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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去年《中國有嘻哈》帶來席捲全國的嘻哈熱潮，當然澳門也受到影響。各種媒體，

朋輩，品牌和青少年的虛榮心，令嘻哈文化從多年的小眾文化，從短時間內成為瞬熱間

話，大量資本進入嘻哈市場，嘻哈文化在國全國一片繁榮景象。 

嘻哈是四十多年始於美國街頭的一種黑人文化，其中包含說唱。而嘻哈文化的表現

方式包括有節奏、押韻地說話、街舞、玩唱片及唱盤技巧、塗鴉藝術。因此說唱只是嘻

哈文化中其中的一種元素，要加上其它舞蹈、服飾、生活態度等才構成完整的嘻哈文化。 

雖然嘻哈文化已在澳門成型，可是嘻哈文化從發源地的外國帶到本澳的同時，有沒

有變質的？還是成功地本土化？從分析中可看出澳門與外國存在着一定的差異，由思想

文化、音樂性和政府資源等都有不同的之處，但嘻哈的核心思想 Love (愛)，Peace(和

平) ，Unity(團結) ，Have Fun(有趣)都一直沒變。 

嘻哈原本由是黑人幫派之間的磨擦，為了較和諧的對決而想到的解決方法，所以主

題比較敏負面和歌詞粗俗直接，比起其他傳統音樂較難登上大雅之堂，但當中有沒有值

得學習的地方? 例如精神方面?從與受訪者的對話中，就會發現改變是正面影響較多，



 

 

Pg.4 

 

4 

各位受訪者對於走出舒適圈外的適應程度，相比起大部分時下年輕人更能勇於挑戰自

我 。 

  

 

 

 

 

 

 

 

二)文獻回顧： 

一．台灣青少年嘻哈文化的認同與實踐 

1)李靜怡；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學位論文；2005 年（200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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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文化（Hip Hop culture）可說是台灣近幾年最當紅的青少年流行文化。不同

於哈日族與哈韓族的少女偶像崇拜模式，嘻哈文化主要是由男性青少年所組成，並且以

生活態度作為號召，以呈現出一種具有強烈的自我風格以及隨興玩樂的態度。由於嘻哈

文化與街頭籃球關係緊密，嘻哈的形象時常被運動用品廠商作為宣傳的利器，也間接吸

引了更多打籃球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選擇以嘻哈風格的裝扮出現，擴大了嘻哈流行的

層面。為了增加嘻哈的消費人口，在媒體以及相關商業機制的推波助瀾下，嘻哈的意涵

一再被重構，儼然成為一種膚淺的享樂主義。 

然而，回歸嘻哈本質來看，嘻哈源於美國黑人所創造的次文化，它可說是都市貧民窟

有色人種青少年用來面對所處環境所作出的反應。不管饒舌，霹靂舞亦或是塗鴉，都與

當地充滿幫派，毒品，貧窮的環境因素緊密聯繫。對美國黑人而言，嘻哈文化一直是黑

人的代表，用來反映黑人在面對所處逆境的憤怒與自尊。這個本質，即使在嘻哈文化成

為重視娛樂性的流行文化之後仍不被抹滅。但是，嘻哈被橫向移植來台之後，它的意義

卻是被商品宣傳所建構出來的，且經由在地化的過程，嘻哈在台灣已經以經成以新的面

貌出現。 

 

二．中國嘻哈文化的本土化及其啟示      

1。陳敏“中華文化論壇”2013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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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文化發源於美國，在我國的本土化進程經歷了三個階段，其文化元素也在本土

化過程中調整，改造，創新，成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地青年文化。以嘻哈音樂為例，

使用的語言從英語轉變為普通話，漢語方言，混合語，描述的內容從底層青年的社會生

活擴展到本地文化，社會問題，青年教育問題。嘻哈文化在我國的本土化過程說明全球

性青年文化的發展是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雙向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青年文化的全球化構

建呈現出本地實踐性，多元互動性和矛盾發展的特點。 

 

 

三．嘻哈文化特質探析           

1。李會轉“長春理工大學學報”2013 年 01 期 

嘻哈文化是近年來由國外傳入的一種青少年流行文化，以塗鴉，街舞，DJ 和饒舌為主

要組成元素。基於國人對這一文化現象的生疏與認識的片面性，在此力圖透過現象，探

析嘻哈文化的文化特質，歸納為反叛性，宣洩性，新異性，自由隨意性，刺激性，娛樂

性和個性化，進而揭示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差異，幫助青少年正確認識嘻哈文化，並在

接受中去偽存真，形成開放，多元的文化視野，提高其文化辨別力和文化選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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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文化服飾的符號消費與接合： 

