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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雅明的歷史革命

每當社會上出現重大的論爭，意見嚴重分歧，論爭相方各執一詞，出現公說公有
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時，一些以不偏不倚自居的人便會說：「留待歷史判決」
吧！即使爭辯雙方到最後也只能說一句：
「歷史自有公論」
。諷刺的是在香港，歷
史並不是一個受重視的課題。當香港的課程改革把「中國歷史科」改為選修科後，
因為學科不受歡迎，很多學校都不設這一科。但既然社會上任何相持不下的重大
爭議都可以「留待歷判決」，「歷史自有公論」，那麼歷史的重要性顯然易見！不
過歷史是這麼重要，在邏輯上當然就是深入探討，尤其要探討為甚任何重大爭議
都可以「留待歷史判決」
，為甚麼「歷史自有公論」
。其實到目前為止，歷史往往
是勝利者的歷史；中國歷史的所謂「正史」便是新成立的朝代下令某一朝臣專責
撰寫上一個朝代的歷史。由勝利者寫的歷史必定「自有公論」嗎？

二十世紀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明是少數深入探討歷史特質的思想家之一，他的
見解絕對是革命性。本期的三篇文章同時採用了班雅明的觀點來討論香港個別的
問題，討論或許屬皮毛，但亦足以讓讀者領略班雅明的獨特和精闢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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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羅冠軒

緣起 1
我是小說家董啟章的忠實讀者，一直對他對事物的洞察力、博大無邊的學識和無
窮無盡的想像力深感敬意。他的這些特質在其小說集《地圖集》中顯露無遺。在
《地圖集》中，他以小說的形式和詮釋學的手法去解讀一張張和香港（他稱之作
V 城）有關的古地圖，文字貌甚為瘋狂，但內裏不乏深刻獨到的見解。從他的文
字中，我看到了地圖和歷史之間，與及繪圖者和讀圖者之間互為表裏的關係。
《地
圖集》使我知道地圖這個範疇是「有文可寫」的，而一些無甚組織的問題亦驅使
我開始閱讀其他有關地圖的論著。

及後在「文化研究中的歷史」的課堂中，馬國明老師把班雅明（Benjamin）的
〈歷史概念名題〉列為課程讀物，此文之於我有如醍醐灌頂。班雅明的寫作模式
對讀者來說（可能只是我吧！）一點也不友善，在讀〈歷史概念名題〉之前，我
一直也無法進入班雅明的哲學世界。然而，透過閱讀這篇文章，我意識到那些在
讀《地圖集》時出現的破碎問題，正隱若地召喚著我。2於是我便決定以此為題，

1

本想寫一個「正常」的論文引子，但卻感到有點矯揉造作，於是以緣起代之，統合本文和我在寫此文章

時的經歷。
2

下文會詳解這個「召喚」是甚麼意思。

3

作為我的期終論文。本文的前半部分則是我在探索地圖、歷史、空間、時間和班
雅明的哲學時的思想整理；後半部分所引用「領匯霸權地圖」一例則希望以實例
貫穿並闡明前文的思路，並指出前半部理論上的討論是能轉化成改變社會的實質
進路。

班雅明式史觀
班雅明在他的遺作〈歷史概念命題〉中批評了在十九世紀盛行的「歷史主義」觀
點。 3歷史主義者要求人們在審視人和事物時，必須把它安放在它所身處的社會
歷史脈絡下研究，才能得知其所以然。歷史主義的理論前設是：我們能夠「客觀」
的審視「過去」，「過去」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對於歷史主義來說，過去就是時
光隧道的另一端」
，4只要我們願意走，就能到達過去的目的地。以歷史主義看待
過去，就如隧道只有一個出口，會傾向得出歷史是「非如此不可」的結論。因此，
這種姿態的前設與進步論者不謀而合，人類社會的演變存在著某種必然性。班雅
明認為把歷史主義和人類進步論連繫起來的，是在背後支撐著這兩者的一種時間
觀。在這裏，時間是以線性模式表現。過去的已經過去，亦只能被稱為過去，現
在不過是過去和將來的過渡。歷史主義追求的是把事件像珍珠項鍊一樣串起來，
並顯示其因果關係，而時間就是把珍珠串起來的繩子。同樣地，人類進步論也帶

3

〈歷史概念命題〉一文並不是像一般邏輯、段落、文理清晰的學術論文，此文乃係二十段各自獨立而又

彼此相關的命題組成。
4

馬國明：
《班雅明》
。台北市，東大， 2008，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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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同樣的時間觀：歷史中成王敗寇，勝者必然是比敗者優良，方能永垂史冊，因
此，把歷史項鍊所串連起來的只會是由歷代勝者所打磨的珍珠。當中以社會達爾
文主義最能言簡意賅地道出這點，所謂「適者生存」，弱者既不能存，又何以記
之？物競天擇是人類社會的進化史其中一項重要的法則，在線性時間上汰弱留強，
凡存在必合理。

凡存在必合理，暗示著不合理者理應消失。班雅明在寫〈歷史概念命題〉時，正
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班雅明猶太人的身份使他更能感到極權主義迫在眉睫的
威脅。 5在命題八中，他清楚地寫出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有機會壯大，是因為進步
論中的假設：線性的時間就像一條歷史軌道，我們一直在軌道上，向著一個把我
們帶到更好的方向進發。在時間軌道上，我們有上有落，有平路有崎嶇，但這一
切都不重要，因為一切都會過去，美麗的終點就在後頭。時間在這裏是「同質的
（Homogenous）和空洞（Empty）的」， 6既然每一步都是必經之路，它們均
有相同的重量。因此，即使是敵視法西斯主義的人，也因抱有進步史觀而認為法
西斯主義的出現不過是歷史常態，是人類進步邁向更高層次的過程中必須跨過的
欄柵。他們因而對極權的出現表現得不以為然，還會奢望這不過是黎明前的黑暗，
而沒有作出歇斯底里的反抗，因為，凡存在必合理。
5
6

班雅明在 1940 年逃避德軍追捕時自殺身亡。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London:
Fontana, 197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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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進步史觀所記載的總是（亦只能是）勝利者的歷史，而且是一個勝利者接
著下一個勝利者的歷史， 7沒有當權者會跟大眾說明自身的不合理性。因此，在
有壓迫存在的世界裏，班雅明的史觀不是為全人類而設，而是為被壓迫者服務的。
他並不奢求找到一套具有整存性的人類通史，因為這種通史只能與壓迫者合謀才
能出現，被壓迫者非但沒有可能在這種歷史舞台中出現，更無法從這種歷史中獲
得任何力量（甚至成為這種歷史底下的犧牲品）。這正正是他批評歷史主義的原
因。為此，他得尋找另外一種對待過去的方法，一種能夠為弱者加持的方法。

