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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保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 
 

香港的《基本法》裡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字眼，簡單而言，資本主義是一種追求永

無止境增長的社會體制。資本主義因而不斷求變，確保工人的生產力不斷提高。今期的三篇文章

描述香港近年的轉變，這些轉變大多有目共睹，只是單憑觀察，未能聯繫到資本主義體制的重大

改變。理論探討的作用在於擴闊視野之餘，亦同時加深對事物的洞悉能力。香港近年出現的轉變

正好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重大轉變，像外判的做法近年在香港大行其道。對僱主而言，外判的好

處是削減人手，達到所謂「減肥廋身」的效果。但對工人階級而言，外判盛近意味著穩定的工作

已一去不復返。同時由於外判一般是「價低者得」，工人階級的工資便不斷壓縮。所謂經濟增長

其實是加深貧富縣殊而已。香港的貧富縣殊日益加劇，引起社會上極大的關注，只可惜社會上的

討論很少尋根問底，探討問題的根源。《基本法》裡「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字眼，正好

是香港社會忽略理論探討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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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大圍：庶民與權貴的空間角力場 

劉孔維  
 

八十年代初，我家住在九龍。但因小時候由姨母照顧，所以有數年時間住在她家，她住在沙田大

圍的公共屋邨。沙田與大多數香港新市鎮的發展方式相似，都是先由政府發展基礎交通網絡，再

建設大型的公共屋邨及「居者有其屋」，待人口逐漸增多及交通設施日漸完善後，才有地產商興

建的私人屋苑落成，這樣地產商才能有效地提高樓價。這種發展模式在殖民地時代至今已被不斷

複製，令香港新市鎮的發展面貌越趨相同。如今我雖已不在大圍居住，但我任教的中學卻在此地，

大圍仍是我每天必到的地方，是我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我對它有著一份特別的感情。這份感

情一部分源於朝夕相對，更重要的是它有一種香港其他新市鎮較難找到的東西，那就是富有生氣

的街道文化，它令我感受到「大圍人」的日常生活和庶民風采。可惜的是，這種文化在政府及大

型地產商對大圍的再規劃下，正日漸被蠶食，可預期大圍可能成為另一次權貴與庶民間空間

(space)鬥爭的角力場。 

 

大圍簡介 

大圍屬於香港新界東沙田區的一個社區，從前大圍只限於對大圍村及附近數條街道的稱呼，現在

已包括的地區更廣，獅子山隧道公路以西以及獅子山和針山之間的整個沙田谷都被統稱為大圍。

現時大圍主要為住宅區，區內有多個屋苑和商場，為住戶提供日常生活所需。 

 

雖然現今的大圍已是已發展地區，但仍保留了沙田區歷史最悠久及規模最大的圍村──大圍村。

大圍村位於大圍港鐵站附近的城門河邊，在積福街及積富街交界處，始建於明朝萬曆二年（一五

七四年）。除大圍村外，大圍尚有八條圍村。1八零年代初開始的新市鎮規劃（美林邨於一九八一

年落成）將大圍的發展集中於谷地兩邊。港鐵站北面的市中心摻雜着二至三層高的村屋、五至六

                                                 
1 分別是李屋村、新田村、隔田村、田心村、上徑口村、下徑口村、大圍新村及香粉寮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8D%E6%9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D%85%E5%AD%90%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D%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99%E7%94%B0%E8%B0%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94%B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D%E6%9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D%E6%9D%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8D%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7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7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94%B0%E6%96%B0%E5%B8%82%E9%8E%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8E%E5%B1%8B%E6%9D%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7%94%B0%E6%9D%91_(%E6%B2%99%E7%94%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A%94%E7%94%B0%E6%9D%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0%E5%BF%83%E5%9C%8D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A%E5%BE%91%E5%8F%A3%E6%9D%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B%E5%BE%91%E5%8F%A3%E6%9D%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5%9C%8D%E6%96%B0%E6%9D%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99%E7%B2%89%E5%AF%AE%E6%9D%9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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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高的唐樓以及近二十年來興建的高樓住宅，這裡可說是大圍的市中心。至於外圍就有多個大型

公共屋邨，包括北面的美林邨、美田邨和南面的新翠邨、隆亨邨、新田圍邨、秦石邨及顯徑邨，

公共屋邨之間建了另一些私人屋苑及「居者有其屋」2，而附近半山亦建有一些私人別墅。西面

接近文化博物館的地方則有少量工業大廈及貨倉，而鐵路上蓋最近又興建了十數幢達五十、六十

層高的「屏風樓」──名城。3 

 

大圍市中心的空間佈局 

一九六一年，美國一位名叫珍‧雅各(Jane Jacobs)的婦人，以她多年的親身及工作經驗，寫成《偉

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一書。此書以淺白易懂的庶民觀點深入民心，書中提出重視社區鄰里的街道生活和商業及

文化的多樣性等的「生活城市」概念，持續影響西方的都市規劃理論。簡單來說，書中提及的理

想都市就是：小而活潑的街道、較高的城市密度、城區混合多種功能、不同樓齡的建築物並存、

保持街道熱鬧、減少沉悶地帶、不要胡亂興建面積過大的公園等。她特別批評當時美國建築界追

求高樓大廈、寬闊馬路、人車分隔及區域功能單一的都市規劃，認為這會扼殺都市的活力，甚至

影響治安。以此觀之，不難理解大圍市中心正是書中理想城市的例子，而在大圍港鐵站上蓋的私

人屋苑，「豪」則「豪」矣，卻是一個反面教材的例子。 

 

北起青沙公路、東至城河道、南至大圍港鐵站、西至美田路，這就是大圍的市中心，這一區域的

建築有多元化混雜的特色。東部河邊一帶保留了大量兩三層高的村屋，一街之隔（城河道）的則

是五、六層高的唐樓群（圖一）。理應在鄉郊出現的村屋，在大圍卻與周邊的建築環境相融合，

原因在於它們保持了較高的建築密度及窄小的街道。如圖二所見，村屋地下一層多是一些店舖，

因為大多是原居民開設的關係，所以不用擔心負擔不起租金，亦能隨心所欲地開設自己心儀的店

舖，包括茶餐廳、小食店、童裝店、士多、補習社、洗衣店、電器維修店、物業代理等，所以雖

                                                 
2 分別是美松苑、美城苑、景田苑、嘉田苑、嘉徑苑及豐盛苑。私人發展商參建的居屋則有海福

花園、富嘉花園及雲疊花園。 
3 有關大圍的資料，可參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5%B1%8B%E9%8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9E%97%E9%8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7%94%B0%E9%8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F%A0%E9%8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A%86%E4%BA%A8%E9%8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4%B0%E5%9C%8D%E9%8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A6%E7%9F%B3%E9%8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1%AF%E5%BE%91%E9%82%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9%A2%A8%E6%A8%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9D%BE%E8%8B%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F%8E%E8%8B%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9%AF%E7%94%B0%E8%8B%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94%B0%E8%8B%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5%BE%91%E8%8B%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1%90%E7%9B%9B%E8%8B%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7%A6%8F%E8%8A%B1%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7%A6%8F%E8%8A%B1%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5%98%89%E8%8A%B1%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5%8F%A0%E8%8A%B1%E5%9C%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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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成一國的圍村，卻沒有「自絕」於社區之外。而由於這裡並不是通衢大道，故容許馬路兩旁

停泊車輛，因而吸引了很多駕車的客人光顧兩旁的食肆。另外，吸煙和需留意車輛會否被檢控違

例泊車的顧客亦往往須坐在狹隘的街道上用餐，亦令街道更添生氣。 

 

大圍港鐵站可說是大圍市中心的心臟地帶，既處交通要衝，土地價值自然遠較東邊大圍村高，周

邊人流亦較多，所以當八十年代「電氣化」火車站建成後，旁邊的土地早已被地產商「插旗」，

發展為私人屋苑（海福花園、富嘉花園及金禧花園）。雖然如此，八十年代興建的私人屋苑只有

二十多層高，仍較著重與周邊社區的關係，仍保留屋苑的出入口大門面向主要街道，鄰近滿足居

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地舖（圖三），包括水果店、小食店、廉價成衣店及鞋店等。在現今香港，交

通樞紐旁的私人屋苑保留「街坊店舖」而非大型連鎖店的做法是非常罕見的，這些建於八十年代

的私人屋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不「自絕」於原來社區的發展模式，令各種不同年齡的建築物得

以並存。可惜的是，這種模式在新建的私人屋苑上日趨減少。 

 

大圍道一帶可說是大圍心臟中的心臟，它雖是大圍市中心最寬闊的路面，但亦只是三線雙程行車

而已，居民不須利用天橋或隧道橫過馬路，兩旁雖有各式連鎖店舖，但亦不乏各種滿足居民生活

機能的街坊小店，如藥房、西醫診所、餅店等（圖四）。由港鐵站沿大圍道向北走，右邊的數條

橫街小巷，盡是一些種類不同的小舖。簡單而言，愈接近港鐵站的橫街店舖檔次愈高，當中多是

一些消費較高的食肆，如面向港鐵站的高級中菜館及日本菜館等；而愈遠離港鐵站的小巷則多保

留了不少舊式街坊小舖（圖五）。 

 

由此可見，大圍市中心體現了珍‧雅各心目中的理想城市的特色，它有小而活潑的街道；保持了

較高的城市密度但卻沒有太高的樓宇；多種功能的店舖並存；唐樓、村屋及較新的私人屋苑混合；

因人口密度較高，而店舖又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所以街道保持長期熱鬧，這裡可說是珍‧雅各

理想城市的「活化石」。值得注意的是，它有現在的存在狀態，並不是由某些「偉大」的城市規

劃師因應自己心目中的理想都市原型憑空設計出來的，它是數十年來城市本身的自然發展而成的，

是普羅市民的日常生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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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既名之曰「活化石」，可知這種讓城市自己「成長」的發展方式已絕跡於市區重建或

新市鎮的建設之中，代之而起的是政商之間以消滅街道為目的的一體化規劃，強調休閒品味卻摒

棄日常生活的空間設計，而大圍港鐵站上蓋的私人屋苑「名城」正是這種現今香港市區發展的典

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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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大圍的「空中樓閣」──名城 

法國馬克思主義者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提出全面都市化社會

（Completely Urbanized）的理論，他在當時認為：「都市化社會是一個由完全都市化過程所形

成的社會。這都市化在現今似乎是虛幻、並未確認的，但它將會在未來實現。」1這段預言式的

                                                 
1 Lefebvre, Henri. The Urban Revolution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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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斷已在現今的香港實現，它正好解釋香港在後工業年代官商之間大興土木，以及將城市面貌粉

飾新的社會形態。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核心，是生產和生產行為的空間化，用列斐伏爾自己的話

說就是：「（社會）空間是社會的產品」，2人類已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

空間本身有一段歷史，且依據時代、社會、生產模式與關係而有其特殊性，現代社會的空間就是

一種資本主義的空間，也就是由布爾喬亞階級（bourgeoisie，即資產階級）所管理支配的社會

空間。空間本身成為產品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現代經濟的規劃已集中在空間的規劃。 

 

若以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檢視香港現況，不難發現香港正好證實他的見解。本地民間學者馬國明

指出，香港的市區重建，將大量自然形成的舊區及日常生活的平常事物「消滅」，由地產發展商

主導重整香港城市的面貌，結果就是龐然的地標式建築的大量出現，如旺角的朗豪坊、觀塘的創

紀之城等，用以顯示香港乃是國際大都會。這種市區重建的方式是以將舊區原有的街道及庶民生

活消滅而完成的。3包括深水埗、土瓜灣等香港市區的重建過程，正好體現了列斐伏爾「空間本

身的生產」的特性。這種生產不但只發生在舊社區，更有漫延至已發展的新市鎮的趨勢，大圍港

鐵站上蓋的發展正是一個好例子。 

 

名城為港鐵大圍車廠上蓋的一項大型私人屋苑綜合發展項目，舊址是大圍單車公園，由九廣鐵路

公司於二零零六年招標，最終與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簡稱：長江實業）合作發展。兩

鐵合併後，物業發展權轉讓予香港鐵路有限公司（下簡稱：港鐵）。項目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動工，

於二零一二年全部落成，合共提供四千二十百六十四個住宅單位，以三房及四房的大單位為主，

並由長江實業(001)及港鐵攜手合作發展。名城的英文名為「Festival City」，寓意享有多姿多彩

的都會生活云云。4 

 

名城是大圍的重點地產發展項目，而它正是列斐伏爾提及的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空間，也就是由

資產階級所管理支配的社會空間，是由政府（港鐵）與大資本家共同規劃的空間。事實上，即使

                                                                                                                                            
Minnesota Press, 2003 , pp.1. 
2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OX, UK ; 
Cambridge, Mass., USA : Blackwell, 1991, pp.26. 
3 可參考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香港：進一步媒體有限公司，2009)一書。 
4《星島日報》：〈大圍新盤五大公園環抱〉，2009 年 10 月 20 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9%90%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8D%E5%96%AE%E8%BB%8A%E5%85%AC%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9%90%B5%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9%90%B5%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1%9F%E5%AF%A6%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9%90%B5%E5%90%88%E4%BD%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9%E9%90%B5%E5%90%88%E4%BD%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9%90%B5%E5%85%AC%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7%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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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巨大的資本空間尚未興建，政商與大圍居民對空間如何使用的角力已經開始。 

 

首先，「環保觸覺」及「反大圍站上蓋建屏風樓關注組」等團體在二零零六年得知港鐵上蓋的計

畫後，均認為大圍車廠上蓋新興建十二幢的屏風樓將大大影響區內空氣、光線及居民健康。不過

在二零零七年的時候，城市規劃委員會根據二零零一年的聆訊，以不接納這些反對屏風樓意見為

理由，否決團體及居民的訴求，最終項目通過發展為大型住宅名城。附近居民多次指出項目開始

後，難以接收電視訊號，無法收看電視，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區內的光線及規劃佈局亦做成強烈

的破壞，但當局均未有理會，有關的規劃過程被居民及網民批評為黑箱作業，沒有了解市民感受。 

 

此外，與我年紀相若的香港人，即使不是居於大圍，對大圍的認識往往源於兩處著名的庶民空間

──大圍單車公園以及歡樂城。但隨著港鐵馬鞍山線及名城的興建，這些地方也難逃結業的命運。 

 

大圍單車公園本位於大圍港鐵站旁。由於大圍至大埔有完善的單車徑，所以於上世紀八、九十年

代成為市民租借單車的熱門地點，附近的海福花園商場開設的多間單車店，卻隨着大圍單車公園

的關閉而減少。由於二零零零年時建設馬鞍山綫（前稱馬鞍山鐵路），故大圍單車公園的用地被

收回，租戶被反覆搬至馬鞍山臨時單車公園及沙田公園（前稱沙田中央公園），但因地點不便及

店舖過於分散，現時的單車公園已難有昔日的規模。 

 

至於歡樂城（原稱青龍水上樂園）是建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主題公園，曾經是香港三大遊樂場之