以嘻哈與台客服飾為探析焦點（2009/1/1） 

國立嘉義大學美術系含視覺藝術所副教授 陳箐繡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所研究生 謝雅欣 

嘻哈與台客文化與服飾穿著特色的整理與討論後，我們發現服裝造型作為一種次文化的

象徵性語言，它所牽涉的問題相當複雜，不僅關係到個人認同，群體歸屬，還有文化理

解，就像 Kaiser（1997）強調不論對男性或女性而言，服裝都是一種宣告方式（李宏

偉譯，1997）。所以，我們清楚看到嘻哈舞者和台客一樣，他們都透過不同的服裝造

型方式來展示他們在所屬的社會中的自我形象與群屬關係，甚至在實踐過程中，反身塑

造了所屬文化社群的發展路徑。服裝語言這類的溝通符碼雖是從個別文化情境中所衍生

的，但是卻無時不受全球化的，折衷式的外觀表現的象徵手法所影響（李宏偉譯，1997）。

至於風格的樹立可以和意義的定義與解釋相提並論，並以強大的勢力來鞏固意義之建構

（張儒林譯，2005 年），因此文化可以進行某種對話，以便歸類各種風格或創造出各

種新的類別，同時衍生出新的整合工具（李宏偉譯，1997）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個

人或群體意象一大部分是透過衣服穿著所形成的，而服裝穿著則又能夠反映出人們對理

想形象的文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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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體育運動中嘻哈身體的文化詮釋 - 以街舞為例 - 張偉 

“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17 年 07 期 

從嘻哈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洞察其元素與精神意義，如藝術，音樂，刺青，個人化宣言以

及集體力量凝聚等，並在此基礎上挖掘體育運動中嘻哈身體的文化表現，發現嘻哈文化

建構出了特殊的身體展現方式，也發展成高技術的身體運用。隨後以街舞運動為例進行

個案分析，從文化詮釋視角探索街舞受到嘻哈文化影響所發生的變化以及表現出的嘻哈

身體內涵研究發現：當前街舞運動與嘻哈文化融合後，嘻哈文化不僅影響了街舞的跳法

和舞者的穿衣打扮，更為重要的是，它還以一種無形力量深深改變了街舞運動的核心價

值，同時使得街舞嘻哈身體具有了多種內涵和象徵，包括街舞嘻哈身體是一種“時尚 - 

風格”的身體，一種“街頭 - 創意”的身體，一種“表演 - 藝術“的身體，一種”階

級 - 權利“的身體著重於探討街舞運動吸收嘻哈文化後豐富自身嘻哈身文化內涵的過

程，有利於推動嘻哈運動文化的本土化，引導街舞運動在中國的開展與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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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嘻哈音樂的在地異世界 - 以豬頭皮，MCHOTDOG 為例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2013 年（2013/01/01）洪雅萍 

台灣的嘻哈文化雖然在近十年漸漸在流行文化場域不停地拓展，但除了少數幾篇學術論

文觸及到饒舌音樂進行討論外，關於台灣饒舌音樂的研究可謂寥寥可數。本篇論文試圖

以嘻哈文化中的饒舌音樂（又稱 RAP）為主要分析方向，觀察饒舌音樂如何進入台灣流

行音樂的場域，嘻哈文化的跨國文化遷徙路線在進入到台灣之後，如何與在地既有文化

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並生產出新的流行文化型態所賦予的價值。筆者將再進一步以豬

頭皮和 MC HOTDOD 兩位歌手專輯中的饒舌音樂歌詞為分析文本，及討論兩位創作者

在饒舌音樂歌詞中所涵蘊的各式議題及演變，進而討論兩者的異同，試圖從不同時代的

饒舌音樂所欲傳達的訊息，提供身為大眾的我們，該如面對與審視進入台灣的嘻哈文化，

是否能從嘻哈精神來啟發，建立大眾對社會文化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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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嘻哈文化的符號化傳播與消費      

“安徽大學” 2018 年    汪伶俐 

嘻哈文化是一種誕生於美國黑人社會並被傳播至全球的文化類型，2017 年年夏天，這

種在我國社會長期作為小眾文化傳播的文化類型，由於一檔綜藝節目“中國有嘻哈“的

熱播而被迅速廣泛地傳播開來，本文認為這是一種文化符號化傳播的結果。在符號化傳

播的過程中，嘻哈文化被簡化成各種帶有明顯文化特徵的符號形式，並且隨著商業因素

的介入，各種帶有嘻哈符號意味的經濟行為也在悄然蔓延開來。嘻哈文化在我國以符號

化的存在迅速被傳播和消費，影響社會文化和經濟領域。嘻哈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是

