林嫂彷佛轉個時空、地點，再次活現基督

徒群眾之內，彌補了魯迅凝視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感嘆的「可惜中國沒有俄羅斯的基

督」的遺憾。 

  

作者︰姜原來 

編輯：何杏園 

出版社：手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7 年 10月 

定價︰HK$88 

頁數︰339 

ISBN︰978-988-14233-3-7 

 

 

作者簡介 

姜原來，上海市人，曾在黑龍江最偏僻鄉野生活三年，大學畢業後在政府規

劃部門和研究院工作，經常從事野外環境科學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成為基督徒，

九十年代開始進入基督教文化領域工作，多年主持著名的上海「馬槽文化沙龍」。

九十年代末開始戲劇創作，已經創作上演的大型話劇有《貝多芬在中國》、《莎士

比亞在嘉興》、《雁蕩平安夜》。《蘭林復活節》是其第四部大型劇作。長期在各

地講課「從原野看基督與世界文化」，兼深入底層現場採訪體驗生活。 

 

推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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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當代亞洲神學通過印度的種姓神學、中國台灣的水牛神學、韓國的民眾神學

在本色神學上有所創新，那麼《蘭林復活節》則另闢蹊徑，在文學創作──戲劇文

學中現身了一種本色神學。 

──劉平 上海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 

 

如果說文學的目的是刻畫出人性的複雜性，那麼基督教文學，就應該是一種能夠刻

畫出基督徒複雜心理、基督教信仰既複雜又動人之特質的文學，因此，姜老師的劇

作肯定不是「宣傳文學」，因為它們沒有對信徒的軟弱、教會的缺失避而不談。」 

──唐睿 香港作家 

 

但願人們看到。他的戲劇對中華太珍貴了！詩、小說及與影視相比都不難，最難的

是戲劇。一個缺少這樣戲劇的時代是平庸、遲緩的，沒有戲劇甚至是恐怖的。主與

這位劇作家與他的戲劇同在！ 

──劉光耀教授 《神學美學》主編 

 

聯合推薦 

劉平教授（上海復旦大學） 

曾慶豹教授（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系） 

張變革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主任） 

劉光耀教授（《神學美學》主編） 

楊熙楠（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總監） 

張變革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心主任） 

潘怡蓉博士（香港中國神學院助理教授） 

 

目錄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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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序一：漢語文學前作未有的「墨面」史詩劇──姜原來戲劇論略／劉光耀教授 

序二：現身在戲劇文學中的漢語本色神學與墨面基督──評姜原來《蘭林復活節》

／劉平教授 

序三：在中華大地深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對話──論姜原來劇作《蘭林復活

節》／張變革教授 

序四：近幾十年中國基督徒最好的原創文學之一 

序五：富於美感的信仰反思──姜原來老師的《雁蕩平安夜》與《蘭林復活節》／

唐睿 

 

劇本全文 

蘭林復活節 

雁蕩平安夜 

 

附錄 

各界劇評選 

底層左派的吶喊──評話劇《蘭林復活節》／王晟 

 

後記 

從狠狽不堪的遠行到可以當故事閱讀的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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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而立：香港獨立電影節 2008–2017 

* 非發行品 

 

 

 

書籍簡介 

香港獨立電影節踏入第十年，《在地而立》梳理這十年間的經歷，思考獨立

電影在香港這環境下如何發展。本書從回顧歷史，延伸至獨立電影的概念討論、獨

立電影（節）與社會變遷的互動、再到放映、場地和展示的問題，希望從而展視出

這電影節對於它所生成的地方的意義和影響。 

《在地而立》不只收錄了與電影節相關的「事」，也收錄了與電影節相關的

「人」。這批獨立地存活着的「人」，構成了電影節的社群，組成電影節的所在

「地」。本書以「事」起始，以「人」作結，以「事」為縱，以「人」為橫，試以

為這十年的電影節在當下拋出一個定位、一個座標。書名的「立」，可以指電影節

本身──十年所立之行──也可以指此書本身──百頁所立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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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張鐵樑、譚以諾 

出版社：手民 

出版日期：2017 年 4月 

定價︰HK$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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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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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序／崔允信 

編輯序──在地而立，十年根莖／張鐵樑、譚以諾 

鳴謝／崔允信 

 

影展十年 

走獨立之路──香港獨立電影節十年／受訪：崔允信 整理：譚以諾 

獨立電影團體影意志停資事件「生意失敗」的前世今生／黃靜 

個別到系列，回顧作互動：「獨立焦點」，獨立甚麼／張鐵樑 

  

獨立、商業與社會 

獨立過癮？主流罣礙？──談香港獨立與主流電影的交疊／鍾德勝 

獨立與主流的開與合──從新浪潮到當下／受訪：崔允信 整理：譚以諾 

小川紳介、獨立電影節和生活館的淵源／周思中 

Betacam、DV、數碼與 CG ──影像技術的十年又過去／受訪：許雅舒 訪問：譚

以諾、何阿嵐 整理：譚以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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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展映 

獨立電影的出路──走入主流戲院？／陳序慶 

拉闊觀看電影的光譜──在不同放映空間尋找獨立電影景觀／受訪：崔允信 整

理：譚以諾 

展出的創作：電影與場地的互動／張鐵樑 

 

影展共同體 

黑旗三部曲── 2013 – 2016 年獨立電影節的主視覺／江田雀 

願做一隻美好的獸／柯美君 

烏鴉喝水──繼續「不會完的電影節」／蔡怡玲 

獨立的省思、勇氣、韌性，與及誠懇／白皚瑩 

青年獨立電影導演圓桌／嘉賓：盧鎮業、黃飛鵬、陳梓桓、黃瑋納、陳浩倫 客席

嘉賓：崔允信 主持：譚以諾 

 