一（另外兩大遊樂場則是香港海洋公園及荔園，當中只有香港海洋公園至今仍在營運），原址位

於港鐵東鐵綫大圍站現址。遊樂場內設有多款機動遊戲，包括摩天輪、海盜船、碰碰車、旋轉木

馬等等。另外有水上樂園及餐廳等設施。水上樂園營運不久後便關閉，改建為廉價燒烤場，市民

只需付出數十元便能在場內燒烤，是普羅大眾聚會及享受家庭樂的理想空間。而更重要的是，歡

樂城並不是一個封閉的商業空間，它採取免入場費，使用設施個別收費的策略，吸引不少路人及

居民觀覽場地和借道前往其他地方，是大圍居民經常出入及散步之地，是一個充滿庶民色彩的商

業空間。但同樣可惜的是，大圍歡樂城因興建港鐵馬鞍山綫（前簡稱馬鐵）的關係，在二零零零

年正式關閉。原址現為港鐵馬鞍山綫大圍站及大圍站公共運輸交匯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4%BF%9D%E8%A7%B8%E8%A6%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8F%E9%A2%A8%E6%A8%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D%E5%9F%8E_(%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8D%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AE%E8%BB%8A%E5%BE%9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0%E5%B9%B4%E4%BB%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9E%8D%E5%B1%B1%E7%B6%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7%94%B0%E5%85%AC%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9%A1%8C%E5%85%AC%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B5%B7%E6%B4%8B%E5%85%AC%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D%94%E5%9C%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9%90%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F%E9%90%B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8D%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1%A9%E5%A4%A9%E8%BC%A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7%9B%9C%E8%88%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2%B0%E7%A2%B0%E8%BB%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8B%E8%BD%89%E6%9C%A8%E9%A6%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8B%E8%BD%89%E6%9C%A8%E9%A6%A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4%E4%B8%8A%E6%A8%82%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9E%8D%E5%B1%B1%E7%B6%A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C%8D%E7%AB%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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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圍單車公園及歡樂城的關閉揭示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列斐伏爾提出的由資產階級所管理支

配的社會空間，在資本主義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邏輯下，已逐漸取代原來處於由大圍居民所支配的

日常生活空間，而這個過程是在政府（港鐵）與資本（地產商）共同合作下而完成的。 

 

名城的文化包裝與壟斷地租 

在推土機把單車公園及歡樂城夷為平地的同時，名城的發展商長江實業亦加緊對這價值連城的資

本空間大肆宣傳。從報章及電視中的廣告亦可窺探地產商對這一樓盤的商業定位，而他們的定位

卻與下文提到的都市化理論息息相關。 

 

在長江實業有關名城的多個電視廣告中，不難發現他們希望將這個位於新界的樓盤包裝成香港

「正中心」之地的企圖。其中一個宣傳名城第三期「盛世」的廣告對名城有以下描述：5 

 

 約一千萬呎鐵路消閒圈 

 約六千六百公頃綠野懷抱 

 長達一百八十米「LAZY RIVER」湛藍逐浪 

 六大幹線連城三線鐵路交匯 

 名宅巨建 正中心之城 

 

    在另一個電視廣告的口號中亦強調它的「中心」地位：6 

 

 正中心 矚目‧非凡 

 正中心品味薈萃 

 正中心動靜交匯 

 正中心繁華樞紐 

                                                 
5 名城 Festival City 廣告：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9wTPAWOi4 
6 名城 Festival City 廣告：http://www.youtube.com/watch?v=NdEEmOcCP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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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正中心 

 

    另一個第三期「盛世」的廣告更毫不掩飾地將名城形容為「香港巨富之城」：7 

 

 擁天時之最 獅子山翠綠盛景 

 據地利之最 東鐵 馬鐵 沙中線 3 線鐵路交匯 

 集人中之最 純三、四房大戶高尚芳鄰 

 首設「FESTIVAL CITY 」女士專屬國度 

 全區最大約六十二萬呎園林會所 

 天地人和 盛極之作 

 

    總而言之，這些廣告標榜其賣點有： 

一、 它是香港繁華的正中心，不是位處新界的邊陲 

二、 它位處交通樞紐，交通便利 

三、 它擁有多樣的娛樂休閒設施 

四、 它強調財富，代表高貴、品味，是「香港巨富之城」、甚至是「盛極之作」，住在這裡

是身份地位的象徵 

這些定位並不是無的放矢的，而是與發展商預設的目標買家有關。事實上，自名城開賣後，內地

人是樓盤的重要買家，約兩成的單位也是售予給內地客的，而且針對內地買家，發展商更於北京

設立長期展覽廳。8因為名城位處東鐵沿線，由大圍出發至羅湖或中環各只須半小時車程，方便

往返兩地，所以深受內地買家歡迎。對他們來說，名城正好是羅湖與中環等商業區的中心點，所

以廣告不斷強調樓盤位處香港正中心。此外，名城二期名為「盛薈」、第三期名為「盛世」，與取

悅內地人「大國崛起」的自信不無關係，同時亦符合香港人看見內地富豪豪爽地買下豪宅，象徵

國強盛世的簡單國族想像，甚至不理「盛極而衰」的道理，而奢言「盛極之作」。所以，名城這

個資本空間，並不是為大圍的居民而設的，它是政商之間合謀為本地及內地富人而設，不惜犧牲

                                                 
7 名城 Festival City 廣告：http://www.youtube.com/watch?v=SSy_g6ucs80 
8 《太陽報》：「名城 700 萬起 料 20%內地客」，2009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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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庶民空間而成的「巨富之城」。 

 

然而，我們不能只簡單認定，這又是「官商勾結」、「地產霸權」的又一例子。名城的城市規劃方

式正好與文化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提出的壟斷地租和都市管理轉向企業主義有

關。 

 

大衛認為，西方一九六零年代典型的「管理」(managerial)取向，已逐漸讓位給一九七零和一九

八零年代的創始和「企業精神」(entrepreneurial)的行動形式，9將推動私有企業發展、市場化

和私有化為城市管理的主要方式。他引用了鮑迪(Boddy)的研究指出，英國地方發展的主流取向，

一直是「由房地產主導、企業和市場導向，而且具競爭力，主要焦點是經濟發展而非就業」，政

府「最終實際上支撐了私人企業，承擔了部分生產成本」。10事實上，港鐵已私有化為上市企業，

而企業的運作邏輯必然以利潤最大化為先，而非作為管理者「管理」(managerial)好一條鐵路，

它作為公營企業而所須負上的社會責任自然並非它的首要考慮，因此不難理解為何港鐵在營利有

所增長的情況下仍申請加價。此外，政府作為港鐵的最大股東，控制著價值數以億元計的鐵路站

上蓋物業發展權，卻選擇與私人發展商合作發展，以創造最大的財富。在香港對私有企業的低稅

率稅制下，不但未能透過徵稅而令草根階層分享「創造最大財富」的經濟成果，更因發展物業而

令普羅大眾失去了原本屬於他們的都市空間，名城的發展就是例子。 

 

如同列斐伏爾所言，人類已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而空間生產的獲

利最豐富的方式，在於壟斷地租。大衛認為所有的地租都奠基於私人擁有者對地球某個部分的壟

斷力量。壟斷地租乃源於社會行動者(即地產商）專斷地控制了某些直接或間接可交易的項目，

歷經一段時間後，得以實現利益、增加所得。若就空間而論，對商業資本而言，壟斷地租得以實

行，在於能控制運輸和通訊網絡的中心位置，或是（對連鎖飯店而言）相對於某些高度集中的活

動（如金融中心）的鄰近性，11而在近年全球化的浪潮下，國際資本對這種交通中心或鄰近金融

                                                 
9 David Harvey 著、王志弘、王玥民合譯：《資本的空間》(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

505。 
10 同上，頁 525。 
11 同上，頁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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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地域更為重視。大衛甚至以香港作為例子，指出香港政府的主要財源，也是來自非常高的

壟斷價格，控制公有開發土地的銷售。這繼而轉換成房地產的壟斷地租，讓香港成為對透過房地

產市場運作的國際金融投資資本而言，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12這能解釋為甚麼自殖民地時代至

今，為甚麼政府政策總是偏向地產商。就名城的例子而言，大圍港鐵站位處東鐵線、馬鞍山線及

將來建成的沙中線三線之交匯點，自是大衛所言的「運輸和通訊網絡的中心位置」，是據之以壟

斷地租的理想地點，而以政府為大股東的港鐵更是深明此道，與地產商合作發展上蓋物業，樂於

創造更多財富，而非為改善民生，更遑論保留大圍珍貴的庶民生活空間了。當然，全球化在名城

的體現不在於有多少外國企業進駐，反而因內地開放及交通日趨完善的背景下，而成為地理上內

地人在深圳至中環間的最理想居住地點。 

 

自絕於社區的空間佈局 

明乎此，則不難明白名城的空間佈局何以會與大圍的市中心格格不入了。正如前文提到，列斐伏

爾認為「日常生活」是人類社會的本來屬性，但現代的資本主義卻將日常生活「異化」，因為資

本主義「通過擴展到整個空間而使所有事物服從於其運作」。名城的空間佈局正是要服從於資本

主義的運作，而非人們的日常生活。因此，前文提到大圍市中心富有生機的城市空間，並沒有在

港鐵站上蓋出現，它提供了另一個與大圍市中心截然不同的環境。 

 

首先，名城被包裝為豪宅銷售，自不能與大圍的老舊社區為伍，它的設計處處顯示的是對周邊社

區的提防，最顯著的特徵便是香港新型屋苑常見的堡壘式建築。根據珍‧雅各的理論，要維持街

道的活力，不同種類的商舖在街上並存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如圖六所見，名城是一個沒有街道

文化的社區，所有商舖都全在堡壘式的商場中。商場以資本主義方式運作，租金較高，小商販難

以在內經營，令連鎖店大行其道。就空間建築而言，商場面向街道的部分卻是森嚴的牆壁，街道

沒有商舖，人流即大幅減少。且一個如斯龐然大物橫亙在鐵路站上，兩旁居民若要穿越它就必須

要繞道而行，實在是增加居民的不便，與之前歡樂城任由市民穿越形成強烈對比。 

 

 此外，在大圍鐵路站和名城的南方，有一條位於美田路和車公廟路交界，人稱「八爪魚天橋」

                                                 
12 同上，頁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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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人天橋（圖七），連接港鐵站與南邊的新翠邨及田心村，港鐵卻向路政署建議將天橋北翼拆

除，直接接駁天橋至名城商場的第二層，13這更是消滅街道的活生生例子。如珍‧雅各所主張，

商舖是街道的靈魂，這種只將人流帶向商場的做法完全是罔顧街道的生命，市民只能在地產商設

計好的商場空間裡購物，光顧的亦只能是負擔得起昂貴租金的連鎖店。當然，名城商場的定位本

身並不是以大圍的普羅居民為消費對象的，它的對象是以屋苑內的高收入一群及內地人為主，因

此，這種堡壘式的、架空街道和自絕於周邊的設計對他們來說可能至為理想。 

 

正如廣告所宣稱，名城既是「巨富之城」，除了裝修設計極盡奢華之外，屋苑內亦須要有足夠的

娛樂設施，以滿足住客能不用走到大圍市中心這些「貧民區」便能獲得娛樂，所以屋苑內設有健

身室、遊戲室、閱讀閣、多用途房連備餐設備、閒坐區及兒童遊戲區、室內室外泳池、多功能運

動場、卡拉 OK 房、乒乓球室、音樂室、桌球室、保齡球場、動感立體水族館及私人影院等，當

然這些設施只有付鈔的住客才能享用，這是徹頭徹尾的「資本的空間」。 

  

(圖六)               (圖七) 

 

結語 

或許有一天，當腰纏萬貫的內地豪客到達大圍，他對大圍的理解只是在鐵路站上蓋的一幢幢屏風

樓及堡壘式的建築群，在旁的大圍市中心早已是無關痛癢的邊陲地區。名城英文名為「Festival 

City」，寓意像節日般享有多姿多彩的都會生活。但事實上，在人類的生存狀態中，有多少日子

是歡度節日的？日常生活才是人類社會的本來屬性。可惜的是，大圍居民長期保持的庶民生活特

色，在名城這龐然大物的威脅下，已充滿無力感，最先被犧牲的是單車公園和歡樂城，那下一個

目標又會是哪裡？面對政府與地產商「泰山壓頂」、不容討論的發展方式，普羅市民又如何與之

                                                 
13 《明報》：「港鐵拆天橋駁商場遭質疑」，2011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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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抗？至今為止，政府與地產商似乎節節勝利，這似乎是大圍居民以至全港關注「地產霸權」的

人值得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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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勤儉是美德」到「先使未來錢」， 

銀行業出了甚麼問題？ 

談資本主義的改朝換代 

杜錦華 

 

二零零八年美國有百年基業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倒閉，一石擊起千重浪，觸發了全球金融海嘯。

如此世紀性的經濟災難，自詡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自然不能獨善其身。 

 

在一連串骨牌效應下，股市樓市應聲下挫。正當「全民皆股」的熱烈氣氛正濃罩著香港，一眾大

大小小投資者如夢初醒，乍然驚覺，除了問自己虧蝕了多少外，還要問自己到底在投資甚麼。其

中幾萬名雷曼迷你債券投資者（或可直接稱為「雷曼苦主」）最具代表性，他們不但遊行示威，

還要循法律途徑追討損失，便是要証明自己不知道在投資甚麼，這實在既荒謬又吊詭。 

 

投資者指銀行銷售手法不當，誓要討回公道，問題由個別事件提升至大眾關注的社會事件，又由

經濟問題提升至政治層次，銀行監管銷售人員不力，金融管理局監管銀行不力，政府監管監管機

構不力……一層推一層的，到底誰該負責任？到底香港的銀行業在過去幾十年間的發展出了甚麼

問題，導致這個結果出現？是經濟問題、管理問題，還是另有玄機？ 

 

本文的目的是透過香港銀行業過去半世紀的改變及發展路徑，探討資本主義在香港經濟運作所起

的巨大威力，銀行服務作為一種近乎生活必需的服務，又如何被資本主義的本質所束縛，而資本

主義在意識形態及實際運作上，又怎樣牽著銀行業的鼻子走？銀行業不但摒棄了本業，「創造」

了層出不窮的衍生投資產品，其服務方向越來越遠離基層市民，甚至將升斗市民拒諸門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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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更趨兩極化，貧者與富者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更加表面化。 

 

「香港社會熱切擁抱的資本主義卻是一種不可以停下來的體制，為了追求無止境的增長，資本主

義的經濟體系單是在上個世紀已經歷過兩次改朝換代式的巨大轉變。」14  

 

銀行業所出現的問題正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結構性問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在過去數十年在

香港經歷了改朝換代 (Regime Change in Capitalism)。九七回歸後，其改變更是以史無前例的

速度奔跑，銀行業為求生存而不斷改變策略，無所不用其技，直至出現問題為止。言則金融危機

並不是意外的個別事故，而是有跡可尋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衍生出來的惡果。 

 

香港銀行服務從六十年代至今有重大的變革，但是變好還是變壞？我們得到了甚麼？又失去甚

麼？ 

 

小錢箱背後的大道理 

六、七十年代的小孩子很可能有過這樣美好的經歷，就是某天父母送你一個小錢箱，無論是獅子、

唐老鴨，還是福祿壽都非常精緻，孩子們總對這件首次擁有的資產愛護有加，父母然後就會囑咐

小孩從今起要學習儲蓄，以後要把零用錢及壓歲錢儲進錢箱內，待錢箱儲滿了，就拿到銀行存起

來。這個小錢箱其實正是銀行送給小孩的兒童戶口開戶禮物。 

 