集結了各種符號的綜合體。嘻哈文化在形式上的表現有音樂，街舞和塗鴉，具體的承載

物有寬鬆的服裝，黃金項鍊，籃球等等，所表達出來的是一種追求自由，財富和反叛人

生的生存態度。“中國有嘻哈”節目主要將嘻哈文化中的音樂形式進行了放大，將嘻哈

裝飾元素運用到了極致，用電視節目製作中的符號化操作手段重新展現了嘻哈文化，並

且通過互聯網的傳播方式讓嘻哈文化更具符號特徵。在互聯網世界中，各種娛樂化的，

異化的符號遍布於此，人們用符號交流，人們為符號狂歡，年輕的人們更是深陷在這充

滿符號的虛擬世界之中。根據“2017 年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的統計，截

止到 2017 年年 6 月，我國的網民數量已經達到 7。51 億，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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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其中 20 到 29 歲的網民佔比最高。在這樣一個幾乎由年輕網民佔據的中國網

民群體中，年輕人成為互聯網內容生產和商業競爭中主要的目標，絕大多數的網絡內容

都在以年輕人的審美標準進行製作和傳播。與互聯網一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更是非常

了解互聯網世界中的符號運轉法則，一切的文化形式都能夠以符號化的簡易形式存在，

尤其是符合全球青少年審美的嘻哈文化，被他們奉為時尚和潮流，在商業手段的操作下

成為全球流行的符號。“嘻哈”節目製作方深諳此道，將嘻哈文化與互聯網結合，用符

號化的手段進行節目內容的製造和節目價值的營銷，最大化的以年輕人的審美塑造和傳

播其符號。用一種嘻哈文化特有的自嘲式，惡搞式的方式表達自己，全面武裝成嘻哈的

代言人，製造了一場文化和消費領域的嘻哈符號盛宴。在這個商品過剩的時代，消費的

前提就是傳播，商品只有經過廣泛的傳播並產生一定的影響才能達到最佳收益，而媒體

在這其中自然產生了極大的作用。如今符號消費已經越來越成為社會的消費主宰，人們

不再是為了使用價值而購買商品，而是更看重商品所承載的符號價值。因“中國有嘻哈”

而延伸出的符號價值被廣泛利用，各種類型的互聯網產品，或是實際產品，倚靠嘻哈的

力量獲得了極大的收益然而在嘻哈文化中還有很多內容是不符合我國國情和大眾傳播

標準的，比如帶有明顯低俗意味的語言和審美，不利於我國文化市場發展，更影響到青

少年的心理健康，因此嘻哈文化在我國傳播中必須被淨化和本土化，這是小眾文化想要

獲得大眾支持和主流認可的必經之路，這樣改造後的嘻哈文化也更加符合我國的社會發

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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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淺析嘻哈文化的發展   陸嘉瑜 

內蒙古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內蒙古呼; 

內蒙古師範大學音樂學院      浩特， 

黃河之聲; 2018 年 16 期（2018/11/02） 

嘻哈音樂誕生於美國的貧困街區，是受到年輕人追捧的一種街頭文化形式，嘻哈文化作

為流行音樂的“後起之秀”，在音樂產業的發展中所佔比重與之俱增。嘻哈歌手大多沒

有華麗的包裝，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自於“地下”，所演繹的歌詞內容往往反映尖銳敏

感的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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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 

 - 嘻哈文化近年來在中國內地因綜藝節目而成為一門熱話，令到許多青少年開始接觸

嘻哈文化，進而衍生了不同的問題，如：跟風，商業化。一定程度地改變了嘻哈文化原

來的意思和其核心思想被商家過度的包裝，使大眾只專注於嘻哈的外表，忽略了嘻哈文

化的根本，所以希望透過這次的訪問能夠了解： 

 - 本澳青少年對嘻哈文化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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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嘻哈文化對受訪者的影響 

 - 本澳嘻哈文化有沒有變異 

 

四)研究方法： 

 - 希望透過這次研究了解到本澳青少年對嘻哈文化的認識，進而了解到本澳嘻哈文化

有否變質，因此，這次的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以一對一方式進行訪問，訪問時間

約為 30 分鐘。 

 - 在進行這次研究前先於網上尋找相關文獻與新聞報導，多方面地了解各地嘻哈文化

的基本資訊再作出比較，從而製作訪談大綱。受訪問題約有 30 條，受訪時間約為 20

分鐘至 30 分鐘，問題主要圍繞嘻哈文化對受訪者的影響和受訪者眼中的嘻哈與海外嘻

哈有否不同，期間有攝像頭拍攝整個訪問過程。 

 - 本次的受訪人數為五人[兩男一女一團體(兩男)]，年齡層分佈於 16 歲至 25 歲，對於

嘻哈文化都有一定認識，甚至有參加過公開比賽，令收集結果能有公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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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對象：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學歷 年資(大約) 類型 