在班雅明的史觀中，歷史並不只是過去。歷史是現在我們能夠辨認到的過去。的
確，「過去」這個概念包含了天下間所有在以往發生的事情，然而，如果沒有人
去進行辨認，選出其中某些事情並名之曰「歷史」，這一整片無邊的過去是了無
意義的。如上文所言，歷史主義在歷史本質上是為勝利者服務的，因此，被壓迫
者必須從自身出發，擔當起史家的任務，進行辨認過去的任務。

我們要辨認的是怎樣的過去呢？有別於歷史主義那種尋找事件中的關聯，然後順
理成章寫成歷史，班雅明認為受壓迫者所能辨認到的歷史，必然是零碎的，而且

7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London:
Fontana, 19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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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著各種「錯失的機會、未曾兌現的承諾和失落的希望」。俗語說:「有早知，
無乞兒」，如果那些機會、承諾和希望已經兌現，受壓迫者現在就不會是受壓迫
者。班雅明的史觀，正是要大眾保持這種覺知，有意識地面對歷史，透過辨認和
紀錄這些歷史碎片，讓兌現的機會再度出現。

班雅明認為，歷史碎片不是像貨架上的貨物那樣，只能等待著被辨認並帶走的一
刻。由於過去和現在都存在著壓迫，因此對被壓迫者的傳統而言，過去不斷召喚
我們認出種種錯失的機會，因為它們存在的目的就是把過去帶到「現在」這個獨
特的片刻中，並與之結合，成為歷史。因此，對班雅明來說，
「……過去的真相是
一瞬即逝的，而且永遠不可能重現。因此班雅明認為歷史唯物論的一項重要工作
就是保存過去的映像……」8因此，歷史是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下，我們能辨認出的
過去。這種史觀的時間觀是靜止於相認的片刻。歷史是我們能相認的眾多歷史碎
片和現在一刻的全景圖。這不是無意識的鑒古知今，而是有意識地使沉睡的過去
在今天復活。

採用班雅明的史觀來說，我們每個人都能有一種帶有神學色彩的「微弱救贖力量」
（Weak Messianic power），有如彌賽亞的誕生早就寫在經文之上一樣，我們
每個人的出現都是使那些失落的過去重臨契機。啟示就是要我們做好解讀的預備，

8

馬國明：
《班雅明》
。台北市，東大， 2008，頁 58。

7

以便在彌賽亞重臨時，我們能與之相認。在困難面前，透過回憶，我們搜尋到那
些正在向我們招手的歷史碎片，在這些碎片上，記載了那些「錯失的機會、未曾
兌現的承諾和失落的希望」
。只要我們有意識地搜索，我們就會知道那些碎片「時
辰到」了，是時候把它們重新找出來。

有關地圖的討論—─從班雅明式的史觀 (時間觀）到空間觀（地圖觀）
歷史除了有時間的面向外，亦必然有其發生的場所。由於地圖正正是人類描述、
設計、利用空間的工具，因此在論及歷史之時，不論在各種文獻、遺跡、二手史
料，還是博物館中，我們都會見到地圖的蹤影。歷史學者劉智鵬則以「左圖右史」
來形容地圖和歷史在中國各地方志中的關係。 9如果我們認同班雅明的史觀，並
從中理解當中的時間觀，那麼我們又能否從地圖中得出一種班雅明式的空間觀
呢？

在大學地理學的教材課本《地圖學原理》一書中，作者潘桂成替地圖下了這樣的
一個定義：「地圖是依據嚴謹之數學法則，將地表上之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透
過科學和美學之綜合編繪方法，用適當的符號，縮繪在平面上之圖形，以表達出
地景在質或量之區域差異，空間組織，及時間上之流變。」 至於繪圖者又該是
何人呢？陳國章在該書的序言中如此寫道：
「……四、本書特別強調『製圖者』 不

9

劉智鵬：
〈劉序〉
，譚廣濂著：
《從圓方到經緯：香港與華南歷史地圖藏珍》
。香港，中華書局，2010。

8

應只是一位只懂用尺和用墨技術的『機械人』，而應是一個有血有肉而具有主體
心靈的『地理人』，可以運用科學和美學的步驟，創作美妙的地圖世界。」 10

製圖學希望能完美地複製／還原空間，然而，繪圖者自知不論是要表達自然景觀
或人文景觀，都是有無數的限制，有見及此，他們才說是創作「地圖世界」。因
此，潘氏和陳氏所言的地圖學是一種實證主義的變奏，意圖以「科學和美學」把
空間現實翻譯成地圖。

董啟章在《地圖集》理論篇〈地上地──Supertopia〉一文中引述了意大利學者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一個有趣的假想：如何製造一幅一比一的地圖。11
艾可提出的做法是在帝國的上空拉出一張巨大圖紙，然後在上面進行點對點繪製。
但當中最大的難題是，如果畫地圖的目的是要盡量如實摹擬地貌，那麼這種做法
將無法顯示地上有這一比一的地圖這個現實。如要反映這個現實，則要在圖紙以
外加一張圖紙，重覆描摹。作者因此提出「地圖的本質就不是摹擬，它的終極追
求也不是與大地同一。 12相反，它的內在驅動力是駕馭大地，甚至塑造大地……

10

潘桂成：
《地圖學原理》
，台北市，固地文化事業，1995。

11

詳見 Umberto Eco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Drawing a Map of the Empire on a Scale of 1 to 1,”

How to Travel with a Salomon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Weaver, Orlando: Harcourt Brace &
Co., 1995.
12

董氏《地圖集》原文為一小說，而據董氏所創造的人物安維真在《V 城系列總序》中所言，
《地圖集》

的作者是「一群而非一位考古學者」
。由於人物與作者的關係並非本文討論要旨，在這裏，為方便起見，我
暫且將之稱為「作者」的觀點，
「作者」的觀點並不等如董啟章的觀點。然而，我認為董啟章在《理論篇》
中各文，在嬉笑怒罵的表面下，是經過深刻反思的有關讀圖和製圖的理論。

9

地圖繪製的科學方法和數學根據……最終的目的並不是反映大地的真象，而是宣
示對大地行使的擁有權、剝削權和解釋權。」〈地上地〉以非常形象化的方式，
向我們道出一幅地圖的本質。把四維的空間翻譯成二維的平面圖，地圖注定是由
無數的取捨、刪改和想像組成，而當中更牽涉「駕馭」
、
「塑造」
、
「擁有」
、
「剝削」
和「解釋」等權力運作。