小孩子自此將儲蓄這種中國傳統美德付諸實行起來，對小孩子來說，儲滿那錢箱的滿足感是難以

言喻的，為了早日達成目標，小孩子會很自覺地少吃零食，少買玩具，有甚麼方法比這更有效教

導小孩節儉呢?以錢箱來儲蓄的這個過程對小孩子來說是最佳的資產管理實踐，每次將一毫硬幣

放進小錢箱時，錢箱就重了一點，搖起來的聲音便會沉實一點。這種「資產增長」既實在又具體，

能讓小孩很清楚地體會到儲蓄的成果，較戶口月結單的一組組數字具體得多。 

 

很多香港人首次與銀行業務關係就是由這個小錢箱開始，小錢箱的作用真不能小覷。小錢箱很具

                                                 
14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9，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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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地說明了六、七十年代香港銀行業傳達的理念，就是「儲蓄可致富，勤儉是美德」。 

 

時至今日小錢箱已成為銀行陳列室內的懷舊展品，是潮流已過，還是銀行宣傳手法不合時宜？這

些都只是表面原因，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銀行的根本經營理念改變了。 

 

兒童儲蓄戶口從來不是賺大錢的產品，因為小孩的儲蓄金額有限，亦無需要向銀行借貸，所以銀

行向小孩子提供服務的回報率甚低。但當年為何銀行會這麼重視這些兒童客戶，千方百計地要吸

納他們呢？因為銀行看重的不是即時回報，而是未來回報，銀行相信一旦與小孩子建立了業務關

係，他日這「小客戶」長大成人，成為社會上的精英或成功人士後，他們便會順理成章地繼續使

用這家銀行的服務，到那個時候便會有回報的出現，所以兒童戶口是一種長遠的投資。 

 

當年銀行很樂於贊助教育活動，例如恒生銀行已贊助「溫故知新校際常識問答比賽」15多年，銀

行是真心真意培育一班小客戶，期望他們努力讀書，長大成材。昔日銀行講求與客戶建立長遠關

係，這種經營方式在傳統華資銀行尤為普遍。但這種長線投資模式在今天看來有點匪夷所思，今

天的商業世界對回報的要求除了高，還要快。 

 

如果有一位銀行管理層的職員提出一項新策略，可能會有極高回報，不過要十多年後才見效，相

信人們只會把它當成笑話，這位職員可能最後連職位都不保。莫說等小孩子長大成人，現在的社

會連一年都等不了。因為上市公司每年要公布一次業績，半年公布一次中期業績，假如今年業績

未能有盈利增長，翌日股價必應聲下挫，投資者那有耐性等你十年後的回報。所以銀行需要集中

資源，花盡心思去追求又高又快的回報。馬國明先生一語道出這種現象背後的因由： 

 

「資本主義是一種病態社會，因為並沒有知足這回事。」16 

 

資本主義貪得無厭，不能停步，為要賺取年年有餘的利潤，這一點從上市公司公布業績可見一斑。

                                                 
15 溫故知新校際常識問答比賽，於 1972-1984 間在無線電視播出的長壽教育性節目。 
16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9，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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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業績怎樣才算好？那就是要盈利有增長。單單只有盈利是不足夠的，還要有增長，所謂盈利

增長是今年較去年賺更多。在競爭劇烈的環境下賺錢已經不易，賺得較去年多就更難，即使去年

賺一億，今年也賺一億，由於基數增大了，比例上盈利比率仍算是倒退。試問在這枷鎖之下，銀

行管理層怎可以不千方百計推出回報快的產品？所以說小錢箱那一套銷售策略已經不合時宜了。

銀行放棄了的不只是一種宣傳推廣手段，而是放棄了一種與客人建立長遠關係的經營理念，取而

代之的是以高回報為首要任務的理念。 

 

曾幾何時，打鐵工是上賓 

六、七十年代銀行業以「打鐵工是上賓」為宗旨，其中的意思顯而易見，打鐵工是低下勞動階層

的代表，意指即使一個低下階層的小客戶進入銀行，銀行都不能待慢，要給他貴賓式的服務。這

既是一種服務態度，更反映當時銀行與小客戶之間的互相倚賴關係。 

 

香港由五十年代起，由於內地大量移民湧入，本港人口一躍至四百多萬，擁有龐大的人力資源，

造就往後香港工業化及城市迅速發展，情況維持至七十年代末。當時工廠工人、地盤工人和小販

等佔勞動人口大多數，這一群社會基層人士，亦成為銀行業的龐大潛力目標客戶。與此同時，銀

行業亦隨香港經濟急速步伐大展拳腳，開始擴充業務以及開拓市場，那自然需要向幾百萬的基層

小市民招手。 

 

一九六五年恒生銀行發生「擠提事件」，最後得到匯豐銀行的幫忙及支持，匯豐銀行亦入股成了

大股東，為了進一步擴大其業務的覆蓋面，不斷增設分行，其他銀行亦跟隨，銀行分行四處可見，

互爭有利陣地，銀行較米舖還要多的情況就是由這時開始。一眾銀行為了擴大市場，便需主動出

擊，走進客戶群中，為客人提供方便的服務，所以當時的銀行分行不只開在商業區，公共屋邨及

工廠區也是必爭之地。一九八一年，恒生銀行開始進駐地鐵站，不但方便客戶在交通途中辦理財

務，也為香港人提供了一個約會的聚集地點。這一切都說明銀行對基層客戶的重視。 

 

所以一個打鐵工拿著工具，工廠工人一身油漬，地盤工人赤著上身，賣魚的一身魚腥味地走進銀

行根本不足為奇，而這班基層小市民正是銀行業主要的客戶群。從資本主義理論來分析，銀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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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階段是屬於福特生產模式(Fordism)。銀行要拓展市場就必需要這群大量客戶或消費者來支持，

所以他們對這群客戶很重視，何止打鐵工要當作貴賓看待？工人、小販、地盤工人等每一位都是

上賓。 

 

為了刺激業務增長，採用廣告推廣是福特生產模式年代很常見的手法，七十年代開始可以透過電

視看到銀行廣告，而其中一個銀行電視廣告是描述一位地盤工人的：他每天辛勤地工作，當他看

見其他工友在工餘時賭錢作樂的時候，他也不為所動，只是打開一本銀行存摺，滿懷希望地微笑。

鏡頭一轉，時光飛逝，這個工人已變成老闆，他駕著一輛貨車，指揮工人工作。片末的旁白是：

「勤儉是美德，儲蓄可致富」。廣告訊息簡單直接，是鼓勵客戶選用這家銀行的服務，但故事背

後的意識形態更值得深思。 

 

此廣告為何要選地盤工人為主角？因為他代表了低下階層的升斗市民，如上文所說，這一群人正

就是當年銀行業珍而重之的目標客戶。銀行的角色只是幫助一些勤儉努力的人達成目標，說到底，

要致富還是得靠客戶努力儲蓄。銀行很巧妙地借用了勤儉是美德的中國傳統觀念，幫助宣傳，除

了有助業務外，還可以推廣道德教育。六、七十年代銀行業得以成功拓展，對客戶而言，銀行的

而且確幫助了不少白手興家的創業者，甚至成為大企業家。同時，銀行分期付款的樓宇按揭也幫

助了很多小市民置業安居，改善生活環境。銀行與客戶兩者建立了雙贏的關係，在良好的營商環

境、客戶關係和法規下，奠定日後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 

 

由「勤儉是美德 儲蓄可致富」到 「先使未來錢 投資可致富」 

時至今日，銀行的宣傳技倆當然層出不窮，極盡華麗，但其傳達的訊息又如何呢？ 

近年最深入民心的銀行廣告內容一定要數奧運金牌得主李麗珊說的那句：「原來養大個 BB 要四

百萬！」這四百萬如何計算出來，不得而知，但相信很多人也需要四百萬把嬰孩撫養成人，升斗

市民，何來四百萬？那應該怎麼辦？接著，李麗珊很誠懇地說：「一定要找某某銀行投資」。原來

此廣告為你提供了一個方法讓你能夠擁有四百萬，那就是「投資」。沒錯，是投資，不是儲蓄，

要為下一代籌謀便要投資，內裡隱含的意思是：「儲蓄是儲不到四百萬的，還是投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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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銀行鼓勵市民努力儲蓄，今日銀行鼓勵我們非投資不可。單從這兩代的廣告片就清楚

顯示四十年來銀行業經營理念的重大變化。這全因資本主義制度在香港經歷了改朝換代(Regime 

Change)，由福特年代(Fordism)過渡至後福特年代(Post-Fordism)的具體特徵。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mergence of entirely new sectors of production, new ways of 

providing financial services, new markets, and, above all, greatly intensified rates of 

commercial, 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17 

 

在這數十年間，銀行業非常努力地拓展新的業務空間，即使一些與銀行傳統業務關係不大相關的

服務，只要利潤豐厚，銀行也會極力拓展，加上資訊科技自八十年代迅速被各行各業所應用，加

速了銀行所謂的多元化服務，但同時銀行亦被批評偏離了本業。 

 

傳統銀行是以提供息差產品為主業的。客戶在銀行存款可以獲得利息，而客戶向銀行借款亦須要

付利息，借出借入的利率有差距，銀行就可以從中獲利。由於市場競爭劇烈，利息差距越來越少，

銀行利潤下降，銀行為了維持盈利增長，不得不推陳出新，設計五花八門的新產品，以增加利潤。 

 

過去十年銀行最大力推廣的業務就是投資(Investment)及保險(Insurance)，英文簡稱“ I & I ”。

除此以外，銀行設計了多不勝數、內容費解以及風險更高的投資衍生工具。 

 

在後福特年代另一特點是產品的周轉時間(turnover time)會盡可能減少，投資產品的周轉時間可

以非常短，客戶可以在一日之內作多次投資買賣，交易越多，收費越便宜，以鼓勵客戶多投資，

投資結果無論客戶是盈還是虧，銀行都一定賺到了服務費。同時銀行大量使用電訊及資訊科技，

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及網上交易，美其名為方便客戶，此舉實則只希望令交易更快更容易，從而

鼓勵客戶多投資。  

 

反觀銀行傳統的借貸服務周轉時間相對較長，以私人貸款為例，借貸人可能需要要兩三年時間才

                                                 
17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0, 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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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款項全數清還。換言之，在這兩三年間借貸人便不能再向銀行借貸。為了減短周轉時間，銀

行創出了「循環貸款」的新招式。即是說客戶只要還了部分欠款，便可以開始循環借貸，一邊還

款，一邊借款，銀行是十分歡迎永遠還不清款項的客戶的。這種循環貸款亦間接將客戶的貸款額

提高，因為一個向銀行借款十萬元的客戶，可能在三個月後再借一萬元，下個月又再借一萬元。 

 

信用咭可以說是八十年代最成功滲透各階層的銀行產品，每人總持有數張，雖然每間發咭公司服

務未盡相同，但最基本的概念是先消費，後付款。使用信用咭並非只是為了方便結賬那麼簡單，

它會為銀行帶來非常可觀的收益。客戶每簽賬一次，銀行首先賺取商戶百分之三的佣金（所以有

些商戶會將佣金轉嫁給客戶，如選擇以信用咭結帳的話，需要多付百分之三的手續費 )，此乃其

一。其二是賺取客戶過期還款的高利息，一般都是以日息計算，複利息累積，而且只要有任何結

欠，其他免息期都會自動取消，即時收取利息，客戶在不知不覺中便須要繳交很多利息。所以不

能還清全部款項的才是銀行至愛的客戶，銀行的信用咭宣傳總是鼓勵大家，盡情花費，及時行樂，

無需考慮是否有足夠的能力還清款項，簽賬後再想辦法不遲。簡而言之，就是「先使未來錢」。

當債務纏身的時候，銀行便會推介你以循環貸款的形式來償還款項，然後又可以再用信用咭簽賬

了，這樣循環不息，沒完沒了。 

 

青年才俊當主角的年代 

除了名運動員李麗珊曾擔任銀行廣告的主角外，還有幾段廣告片的主角分別由名指揮家葉詠詩、

青年才俊音樂人伍樂城和香港壁球冠軍趙詠賢擔任的，他們分別為銀行的不同產品作宣傳。 

 

這樣的安排除了因為名人效應外，背後其實有更深層的意思。這群廣告主角在不同範疇各有成就，

共通點就是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人物，他們代表了社會上的精英。今日已經沒可能再見到一個銀

行廣告會以地盤工人做主角，因為在現實中，低下階層的小市民已再不是銀行的目標客戶，銀行

全力爭取的是社會上優越的精英分子，低下階層的小客戶對銀行來說變得可有可無，甚至認為沒

有這種低回報投資更好，這也正是資本主義在後福特年代一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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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s have permitted, and to some degree depended upon, 

an acceleration in the pace of product innovation together with the exploration of highly 

specialized and small-scale market niches.”18 

 

在後福特年代，大眾市場已經不能成為支持業務增長的支柱，取而代之是一小撮的高級精英消費

群。這消費群組要求的服務及產品要是獨特和富品味的，最好是為他們度身訂造，消費背後是一

種身份的象徵。 

 

「當小眾消費的小眾其實全是社會精英，他們的消費會被視為品味高低甚至是文化水平分野的準

則。跟大眾消費不同，小眾消費可以被視為身份象徵或高於凡人的文化水平的代號。」19  

 

既然服務對象是所謂的社會精英，當然要找來一群社會精英來當廣告代言人才匹配，今時今日的

銀行廣告哪一個不是極盡華麗、美輪美奐和瑰麗堂煌？主角不是坐著遊艇，就是名車，畫面多會

看到主角手中拿著一杯紅酒，或瀟灑地把高爾夫球杆一揮，又或者是躺臥在沙灘優哉悠哉等。又

有另一個銀行廣告請來香港著名爵士樂手及社交舞王、舞后，他們作樂起舞，享受其優雅的文藝

玩意時，談其人生哲學，這就是所謂生活品味。銀行需要的就是這類型的客人，銀行一定要積極

鼓吹這種生活模式，生意才會滾滾而來。 

 

如非貴客，請勿打擾 

現在銀行將各類服務提升為財富管理(Wealth Management)，為此新設理財顧問一職，財富管

理戶口亦應運而生，所謂財富管理戶口即是一個戶口集合了儲蓄、定期、借貸、按揭、投資和信

用咭等多功能服務，銀行對客戶的財務狀況瞭如指掌，從而可以交叉銷售更多產品。例如知道你

有一筆定期存款，職員會主動向你推介一些投資基金項目、債券，甚至投資衍生工具，又或者向

你推銷迷你債券，說較定期存款回報高得多，爭取生意額。 

 

                                                 
18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0, p156 
19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9，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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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當然沒興趣為一個小販或清潔工人理財，銀行要開拓及爭取的是高級客戶層，所以推出各種

優越理財戶口，標榜這些客戶能得到尊貴的禮待，享受高人一等的服務，這種客戶有多優越，從

名稱就可見一斑：「優越理財」、「運籌理財」、「晉富理財」、「優先理財」等等，只有社會精英才

配用這些戶口，能成為其客戶自然擁有一份優越感，因為那是身份的象徵。 

 

這類優越理財開戶金額動不動就要十多萬至幾百萬不等，還要保持一定的基本存款額，對於足襟

見肘的低薪人士來說，簡直是遙不可及的天文數字。 

 