J 男 16 中四 4 個月 街舞(urban) 

K 女 17 中五 5 年 街舞(hip hop) 

Z 男 80 後 大學 12 年 街舞(hip hop) 

Blacklist(M，A) 男 90 後 大學 8 年 說唱 

 

六)研究限制： 

由於本次題材比較新穎，較難找到相關嘅文件和研究，所以我們用其他地區的文獻

題材，設計訪問大綱時難以深入找出問題，本次研究邀請四位訪問者，加上大多數訪問

者都是以街舞類型和男女比例不平均，難以校全面去更深入討論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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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分析： 

吸引力 

J： 想試下一啲新類型嘅舞種。 

K： 因為好有型，加上喺一啲新啲嘢， 就覺得自己特別啲。 

Z： 因為悶同無聊所以想揾啲野呢學下。 

B： 靈魂會比佢震撼，又唔喺唱又無系講野，但係句句都入到心。 

分析： 每個受訪者都有自己各自的答案，一部分是被 hip hop 外表吸引，但是大家都

有共同關聯，就是學習、增值以及了解自己真正興趣。加上網絡資訊爆棚，多數年輕一

代都在其中迷失方向，難以發現自己的真正興趣，而受訪者們便是當中的佼佼者。同時，

社會大眾也漸漸認同及了解 hip hop 的真正意義，家長也漸漸同意及支持年輕人參加

類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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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思想 

J： 圍繞著我自己感情。 

K： peace， love 

Z： love， peace， unity， have fun 

B： hip hop 喺一種表達形式。 

分析： 全部受訪者一致說出 Love ，Peace ，Unity ，Have Fun 。以上皆是 hip hop

的主要核心思想，同時受訪者們還補充這些思想是支持他們繼續學習 hip hop 的動力，

也是表達自己的一種方式。hip hop 的主要核心思想以傳承的形式由 70 年代到現代，

當然是每一位舞者及說唱者所捍衛的價值。 

接觸時的影響 

J： 一開頭都有，令到我個時間表不平衡，攪到好亂，不過都會舒緩到我情緒，反而温習

就冇咁辛苦。 

K： 多左野做，喺一個星期要搵啲時間去跳舞，聽歌都鍾意搵啲有 power 嘅歌。 

Z： 我以前唔聽 hip hop 歌，以前好少聽英文歌，因為我接觸 hip hop，先開始聽，除咗

係聽歌方面，喺衣著方面都有好大改變，以前又唔會好似戴帽著闊褲，而家就唔同哂，

喺想法上面都有好大幫助，因為跳舞呢樣野令到我覺得堅持係好重要嘅一件事。 

B： 思想上面影響很大，有時開車或者搭巴士諗到押韻就會寫低，佢已經融入左我生活，

即使有一日唔再寫歌曲，但係你中意聽呢一種音樂，你都會繼續去聽，繼續去關注佢，

喺開始果陣時，寫歌詞都沒有味道，你就會開始諗下點解別人的那麼有味道，喺思想

方面會多左好左唔同既野，憤世嫉俗都係其中之一。 

分析： 每一位受訪者在生活上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他們都是由外到内對生

活上有不適應，有些是時間上的管理失衡，有些是衣物上的改變以及價值觀上的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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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位受訪者由接觸到現在也已習慣及適應，並真正喜歡 hip hop。同時，這正是他

們在接觸 hip hop 後很大的改變。 

 

 

 

 

 

 

 

 

學習的困難 

J： 初初跳街舞個陣時，因為我以前條啲傳統嘅舞，唔會有啲快，突破嘅感覺，而家嘅速

度唔同左，時快時慢，感覺都特別咗，style 唔同左。 

K： 因為唔喺好勁，可能有時唔跳出來唔喺自己想要既效果。 

Z： 困難嘅都係睇你自己，有幾勤力同幾努力，你花時間落去，就有越多回報，本身跳舞

呢樣嘢就真係冇得呃嘅。 

B： 最大困難都係器材上面，同埋質素上面，如果你想追到荷裡活電影咁樣要打好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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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開始做 Skype mic 到而家自己搵啲器材用，當中也有遇到困難，多數都係金錢方