由於繪製傳統地圖，尤其是繪製「精確」的地圖是有物質上的限制，首先繪圖者
需要受長時間的訓練，此外還需要科技上的支持才可以製作出精確的地圖。因此，
平民百姓多數只能是讀圖者和使用者，很少會親自繪圖，也甚少會認為地圖上的
權力不對等是一個問題。就如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很大程度受制於史家為我們提供
了甚麼，我們對空間的理解（想像）很多時就因此受到地圖（繪圖者）的限制。
如果一味深信不疑地讀圖，就不能看出「地理人」所創作的「美妙的地圖世界」
正在喬裝為地表上的全部，打扮為那客觀中立的一比一地圖。然後，當權者則能
指著地圖說：「這塊土地『應該』是這個樣子」時，我們更是無從反駁。

即使我們能夠成功地製造一比一的地圖，那又如何？就如班雅明所言，我們從來
沒有可能從線性歷史上找到受壓迫者的身影，在那一比一的地圖上，我們也只能
看到空間上的「空洞」和「同質」。如果班雅明會批評這種史觀，我們不妨嘗試
將其洞見用以閱讀地圖。

10

如果班雅明式史觀是：
要把編寫歷史的責任從服務權勢的史家身上奪回，並分派到每個人身上。同時，
他亦強調時間並非以線性模式進行，對於每個主體而言，每一刻的時間都有著不
同的重量。歷史的重要性就是在「現在」這一刻，和過去的連結，記載歷史就是
刻劃出這些過去的碎片和現在所構成的網絡，讓我們覺醒到我們所有的「微弱救
贖力量」。

那麼，班雅明對地圖的空間觀則是：
要把繪製地圖的責任從服務權勢的繪圖家身上奪回，並分派到每個人身上。同時，
在這種觀念下，每個地方（Place）也並非鐵板一塊的空間（Space）
，對於每個
主體而言，每一個地方都有著不同的重量。地圖重要的地方，就是在現在這一刻，
我們能夠認出多少我們認為是重要的地方，在歷史的網絡上，再加上空間的考量，
讓我們覺醒到我們所有的「微弱救贖力量」。

從傳統地圖到谷歌地圖（Google Maps）
傳統地圖有幾個物質上的限制，一、地圖需印於紙上。當中牽涉到儲存和繪製工
具上的問題。二、在二維平面的局限上，為便於查找，每張地圖只能顯示該地圖
所關注的主題，如果要較為立體地去查找地圖上的資料，你必需要有多張主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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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如：如果我們了解一個地方的水利政策，我們需要擁有該區的人口圖、水
利圖、政區圖、街道圖等等。三、由於人們相信地圖是專家繪畫的東西，而大部
分人均不是專家，所以大眾與地圖製作一般難以沾上半點關係。這些物質上的考
量，導致傳統地圖的繪圖權被壟斷在少數人的手上。就如歷史是記載一個接著一
個勝利者的歷史一樣，傳統地圖也有著相同的本質問題，要透過地圖去感受和想
像的空間，必然是勝利者所預設的空間。

丹尼斯．渥德在《地圖權力學》中〈地圖的作用在於替利益服務〉一章中如此說
道：

「……所有的地圖……必然呈現了作者的成見、偏見與徇私（更別提較少被
注意到的，製圖者呈現其心血時的藝術、好奇心、優雅、焦點、想像力、
注意力、聰明與學識）。在描述世界的同時，描述者不可能不受到這些及其
他特質的限制（或解放—─這也是觀點的問題）。即使是指出來，也總是指
向某處……而不是其他地方。」

就如透過改變史觀，我們對歷史的看法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只要繪圖者（標
籤者）願意承認以上種種不能與他本人分割的能力、情感與限制，並嘗試坦誠面
對自己所見所想，且放膽在地圖上投射出這些只有他才能認出的空間想像，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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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連結，這就經已非常接近班雅明的想法了。

相對於傳統地圖，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
廣泛應用解決了其中幾項問題。數位處理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
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13更甚者，現在在谷歌地圖
上，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谷歌提供的地圖內容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
我們有意義的地圖。雖然我們並未能取代谷歌製作地圖框架，但是在數位地圖上
開放命名和定義的功能來看，使我們看到班雅明式地圖的可能性。

班雅明式地圖—─以領匯霸佔地圖為例
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在二零零五年出售旗下商場及停車場等業務，成
立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下簡稱領匯）來管理，自此領匯積極翻新商場，提
升租金，致使一般零售小店難以負擔，因而結業搬遷。在只有連鎖大店方能挺住
（其中最諷刺的是，房委會的辦事處亦不能幸免，因受不了昂貴的租金而搬
走。）14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匯商場變得千篇一律。對於領匯，反對之聲其實一
直不絕於耳，但是直到二零一二年三月，領匯推出一個名為「我們的尋味時光」
宣傳活動，反領匯的聲音才能找到一個爆發點。

13

丁琪等：
《地圖革命》
。台北市，大地地理，2001。

14

有線新聞：房署辦事處因領匯貴租搬走，2011 年 12 月 25 日。

13

領匯是這樣宣傳其活動的：

「阮小儀與紀曉華（香港藝人及食評人）帶你穿梭各區，尋找伴著大家成長的老
字號，細味牽繫街坊情的幾代食肆，品嘗濃厚風味的地方菜，到訪滿載兒時的回
憶食店，三十個遍佈各區的尋味熱點，讓大家融入社區，感受香港的飲食文化風
情及情懷。」 15

由領匯這個被指責一直以來趕走小商戶和老字號、破壞社區網絡以及統一香港多
元化的飲食文化的機構推出這個活動，大有「貓哭老鼠」的味道，網民怒氣一發
不可收拾。這個活動推出後，網路上隨即出現大量二次創作，諷刺其「賊喊捉賊」
的態度。除了一些指罵式的回應，如把「我們的尋味時光」改成「我們的尋你老
味」外，還有人在面書（Facebook）創立領匯佔領地圖群組，召集網民於新設
的谷歌地圖中「集合力量，一同標籤每一片被領匯佔領摧毀的土地位置」，他們
認為，當「我們的記憶組合在一起，領匯對香港社會和香港人的影響，就會無所
遁形，地圖上亦會出現領匯佔領香港的完整畫面。」 16 他們的行動方法如下：
15

http://www.thelinkreit.com/TC/news/Documents/Link_the_Tastes_Fact_Sheet_TC%28Final%29.pdf
16

領匯佔領地圖. 領匯佔領地圖. 2012 年 4 月 10 日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9%A0%98%E5%8C%AF%E4%BD%94%E9%A0%98%E5%9C%B0
%E5%9C%96/SDJHV($(&$)(%'($(
&%(&"VN LQIR ⬿⎽㗌㜆⹛㛯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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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尋味時光』事件，正好給被領匯蹂躪多年的廣大香港市民一個
機會，抵抗這殺店、殺文化的兇手。與其單單在面書分享新聞，在狀況
（Status）寫一句「尋你老味」，倒不如有系統、有組織地集合香港人的力
量，寫下領匯逐漸摧毀香港小社區發展的罪證。我們或者都只是熟悉一兩
個領匯商場，只目撃一兩間老店的衰亡，但只要我們集合起來，就能把領
匯『霸佔』香港的整體現象，全面地呈現出來。