銀行是刻意將客戶分等級，對不同等級的客戶投放不同的資源的。對尊貴客戶固然貼身服務，職

員連私人手提電話號碼都會提供給客戶，隨時候命。但對那一群沒有多大消費能力的低薪人士又

如何呢？答案是「請勿打擾」。 

 

現時大多數銀行都實行分流排隊，有專門櫃台服務尊貴客戶。表面上分流排隊是為了提高效率，

縮短客戶等候時間，但實際上這機制目的是將資源更加有效地分配，將客戶分等級，以更多人力

物力來服務那些高回報的高檔客戶，結果高級的客戶排隊等候時間自然減少，反之低級客戶的等

候時間更長，銀行推廣高級戶口時，往往以節省排隊時間為賣點之一。至於更高級的私人銀行客

戶，根本沒有排隊這回事，自有專人為他們服務。 

 

普通客戶若願意長時間等候，銀行職員始終會幫你的，不過在你處理交易時銀行職員不免會向你

推銷一大堆產品，這種慘痛經歷，很多人都會有切身感受。既然低級客戶不能為銀行帶來豐厚利

潤，銀行便要盡量減省花在他們身上的資源，推出一系列措施，默默地令他們「自動離場」。  

 

銀行業務一向講求人際關係，以往當客戶走進銀行，職員儘管站得遠遠的，也會向他們打招呼，

職員會記得客戶的名字，而客戶對銀行職員也十分稔熟，見面會互相寒喧問候一番，關係有如朋

友，但可惜此情已不再。 

自從一九八零年由匯豐銀行引進第一部自動櫃員機後，銀行便希望客戶盡量自行到自動櫃員機處

理一般瑣碎的提款轉賬交易，同時銀行更大力鼓勵客人使用電話理財及網上理財，非不得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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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打擾銀行職員，銀行職員的時間就留下來集中處理有高回報潛力的工作。 

 

近年各銀行已默默地將一些成本效益不高的舊區及屋邨分行關閉，銀行只會設置少量自動櫃員機

來代替分行。這種做法使屋邨居民，尤其是長者非常不便，怨聲載道，亦曾經因此而發起遊行抗

議。為減少客戶使用銀行櫃位提款或轉帳的服務，多用自動櫃員機，銀行推出了「ATM 戶口」，

客戶如果只用自動櫃員機處理存款和轉賬等交易，則無需要繳交任何年費，不過假如客人走進銀

行櫃位進行交易，每次要徵收二十元手續費。這措施荒謬之處是銀行以為那些目不識丁，要拿圖

章去銀行提款的長者可以學懂運用自動櫃員機。 

 

銀行業界會召開記者會，向傳媒表揚一些長者如何與時並進，善用自動櫃員機，令生活變得更方

便。這些長者的表現固然值得欣賞，但事實上這些成功例子寥寥可數。曾經目睹一位長者嘗試用

自動櫃員機提款，由於他動作緩慢，不能在指定時間內將密碼輸入，試了多次也不能成功提款，

結果只能無奈地離開，這些活生生的例子，銀行業界卻視而不見。 

 

二零零一年，匯豐銀行率先實施向小客戶收取服務費的措施，對那些存款結餘少於五千元的儲蓄

戶口收取四十元的月費。其他大大小小的銀行亦跟隨實行類似措施。雖然這措施對六十五歲或以

上及領取政府傷殘津貼的長者提供豁免收費的優惠，但社會上還有很多弱勢社群，例如沒有固定

收入的散工、小販、未足六十五歲的退休人士和綜援家庭等等，在現今利率近乎零的情況下，存

錢在銀行已沒利息，還要付額外費用，無疑是百上加斤，銀行這做法似乎有點不近人情。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剛剛宣佈，以減少消耗紙張為由，鼓勵客戶改以網上渠道收取月結單及通知書，

客戶倘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仍要銀行寄出傳統的印刷月結單或通知書，銀行會按戶口收取

二十元年費。這措施以環保為名，實則進一步將一群無法掌握網上理財的人士推到牆角，在舊區

或屋邨的低收入人士，問題不是能不能學懂如何網上理財，而是家中到底有沒有電腦，能不能夠

付擔得起上網的費用。一眾小存戶曾幾何時是銀行的寶貴資產，但一步步被銀行以種種行政方法

拒諸門外，直至小客戶自動取消戶口，如今小存戶要取消戶口是不會被挽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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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生計 犧牲客戶利益 

開源節流是做生意不變的金科玉律，經濟不景時各行各業都裁員減薪，銀行當然不會例外，二零

零八年金融海嘯後，匯豐銀行馬上裁減四百五十名員工。世紀金融災難當前，裁員減省開支，無

可厚非，但其實銀行在生意最蓬勃時已經漸漸將工作外判，逐步縮減人手。早於二零零二年，匯

豐銀行將後勤中心從本港遷至廣州，宣布在三年內，分階段削減本港共逾三百個職位。 

 

也許我們未必留意到，當我們致電到銀行查詢的時候，電話是轉駁到國內某城市，由一名國內同

胞接聽的；街上纏著你不放推銷信用咭的推鎖員，其實並非銀行員工。當你開立信用咭時，同時

受權銀行將你的個人資料交到另一間外判公司「打咭」（製造信用咭）。其實香港一眾銀行早已默

默將不同工種外判，包括資訊科技服務、資料輸入、電話服務中心、會計、製造信用咭、電話推

銷、信用咭推廣等等。外判公司遍佈國內、印度、東南亞國家及香港本地，總之那裏便宜就往那

裡走。即使外判承包商如何剝削有關工作人員，銀行都事不關己。 

 

＂....move away from regular employment towards increasing reliance upon part-time , 

temporary or sub-contracted work arrangement……when looked a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insurance coverage and pension rights, as well as wage levels and job security , by no 

means appear positiv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s a whole. "20  

 

工人生計難保，被外判或短期合約取代正正就是後福特年代的常見現象。 

 

銀行這半世紀以來不由自主地演變，被資本主義無法滿足的慾望推動著，只可以不停開闢新的賺

錢途徑，為了多做生意，連最基本的風險評估都置諸不理，美國的次按問題，明知是次級按揭，

即借款人的還款能力有問題，但仍然大力推動，不惜冒血本無歸的風險，歸根究底是因為要創做

更佳業績，結果業績是創了高峰，然而卻引發了金融海嘯。 

 

                                                 
20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0, 
p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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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情況，香港的銀行業，也為了製造一年較一年好的業績，短時間內推出大量產品向客戶銷售，

尤其是投資產品，。而銀行職員為了達到越來越高的銷售目標，承受重大壓力，為了生計，不得

不促銷投資產品，置客戶利益於不顧，或是不盡不實，或是未把風險完全披露，亦有可能是自己

也未弄清楚產品的內容，以致不能向客戶解釋清楚，最終導致迷債這類事件的發生，可悲是的銀

行從業員本身都是苦主。 

 

香港政府在金融海嘯後加緊了監管，收緊有關法例，經此沉重教訓，銀行業會否痛定思痛，回歸

本業呢？看來並不樂觀，銀行除了更加努力追回落後了營業額， 有管理層甚至開腔指政府矯枉

過正，監管過嚴，阻礙銀行業務。從「儲蓄可以致富」，到「先使未來錢」，銀行見證了資本主義

兩個年代的變化，但有一件事始終不變，就是資本主義的本質。 

 

「資本主義的本質──為資本家賺取最大的利潤──卻絲毫沒有轉變。」21  

 

參考資料： 

1.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9 

2. 馬國明：《路邊政治經濟學》。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9 

3. 馬國明：《沒有光的所在》。Cup Magazine Publishing Ltd，2008  

4.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0 

5. 陳建良、梁凱同、曾駿傑:《財經拆局》。上書局，2007 

6. 施永青：《政經敢言》。訊出版有限公司，2004 

7. 陸東：《智者傲行》。文化傳信有限公司，2009 

 

  

                                                 
21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9，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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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換代」的香港 ‧ 外判文化下社會

之改變 

湯慕華 

 

前言： 

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公營和私營企業都流行「外判制度」，而「始作俑者」帶領實行外判的便

是香港特區政府，接著私營機構緊接跟隨。外判制度是資本主義下的附產品，是資本家剝削工人

的技倆。它的出現令香港人的生活出現重大轉變，進一步加劇貧富懸殊，甚至是改變大眾的意識

形態。外判文化的出現，並非單是政府的決策問題，這事件和現象存在著更深層意義，蘊藏著經

濟結構轉型的問題。 

 

內文： 

近年有關外判制度而引起的工潮或反對聲音，不絕於耳。所謂「外判」(Outsourcing)，意指企

業或公司，將一些非核心業務下放給專門營運該項運作的外間第三者。它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流行

起來的商業用語，是一種商業活動的決策。 

 

對於資本家而言，外判制度有以下優點： 

‧ 節減成本，集中精神於核心業務，善用資源； 

‧ 改善現有服務，應付服務需求增長及新增服務要求； 

‧ 提高效益及效率。 

 

然而，外判制度雖有上述的好處，但同時亦帶來不少負面的衝擊。在資本主義下，它成為資本家

剝削工人的藉口，進一步呈現資本主義中的霸權意識，變為資本主義的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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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化下的外判潮 

外判制度橫掃各行各業，而一些被視為較低下、毋須學歷和技術的工種就首當其衝。至於誰是實

行外判的先鋒？那自然是香港特區政府。政府先將部分部門的工種，如清潔等一些非核心工作，

外判給有關公司負責，這不但拉遠與大眾的距離，而且會模糊了「公」、「私」之間的界線，更甚

者會把核心的事務都進行外判。政府揮動外判旗幟，目的只為減省開支，但這變相是剝削了工人

的利益，同時更彰顯政府不負責任，以及罔顧社會道德的一面。政府推行外判後，不少公、私營

企業紛紛仿效，形成「外判潮」。 

 

「外判潮」的出現，不少人認為與一九九七香港回歸後，經濟不景有關。香港特區政府的弱勢管

治，故然責無旁貸，但更深層的，是香港社會和經濟出現結構性改變，而背後的關鍵便是「金融

風暴」和「全球一體化」。「金融風暴」是一項經濟活動、地產和經濟泡沫爆破，但背後牽引著它

的卻是「全球一體化」。 

 

德國的福祿(Frobel et al)認為，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世界的運輸業發達，加上資訊科技的高

速發展，打破了地域和國界的限制、組織及成本的問題，令生產過程可以分拆至地球任何一個角

落。 

 

「全球一體化」的雛型出現，可見於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至一九八六年，那是資本主義的再度

轉型。當時全球的股票、商品期貨和債務市場出現，加上現鈔及利息的轉換，還有地區資金的調

動，造成資本及信貸供應的單一市場，繼而產生全球化的經濟體系。 

 

現時的全球一體化，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同形式的演變，從而出現兩極化的不公平發展。

新的兩極化，是基於核心擁有多方面的壟斷，當中涉及科技和世界財經市場的控制。世界一體化，

分別呈現在生產性質資本及金融性資本的活動上。情況有如現時香港的廠房，將一些工種分拆出

來，轉移到低工資的地區負責，進而變成今日流行的「工種外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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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的經濟轉型 

事實上，這種「外判」的文化，並非在九七年後才出現，金融風暴只是加劇了外判文化的衍生。

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英、美等地都紛紛將生產工序分拆為不同部分，並將有關工序分布到成本

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地方，而早期香港的工業得以發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昔日的香港以工業為主，屬於「工業型社會」，但隨著時代的轉變，工人薪金上漲，加上地價昂

貴，令成本上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便開始有從事製造業的公司將生產工序遷往大陸，留下

部分前線的工作在港。這種模式，彷彿就是「外判」的雛型；而這種「分工」的做法，亦解釋了

香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現急速的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慢慢步入另一個轉變。 

 

雖然，當時香港的製造業北移發展，但整體的經濟和社會未受太大的影響，市民的生活仍可提昇，

每年的工資仍有上調空間。由於工人的工資增加，消費力亦自然增強，至後來金融風暴席捲全城，

工人工資下滑，消費力大減，生活不穩。這個情況猶如「福特主義」至「後福特主義」的轉變。 

 

「福特主義」下，資本家只要將產品大量生產，並不斷被大眾消費者吸納，即使是工人的薪金上

升，亦能營運下去，原因是工人同時付出代價，就是「消費」。然而，當大眾的消費未能穩步增

長，經濟放緩，甚至是倒退時，市場便隨即出現生產過剩的情況。如此一來，資本家必須減產，

而「福特主義」亦會隨風而散。這種欠彈性的營運模式被「淘汰」，接下來出現的就是「後福特

主義」。 

 

經過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一役後，福特「再生」成為「後福特主義」。它重視彈性和資訊科技，

並獎賞開創和研發資訊科技。在這種情況下，低薪的工種相繼出現，高薪的工種增加，從消費面

來看，它只會開闢高薪人士的消費市場，鼓勵高薪人士消費。 

 

九七年後香港的資本家生產的產品滯銷，泡沫經濟大大增加營商壓力，甚至出現倒閉情況。為了

維持本身利益，資本家進一步剝削工人利益，不單削減工人薪金，更陸續將工種外判，並高舉「知

識改變命運」的旗幟，提倡「終身學習」。對於香港而言，九七年就像一個分水嶺，把昔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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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型社會」與「知識型社會」明顯分野，並清楚呈現資本主義再進入另一個階段──「知識型社

會」。 

 

增加社會矛盾 

「知識型社會」提倡個人彈性、知識、技術、創意等。在這個大趨勢下，工人紛紛進修，以「知

識」維持以及換取「生活」。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曾指整體經濟發展的趨勢將

由科技帶動，而「後工業社會」將從生產為主導，轉變為以服務為主導。社會經濟發展強調知識、

技術及創新的同時，對低技術的人和勞工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就如香港，擁有高學歷以及高技

術的人自然得到「保障」，但低技術、低學歷、較年長的人，就進一步被兩極化和邊緣化。因為

他們條件有限，可選擇的工種不多，只能被迫接受不穩定的工作，如外判工。 

 

起初，外判工作只出現在一些低技術的工種，如清潔工等，但二十一世紀後，以往被視為「專業」

或「服務性」的工種，也逃不過「外判潮」，如地鐵客戶服務中心外判、電訊公司的客戶服務外

判、電視台電視劇外判等。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本港的電視劇幾乎全部都是「土產」，同時亦孕育大批演藝人才，包括一

批新浪潮的導演。他們的出現，令香港的電視及電影事業推至高峰，帶來不少別具創意和反映社

會現象的作品。然而，踏入九十年代後，電視台便開始購入台灣電視劇，至近年情況更為嚴重，

如早年大批日劇、韓劇、國內電視劇等的出現。這種「買劇」的行為，其實亦是變相的外判；電

視台以成本效益作大前題，一味外購電視劇，播放一些非本土文化的劇集，一方面未能反映香港

的社會文化和生活狀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甚至是間接扼殺本土創作的空間。如此一來，如何

建構香港的創意產業和文化？ 

 

以往幾乎每一所公司都設有「辦公室助理」一職，它可說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少中五畢業生

從事寫字樓工作的必經之路。「辦公室助理」一詞，美其名是助理，實質是公司的「打雜」，主要

負責速遞工作。然而，隨著外判制度的出現，不少公司都將辦公室助理外判，聘用速遞公司承包

運送信件和物件的工作，致使今時今日大部分公司已取消了辦公室助理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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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判制度的出現，不單呈現資本家進一步剝削工人、將低技術的工人邊緣化、增加弱勢社群、拉