面。 

分析： 每一位受訪者的訪問內容中，他們的共同困難之處就是正處於學習街舞和說唱

的開始階段，難以學習基礎知識和舞蹈，甚至延伸至建立個人形象。加上澳門社會中，

大眾市民認為 hip hop 是一種次文化，造成練習場所、導師甚少 ，減少了愛好 hip hop

者的練習機會。同時，受訪者亦表示出突破困難並不是靠名師或天賦，而是靠堅毅不屈、

願意努力的精神。從中可以觀察出他們對興趣的堅持和對 hip hop 的熱誠，就是他們繼

續走在這條荊棘之路的精神支柱 。 

 

 

 

 

 

 

 

 



 

 

Pg.20 

 

20 

 

最大的改變 

J： 喺返學方面就冇乜改變，有些人會笑我，有啲問我喺邊度學，喺屋企方面，爹地媽咪

會留意我幾時有表演，就會叫我去報班去表演。 

K： 夜瞓左，上課睡覺，好嘅黎就係個人大膽啲，跳舞呢就要上台，上得多就唔怕險，可

能一開始就好驚，後來就唔驚，因為跳舞會識到好多人，對你識朋友個方面會大膽啲。 

Z： 接觸到呢個文化最大嘅改變呀，其實我自己就覺得舞街舞呢樣嘢啦，今時今日 嘅我

無論係識到嘅朋友好啦，事業好啦，各樣嘢都好，即係就係感情生活、家庭，如果冇

街舞都唔會有今日嘅我，我自己覺得冇街舞，就真係一個同普通出面係街 95%嘅人一

樣，九點半返工，晏晝六點放工，跟住返屋企，又唔知做乜嘢咁樣，會好枯燥啲，即

係我覺得暫時所有嘢，都係街舞帶到畀我嘅。 

B： 會同自己傾計傾多左，多左好多自我反思，無論你係寫詞，你都想表達哩嗰訊息俾人

聽，喺你表達俾人地聽之前，你自己都會聽一次，喺寫詞哥陣時重新審視自己，每人

都有唔同情緒，咁點解有咁多情歌，唔同既歌出現，都係想表達自己嘅情緒出來。 

分析： 其中受訪者表達出街舞給了我自信、給了我更多在家庭上親人之間的互動、對

於自己情感的表達，甚至去到人生不同軌道的轉變。從以上受訪者的內容中，毫無疑問

在各方面的改變是正面影響較多，但是這些改變全部都是建立在他們的看待事情的價值

觀之中。從中可體驗出各位受訪者對於走出舒適圈外的適應程度，相比起大部分時下年

輕人更能勇於挑戰自我 。 

 

 



 

 

Pg.21 

 

21 

 

 

 

 

學習價值 

J： 喺膽量啊，可能有啲動作有啲難，但係要豁出去，先可以做到想要嘅效果，始終係一

個興趣，都要有膽去做，有啲動作近地嗰啲，始終我都會驚加嘛，我都用咗兩三堂去

克服，所以最值得學習嘅野就係要克服自己嘅恐懼啊。 

K： 跳舞同理 rap 啲人都系播歌，一齊發下癲，開心下，最值得學習嘅係得閒會聽下歌，

自己沃下，可能會開心啲，同埋可以識到好多人，就係最值得學習嘅嘢，個人開朗左。 

Z： hip hop 文化最值得學習嘅野，我覺得中心思想都係值得學習 love， peace， having 

fun 同 community，其實呢幾樣嘢我真係覺得都幾好嘅，一定要大愛先啦，love，

please 即係愛同和平跟住團結呀，同埋開心做任何嘢都係，即係如果一樣嘢做得唔

開心，好似讀書返工都係呀，你唔開心你好難堅持係呢樣嘢嘅上面，又或者係一樣你

再鍾意嘅嘢都好似一個女朋友咁，你再鍾意佢都好，一齊得唔開心 其實都冇意思，

我覺得呢幾個中心思想已經係代表咗 hip hop 好重要嘅嘢。 

B： 咁肯定係佢金句，keep it real，雖然好多人只係嘴講，但係真正做到嘅話就一定對你

人生有好處，如果你真實面對自己定話係人哋，你都 keep real 嘅話。 

分析：在以上所有受訪者的內容中，其中兩位受訪者表達出對於有利於自身成長困難的

突破，其餘兩位受訪者的是對於 hip hop 核心思想的領略；首先，開頭兩位受訪者皆為

成長階段的年輕人，兩人都是突破了上台表演時的緊張、恐懼心理，並在學習街舞當中

認識了不少新朋友，擴大了社交圈子，給了他們經驗的同時促使他們成長。當中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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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嘗試的精神，也是每位年輕人值得學習的地方。其餘兩位是有著經驗豐富的 hip 

hop 手，理所當然地 hip hop 賦予他們的是更加內在的價值。他們對於核心思想的了

解十分清楚，正正因為如此，他們就是被思想影響至成熟，成為澳門之中數一數二的

hip hop 手，所以對於 hip hop 的價值比任何人更加熟悉。 

 