如何集合力量？
我們用谷歌地圖弄了一個名為『領匯霸權地圖』的個人地圖，現開放給公
眾，一同標籤每一片被領匯佔領摧毀的土地位置。除了標籤位置外，最重
要的是在標籤寫上領匯如何侵佔商場（包括有甚麼小店被趕走了、換成甚
麼店、價錢選擇的變化、外貌裝潢的改變等）。當我們的記憶組合在一起，
領匯對香港社會、香港人的影響，就會無所遁形，地圖上亦會出現領匯佔
領香港的完整畫面。」 17

17

以黃大仙 慈雲山中心為例，網民紀錄了這些故事：

「(1) 吉之島(已結業) 未由領匯接手前，6-7/F 吉之島做得好地地，food court 更係老人家、學生哥的打
躉之地。過時過節又有好多特賣，由中下價到平價嘅貨品都有。今日變成惠康萬寧椰林閣，這個老人區還
可以唔駛錢坐底抖下打牙較嗎？
(2) 恆信文具(已結業) 地下好運街巿上斜，由慈雲山中心開張以來都一路响度。價錢公道，買夠$100 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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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谷歌地圖一直都有顯示出領匯各個商場的所在位置，但是在人們加上標籤之前，
這些位置只不過是地圖上眾多同式同樣的符號中的其中一個，無人會留意到當中
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在原本的地圖上，我們並沒有看到時間的流轉，商場
和街道均是無情的建築物，彷似可以永遠以勝利者的姿態屹立於地圖之上。然而，
這幅「領匯霸權地圖」卻揭穿了地圖中立客觀的喬裝。這片由大家的回憶構成的
地圖正是班雅明式地圖的例子。

雖然我們無法完全地從服務權勢的繪圖家身上奪回繪製地圖的責任，18但我們卻
能各自在地圖上紀錄我們和那些被迫走的小店回憶。正正是因為我們擁有這「微
弱救贖力量」，我們才能在圖上紀錄這一段段有關該地方的歷史。同時，在這種
觀念下，每個地方（Place）則變成非鐵板一塊的空間（Space）
，對於每個主體
而言，每一個的地方都有著不同的重量。地圖重要的地方，就是在這一刻，我們
能夠認出多少我們認為是重要的地方。「領匯霸權地圖」更集合了一眾由壓迫者

18

也許，如果要香港重新畫圖，反而不能造成同樣的效果，因為城市人是不會投放大量時間去做這件事

的。要知道，在高度城市化中，閒暇是奢侈品。假若因要重新繪圖而使參與者大量流失，借用現有的谷歌
地圖是可行的對策(tactic)。

16

各自的感受紀錄而成歷史的碎片，在現在這一刻，在領匯肆無忌憚的一刻被集體
地「辨認」出來。領匯上市時所吹噓的美好將來，非但沒有實現，在這幅圖上我
們能清楚看到領匯在每個弱者身上所施予的壓迫。

後記
其實像「領匯霸權地圖」模式的用圖法並不是甚麼驚天動地的發現，其他有趣的
例子首推草原地圖。19然而，我認為本文的重要性在三點，一是把班雅明的歷史
觀推廣至空間層面；二是希望透過地圖這種比較大眾化的媒介，把班雅明的理論
翻譯成較易消化的版本；三則是指出地圖作為抗爭的工具的可能性。

19

http://lawnmaphk.org/porta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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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班雅明看庶民歷史
陸欣庭

前言
翻查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的網頁資料，其中簡略地交待了公共租住房屋（下
簡稱公屋）發展的歷史。內容大致為：「一九五三年，石硤尾寮屋區在聖誕夜發
生致命火災，多個木屋區被燒毁，超過五萬名居民無家可歸。香港當時仍屬英國
管治，政府在災場附近興建兩層高平房，並興建首個徙置大廈，以安置受火災影
響的數萬名災民。由那時開始，政府展開了一個有系統的徙置計劃。一九五七年，
北角邨落成；一九六一年，政府推出『政府廉租屋計劃』，提供較徙置屋邨質量
更佳的租住房屋。根據一九六五年政府的統計數字，當時公共屋邨住戶人口達一
百萬人。及後其他公共屋邨相繼落成，至一九七六年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
（居
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屋租戶成為業主，市民於是開始有機會以相對
廉價的價錢擁有自己的私人居所……」 1

對於政府而言，公屋的發展可能只是過去眾多政策之中的其中一項，所以認為用
小量文字和幾張圖片便能夠將其歷史過程完整交待。在大歷史（官方歷史）的洪
1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的網頁，公屋發展歷程：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public-housing-heritage/public-housing-develo
pm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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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下，庶民的日常生活經歷和經驗就好像是洪流中的小沙石，非常渺小，根本不
值一提。然而，對於那些曾經受政府各大小政策所影響的市民（不論是受惠者或
受害者），他們各有著他們不同的故事，社會上有多少人關注到他們？在大歷史
的論述下，個人的小歷史（庶民歷史）顯得微不足道，但若以個人作為一個活生
生的主體來說，卻是影響深遠。

本文將以個人真實故事出發，透過描述小歷史，引申出大歷史上一些失落的希望
和未兌現的承諾，繼而探討氣味於小歷史回憶的重要性，並嘗試以班雅明對大歷
史的一些想法運用到小歷史的領域上，繼而提出一些個人想法，以及嘗試延伸班
氏的觀點。

北角邨和我的小歷史
從出生開始我便住在北角邨。我們的單位是由外公跟五舅父一起申請的，單位面
積約二百餘尺。單位的大門是一道半透明玻璃門，而門的夾層間嵌著鐵絲網。由
於玻璃大們表面作凹凸不平滑的設計，故在屋外是不能清楚地看到屋內的東西，
但仍可隱約看到部分較大型的傢俬和擺設。家裏沒有玄關位置，與大門連接的就
是一個長方型客飯廳，廳中央放著一張正方形的摺合式桌子，其旁邊放了幾張摺
合式椅子。而房間則正對著大門，剛足夠放一張雙層床，以及兩個中小型衣櫃。
房間的盡頭有一個小小的露台，光線充足，是晾衣服的絕佳地方。因為大厦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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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寛闊，在夏天和秋天也可說是清風不絕。那時大約十歲的我，總喜歡站在露
台，猛地伸長脖子來看邨內的公園，更可勉強地看到我當時就讀小學的操場。在
摺合式桌子的旁邊的是一條走廊，通往廚房和洗手間。廳另一端有個小空間，與
房間只有一牆之隔，我們稱這空間為「埋便」，那裏放了一張雙層床、書桌和衣
櫃。由於我家人口眾多，晚上到了睡覺的時候，客飯廳便會進行大變身──把摺
合式桌子收起來，打開沙發床把它放在廳中央；拉出放在「埋便」衣櫃側隱閉處
的摺合床，利用「埋便」的小小空間，把摺合床打開放到沙發床旁邊，呈曲尺形
配置，在有限的空間內，勉強給睡在房間及摺合床的人留一條小通道，以便能在
深宵時份去廚房和洗手間。床位分配方面，外公和外婆當然是睡在房間內，舅父
睡「埋便」的上層床，媽媽則睡下層床，姨媽跟表弟睡沙發床，而我則睡摺合床。
「朝行晚拆」成為了我們的日常習慣。每晚看罷電視節目，總會有人發施號令，
然後大家就齊心合力鋪床睡覺，合作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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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housingauthority.gov.hk）