闊貧富懸殊、造成社會分化等現象，還加劇工人和資本家的緊張關係（如「紮鐵工人事件」）。馬

克思在一部手稿中曾經提出四個「勞動異化」的層面，最後一種叫「人類作為物種的自我異化」，

當中提及人類成為物種的敵對現象，而這種現象會顯現於不同的社會關係中，如資本家剝削工人、

工人要維護利益而出現「資本家敵對工人」的情況，以及工人在失業率高企下自降身價，出現「工

人敵對工人」的局面等。 

 

「工人敵對工人」出現於利潤極大化的追求下，資本家剝削工人，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工人會

在勞動市場中拼得頭破血流，有些工人更會降低自己的工資水平，以求得到工作，以致其他工人

亦只能跟隨其做法，最後導致工資水平的整體下降。情況有如本港的清潔工人，工種被迫外判後，

薪金愈見低落，更造成同工不同酬的分化局面。在二零零四年「樂施會」一項名為「房署監管失

當，外判製造貧窮」的調查中發現，私人機構的清潔工人平均時薪為港幣二十六元八毫，而房屋

署的清潔工人時薪，約為港幣十八元一毫，兩者每小時差距八元七毫，每月相差九百三十二元正，

佔工人整體月薪兩成多。  

 

公共事業外判 

外判的出現，不單改變了私人機構的運作，更甚的是公共事業的外判，對社會和民生造成更大的

衝擊。 

 

二零零七年六月，醫院管理局（下簡稱醫管局）表示，因公立醫院的眼科上年度的流失率達百分

之十一點八，創下歷年新高，情況令該局憂慮白內障手術服務的排期將進一步延長，故考慮與私

營醫療機構研究，外判白內障手術，而其中一個方案是由全港眼科私家醫生包辦該項手術。另外，

當局又考慮向私營醫療「買位」，若公立醫院的病人願意負擔部分費用，即可獲津貼到私家醫院

／診所就診。 

 

「醫療」本是民生最重要一環，醫管局的醫生嚴重流失，這是一個現象，背後的問題是，當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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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管理和行政出現問題，該局不但沒有對症下藥，反而用「外判」的手段，將問題推出去，並

推卸責任給病人和私家醫院。 

 

另一個與醫療有關的「外判」例子，便是食物環境衛生署（下簡稱食環署）的清潔外判。這一直

被「自由市場」及政治體制視為最微不足道的工作，由於工人低學歷、低技術，故被社會標籤為

低下工作。然而，清潔工作者正是「維持」公共衛生的先鋒，惟食環署卻將工種外判。舉一個簡

單的例子，街道上的垃圾箱非常骯髒，滿佈污垢及痰漬，食環署把清潔街上垃圾桶的工作外判，

而外判工人在清潔時，態度馬虎，只是用抹布一抹了事，故清潔過後，污漬依然存在。另外，垃

圾箱上的煙灰缸，清潔後仍然有一大堆煙灰，經過也會嗅到煙味。 

 

至於環保回收垃圾箱方面，食環署由始至今也沒有徹底清洗和消毒，全只靠外判工人一支細小的

清水來洗擦。垃圾箱有可能因此長期積存病菌，危害大眾的健康，加上食環署未有嚴格監管外判

公司的清潔運作，令問題愈見嚴重。 

 

政府兩大衛生部門──醫管局和食環署，也分別硬將工種外判。外判的原意是將企業或公司，一

些「非核心」業務，下放給專門營運該業務的外間第三者，惟政府卻將市民的「核心」公共事務

都外判出去，令外判異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保障市民大眾的健康？ 

 

另一例子則是在教育制度方面，政府於二零零一年實行「一筆過撥款」，美其名是善用資源，增

加學校的自主空間和彈性，骨子裡又是外判，間接令學校變為商營機構。 

 

教育統籌局（後與教育署合併，現改稱為教育局）於二零零零年推行「校本管理」，其中一部分

為「一筆過撥款」，當局按年將學校營運的資金撥給學校，雖然有指引和資金運用守則，但如何

運用和運用的權責，則由學校負責。學校是一個教育和學習的地方，校董和校長都應以教育為己

任，但「一筆過撥款」的出現，卻令他們需要「兼顧」資金安排。惟校方一直都是依靠教育統籌

局安排分配資源，故他們缺乏這方面的行政管理經驗，加上出生率下降，令學校出現縮班壓力。

結果有校長以「調配資源」為理由，縮減清潔工友的人數，剝削職員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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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被剝削，就連教學助理也逃不過這關口。由於教師工作量大，所以許多中小學均會聘請教學

助理，協助老師處理文件上的工作。在二零零七年，教師薪金起薪點約為一萬六千元，教學助理

則平均為八千至九千元。至於常規教師，亦要兼任職責以外的行政工作，以致缺乏時間關心學生。

學生方面，因學校要鞏固校譽，於是一味鼓勵學生要參加課外活動和校外比賽，致使學生除了應

付日常功課外，還要應付父母和學校安排的活動，完全失去個人空間。學校彷彿不再是「教與學」

的地方，而是一個商營機構。 

 

事實上，這不單只影響中、小學，連大專院校和大學也難逃厄運。教育統籌局於二零零六年，為

了每年節省七百萬開支，建議將「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由現時負責的學生資助辦事處，改由外

判的私營機構負責。建議一出，隨即引起各界非議。當時有學生團體認為，學生貸款紀錄將成為

個人信貸資料庫的一部分，日後或會較難申請低利息的借貸。最後因建議不獲通過，最終被迫擱

置計劃。 

 

除了醫療、衛生和教育外，香港的房屋問題，亦是外判洪流之下的「犧牲品」。房屋署請來領匯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下簡稱領匯）「管理」屋邨，變相亦是外判屋邨管理。 

 

領匯於二零零四年上市，它將本是村內為居民服務的「屋邨商場」，來個翻天覆地的大革新，目

標是成為一個消閒娛樂的地方。領匯的做法，改變了屋邨商場的性質，形成了一種矛盾。 

 

昔日的公共屋邨商場聚集了不少公公婆婆，他們一方面可以在那裏談天說地，另一方面可以在夏

日炎炎之時，享受空調來消暑。商場內的商店店員和老闆好像是街坊一樣，這與大部分的商店運

作都屬於家庭式經營有很大關係，所以員工流失率低，且人情味較濃。至於食肆方面，同樣以家

庭式經營，以家常小菜為主，雖然款式不多，但勝在有親切感。 

 

屋邨商場是居民與商戶共同塑造的生活空間，可是當超級市場入侵後，一間又一間的連鎖店接著

進駐，一方面扼殺了士多和雜貨店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亦間接減低了居民的選擇性。超級市場

跟士多和雜貨店的差別，是前者有開揚的空間讓居民選擇貨品，後者由店員遞來貨品。表面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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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給予居民主動權去選擇，後者的主動權則在店員身上，但事實上，超級市場背後有種霸權意

識，當居民進入後，便失去比價的權利，你只能選擇買或不買。反之，在商場或街市有多所士多

和雜貨店，你可隨便比價，選擇性較大。 

 

商場大革新後，難以找到昔日供公公婆婆坐的長椅子的蹤影，公公婆婆被迫離開商場，屋邨商場

再不是居民的空間，而是被霸佔的空間。在領匯管理下，商場只是吸引消費者消費的地方。 

 

政府以所謂「用者自付」的觀念，放入公共醫療、教育、公屋、公屋服務等範疇，認為市民是理

所當然負擔全部或大部份的成本，忽視大眾利益和社會責任。 

 

市民生活的變奏 

外判制度的出現，不單對香港人的經濟和社會造成衝擊，更對市民的生活模式和意識形態，造成

變奏。舊日「在公司一輩子打工」的概念，受到衝擊，人人自危，於是盲目地「自我增值」。銀

行將客戶服務外判，顧客致電查詢銀行事項，回答問題的職員竟是身在廣州，模糊了地域界線；

匯豐銀行將電腦的資訊管理，調往印度處理，香港的電腦業工作者空間收窄，對本港的資訊科技

發展及培訓有關人才造成衝擊。 

 

二零零七年五月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宣布，考慮將部分電腦硬件工作外判，以增加成本效

益和服務效率，並指這是銀行界普遍的工作模式。然而，電腦的硬件儲存大量客戶的資料，銀行

能否百份百保證資料不被外洩，以及保障大眾的私隱？這亦是令人擔心的問題。 

 

又如二零零四年星展銀行的「保險箱」誤被壓毀的事件，該銀行的美孚分行，在裝修及進行擴建

工程後，原意是把九百二十個空置保險箱運往外判的管理公司銷毀，但分行經理卻在未有遵照香

港金融管理局的指引，當場監管工作，而令搬運工人意外地銷毀八十三個有客戶租用的保險箱，

部分更壓成廢鐵。表面看來，是分行經理的疏忽，但更深層的，是事件背後反映了分行經理被「外

判文化」影響，他不單將搬運空置保險箱的工作外判，同時亦將監管的工作一併外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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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外判文化已滲入社會大眾的意識，即使是父母管教子女和教導功課的責任也交給補習社，

用金錢去「解決」教導子女的問題，一方面是「消費主義」，另一方面亦是將教導的責任「外判」

出去。 

 

除此之外，外判潮的出現，亦帶給社會大眾的「不安」，感到朝不保夕。香港工會聯合會在二零

零四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一日，就「『合約制』、『外判制』、『無償工時』對打工仔影響」進行一

項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七百八十五名十五歲以上的被訪者中，有六成表示因擔心生活不穩而不敢

結婚生子，間接令香港以往由「兩個夠晒數」，變為今天的「不育」。 

 

結語： 

香港的「改朝換代」發生於一九九七年，泡沫經濟過後，接二連三傳來外判的消息。「外判」本

意是將非核心的工種，下放給專業的第三者處理，但最後卻成為資本家剝削員工的手段，甚至被

政府利用作為其推卸責任的方法，其背後的意識，是一種霸權主義的膨脹。 

 

漸漸，外判成為一股風氣，一種文化，上至公共事務，下至大眾市民都被它潛移默化，它不再單

純是一種商業活動，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無形地操控大眾日常的生活。 

 

這種霸權的出現，灌輸了另一種消費概念給社會大眾：只要願意花錢，問題就可以解決。但事實

上，無論是公營或是私營機構在處理和對待崗位上，都有當中的「職責」。「職」是本身的職能、

業務和工作；「責」是本身的責任，對崗位的承擔。外判只能將工種，即是「職」給第三者負責，

但「責」始終要由當事人來負的，這是每個人，包括公、私營機構和市民大眾，在社會上的「職

責」。當「責」也外判出去時，社會將會怎樣？且看今天在「改朝換代」下異化了的香港，便可

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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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論壇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中國人民大學以及聯合國開發計

劃署（中國）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在嶺南大學合辦了第一屆「南南論壇」，贏盡口碑，收到了很

不錯的效果。 

 

「南南論壇」──顧名思 義是關注南方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和區域的一個交流空間。主辦單位有

感：「當前的全球危機，嚴重影響著人類文明和自然生態；面對這一全面危機，單一經濟調整無

濟於事，更會加劇社會動盪，甚至引發地區衝突；不僅威脅人類安全，而且惡化已經造成的生態

災難。我們正站在關鍵的歷史交叉路口上。因此，人類應該超越資本主義文明，提倡生態文明及

其內涵的多樣性文化，促進包容、公正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他們希望透過「南南論壇」這個平

臺，能夠提供足夠空間給大家交流經驗，以及構建可行的可持續世界。 

 

承接去年的成功，第二屆的「南南論壇」現在已準備得如火如荼，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至

十一日於重慶的西南大學舉行，繼續關注全球危機，以及探討可持續實踐的案例。本屆的主要議

題包括糧食主權、生態災難、土地改革和新鄉村建設、社區合作與公有共享。論壇將更注重對實

際案例的深入挖掘，有些課題更需要跨國合作研究。 

 

本期的「專題文章」刊載了其中四篇曾於第一屆「南南論壇」發表的論文，以了解金融危機為第

三世界帶來的影響，在溫故知新的同時，亦準備好迎接第二屆「南南論壇」的來臨！ 

 

備註:  

1. 請留意不斷更新中的網頁  http://www.southsouthforum.org/

2. 由於反應熱烈，南南論壇 2 籌委會現在已不接受任何外界申請。而 MCSian 則可專享參加是

次論壇並豁免報名費，唯需要自行安排交通事宜及當地食宿  。若有興趣，請聯絡黃小媚 

  xiaomeihuang@ln.edu.hk

http://www.southsouthforum.org/
mailto:%20xiaomeihuang@ln.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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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Livelihood and Living of the Youth in Latin America 

 

Alicia Ojeda Santana 

Mexico 

 

I am part of the despairing middle class in Mexico, a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who 

went to private schools, who went to college, who speak English, live on their own and 

have a job. I am part of a minority, and even that seems exaggerating, only around of 

17%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ctually gets in to a college in Mexico. And I say despairing 

because the crisis is fast finishing with this middle class social stratus. 

 

There has been awareness about the crisis for some years now, but 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Mexico’s reality. I grew up in Chiapas, the poorest state in the country. 

Kids without shoes, begging for money was an everyday event something that was just 

there, not necessarily as part of a big economical failure, but as part of the country’s 

reality itself. 

 

The first big crisis that we young people, now in our twenties, were to come to 

experience in Mexico was the Economic Crisis of 1995. In Chiapas many of those who 

were kids then, never heard about it. In the year after the Zapatista uprising in Chiapas, 

unlike many other young people, who lived in other states, and who noticed that their 

parents lost their jobs, their houses, their companies, kids in Chiapas noticed the military 

men in the roads, the indigenous people with masks on the streets, noticed all the 

journal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vading some of the towns. That was what we noticed. 

The crisis - we didn’t even understand that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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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now 16 years afterwards, we start hearing the same word again, crisis, the big 

economic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this scary thing that has been growing since 2008 

- it’s starting to take over the world. Thanks to the Indignant Movement in Spain, 

thanks to the “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 thanks to headlines in the newspapers, 

to conversations with people, thanks to our own experiences and posts on Facebook, to 

chain-mail sent by teachers and friends, we started to realize, as many others are 

realizing,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not going well with our country, with our continent, 

with the world. 

 

Inequality and exclusion are words recurrent when talking about many of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nd Mexico’s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situation is no exception. 

Inequality is the main reason,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Mexico dropping down 15 places, from last year to 2011,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charts. In the sa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by UNDP, it is 

stated that the whole regio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has one of the highest 

rates of inequality in the planet,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access to education, health and 

difference in incomes. Also when it comes to gender issues, Mexico has a high rate of 

gender inequality that is reflected on the statistics of gender mortality,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Exclusion is a concept that has become familiar to many,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When 

it comes to studies and work in Mexico we have an expression called Ni-ni, that could be 

translated as No-No (No job no studies). 22% of those aged 15 to 18 years old in Mexico 

are considered Ni-nis, according to a study done this year by the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and Higher Studies of Monterrey in Mexico (ITESM in Spanish). This portrays a situation 

that is obvious for many people - there are teenagers everywhere; in parks, on the streets, 

offering to wash cars, to carry groceries, to do things that keep them occupied,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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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need something to do and of course they also need money, because they are aware 

that this situation determines future events. It is a known fact that in Mexico 

approximately only 1 out of 3 people gets into a public university. So college is also not 

an option for the Ni nis. And having a “formal” job is also difficult because all the low 

skilled positions are being taken by the ones who didn’t get into college but finished 

high school. But this situation expands to other age groups and it can be said that this 

exclusion goes from teenagers to adults, to people in their 20’s and their 30’s. 