 

 

 

門檻 

J： 你有個興趣就去跳，其實就得加，你由零開始都得。 

K： 你中意 rap，你而家亂講野都得，你中意跳舞就可以去學。 

Z： 我覺得玩呢樣野系無門檻內嘅，咁要睇返自己目標想點，其實我鍾意嘅話我都可以

rap，純粹係我自己 for fun，鍾意跳街舞都可以自己跳下，如果自己想達到某個水平，

對我來講接觸呢樣野嘅門檻係冇嘅，你主要搵到地方學同埋堅持學就得架，睇下自己

目標有幾高，反而哩個先需要門檻，可能你想做到係澳門搞下班就得架，其實門檻就

好低，因為澳門成個整體水平都唔高，如果你想衝出澳門，門檻就高啲，最主要係睇

你自己 set 目標有幾高。 

B： 即係我話唔係澳門，喺呢個年代放上網己經等於全世界，最主要係因為個語言問題到

至有啲框架框死佢，即係你講粵語你個聽眾都必須識聽粵語先得，但係咁識聽粵語嘅

人越嚟越少，所以說唱嘅人就越嚟越少，睇你夠唔夠做呀，或者睇下你對自己嘅作品

係點睇啦，語言問題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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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受訪者們都異口同聲地一致認同學習 hip hop 並沒有任何門檻，hip hop 如其

他興趣一樣，是按照自己喜好加入並學習。其中一位受訪者更加表示出澳門門檻低，正

因為現時正值發展中，學習 hip hop 的學生也漸漸增加，雖然現在沒有需要門檻高的需

求，但與此同時，也證明澳門有需要發展 hip hop 的必要性。 

 

 

 

 

 

 

 

澳門和美國文化的差異 

J： 一定有呀，好聽啲黎講，澳門係一個保守嘅地方，喺外國你想做咩就可以做咩，所以

佢地街舞就比較多元，，出街都見到，喺澳門可能出去跳一陣，有人會趕你走，但係

外國唔會，有啲片係馬路中間到條跳都係咁呀，所以你覺得澳門冇咁開放，收到我們

文化影響，唔似外國咁樣咁放縱自己。 

K： 澳門跳街舞嘅資源一定唔夠美國多，美國個邊學街舞啲人會多些，係澳門嘅學校，學

校可能會覺得學跳街舞會學壞，所以學校啲興趣班最多可能學啲中國舞，唔會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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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外國歌啲學校會教，同埋果個文化喺外國傳來，加上塗鴉喺美國見得多啲，喺澳

門好少見到。 

Z： 差太遠啦呢個，因為始終美國係一個 hip hop 發源地，佢本身就係好簡單咁講我哋，

由細到大你哋聽咩歌呀可能就係陳奕迅，容祖兒，張敬軒呢啲。佢哋由細到大就已經

聽緊 hip hop 啲歌，同埋我想講始終大家嘅文化都唔一樣，我哋本身聽歌就係聽開啲

廣東話情歌或者普通話情歌，但係其實而家呢個世界最主要嘅音樂就係 hip hop，所

以大家係音樂上面已經有所唔同，而導致大家嘅 lifestyle 有唔同，人哋外國嘅可能阿

爸阿媽朝早起身煎蛋好有節奏，但係亞洲呢邊唔會咁囉，所以就算外國嗰邊喺條街道

玩都唔會有啲咩問題，不過相反係亞洲地方阿爸阿媽卜就會話你旭嚟旭去，行得正經

啲呀。即係就會咁囉，即係本身成個文化都已經唔一樣，佢哋已經係嗰個地方無論你

係條街到好，入鋪頭好 定係喺條街度聽到收音機好，啲人揸車都好，好多人都係播

緊 hip hop 音樂，喺亞洲地區中，喺澳門呀係絕對唔會做到咁樣，係呀咁所以就導至 

文化會有差異，兩者係冇得 compare。 

B： 差異大啦，本質上佢哋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外國呢個發源地，有槍支毒品，嘅問題我