我們家的單位位於樓層走廊的轉彎處，那裏有一個約兩米闊，六米長的長方形空
間，是收集住戶垃圾的地方。在周末或假期時候，我也會善用此空間──面對著
牆壁，好像打壁球那樣來練習我最喜愛的乒乓波（小學時代稱之為「打地波」），
有時如果走廊風大，打不了乒乓波，便會改為對著牆壁踢足球。由於年紀尚小，
不准隨便單獨出外玩耍，唯有以此自娛。那時候的屋邨就好像現時的大型屋苑一
般，自成一角，樓與樓之間會有小型公園和活動空間，並有不同的遊樂場設施，
例如最受小朋友歡迎的鋼架（那時候差不多是所有遊樂場必備的設施）、平衡木
（以混凝土造成的）、小型假山等（這是北角邨獨一無二的設施，座落在公園中
間的電錶房位置。富創意的屋邨設計師在電錶房頂處沿著兩邊至地上蓋上混凝
土，造成一個好像半邊車輪型狀的小假山，由假山一邊可以走到另一邊，而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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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人是看不到假山頂部的。鑒於山頂位置「優越」，是年輕男女熱門的談情聖
地）
。由於就讀的學校離家不遠，平日都會獨個兒步行上學及回家。每天放學後，
同學們都會在屋邨的小公園遊玩，而最熱門的遊戲當然是「玩捉」
（捉人遊戲），
又或會在假山留連，儘量拖延回家（做家課）的時間。

小時候的夏天非常炎熱，不是每家每戶也有安裝空調的。儘管家裏有空調，但為
節省開支，如非難以忍耐的酷熱日子也不會輕易開啟空調。由於屋邨的樓層屬開
放式設計（一層約有六十個單位，在各單位之間的走廊位置都有安裝「欄河」，
觀景開揚），經常都會感受到自然風，各家各戶打開家門乘涼是非常普遍的事。
有時當我家打開門窗「扯風」（因對流窗產生的涼風效果）時，隔壁獨居的梁太
太就會自攜椅子坐到我家門前，慢慢地搖著她那米白色的葵扇，跟我外婆談天。
我們其中一位鄰居「阿生」就住在升降機旁的單位，有一段時間外婆不用上班，
便經常到他家裏砌麻雀，玩三、四個小時是很平常的事。外婆耍樂後才會買菜回
家給我們準備晚飯，風雨不改，每天如是。我每天放學後也會自動自覺地一邊看
電視，一邊做家課，完成後也會到「阿生」家跟他家的小孩玩耍。

周末，有時候也會跟媽媽到附近的馬寶道逛街。八、九十年代的馬寶道是著名的
「布販集中地」，由於布匹的顏色和款式選擇多元化，有很好的口碑以及質素保
證，很多人都會專程來到這裏挑選布匹。假期時候，更會有大大小小的流動攤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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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賣價錢相宜的小食和雜貨，整條街都會變得非常擠迫和熱鬧。而馬寶道的另一
端便是露天街市，是北角邨及附近街坊每天買菜必到的地方。馬寶道街市兩旁都
有固定商舖，而街道的中間兩旁亦設有攤檔，有著各式各樣的乾貨和濕貨店，它
們沒有分類，混在一起。街坊對店鋪的老闆和職員也十分熟絡，經常互相問候，
有說有笑。中午和下午屬繁忙時段，街道中央兩旁的攤檔中間更會有一些流動小
販，他們通常也是售賣魚丸和涼粉等小食，整條街道可說是非常擠擁。馬寶道連
接書局街，與英皇道交界的就是著名的新光戲院。由於我經常到戲院旁邊的華豐
百貨側的學友社玩耍，而新光戲院便是往返學友社的必經之路。新光戲院內有小
賣部，每次我經過的時候都會嗅到香噴噴的爆谷氣味。那時候沒錢買，深呼吸一
下那股溫暖和甜蜜的香味已經覺得開心滿足。那裏又有一部「磅重機」（量體重
機）。站到機器上，透過機身上的透明玻璃可以看到內部結構。而當人站在上面
的時候，那個紅白色的圓型輪盤便會轉動，當它轉動至停定，就可以投進五毛硬
幣，然後閃一閃燈，就會跌出一張像香口膠大小的小咭紙，上面印著的就是你的
體重。每次經過此「高科技」機器，我都會跳上去玩一玩，雖然不是真的會投幣
量重，但看著輪盤擺動，不知為何也會覺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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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0219/00176_009.html）

二零零零年政府決定清拆北角邨。而我家亦於一九九八年以綠表公屋居民身份申
請「居者有其屋」，並於翌年全家遷出北角邨。

大歷史所忽略的庶民歷史
歷史通常記載的都是過去發生的大事件。這些事件的描述，往往都是由當權者著
書所寫的，記載的亦主要是一些政治事件。個人角色在宏觀的歷史記載下顯得特
別渺小，庶民的日常生活更加是微不足道，沒有記載的價值。然而，對於普通百
姓來說，對他們有直接切身關係的，卻是那些平常而重覆的個人成長或家庭歷
史。這些個人歷史，影響著個人價值觀的建立、個人性格的形成、人際關係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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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網絡的組成等。而以上種種，會伴隨著個人成長直至死亡，影響著整個人的一
生。且讓我稱個人歷史或人生經歷為一種「小歷史」。在大歷史的背景下，各人
都有其不盡相同的小歷史。大歷史跟個人有著比較遙遠的心理距離，透過社會背
景而作用於個體而不自知；而小歷史，即個人經驗，則是滲透到個人全身的血液
當中，個人需要承受著它的因和果。若果把個人比喻作容器，那小歷史中的事件
就是其沉澱物；而個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小歷史事件的沉澱過程。借用班氏的觀
點，認為所有過去的事件在歷史的洪流中都有可能被認出，那麼從小歷史的角度
來理解的話，個人的沉澱物被內在化到主體中，等待著主體的檢索、反思及回顧，
以認出自己在沉澱過程中錯失了的機會和失落了的希望，而在檢索各沉澱物的同
時，會看到它們的相互關聯。正如班氏所言：
「一件經歷的事件是有限的……一件
想起來的事件則是無窮盡的，因為它只是一條開啟事件發生之前和之後的事情的
鑰匙」
。2在無限次的檢索中，事情的深度和闊度也會漸漸呈現，由此繼續開展，
依我想像，回憶的過程就好像將這個個人容器搖動，沉澱物相互碰觸，不時轉移
位置，隨機地移動，並跟相鄰的其他沉澱物作為毗鄰，在回憶中以非時間線性形
態接續地出現。個人經歷愈豐富，即沉澱物越深厚，而回憶組合的可能性也就越
多。