 

Another problem related to this exclusion is the fact that unemployment and lack of 

education creates violence. The way violence is starting to be a part of the everyday life 

in Mexico is shocking. And when talking about violence in Latin America, it’s hard to 

ignore the war against drug trafficking conduc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Mexico for the 

last six years, a war that also occurred in other countries like Colombia. This war in 

Mexico has killed more than 50 thousand people in the last 6 year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ewspapers. Everyday there are headlines about dead people or armed confrontations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re are towns that are being abandoned because of this violence. 

 

In Mexico the violence is everywhere, many of us young people used to think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only on the north, or in the bord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people involved with the drug dealing. But years have pass and this violence is 

invading the whole country. On November 24th on the middle of two big avenues in 

Guadalajara, Jalisco, no more than 3 kilometers away from my house, three cars where 

found with 26 dead bodies inside, and there was also a message from a drug cartel 

called Los Zetas to the government as call of attention to let them know that the Cartel 

was in control of this region. The worst part is that the bodies where young men, 18 out 

of the 26 where not even 30 years old, they were workers with steady jobs, tha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drug dealing. This has left a sense of uneasiness on the city. Every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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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a victim, and the target is the youth. 

 

Another example of violence is Ciudad Juarez, a city in the north border of Mexico that is 

a kind of low scale crisis lab. In this city, once invaded by Maquiladoras (Massive 

production factories), and famous for the killings of hundreds of women, the organized 

crime has killed, according to the BBC, more than 28 thousand people from December 

2006 to August 2010. And because of this violence and unemployment, close to another 

20% of its population has left this city. 

 

But in this country where crisis seems to be a part of the everyday life, there are still 

people try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Juarez there are teenagers dressed up as angels 

standing next to crime scenes with signs that try to get people’s attentions, because, as 

a 14 year old girl said to the NY Times, “Things here, well, they need to change”. In 

Juarez there is this concept of “anchored families” that refers to all of the families that 

in spite of having lost family members to the violence or the unemployment-induced 

exodus of their friends or family, have decided to stay. These anchored families do not 

trust the government, or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help them when they’re in trouble, 

but they trust their neighbors, they trust their friends and the networks of help they have 

created between each other. 

 

So if hope can be found in a place like Ciudad Juarez, then it can be found in other parts 

of Mexico and of Latin America. Maybe in Mexico there are not these big demonstrations 

full of young indignados (indignants), we do not have the big Occupy movements. But 

we have organizations that are doing things; City for everyone, Mexico Occupy the Street, 

Economy of Solidarity Networks, Migrant helpers… And not only in Mexico, Latin 

America is full of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that fight for many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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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organizations are not the only movements, there is also a real movement that is 

not established, that doesn’t have a name and is based on everyday relations. As 

Manuel Castells mentions in the video “The aftermath of Crisis”: “…The crisis-affected 

people are thinking ‘let’s be together and if we’re together we can create something 

different’”(Castells, 2011). And this is what is happening among many young people 

in Mexico, and also in Latin America - there are networks of solidarity, we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we take care of our friends and our families, as Castells puts it “we are 

together”, many of us are not marching through the streets, or holding up signs, or 

screaming slogans, but we are helping each other out in every way we can. And maybe if 

every young person helps the person that is next to them we will be able to create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putting individualism aside and creating a general awareness of 

our togetherness we can use the crisis as a tool to discover that people next to us are 

walk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together we can create a world that doesn't leave 

anyon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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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arity Economy and Alternative Currency in Latin America 

 

Ma. Eugenia Santana E.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Chiapas  

Mexico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millennium the call of the World Social Forum has 

gathered each year thousand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movements of all kinds 

imaginable under the motto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This way tens of thousands 

civil organizations gather in search of alternatives to the current world, to the current 

system, to the current way of life. 

 

This need of Another World –better yet: of Other Worlds- is the certainty of the depletion 

of the hegemonic neoliberal system: if more than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suffering of hunger and sickness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system is collapsed. It is 

urgent to look for alternatives. 

 

The SOLIDARTITY ECONOMY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 has been present in the World 

Social Forum with the proposal: “Another economy is possible!” In order to make 

another world possible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by changing the economical basis. We 

must change the whole economical system. 

 

There is a real variety of proposals inside the SOLIDARITY ECONOMY movement: starting 

with the very house we are living in (our body): supporting Alternative Medicine; 

supporting as well our family home: gender equality, cooperating in all kinds of 

subsistence chores and those for child and older people care. Finally, supporting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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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nvironment: the solidarity to our neighborhood, city and nearest rural producers. 

 

In order to “make possible a different economy” it becomes fundamental to change 

the system from its very roots. And in order to get to this point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a 

financial proposal: alternative or community money also known as local, 

complementary or social money. This is the key for getting away from the financial 

hegemonic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getting autonomy.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what community money is we must understand what the word 

money means generally speaking. Any kind of money is a symbol of the value that, being 

accepted by citizens of each country, is also accepted for different kinds of exchange. 

Money has also another function: it is a referent to establish necessary equivalences to 

exchange things of different value. The difficulty with money today appeared the very 

moment that,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everything became a 

commodity (human work, nature, even time) and, as a consequence, everything 

becomes susceptible to being bought by money. In other words, money that before was 

used to buy some goods turned to be “money for all kinds of goals”. This has 

generated a non-stop willing of getting money for money itself. Originally, being a way 

to get what we needed, money became a goal. The one person who has more money 

accumulates more and more while those who can’t do it pay a very high price for this. 

 

How can we stop this endless race to accumulation in a world in which it is possible to 

buy everything through money? One solution is establishing some limits to the things 

we can get with it. What limits are these? In a consumers/producers community the 

value symbol decided and accepted by the members will be the so called “community” 

money. This money will do to get products inside the community. This would be the limit. 

If the group is too small, the offer would be so limited that it wouldn’t be appeal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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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money of our own; but if the offer of goods and services widens, in order to offer 

w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everyday life, this value symbol would liberate local 

communities from the use of conventional money. This way we can suppose that if a 

community is in search for autonomy from the monetary system, this community can 

partially liberate from it by creating its own value symbol.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is kind of money is known with very different names: 

“alternative money”, because it works instead of conventional money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local money”, because it works in limited places; some others call it 

“complementary money” because it is used besides conventional money (this means 

this kind of money is not meant to substitute conventional money, at least not for the 

moment; at the beginning the two kinds of money, alternative and conventional, are 

going to be used depending the place in which the user is). There are even some people 

that called it “non-money money”, because it does not work as the current 

conventional money (it doesn’t generate interests, it doesn’t accumulate nor 

speculates). It is also known as “social money”, because it was created, released and 

controlled by social groups. We prefer to call it “community money” because it works 

in groups of people that establish face to face relationships and that are in search of 

building another kind of economy by restoring its original function (a way for exchange). 

The word “community” includes elements from other ways to call it: it is of local use; it 

is controlled by an organized social group that is not in search of accumulation but of 

distribution; it does not allow us to speculate and it is complementary to conventional 

money.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is that the use of this kind of money 

stimulates reciprocity and helping attitudes that encourage solidarity communities. 

 

How this thing happens? Controlling money makes possible an even distribution in 

which everybody has credit (essentially money is credit). It is accessible to every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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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unemployed workers. The only condition is that he or she is able to offer a useful 

service or product to the community. Their products are bought by others because they 

trust the producer (not a trade). This way, wealth is created by the circulation of services 

and goods that are meant to satisfy actual needs. But we are talking about a solidarity 

wealth here, that works only if people is ready to let money go and are convinced it is 

useless to keep it or accumulate it because this money has an expiration date. The 

keyword is to use it in order to support small and micro producers. 

 

Community money is sustainable due to many reasons: 

 

1. It stimulates wealth distribution making possible that everybody has what is 

necessary for life; 

 

2. It encourages a limited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it is meant to get only what the 

community produces. This way addictive and alienated consumerism is attacked as well 

as over-production. 

 

3. It helps to preserv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wo different ways: 1) If there’s no 

over-production there’s no predation, 2) Producers establish a compromise in taking 

care of natu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organic and comes from small farms; 

non-agricultural home made products generate very little trash, while containers and 

packages are recyclable and nature friendly. 

 

4. Small producers buy one to the other and have a market for their products. This 

encourages people reciprocity and self-esteem –which capitalist market destroys to 

desperation and su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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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currency wildly satisfie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human needs in the modern 

world: trustful and mutual helping relationships among people. In societies torn to 

pieces by violence, community currency might help by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web due 

to the fact that it makes possible to establish reciprocal and solidarity relationships. This 

empowers social groups by proving that things like financial and food autonomy are 

possible. 

 

When families can get goods produced by others and are able to find a solidarity market 

for their products, they get back their hope that another economy is possible and their 

wish to fight for another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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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Economy and Land Policy 

 

Ebrima Sall 

CODESRIA Dakar, Senegal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 Lau Kin Chi, Prof. Wen Tiejun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inviting me to this great Forum. 

 

Thandika Mkandawire reminded us during the 13th CODESRIA GA that land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were present in some way in all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s, and 

liberation strugglesthe Mau Mau in Kenya,the FLN’s struggles in Algeria, the PAIGC in 

Guinea Bissau, other struggles in Zimbabwe, South Africa, etc. We know that apartheid 

South Africa was the story of dispossession—(Pheko)—the reverse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re-distribution—is extremely slow. 

 

So, land has been a very strategic issue, and it is still a very strategic issue. 

 

There is currently what some have called a “grain rush”, as “wealthy, food- importing 

countries and private investors are acquiring farmland overseas” (Michael Kugelman, 

2010:1); something similar to what used to be called the “gold rush”. This is a 

phenomenon that one finds all across the global South, but Africa is where much of the 

rush is heading towards, which makes some people talk about a new “scramble “ for 

Africa—adding on to the struggle over mineral, FOREST, AND MARINE RF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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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are a few =examples: 

 

- Daewoo, a South Korean firm, almost acquired half of Madagascar’s total arable 

farmland (1.3 million hectares), on a 99 year lease to grow corn. Fortunately, the deal 

collapsed; 

 

- Libya and Ukraine agreed to exchange oil for wheat: Ukraine would give farmland to 

Libya, and in exchange Libya would give to Ukraine an oil and gas contract; 

 

- “Sudan has leased 1.5 million hectares of ‘prime farmland’ to the Gulf 

States, Egypt and South Korea for 99 years; 

 

- Egypt plans to grow grain on 840,000 ha in Uganda; 

 

-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DRC has offered to lease (an incredible) 10 million ha to South 

Africa.” 

 

NB, most small farmers own two or three hectare plots. (Kugelman ibid). 

 

So, it is not only a question of foreign firms coming to acquire land: local companies and 

other African states are also in the business; North African countries are investing in SSA; 

 

It also didn’t start yesterday: 

 

- The Office du Niger in Mali, after failing to use the vast expanse of land earmarked for 

agric development, began making attempts to attract investors from Ivory Coast and 

China quite a few years ago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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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mbabwean farmers are acquiring land in Nigeria; 

 

- a Nigerian billionaire recently acquired land in Senegal, and 

 

- an Italian company has also just done so (20,000 ha). 

 

- Brazil has acquired land in Ghana—for methanol productions. 

 

These acquisitions of vast expanses of land pose many problems to the local populations 

and have be the subject of struggles and controversies, and are at the root of certain 

violent conflicts and civil war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practices of land grabbing exist within countries, for 

instance in the urban and peri-urban areas, where the value of land has risen sharply, and 

the speculative practices have increased. 

 

Main reasons for the recent rush for land: 

 

- food security 

 

- energy security, 

 

The deals are often opaque; power relations are lopsided; sometimes the creation of an 

enclave agriculture; 

 

- new developments include: contract farming; or employing the local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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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rho plans to do “domestic production for domestic consumption”. 

 

There are many paradoxes: 

 

- Sudan receives a billion pounds of free food aid, from international donors, and yet still 

sells grain to Saudi Arabia. 

 

- Ethiopia receives $116 millions from WFP; 

 

- Saudi Arabia wants to grow grains on Ethiopian soil against 110 Dollars. On Land, in 

Africa, is more than what the economists call “a factor of production”. Land is central 

to the entire soci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Africans, particularly those 

who live in rural areas. (WE HAVE SEEN FROM Prof. Wen Tijun’s keynote presentation 

that land in the rural areas is “social security”. 

 

African economies were, under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s, oriented towards the 

production of raw materials for export, and as markets for manufactured goods imported 

from Europe. There are a number of variants of this model, partly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colonial regime; settler colonies for instance, were not managed the same way as the 

other colonies that had only a few settlers. 

 

In most cases, however, three kinds of distinctions could be made: 

 

i) between the economies that have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plantation and mining economies (those that form what Samir Amin calls the “Africa of 

concessions” (cited in Moyo 2011:65)), and those in which small holder farmers for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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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ity, and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predominates; this is what Samir Amin calls 

the ”Africa of ‘traite’ economies” (ibid: 65). Mining and plantation economies draw 

large migrant populations, and migrant labour becom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abour 

force as was the case in Southern Africa, in Cote d’Ivoire, and even in Mali of the Office 

du Niger. Migrant labour also exists in the groundnut farming sub-regions of West Africa, 

particularly Senegal and The Gambia. Part of the migration in this case, however, is 

seasonal, but some do settle, as did the Bambara from Mali in the Senegal-Gambia area. 

 

With the economic crises resulting in the reduction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cities, urban youth of CotE d’Ivoire of rural origin tended to go back to their villages to 

reclaim the land of their ancestors. That is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ivil war in Cote 

d’Ivoire that occurred in 2002. In almost all cases,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s 

organized the colonies in ways that made some of them (Burkina Faso, Mali in West 

Africa) serve as labour reserves of the others (Cote d’Ivoire). Apartheid South Africa was, 

in this regard, extreme but not exceptional, for it was also a system that organized and 

managed the supply of labour for the mines and plantations of the white minority. 

 

ii) With regard to land policy, another important distinction to be made is the one 

between rural communities governed largely by customary law, which makes them 

subjects, rather than citizens, and the urban areas where common law is applied, and 

where one finds citizens (Mamdani 1996). In Senegal, Gambia and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land has been nationalized and is state property—here too, we have heard about other 

examples from other countries –land cannot be sorteted.. The Loi sur le domaine 

national of Senegal, for instance, makes of all lands state property, but leaves the use of 

the land in the hands of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can, in effect, manage it on the basis of 

customary law. With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policies, more specifical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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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ization policies, attempts were made to break the communal tenure systems 

through titling, in order to create a basis for private banks to lend money to farmers, 

using the title deeds as collateral. 

 

Small holder agriculture, which is the predominant type of agriculture, hasn’t been able 

to meet the demand for food coming from the cities. 