們首先唔會有，澳門起碼冇貧民窟，但係有鐵皮屋，嗰個矛盾冇嗰邊咁勁，但係我哋

嚟到澳門，就可以用 hip hop 唔係用氣溫，即係將澳門嘅生活融入去自己作品入面，

但其實個表象係完全唔一樣，啱啱講到嘅係話文化方面呀，聽眾方面，即係如果話係

產業方面嘅話，我覺得音樂聲大啲，咁嗰邊 hip hop 直情係主流呀，個黑豹嘅配樂都

係 hip hop，差異太大國產業嚟講。 

 

分析： ”差異太大了”皆為以上受訪者開頭表達的字句，可見出澳門與發源地美國 hip 

hop 文化之間的差異距離。 資源、人才、意識、文化、音樂性、思想、深度等等， 兩

者之間的差異就像美國與澳門的實際距離一樣相差甚遠， 所以每位受訪者都表示 hip 

hop 文化在澳門是次文化，但在美國是普遍流行文化，帶出的是對於 hip hop 手缺少

練習以及表現機會的影響，雖然 hip hop 文化也漸漸本土化，但正如受訪者們表示出在



 

 

Pg.25 

 

25 

商業上十分成功，產品銷售也是首屈一指，但遺憾的是並沒有成為社會大眾眼中的“好

文化”。 

 

澳門以前和現在的差異 

J： 我都唔係太清楚，聽講以前喺 90 年末，有 freestyle 先去跳，比較有 battle 性，宜家

都有，可能會偏向有表演先會出現，我都唔係太肯定。 

K： 我都唔知以前係點，不過一定好多人玩。 

Z： 喺以前啊，我想認真學一樣野係好難，本身又冇 YouTube， social media，其實見

到戈個人好勁，就會行過去問佢你唔可以教我，但而家就好簡單，只要上 YouTube

就揾到，無論系活動，workshop 太簡單，對比起啊以前嘅人會相對珍惜學習嘅機會，

有樣野好悶嘅我都會死練欄練，因為我好難得先得到，但而家相對簡單左，上 YouTube

咩都睇到，我們咁多間舞蹈工作室隨時都學到，所以我變得唔太珍惜，最大問題就黎

兩到，越難得到嘅嘢你就越會珍惜，而家反而太容易得到，啲人就唔會咁珍惜。 

B： 差異就大囉，你講先啦我諗諗先，你講係第一係音樂性先啦呢，比較似流行曲多啲啦，

之前係比較仲遲到啲啦，呢個係音樂性嘅差呀，另外聽眾年輕化左， 可能而家總是

個 melody 旋律比較主漏咗，都唔係咩壞事，以前係比較重詞、意識等等，同埋以前

要摷嚟聽嘅而家反而可以送到係嘴邊咁，多到揀唔到咁，都係互聯網，改變咗好多嘢

成個儀式以咗。 

分析：  Hip hop 對澳門以前至現在之間的差異明顯不大，當中一位受訪者說出

Freestyle、battle 等等由以前到現在也存在著。但在社會文化性質上有很大的改變，

其中一位受訪者表示出當時澳門 hip hop 還沒有本土化時，也沒有所謂的核心思想時，

所以學習 hip hop 是一樣十分困難的事。當年的澳門並沒有導師、資源、場地，所以在

澳門學習 hip hop、街舞等，基本是在街上看到高手便拜師學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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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 