2

馬國明：
《班雅明》
，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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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迷思
在香港成長的人，從小到大就被灌輸一個概念：
「香港地少人多」
。在政府聲稱香
港島缺乏興建房屋的土地的現實環境下，北角邨於二零零零年逃不過被清拆的厄
運。政府奉行高地價政策，依靠賣地來維持香港部分公共開支，以致香港的薪俸
稅率及利得稅率較其他國家地方為低，吸引外資和外地人才到香港投資和工作。
然而，高地價則意味著高樓價，現時市區一個四百餘呎的普通小型單位動不動就
要港幣三百多萬，需要全家人工作半生才能夠負擔得起，為了償還銀行貸款，人
們便得努力工作賺錢，於是成就香港社會勞動力供應的穩定性，有利於商業公司
於香港投資發展。可是，社會發展不能單只考慮經濟發展，人人也為覓得一居所
而「賣命」，這使人民失卻了追求理想的能力、勇氣和希望，最終人的選擇自由
被剝奪，只能夠單向地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人生目標，忽略了其他人文及全人的發
展。這就是香港當下的悲哀。

現今社會樓宇皆以「豪宅」為包裝，消費廣告日夜不停地催眠我們，使得社會的
價值觀和審美觀漸趨單一。追求富麗堂皇的居住環境就是「高尚」的身份象徵；
住「豪宅」就代表著生活美好（或至少表面看來是）
。現在所謂的「豪宅」
，各家
各戶都重門深鎖，保安嚴密，可能根本不知道住在隔壁的人叫甚麼名字，而走廊、
大堂、外牆等雖然裝修得豪華奢侈，但卻給人冷冰感覺，缺乏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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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基本的居住問題──到底人們對居住的要求是甚麼？到底是追求住在「豪宅」
內，這數道牆壁所劃分的冰冷生活空間中？還是追求生活在富有人情味，重視睦
鄰關係和社區均衡配套的居住環境？公共屋邨的空間設計，例如單位偌大的對流
窗戶、可供晾衣服的露台、開放式的走廊空間、屋邨公園設施和周邊的日常生活
配套等，其實都是一些較人性化的環境及社區的設計。相對現時所謂「豪宅」的
屋苑，它們大多是屏風式設計，單位沒有露台，只有窗台，室內窗戶小得可憐，
樓層走廊屬密閉式設計，且重門深鎖。在配套方面，那裏沒有公園、沒有街道、
沒有小店，只有商場和連鎖大型超市。人們便是要窮一生精力以償還銀行貸款來
擁有這種「毫宅」，這使我們不禁要問一聲，到底我們需要一個怎麼樣的居所？

還記得在數年前的一次家庭聚會中，我們說起當年上門收取租金的職員知道我們
居住環境擠迫，說可以協助我們申請調遷到比較大的家庭單位，然而那時候因為
外婆捨不得街坊鄰里和不希望改變多年的生活習慣，故此沒有提出要求。由此可
見，居住空間是不能脫離睦鄰關係和社區配套獨立考慮的，好像外婆那樣，跟附
近街坊既已建立了深厚感情，適應了居住環境及配套設施，維持生活習慣可能較
居住空間面積更為重要。

從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展覽我們可以得知，香港如何由一個小漁村發展至今天的國
際金融中心，經濟發展是香港的核心發展目標。可惜的是，香港政府近年卻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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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拆歷史悠久的屋邨或舊式樓宇，破壞社區睦鄰關係和人際網絡；又發出誤導的
宣傳訊息製造社會論述，認為舊樓就是危樓，須要盡快清拆重建。政府以社區重
建之名義，將政府和私人公司的社區拆遷行為合理化，目的實為騰出土地售賣予
地產發展商，為自己大開方便之門。社會發展的目的是為了改善人民生活，政府
的責任應該是為市民服務，提供良好的居住環境和社區發展。然而當下的香港，
市民為社會經濟發展出力，政府卻未有透過具體政策以圖改善社會低下階層的居
住狀況。政府缺乏長遠的房屋政策，導致樓價高踞不下。此外，地產商囤地居奇、
黙許劏房存在、停建及減建公屋和居屋，「有人冇屋住，有屋冇人住」的荒謬情
況日益嚴重。

社會發展的目的應該是改善市民生活，而在香港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當下，
市民的生活狀況卻日漸轉差，透過社會發展以改善市民生活狀況的美好承諾明顯
並未兌現。

社會發展的願景
土地究竟是公共資源，還是私有財產？這一直以來都是歷史悠久的討論議題。資
本主義的發展使一切有形或無形的東西變成了商品，包括房屋及居住權皆變成了
奢侈品。然而，香港作為一個擁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二十六萬港元的地方，3卻
3

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B6%93%E6%BF%9F，2011

年統計數字

30

有著超過一百萬人生活於貧窮線以下，到底香港真的是社會普遍認為的「成功」
嗎？這「成功」到底是誰人的「成功」？資源不斷透過所謂市場主導的制度，使
分配方式持續地不合理，這裏是否有可以開展一些社會制度的理念性討論，以圖
尋找出路改善貧富懸殊的社會狀況？資本主義的「劫貧濟富」的運作模式是否能
夠為市民帶來幸福？福利主義是否能夠修正資本主義的一些結構性缺憾？

有人認為，政府提供福利會削弱社會競爭能力。然而當我們退一步思考，競爭其
實從來只應該是一種手段，決不是目的本身。競爭的目的當然是想改善人民的生
活質素。當社會能夠為市民提供合理的福利保障時，例如能夠有可負擔的公營居
住房屋，以及有能夠令退休人士過著有尊嚴的生活的退休保障制度等，這已經能
夠使市民脫離經濟壓力，以及改善異化勞動情況，人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工作以
體現個人的自足價值，建立良性的競爭，發展健康的社會，以達致改善生活質素
的目的。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過去其實都沒有真正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實踐過，但卻已
經名譽破產。這些不就是我們失落了的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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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味的歷史性
歷史主義者著重發現史實，說明歷史事件的始末，以及歷史事件之間的可能因果
關係，並以時間順序，排列各事件來作出理解。而現代人亦認為時間是同質而無
內容的，過去發生的事情作為歷史，可給安放到此時間維度的序列上。班氏對此
卻有不同見解，班氏將攝影跟歷史作關聯，認為攝影只是為歷史時間單線性的普
遍理解加注了空間的維度。攝影的技術能夠將當下事件發生的一瞬間記錄下來，
攝影將時間變成空間，事件發生是一個出現／消失的連續轉變過程，時間的空間
性同時也是歷史的一個維度。而此空間就是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所。而相片影像所
展示的內容，除了時間維度上給凝住了的一刻外，亦提供歷史事件發生的地點及
空間的訊息。此外，照片本身除了是一幅影像外，亦協助我們能夠跟歷史有獨一
無二的偶遇（facilitate an unique encounter with history）。此種經驗，能夠
勾起回憶，擴闊當下（expands the present）
，認出歷史出現的時、地、人。及
後從攝影技術基礎發展出電影，使歷史的時空維度性更加容易理解。