 

The recent trends that include the leasing out of large expanses of land to agribusiness 

compani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food crops or bio-fuels for export, are actually very 

worrisome. They raise serious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neo-liberal model being promoted. This has in some cases (eg Tanzania) led to the 

reversal of decentralization processes, taking the management of land issues away from 

the local communities. This is what is being referred to as land grabbing which, as we 

have seen, is a global phenomenon tha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Africa. 

 

Decentralization, by the way, has had major limitations, one of which is the restriction of 

the powers of elected local councils in matters having to do with land, or th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particularly forest resource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hen it comes to 

the REDD, REDD+, and REDD++. 

 

Concluding Remarks 

 

1. There are diverse policies of land, linked to the kind of economies. 

Communal tenure systems –subjects, gender and age issues, etc. 

 

2. Current trends likely to lead to more problems: sustainability is not the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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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 

3. Policies and actions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driven by a desire to address problems of 

sustainability such as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the REDD, REDD +, and REDD 

++ programmes; are handled, implemented in problematic ways in Africa—local 

communities marginalized (NB: 1.5 billion people live close to forests around the world, 

and extremely few have a say in how forests are governed. 

 

4. The question of the state as a regulatory body must be 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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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lobal crisis as a global opportunity:  

Barcelona Consensus process" 

 

Martí Olivella 

Spain 

 

The global crisis demands global answers; answers that cannot come from those who 

provoked, accepted or took advantage of its causes. 

 

The world architecture built upon the ashes of the World War II is collapsing. The great 

foundations that granted America its hegemony, shared in part with all the other 

winners, 64 years later can no longer answer the necessities of a world undergoing dee p 

transformations of various kinds. Neither Bretton Woods (America's pillar in the 

economic-financial network in the IMF and the WB) nor the UN (political pillar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or the atom bomb (military pillar), which sealed the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hegemony are acceptable any longer, and deep modifications must be 

considered. 

 

The global crisis is also a global opportunity to reconsider the questions and give voice 

to new answers. If one of the determining elements of the crisis has been the 

carelessness of politicians toward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markets 

would regulate the necessities of common good, it cannot be that these same politicians 

will now manage the deep modifications that must be undertaken. 

 

If the ruler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dominant "thinkers," and now thi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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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has collapsed,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a voice to "thinkers" who had been 

diminished , to define the new rules of the game, rules that have to guarantee the 

common good, that is to say, the sustainable coverage of the basic needs for the entire 

world popul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confusion of governments and their advisors, it i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a process that rethinks and reformulates some new rules of the gam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oposals of experts and academics, of opin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leaders, in order to build a consensus of visions and measures that can 

influence governments, orientate the public opinion and facilitate the articulation of 

social movements around concrete transforming goals. 

 

It is not a matter of making a list of the sum of claims of the social movements or a 

battlefield of confronted ideological positions, it is a matter of constructing a process 

that allows collecting proposals, arguing their suitability and expressing the degree of 

consensus that they deserve amongst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process. 

 

The Barcelona Consensus is the response that 150 academics and social movement 

leader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started two years ago and that lead to the Barcelona 

Consensus Declaration 1.0: Committing to a Sustainable and People-centered World for 

All. 

 

The Declaration 1.0 states that, in order to re-build a sustainable and people-centered 

world for all, we must ensure that each and every person has access to adequate 

resource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satisfaction of their basic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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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laration 1.0 proposes a new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ract, promoted by 

people and communities, engaging with institutions,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from 

different territories to build an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progressively implemented proposals of the Barcelona Consensus and related 

actions will enable people to achieve a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a culture of constraints, 

domination, violence and war, to one of dialogue, conciliation, partnership and peace. 

People shall move from a culture of force to a culture of words, facilitated by remote 

electronic participation and innovative policies being pursued by some countries. 

 

The Declaration 1.0 details our need, as local and global citizen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building a more balanced, peaceful and sustainable world. This document suggests two 

ways to achieve this goal: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Transition Plans in seven major areas, 

and implementing Actions for a Common Transformation (ACT!). 

 

Transition Plans will enable all groups to select shared goals to implement the following 

transitions: 

 

- Transition to a participator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 Transition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Transition to a social,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economy. 

- Transition to a non-speculative financial system. 

- Transition to a society of shared knowledge and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 Transition to a world beyond war and violence. 

- Transition to democratic worl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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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 move forward with these transitions, we pledge to take urgent actions for 

survival, in order to: 

 

- Eradicate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locally and globally, and provide clean drinking 

water and adequate sanitation. 

 

- Confront the damage caused by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in 

impoverished countries. 

 

- Avoid having recourse to armed interventions and wars, even if they are pursu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The Declaration 1.0 proposes the organization of an Action for a Common 

Transformation (ACT!) as an event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an action that will be performed by citizens and whose goal will be to 

produce a specific change that will directly impact on the subjects responsible for the 

global crisis (from an economic, media, political or financial point of view) to change the 

most unbalanced, violent and unsustainable situations we live in. 

 

 

 

People deserve a decent life,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human 

 



由於版權所限，請按連結到《文化研究@嶺南》網頁瀏覽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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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公民廣場：由「嘉年華」進化成「公

民動員集會」   

蕭俊傑  
 

今年九月，連續數晚有約十二萬人包圍香港政府總部，聲勢浩大。過往聲稱有數十萬人上街示威

的遊行，只是「數十萬人次」，群眾並沒聚集起來，但今次卻成功地把市民大眾聚集起來，可惜

的是集會於今年九月六日晚上宣告正式解散。事後，網民在網上對結束集會各抒己見，起了一場

辯論之風，當中主要是「大會戰」（留守公民廣場）和「巷戰」（著重地區和學校工作）之辯。前

者認為撤退等於瓦解了一場運動，後者認為集會難以無止境維持，而且現在已把責任推到學校身

上，因此應把運動帶到社區。除此以外，當然也有各式罵戰，以及大量反駁論點等的出現。 

 

這種具清晰短期目標的大規模佔領行動，大概是在香港首次舉辦，估計也是大部份人第一次參與。

主辦者和參與者也是把其他遊行、集會以及舉辦活動的經驗「翻譯過來」，就成了當時的局面和

結果。我也試試把自己舉辦活動以及對社會的認識「翻譯」一下，談一談我對是次佔領行動有何

改善之處的看法。當然，我不希望在主辦者身上施加任何言論壓力，雖然主辦者身為此次運動的

領袖，可是言論上的壓力似乎已令他們只能回應問題，而沒有力氣發表對集會的詳細思索。 

 

這時候還說「改善」，因為筆者仍希望我們有下一次機會，相信當機會再來時，我們應該有本事

可以做得更好，走得更遠。我的看法是：如果再有這種規模的集會，公民廣場（下簡稱廣場）可

以由一場嘉年華式集會，進化成「公民動員集會」。 

 

這當中有甚麼分別呢？ 

 



 

 

62 
 

「嘉年華式集會」的局限 

有數晚我特地走到現場每一處，看看人們到底在做甚麼，直覺告訴我：一、他們有著決心，可以

幹很多事情；二、他們大部份人也想為事件做些事情，卻不知從何入手，所以只好埋怨政府不尊

重民意以及脫離民情。大部份在廣場上的人無論是在位置上，還是思緒上，也是處於被動的；三、

廣場上的積極和熱情，多轉移在其他我們珍重的情操和人格氣質上，例如青春、熱血、理想等。 

 

以上的情況是自然而生的，因為佔領行動一開始，就是「已拋出的石頭」，廣場上的群眾要做的

就是堅守，等佔領和絕食的政治效果發酵，期望政府會完全讓步。堅守，就是要令市民繼續來參

與，因此便要有「相關」講座、演講和音樂會等來把佔領行動維持下去。只從活動的分類來說，

這是社區和學校流行的綜藝嘉年華（Variety Show) （沒有貶意成份）。集會完全以綜藝嘉年華

的形式舉辦，弊處十分明顯，那就是主辦者的負擔會與日俱增。 

 

純粹的「嘉年華」，如何影響大局？ 

我們再仔細想想現時的巷戰之論點和真實情況。巷戰之說，是由於國民教育零碎化，因此反對國

民教育科的運動也需要化整為零，由聚集於廣場變成分散作戰。但事實上，只有主辦者以及群眾

之中人極少數的人有組織經驗、決心以及能力，能在學校或社區有所行動。主辦者沒有選擇把主

辦的責任交給其他組織，而他們也沒法一方面組織巷戰，一方面應付「綜藝嘉年華」形式的佔領

行動，於是在二選一的情況下，他們唯有選擇解散佔領行動。而巷戰以群眾參與的角度來說，參

與者大減至少數人，十多萬義憤填膺的市民無力，也無從參與。 

 

「公民動員集會」是甚麼？ 

以「公民動員集會」的角度來實行佔領行動，就是希望超越以上的局限。一、集會不只是依賴和

消耗主持和主辦單位的「綜藝嘉年華」﹔二、集會第一天已經動員和教育群眾打巷戰，而不是引

首盼望官老爺聽民意；三、大會戰和巷戰有可能可以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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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一些社會行動都有一種嘉年華式甚至「體驗學習」式（experiential learning）傾向。如果

是佔領行動的話，我比較認同「動員和組織」的方向，可以令群眾助人自助，發揮公民潛能來主

宰局勢。 

 

「公民動員集會」的比重，應該是「五分動員組織、三分教育、兩分嘉年華」。設想的詳情如下： 

 

動員組織： 

 全民會議：每晚也有動員組織時間。第一晚，請群眾分為小組，每組人數不限，多至七、

八人，少至二、三人亦可。當然，除了親朋戚友各自成組外，還可鼓勵陌生的或是單獨來

的朋友加入或自組，讓他們一起商討有甚麼行動可以在其母校、其他學校、社區和網上等

地方實行。 

 

 互相學習：定期邀請有信心的組別，在台上分享有創意、有效以及能刺激群眾計劃的行動。 

 

 組織講座：每晚舉辦不同關於組織技巧的講座和環節，給一些有特別案例和進展的行動小

組在台上分享。 

 

 廣場是巷戰大本營：主辦單位可鼓勵群眾分配來廣場和行動的時間，例如鼓勵一星期到廣

場集會二至三次，其他日子則把已計劃的行動實踐起來，亦定下一些日子作為休息。而廣

場集會也方便不同行動在此舉行會議，也令每一項行動得到精神和實質上的支持，而且有

紀律，就容易有效果；有了效果和紀律便會有目標，不用單靠主持人和演出單位留住群眾。 

 

更重要的是在廣場上動員，較在網上動員可以動員出更堅定和可持續的行動！ 

 

有系統的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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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架和主題：除了邀請相關的嘉賓講解不同相關主題外，更進一步的是可以把多年來許多

沒能在主流媒體說清楚的問題，如關於身份認同、法治、人權、民生和民主關係等問題，

把握機會好好討論一番。 

 

 常識和知識：大概沒甚麼人有太多機會在十多萬人面前講課，而民間知識份子的言論大多

過分仔細，未必人人能夠明白。因此，這種詳盡演說固然要保留，但可以安排在公民教育

冷知識的時段。把多年來文化研究、社會科學和社會運動思考的成果，顧及傳意的考慮而

教育群眾，同時讓群眾學習傳意。 

 

 議會教育：有言論指群眾集會路線可取代令人失望的議會戰線。不過若果如此放棄議會戰

線，力量便會明顯減弱。如果害怕「抽水」之情況，應該讓不同反國民教育政黨解釋他們

的策略，也讓群眾回應。 

 

長期集會準備： 

 義工招募：上一次集會多是由學民思潮的同學擔任義工工作。如果再有機會舉辦大型集會，

不妨第一天已公開招募義工。如果擔心滲透其他力量，可以由第一支義工團隊，邀請可靠

的朋友，就像教會帶同別人出席佈道會一樣，以「一領一」的形式以增加義工數目，實行

輪班制，使各義工也有充足的休息時間。 

 

 時間限制：要佔領集會發揮作用，是一項持久戰。因此要教育群眾「留力」，也應該限制每

晚十時半前離開場地，而通宵留守的也要安靜。限制離場時間是要讓主辦單位能夠早點結

束當天活動，可以早些開始會議商討接下來的行動，亦讓各人得以休養生息。集會既是大

會戰，我們不妨學習軍隊的規律生活，那處事自然精準。 

 

 主辦集會的團隊：雖然不知主辦單位如何分工，但不妨考慮把事情外判給可靠的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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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講座，找一個核心成員以外的人包辦便可。避免事事包攬，影響處理其他事務或重

大判斷。 

 

 會議：印象中，社會運動人士的會議和發言都較為冗長和隨意，如果屬實的話，那便應該

定下主持人來主持會議，以控制時間和討論範圍，讓各人可提早休息。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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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民、國民概念看政治教育 

文傑 
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碩士研究生 

 

國民教育中「國民」二字的意思很值得我們深究。國民可指國家公民，亦可指國家民族，兩者是

截然不同的概念。政府在二零零八年推出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現已「正」名為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並強調公民教育乃國民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兩者沒有必然衝突。但事實上， 兩

者之間的關係真的如此「和諧」嗎？本文將作詳細探討。 

 

公民、民族、國家與政治教育 

究竟「國民」二字是指一國的公民，還是國家的民族呢？無論是公民或是民族，這兩個概念皆與

國家扯上關係，但是它們各自涉及到國家的不同面向，在思考我們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教育模式前，

先分辨清楚這些概念是必要的。 

 

公民與國家是一種合約式的社會關係，強調的是國家成員的權利與義務，在政治系統中的民主參

與，和執行國家權力的政府為民眾提供的各種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在公民概念下的政治教育，

著重的是教導同學了解他們的權利與義務，培養他們政治參與的意識，以及相關的知識和技巧，

還有監察政府的重要性。 

 

在民族國家的觀念下，國家就是民族的代言人，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感性的，情感化的。其中所強

調的是民族透過國家政治實體的建立，體現民族自決精神，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視整個民族為同

一命運共同體。民族觀念是建基於民族象徵、文化歷史和血脈種姓等元素上的，在此視野之下的

政治教育重視培養學生的民族概念想像，認知自己的民族是與別不同的，是神聖的，以建構民族

身份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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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下的政治教育統戰 

無論對北京或香港政府來說，促使香港人心回歸，加強中港融合，都是當務之急。在經濟合作、

憲制關係和社會融合等載體中，當局的政治教育特別依重民族情感。特首梁振英多番強調在一國

兩制的框架下，香港與中國屬於同一命運共同體，推行國民教育理所當然。而在國民教育的課程

指引文件中，政府強調對學生家國情懷的培養，提倡以情感為依歸的教育，對民主、自由和人權

等公民概念雖有提及，但其篇幅遠不如國情（國家情況、情懷、情感等）部分， 官方的取態無

疑是較接近民族國家的概念。 

 

香港的公民／國民政策 

然而，香港政府對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政策是比較偏向公民概念的。但凡在香港出生或居住滿七

年者，不論民族種族背景，均可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且現在的香港永久居民中，除了佔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中國人之外，還有其他族裔的人士，而這些族裔不同於中國的少數民族，他們是中華

民族以外的少數族裔。就算是中國大陸的華夏同胞要移民香港，也要先通過兩地政府的行政程序，

民族血緣並不是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唯一條件。 由此觀之，直接套用民族國家的框架來解

構香港社會，甚至用以制定香港的政治教育政策，未免跟政府現行的公民政策有所違背。  

 