附錄 

歷屆影展精選文章 

香港獨立電影節／香港大事年表 

作者簡歷 

歷屆電影節海報 

歷屆精選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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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隱若現：香港電影的非華人形象（1970至 2010 年代） 

 

 

 

簡介 

置身芸芸眾多有關香港電影的著作之中，本書旨在研究香港主流電影中的非

華人角色，這些角色佔有不少的幕前時間，且敘事呈現紛陳。作為首本如此廣泛研

究和記錄非華人角色呈現的香港電影研究著作，本書同時以片目的形式，按時序記

錄了 1970年代至今在主流電影中出現的非華人角色。 

本書的定位是探索「香港電影的另一面」，是我們研習大量香港電影資料館

館藏影片，並深入研究剖析後得出的成果。本書之首要目的在於揭示非華裔角色，

及其角色的刻劃和敘事設定，這敘事設定同時標誌和形塑港產電影銀幕的風貌。此

舉將有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港產片的國際性和跨文化的特質，以誘發有關「本土身

份」及「藝術價值」等議題的更多思考。 

本書以八個章節討論這四十年來，種族再現在各式香港類型電影中變化的格

局。附錄收錄合共 187部長片的資料，記錄當中非華人角色的呈現，各條目提供了

各種角色──包括主角、配角，以及閒角與背景人物──的詳情，並把角色置於影片

整體敘事大綱中考析。這份參考資料用途廣泛，既能滿足香港電影愛好者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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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希望為從事電影研究、種族研究、傳理學和文化研究的學者和學生帶來莫大方

便。 

  

編撰：John Erni（陳錦榮）、何建宗 

出版：手民出版社（2016 年 8 月出版） 

定價︰HK$88 

頁數︰382 

ISBN︰978-988-14233-1-3 

 

目錄 

引 言：香港電影的另一面 ｜ 陳錦榮（John Nguyet Erni）、何建宗、楊春 

第一章：角色刻劃──主角、配角及閒角 ｜ 梁仕池、鄭佩媚 

第二章：中華民族主義的輪廓──1970 年代的功夫片 ｜ 何建宗 

第三章：功夫文化多樣性與跨國戀──1980 年代的功夫喜劇及愛情片 ｜ 梁仕池 

第四章：激戰女性雄風與越南的隱喻──1980 年代的警匪片與越南難民故事 ｜ 陳

錦榮（John Nguyet Erni）、鄭佩媚 

第五章：身份求索──1990 至 2000 年代的港產片 ｜ 楊春 

第六章：喬寶寶專題個案──2000 年代以後少數族裔的典型 ｜ 梁旭明 

總 結：種族他者及香港的主體性 ｜ 楊春 

附表｜ 整理：鄭佩媚 

片單目錄 

片 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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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糖不壞︰華語 80後導演訪談 

 

 

 

簡介 

影像製造已變成全民的日常玩意，手機拍出銀幕大電影，沒有言大。如果拍

電影是這麼簡單的 話，那麼我們更加要問：甚麼是好電影？在這個時代，應該拍

甚麼電影？有別於一般作者，獨 立導演在社會文化中有特別的角色，他們往往在

製作電影的過程中強調自身對社會和藝術的強 烈想法，在他們製作電影的同時，

往往與固有的主流思想與創作方法保持距離，砥礪有時，抗 衡更為常見。所謂的

「獨立精神」不在於分辨一部電影屬於商業還是地下製作，而應該討論導 演到底

在創作過程中「獨立於甚麼」。在質性研究裡面，我們可以不追求一個完美的定

義，我 們重視的是一個現象是如何發生的。 

本書作者特別關心新生代的故事。每個作者都有一個創作的進程，但不是每

一位都能在走到最後時莫忘初衷，因此在他們起步時好好作一個紀錄變得尤其重

要。甚麼人訪問甚麼人，作者同是一位八十後創作者，他帶著滿腦子對創作與社會

的疑問走遍兩岸四地，逐一拜訪十二位新晉導 演，從對話中互相學習，也一直反

省布爾迪厄的文化理論。在十二篇對談中，讀者將感受到八十後創作者對電影和社

會的想法，他們都是能把自己的想法有效實踐的同代人。他們的初衷，分 分鐘會

成為他日某電影大師的回顧。蜜糖不會腐壞，象徵著作者對十二位同路人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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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慶宏 

編輯：柴子文 

顧問：舒琪、張鐵志 

出版：手民出版社（2015 年 4 月出版） 

策劃：文藝復興基金會 

定價︰HK$78 

頁數︰200 

ISBN︰978-988-14233-0-6 

 

 

目錄 

序  

曾慶宏 / 自序 

張鐵志 / 他們的世代，我們的時代 

崔允信 / 路雖是窄，但一定會有人繼續走下去 

魏時煜 / 網絡時代的 80後導演 

洪健倫 / 得到了自由卻失去了方向？ 

柴子文 / 傾聽細語，哀矜勿喜 

台灣 

趙德胤 / 給多少錢，你願意不拍電影 

陳鈺杰 / 亞洲年輕一代，要花更多時間才能突破 

詹京霖 / 電影是不是工具 

徐漢強 / 台灣「想」講的東西變少了 

香港 / 澳門 

盧鎮業 / 獨立，就是反建制的東西 

郭 臻 / 拍片時，是在做一個比自己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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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恩慈 / 香港現在最重要的，是珍惜僅餘的創作自由 

徐欣羨 / 我其實沒有選擇 

中國內地 

單佐龍 / 辦影展就像我的靈魂，是一個信仰 

范坡坡 / 我就是不希望跟你們同流合污 

李睿珺 / 電影不應該曲高和寡，它應該進入生活 

黃 驥 / 從女人去看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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