然而，歷史要緊貼著回憶，只提及攝影還是有所不足。誠然，電影的發展包括了
聲音原素，但不經意的回憶，其實跟氣味（或味覺和觸覺）也很容易沾上關係。
如前所述，新光戲院小賣部的爆谷香味，往往能勾起小時候渴望吃爆谷的甜蜜而
苦澀的回憶。可惜的是，及至現今科技，仍未能可以好像影像和聲音般，將氣味
或味道記錄下來；但亦正是它們不能被記錄下來，更能勾起你腦海深處的回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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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感。

氣味是須要整個空間環境的配合才能出現的。還記得每當春天到來，學校樓梯那
條木製的扶手就會因潮濕而發出陣陣霉味，走廊旁邊那一長排鐵製的儲物櫃也同
時散發著鐵銹味，加上地面濕滑，滿地盡是同學們鞋底污漬造成的黑色水印，如
此構建下的那股鬱悶的氛圍和氣息，不是隨便把古舊樓梯扶手放到博物館就能夠
記錄下來的，這亦正是博物館的虛偽性。博物館的出現，就好像使拆卸合理化，
以為只要將部分物件保留下來，就盡了保存歷史的責任，然而所忽略的就是歷史
的氛圍和氣息感，而這些是博物館如何結合科技也是不能保留或重覆製造的。而
這種氛圍和氣息，也就一種能夠引發獨一無二偶遇的媒介。

總結
大歷史下個人的小歷史被淹沒在洪流中，不斷流失。然而，在了解大歷史的同時，
我們不能忽略小歷史的重要角色。其實班氏對於庶民小歷史亦曾有提及相關觀
點，從《以兒童視角能看到未解咒的世界》可見班氏非常重視童年回憶，而童年
回憶亦正是組成個人小歷史的重要部份。班雅明亦曾指出人皆有一股微弱的救世
主力量（weak messianic power）
，能夠拯救過去，拯救歷史。而拯救的方法首
先就是要認出（recognize）過去歷史，認清那些未兌現的承諾和失落了的希望，
將它們帶到當下，跟當下建立連繫。這種連繫，使得過去跟現在的分野不再復見，

33

時間於是消失，當下一刻於是成為一種不會過去的時間，變成永恆。放於小歷史
的角度亦能作相似的理解。個人的當下存在，都是帶著成長過程上各種各樣的沉
澱物和痕跡，造就成今天的個體，如此獨一無二的立體個體。認清這一事實，過
去的小歷史跟當下連成一體，人的當下存在就會變得完整而不散失。這也是一個
自我發現，了解和統合的過程。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個人的性格和價值觀
不斷地被削平，思想空間和生存方式漸趨單一化。在如此受壓抑的社會發展環境
下，個人作為立體而整全的主體，就有能力重新思索社會發展的方向，思考到底
人所追求的應該是甚麼，幸福的生活應該是怎樣等切身問題。

從己出發，當發現個人作為主體的獨特性，就能明白對不同性別、種族和文化尊
重的重要性。最終要弄明白的一點，其實就是在過去千百年的大歷史中，還有一
個失落多年還未達成的希望，承諾多年還未兌現的允諾：「人是應該互相尊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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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裝：一場關於歷史的辯證
陳志隆

在希臘的文化裏「歷史」就是以記憶說故事，將故事一直流傳下去就成為了歷史，
這正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法：
「記憶建立了代代相傳的傳統之鏈。」1
然而，今天歷史卻成為了少數歷史學家們的專利，這代表著傳統崩潰，過去已死。
傳統不被重視，變成了毫無價值的東西。而「現在」只是一個永遠的消失，因此
我們只好寄望虛無飄渺的「將來」
，歌頌著「明天會更好」
。但有誰知道明天是否
真的會更好呢？身處於這個矛盾及無奈的狀況之中，我們該如何面對？也許，我
們可以從時裝中的「辯證影像」（dialectical images）找到救贖歷史的可能性。

時裝秀與歷史
「時裝」強調要無時無刻走在潮流的尖端，不停地更換最「新」和最「時尚」的
原素。記得從前修讀設計的時候，時裝課的老師曾說：「時裝秀是設計師進行實
驗的場所，模特兒穿起的是大膽創新的實驗品，但這實驗品不會在時裝店內出
現，因爲一般人雖然喜歡看時裝秀，但卻接受不了這些新事物，所以著名品牌的
大設計師多數也會有一隊寂寂無聞的設計團隊，將時裝秀的作品的某些原素（如
顔色、綫條、圖案或材料）加入我們日常的衣服當中，而這就是我們在時裝店內
買到的潮流服裝。」因此，時裝秀只不過是一場用來展示時尚夢幻作品的表演。
雖然，時裝秀的作品不存在於日常生活裏，卻勾起了大衆對「新」和「時尚」的

1

原文為 “Memory creates the chain of tradition which passes a happen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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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繼而商場內的時裝店便成爲了人們渲泄欲望的場所。因此，時裝品牌不惜
花費大量資金舉行時裝秀，令其品牌的時裝店可以以「新到貨品」招徠顧客。

「在十九世紀中葉，波特萊爾就已經明白地將美學的現代性與時尚、短暫、瞬間
的事物連結在一起。」 2 班雅明在《商場研究計劃》
（Arcades Project）中進一
步指出「時尚」雖然是短暫、瞬間的事物，但歷史並不是要去舊迎新。在新事物
的出現下，舊事物仍然存在，並不是以茍延殘喘的姿態存在。換言之，歷史並不
只是指過去的歷史，而是應該打通過去和現在。同樣地，
「時尚」一方面強調「新」
，
叫人忘記過去，但另一方面又說「古老當時興」，這內涵了歷史的印記，讓人可
以與錯失的機會和失落的期盼相認。而且，當本質不停地變更，預告著這一刻的
「新」很快便會變為下一秒的「舊」。因此它處於一種自我對立和自我否定的狀
況，這就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原素，成為班雅明提出的「辯證影像」。