J： 在 TDSM，有一個澳門青年嘅培訓單位，喺一啲跳舞嘅單位每年都有幾次嘅表演，教

我跳街舞果位老師都會出去表演，去澳門同埋唔同地方表演，收入都唔錯嘅，。 

K： 有，而家咁多人想學街舞，你去教街舞或者組一隊參加比賽，都賺到好多錢，如果勁

啲，可以幫明星練舞。 

Z： 我剛剛都說了，一定要大眾接受到，將呢樣野價值提高，先可以形成到 dancer 可以

全職去做，先至可以越來越多人投入哩個行業，如果佢價值唔提高，大眾接受唔倒，

其實都好難喎。 

B： 嘩你又話考起我，其實可以去參加下啲比賽嘅，不過我唔係一個叻嘅人，其實[中國有

hip hop]都有，漁翁撒網式揾人去做嘉賓，搵人去參賽，都有聯絡過我哋，但係我睇

唔到粵語說唱可以喺說唱上面得到啲咩職位，所以就冇去到。所以你講出路，可以話

係做好自己嘅音樂然後 send 畀外國嘅廠牌，我而家咪咁睇喎，我覺得依家，唔可以

太過單一化，即係你見到著衫都好多有潮流文化主流同街頭文化融合作，咁如果係出

路嘅話，可以加埋其他文化媒體呀食住行嗰啲呀，雖然冇咗 keep it real 不過都玩好

呀。 

分析： 在每位受訪者的受訪內容中可得知澳門 hip hop 手的出路只有做導師或者表演

者， 兩位較年輕的受訪者表示其實現在街舞導師也可以賺取較多金錢，同時如果是較

知名的導師還能替明星練習舞蹈，正正因為現在 hip hop 逐漸本地化，所以有著更多的

年輕人或小孩都前來學習街舞，從中可以觀察出 hip hop 手並非窮途末路，沒有任何出

路，同時也了解現今澳門年輕人提升了學習 hip hop 的念頭。其餘兩位皆是導師畫創作

手，雖然他們認為出路只有導師或表演者，但他們更提出了只有提升 hip hop 文化價值

才能令出路更明顯、順暢。 

 



 

 

Pg.27 

 

27 

 

 

 

 

 

八)總結： 

本次的研究《探索嘻哈文化於本澳本土化的過程》之中，我們小組分別在受訪者的

內容中、文獻中等等更深入了解 hip hop 文化的發展原由、過程以及本土化等等以及當

今 hip hop 對青少年的影響和文化的了解。同時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 hip hop 文

化基於三大重點來進行：包括、『社會性質』、『個人性質』以及『知識傳播性質』方

面探討。 

 

並在第一點社會層面上， 社會百姓一提及 hip hop，便會認為這是次流文化並認

為不受大眾接受，並在以往十分抗拒 hip hop 文化流傳，加上以往澳門場地、資源等等

的不足。青少年往往只能在深夜練習，並造成騷擾，所以一度受他人、受百姓誤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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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事件不停增加，所以漸漸製造了 hip hop 是次文化的現象。延伸至家庭方面，家長與

青少年想法不同，同時缺乏溝通，誤會便漸漸變大。但事至如今，hip hop 逐漸本地化，

成為了一種流行文化。與此同時有不同的舞蹈教室以及興趣班漸漸浮現於大眾百姓眼前，

加上年輕人也開始勇於嘗試街舞或者說唱等等興趣，所以現今部分家庭再也不保守，同

時也漸漸開放。所以希望本次研究能令大部分家庭可以真正了解及知道 hip hop 文化的

好壞處。 

第二點就是個人性質方面層面探討，在受訪過程中，四位皆是澳門時下的年輕人，

他們勇於尋找自己的興趣，一度堅持跳街舞和說唱，同時並沒有被當今大量速成班湧現

影響，體現出 hip hop 付予他們堅持等信念並促使他們成長。經過四次的訪問後，每位

受訪者都以 hip hop 為興趣，繼續前進，與此同時希望 hip hop 文化更能快速地變成

澳門本地化。 

第三點，知識傳播性質方面，正因為社會大眾對於 hip hop 的抗拒，令 hip hop

文化知識傳播形成局限性，並非能令所有 hip hop 文化知識完全流進當年澳門社會之中。

雖然以往 hip hop 大部分是經由商業產品傳播，但現今有不少興趣班、培訓班等等的出

現，加大了大眾市民對於 hip hop 文化的知識傳播。同時希望未來會出現更多場地給予

喜愛街舞的年輕人或者市民使用。也希望政府能為比較保守的大眾市民一些 hip hop 知

識上的補充，令他們更能發現 hip hop 文化的真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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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社會上存在著不同的次文化，但有些印證著時代的本土次文化其實也漸漸流

失，而這些次文化，例如 hip hop 文化是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價值，這些重要性是僅次

中國及世界歷史，所以希望大眾百姓能夠重視次文化的必要性以及存在性。 

九)建議： 

經過一輪訪問後，我們知道了本澳青少年對於嘻哈文化的看法以及嘻哈文化在本澳本土

化的過程，得知了嘻哈文化各方面在澳門與外國的差異，從而得出了以下建議： 

1. 市民對於新興事物如嘻哈文化等，該抱有接受的態度，政府應該適當地宣傳，從市

民的生活方面入手，消除他們的疑慮。 

2. 設定更多法律條例來約束和完善嘻哈文化，令玩嘻哈文化的人能安心地進行活動而

不觸犯法律。 

3. 不要過份在意別人的眼光，堅持自己的決擇，終有一天會有所回報。 

4. 於本澳增設更多遊玩設施，如滑板場，塗鴉牆。定期舉行相關的表演，增加嘻哈文 

化在社會大眾的曝光率，吸引更多民眾的關注與減少大眾其的誤解。 

5. 年輕人應該抱着嘻哈心態，對所有的事情抱着永不放棄的精神，為人更應該 keep it 

real，對於身邊人、事、物的處事態度都要保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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