重新思考公民或國民教育 

作為政府的一部分，香港教育系統應該向社會、香港政府，還是北京負責呢？政治教育是影響年

輕一代思想情感的工具，它本身也是現存政治體制的產物，反映了領導班子如何看待公民、國民、

一國兩制等概念，反映了他們欲推動的政治文化。一國兩制之下，宏觀的憲制框架的確是已經制

定了。但是，至今從國民教育的官民紛爭中可以看到現存憲制未必能反映香港人的政治價值觀，

要達到政治教育方面的共識，我們必先要思考究竟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公民和國民這兩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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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物質性 

夏淑儀 
 

歷史的物質性是受忽視的課題，但無論是口述歷史、書寫歷史、印刷歷史，以至電影及照相的記

錄，全都說明歷史記述和記載的物質性。在二十世紀的年代中，科技發展的速度己非筆墨可以形

容。互聯網的發展除了提供很多的資訊交流外，亦都是一個記載及發放回憶的媒體，在本篇文章

中，筆者嘗試探討科技配合互聯網對於文化研究中歷史的影響，而筆者亦會引用互聯網中所見的

網上日誌及所接收到的電子郵件為例子，以作討論。 

 

網上日誌（部落格）與歷史的關係 

網上日誌是互聯網發展下的產物，它主要是將人類寫的日記公諸同好，除了有記錄者的記錄外，

亦可以讓閱讀者回應。以下是筆者一位好友的其中一篇網上日誌的內容： 

 

「今天，吃了一頓再普通不過的晚飯，但……讓我感受很深。到肇慶工幹已經快兩周了，

今天跟工作夥伴去了一家常去的飯館，點了跟每天差不多的菜式。我們選了一個靠窗的

桌子，可以看到街道。後來，我們發現有數名中年婦人，在外面好像等待著甚麼似的…… 

  

原來她們在等飯館的客人結賬後，服務員收拾出去的碗碟。當服務員把碗碟放到門口的

盆子內，她們便會立刻蹲下來，埋首搜索，搜索客人剩下的餸菜，還細心地把那些剩菜

放到預先準備的小桶子內。不消幾分鐘，她們便把食物瓜分了，把碟子上的食物清理得

一乾二淨。然後他們又再站到樹下，靜候下一輪的剩菜。 

 

後來，我們發現她們竟拿出筷子，直接蹲在門口的盆子旁，吃著剩下的食物。 

(我猜，那小桶子是帶回家的，所以他們先把小桶子盛滿，接著才開始直接吃）我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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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大家我所看到的。當天我沒有帶相機，只能用手機的拍照功能，偷偷拍了下來。 

 

席間，我們在討論究竟什麼原因讓他們需要這樣做呢？是找不到工作嗎？不會吧，我們

工廠每天都在為招募員工而煩惱，只要肯付出勞力，不會賺不到錢的。那會是什麼原因

呢？肇慶不像一個很窮很苦的城市，那會是什麼原因呢？我們一直想不通…… 

 

昨天，我拍下大夥兒在飯桌上的戰績；今天，我拍下了外面的戰績……」 

 

筆者的朋友除了記錄一些生活的片段外，亦記下一些所見所聞的回憶，當中不乏一些主觀的感受

或感慨，也許這些片段過了一段時間便會成為毫不起眼的歷史，但當中的記錄究竟呈現了甚麼意

義？當中反映了甚麼問題和現象？根據班雅明的文章所提及，說故事是歷史的「近親」，除了因

為說故事的內容多是聽到的事情之外，更因為說故事的人，在說的時候必然會因應自己的生活體

驗，而替故事加上一層個人或屬於說故事一刻的獨特色彩。1透過好奇的探索首先反映了不同群

體在文化上的差異，繼而我們再可透過文化研究的方法，去閱讀及了解他們的生活及當中呈現的

意思(meaning)。 

 

另外，網上日誌是一個可以與其他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溝通和互動平臺，透過閱讀者的回應可以

對於同一景象有相同或不同理解的分析，或是有一些生活感受上的分享。就以「活在西九」的展

覽為例，假若你在互聯網上搜索，便會找到一些有關是此展覽的個人文章或相片的發表，同時亦

會找到同好者的回應，從而增加了一些對於城市空間命題的回憶及分享，在日益被私有化的公共

空間（環境），新一代似乎已慢慢地轉移在互聯網上建立一個互相討論及分享的公共空間。  

 

 

 

                                                 
1 馬國明牛棚書院課程筆記：〈班雅明的歷史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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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的拍攝與歷史的關係 

 

 

 

文字的記錄配以相片的拍攝，令歷史的呈現更具真實性(authenticity)。數碼相機及手提電話的

照相功能，令生活化的片段可以隨時隨地被記錄，而這些片段亦成為了拍攝者的個人回憶，而這

些回憶反映了拍攝者那時刻的所思所感。在課堂中曾以外科醫生來比喻攝影師，攝影與現實甚為

貼近，照相機的穿透能夠深化肉眼所見的視野(by close-ups of things around us, focusing on 

hidden details of familiar objects and with the close up……, mass movement are usually 

discerned more clearly by a camera than by the naked eye)，但相對地，當鏡頭聚焦於某一

片段的畫面及特寫時，我們卻容易忽略了事情的氛圍，亦只是真實性的某部份呈現。 

 

互聯網對歷史的影響 

以下是一位朋友轉載到互聯網的檔案： 

 「全球十一處瀕臨消失的美景」 

如果你已經依照『人生必去的五十個景點』擬定了終身旅行計畫，現在應該修改一下行

程，趕緊將瀕臨消失的美景列入首要考量。由於觀光客氾濫和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許

多名列聯合國「世界遺產」的地方恐會逐一消失、破敗或關閉，而且可能必須在二零二

零年以前謝絕觀光。想像一下，未來你必須上網購買彩券，中獎才有資格參觀美景，或

http://blog.yahoo.com/_CTOM7QT7YMIOOIDGHLNNSSE7U4/articles/226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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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你必須提前申請和納稅給景點，獲准後才能買機票出發……聽起來很荒唐，機率比中

彩票還低，卻非常可能發生。  

大陸．甘肅月牙泉—2015 乾枯 

中國絲路，是一條回蕩千年歷史跫音的中西交流古道，鳴沙山下的月牙泉，黃沙吹不進、

湖水不乾枯的景象，讓古代人嘖嘖稱奇了千百年。但是，月牙泉不乾涸的神話，卻在未

來十年即將破滅！ 

近三十年來，月牙泉的水位愈來愈低，生長在水邊的紅柳、沙棗樹也已枯死，根據大陸

調查發現，因為月牙泉附近的敦煌市，人口增加、耕地增多，水源需求變大，只好在當

地的黨河、疏勒河上游建設水庫攔水，使得這兩條河的表面水無法補給月牙泉的伏流地

下水源，造成月牙泉水位下降、湖面積縮小，遊客騎著駱駝到湖邊，看到湖面不成形的

月牙，也多有失望。 

絲路沿途受到人為破壞的景色，還不止於此。敦煌的莫高窟也因每年湧入超過六十萬名

的大量遊客，使得石窟內濕度、溫度與二氧化碳超過正常值，造成壁畫褪色、崩落。 

★消失檔案 

⊙瀕危原因：興建水庫而攔截補充月牙泉的地下水。 

⊙補救方法：大陸當局從二零零二年投入超過億元台幣，實施「綜合人工回灌滲水」治

理工程 ，引用黨河河水回灌月牙泉，增加水分。 

⊙不可不看：鳴沙山、月牙泉、莫高窟。」 

從以上可見，我們不難發現透過網路發放的內容甚為廣泛，印刷術的發明使文字記錄的歷史得以

複製，對保留歷史有著重要的影響。筆者想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引發更多閱讀者的關注及回應才

是必要的。我們透過互聯網的科技，能讓更多人反思一些珍視的事物會否成為歷史遺跡，事實上

現今的人類是可以作出決定及行動，為這些歷史認出意義及再次點燃生命。班雅明認為只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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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都有可能被認出，所有人也有可能是救世主，認出錯失的機會。2 利用互聯網這媒體可以讓

一些與自己既密切又不顯眼的事情再次呈現，藉此擴大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思想的空間。事實上，

以上剖析的例子當中就包含了對現代化的發展與大自然或人類生活的關係的反思。 

  

                                                 
2 馬國明牛棚書院課程筆記：〈班雅明的歷史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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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興 

文：林喜兒 
 

 

 

陳光興教授跟我們文化研究系關係密切，他說：「都是老朋友。」 

 

在陳清僑教授的辦公室跟他聊天，「Stephen 真是個大範！」甚麼？恕我孤陋寡聞，「台灣有這

樣一個形容詞，形容很有能力跟人協調，很懂等調解，開創新局面。」是的是的，就此在香港開

創了文化研究這個學術新領域。 

 

問：一番美言後，當然要回到陳光興的故事，讀新聞及大眾傳媒，也走上了文化研究之路，台灣

的經驗又是甚麼？ 

 

答：「我在八十年代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唸博士，那裡的大眾傳播學院很自由，可以到處去聽課，

就在那時碰上 Stuart Hall，我想是在 84、85 年間，當時在編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

了一個 special issue 是關於 Stuart Hall，大概是在那時開始結緣。回到台灣後是一條很漫長的



 

74 
 

路，慢慢發現產生於 60 年代的文化研究不只是英國的東西，也擴散至世界各地而跟本地文化分

析批判給合，因為這個學科不純粹只是『跨領域』，也非常強調『在地性』，好像 93 年 Stephen

在香港搞文化批判的國際研討會，我們 92 年也在台灣搞文化研究的會議，其實每個地方關注也

不一樣，台灣就是連接八十年代的民主化運動，因為有這個空間出現在媒體文化批判的浪潮上，

再往前連接其實可找到更多，你說魯迅不是文化研究嗎？再追下去其實就是更大的文人的傳統。」 

 

問：你會怎樣回答「文化研究是甚麼」這個問題？ 

 

答：「這確實是尷尬的問題，別人問你的學業是甚麼，你說文化研究後就好像說不下去，用很簡

單的方法說，好像問社會學是甚麼，就是研究社會，那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文化？那文化又是甚麼？ 

 

對於這個相對新的學術領域，確實是很難回答，因為從學科的觀點可以有不同的切入，有些是社

會學有些是人類學，也有不用學科出發，以關注問題的觀點看。肯定的是到今天也沒有共識，意

思是我們並沒有規定那些是必讀的 classic。不過大概也有基本的一些共識，因為文化不是完全

獨立的東西，跟社會、政治、經濟都有關係，而為甚麼有這個學科出現，就是其他學科沒有辦法

解答一些問題。而文化研究作為交叉的一個領域，有其靈活性和彈性，而所關注的所謂文化問題

就會在這些交錯之間存在。 

 

更多人也會問像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是 ethnography 等等，那文化研究的方法是甚麼，她可能是

調動不同，甚至是自己創造方法。或者可以這樣說，跟別的學科的差別是其開放性，以社會學為

例，一般是尋求社會學科內的認同，而文化研究是面對學校以外的社會，而其忠誠不在這個學科

內。我也在大學裡教文化研究導論，第一課就跟學生說，不是你唸完這一科，答案便清楚了，而

是說從我們的關切去發掘那些重要或未曾出現而需要補足的東西，當然這些東西很多，包山包海，

學生自己要找對自己有感覺的部份。我認為文化研究最有意思的部份就是沒有共識，所以更有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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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的著作《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2006 年出版，中英文版以外，更出版了日本和韓文版，

在亞洲地區的學術界早已引起廣泛討論，可以談談這本書的緣起？ 

 

（圖片取自：http://flaneur.tw/?cat=37） 

 

答:「那大概是在九十年代，自美國學成歸台的反思。我的經歷跟那個年代一般的台灣人無異，

大學畢業，當兵後出國進修，香港人會到英國，他們便是美國，拿完學位便回家教書。美國是台

灣唯一的參考，中國大陸當然不存在。在美國唸完博士回台灣，發覺過去對於美國的論述好像過

於單一，美國作為唯一的參照也是不足夠，即使要跟她學習，也不是這樣簡單地只學好的東西，

不好的也要理解，這個模式是出了問題，於是便問，那應該怎樣去調整。後來開始到亞洲不同的

地方，發現幾乎所有亞洲地方都是看著紐約倫敦，非常單一，與此同時亞洲地區之間彼此卻沒有

扣連。我以亞洲作為方法，其實就是調整一下，讓眼睛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們必須有更多的參

照點。」 

 

問：提到參照點，為甚麼你說對應香港的應該是新加坡？ 

 

答：「香港人很少會這樣想吧，大概是彼此存在競爭性，香港與新加坡不只是同為英國殖民地，

http://flaneur.tw/?cat=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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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兩者都是 city-state，而人口相約，像新加坡的人口怎樣能跟印度相比，反而跟印度參照的

應是中國，不論在人口還是歷史上，中國跟印度是相對地可放在一起看。」  

 

問：不過近年香港人都很喜歡以台灣為榜樣，你認為是甚麼原因？ 

 

答：「其實不只香港人，新加坡人也常跟我說台灣的好，你說香港人沒投票權羨慕台灣，那新加

坡有權投票吧，不過那是一黨獨大，所以又是另一個問題，我相信只是大家把內心的不滿轉化成

對台灣的羨慕。台灣雖有投票權，可是卻換成只是藍綠之爭，把很多東西都毀掉，變得很短視，

這就是選票治國的結果。舉個例子，近日台灣開放國內學生到台灣讀大學，可是又因為藍綠問題，

所有國內的學生都不能申請獎學金，全世界的學生都可以，唯獨大陸學生不能，很不合理，就是

政治造成的問題。其實台灣的真正動力來自民間，這當然可說到因為 80 年代以來，民間連鎖推

倒國民黨，有所調整所致，台灣的民間力量很豐富，跟在電視上看到的政黨紛爭很不一樣。好像

你說台灣的旅遊文化，也就是一些年輕人用心經營的一些成果。舉個例子，台北的同志運動大遊

行已成為整個東北亞地區最具代表性，而西門町紅樓一帶也成同志社區，雖然台灣內部也有很多

人不喜歡，不管怎樣，這些東西依然繼續發生，這跟國家也沒有關係，是民間由下而上的推動，

是沒辦法阻止的一些力量。 

 

當然今天的台灣不是沒有問題，而且有些是很嚴重，像民間一些保守勢力的出現，不過至少是還

有一個空間，然而最重要一點可能是，台灣跟其他華人地區不太一樣的，基本上是你想說甚麼就

可以說甚麼，說話是否傷害別人的情感則由你判斷，只少你是不會被拉。不過，很多問題尚待處

理，例如各種持不同政治立場的民間團體如何相互對待，政黨政治問題，特別是在大陸的議題上，

還是沒有共識。」  

 

教授的圈子原來也在大學講堂、學術會議外，陳光興也喜歡走到大街小巷去感受城市。看過他在

網誌內寫了很多新加坡的食店，「那個時期剛巧時間較多，只是隨便作一些記錄，不過我卻是喜

歡從吃的地方、住的地方去觀察。」這次他乘嶺南大學之邀請到訪，兩星期時間留守屯門，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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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太多時間到處逛，只在附近走走，預設他是個喜歡找吃的人，頓時想到了屯門的藍地大街。那

一天他去找藍地的季季紅了，然後再去元朗，「即使是最熱鬧的旺角，其實只要離開大街，都會

感受到當地小市民的人情味。香港也跟台灣一樣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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