而時裝總是和時尚掛鈎，因爲推陳出新正是商品化社會的本質。班雅明在《商場
研究計劃》中亦指出商品的夢幻效應是資本主義生産者（即商人）的動機及消費
文化的源頭，而大衆的消費欲望就在這種商品夢幻文化的氛圍中被商人製造出
來。當中，
「時尚」和「新」便是製造消費欲望的關鍵原素。班雅明認為：
「時尚
確定了商品希望被人崇拜的方式……同時擴大了它對日用品的左右能力，就像把
時尚的統治延伸到宇宙一樣。」3 試想，我們的衣櫃中有多少尚未剪掉價錢牌的

2

Baudelaire, Salon of 1846, The heroism of modern life ; also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ChapterIV,1955
中譯載於：吉爾‧利波維茨基（Gilles Lipovetsky）
：《時尚的力量》
，
〈時尚社會的藝術與美學〉
。2011，
頁 77。

3



Walter Benjamin(1983),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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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可見，大眾對於衣服不單止是需求（need），而更大程度是源於欲望
（desire）。

時尚是一種進步？還是無止境的資本增長？
既然時尚是時裝的本質，理論上時裝應該要不斷前進，否則只會被時間的洪水吞
噬。然而，時裝界卻又偏偏喜歡「古老當時興」。本地資深時裝設計師陳美怡指
出：
「時下男女以獨特的個人風格來配襯古著，形成獨立的特別風格……不少雜誌
和書本也介紹古著商店，以及教導如何選擇古著等，故此市場上也出現了一批古
著時尚達人。」4 古著潮流的出現一方面打破了古老和時尚的對立與矛盾，另一
方面說明時尚/時裝並不只是一直向前「進步」的。

「雖然因為工業的進步，『時裝』得以研發新的原料、紡織品、織法、裁縫法，
甚至是新的剪裁形式，但是就目的而言，並沒有實質的進步，每季最重要的就是
要銷售更多的衣服……因此，時尚是沒有進程的。它並非遵循漸進演化的路徑，
從某種形式轉化至更高等的化身或是更好服裝形式。」 5 尤瑞奇‧雷曼（Ulrich
Lehmann）正好揭穿了時裝的假進步論，在消費的大前提下，時尚與古老的衝
突和矛盾可以頓然消失，而「絕不倒退」的時裝其實只是誘使消費的掩眼法。

班雅明在《歷史的天使》中寫道：「一場由伊甸園席捲而至的風暴，天使想駐足
喚醒逝者還原那已被打碎的事物，但這風暴勢不可擋地把他推向他所背對的未

4

陳美怡：
《時裳摩登─圖說香港服飾演變》
，
〈懷舊古著〉
。2011，頁 389。

5

尤瑞奇‧雷曼（Ulrich Lehmann）
：
〈虎躍：時尚歷史〉
，2010，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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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6 文中的「風暴」就是資本主義慣用的進步論，資本家爲了追求無止境
的資本增長，以進步的名義來消除過去，把所有人統統推向未來。而「時尚」便
積極地推動這場「風暴」的運作及蔓延。資本家以「時尚」來向大衆宣揚新事物
的美好，再通過廣告及媒體來營造大衆對商品的祟拜，使商品帶有濃厚的烏托邦
色彩。這就如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的說法：「時尚規定了儀式，通
過它使商品被崇拜……時尚以活潑的儀式慶祝新奇，而不是循環，在當中人們不
需要記憶……時尚是藥劑，它在公衆的範圍內彌補了遺忘過去的重大影響。」 7

時尚的普遍性標誌著商品形式的勝利。時尚改變了消費文化中事物的存在方式，
它一方面通過新奇來超越自然，使事物具有社會性和人工性；另一方面，它通過
商品來滿足人的欲望，從而超越社會。巴克•莫斯認為：
「班雅明是從自然與社會、
有機界與非有機界之間的關係來探討時尚是怎樣超越前者，婦女和商品之間的轉
換也是在時尚的驅使下完成，班雅明說：
『誕生是自然條件，而死亡是社會條件。』
時尚是誘使事物進入非有機世界的媒介，這是一個快將死亡的事物領域。它是婦
女和商品，欲望和死亡身體之間的辯證轉化而成的處境。」8 時裝秀就體驗了這
場辯證轉化的過程，時裝秀內模特兒是一個漂亮的衣架，他們不需要個人特質，
只需顯示衣物的獨特性。因此，模特兒的身體在時裝秀上轉化成沒有靈魂的屍
6

原文為：他的臉轉向過去。在我們知覺到一連串的事件之處，他所看到的卻是持續堆積起一層層的殘骸，
並把這堆殘骸丟到他的跟前的一場單一的大災難。天使想駐足於此，喚醒逝者，並還原那已被打碎的事
物。然而一場風暴由伊甸園席捲而至；風暴猛烈地攫住他的雙翼使他再也無法闔翅。這風暴勢不可擋地
把他推向他所背對的未來，而他跟前那堆殘骸卻已在此時成長拔高到天際了。這風暴就是我們喚作進步
的東西。」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頁 180。 （摘自
班雅明：
《啟蒙之光》
，頁 259。

7

Buck-Morss, Susan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 the Arcades Project, P.98

8

Buck-Morss, Susan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 the Arcades Project,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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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展示的是無生命力和疏離的自然魅力，最後化成被大眾迷戀的「物品」。

馬國明說：「時裝就是商品外面的包裝，這些包裝一旦除下便不會再包上；時裝
包裝的是人的身體，每個穿上時裝的人也就是一件經過包裝的商品。」9 在這場
時尚的夢幻時裝秀中，人們不自覺地失去了主體性，使自己亦變成了商品，並錯
認這些對「時尚」的追求為進步。「從商品經濟的角度而言，耐用以至不朽的物
品是洪水猛獸，如果樣樣物件都用上一輩子，甚至父傳子、子傳孫，經濟還能發
展嗎？利潤還能年年增加嗎？」10在資本主義下，想要獲取最大的利潤就要對新
事物永無休止的追尋，因此時裝強調「時尚」和「新」只是貫徹資本主義下的商
品經濟邏輯。

時裝──歷史的載體
在資本主義下，時裝只是離不開「時尚」和「新」的商品，然而當把它放在歷史
的概念中，其實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正如班雅明所言：「時裝就像虎躍般跳到露
天的歷史之中 （Fashion is the tiger’s leap into the open air of history）
。」11
我們一般視歷史為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會把歷史看作一件獨立的事件或只分析其
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然而，歷史還牽涉一些概念性的理解，這些理解是建基於
過去，而對今天造成影響的。時間不是流逝，而是靜止的，因為過去和現在是相
通的。而「摩登」／「現代性」
（Modernity）這個觀念就是對歷史的一種解釋，
用作强調現時的情况跟從前不同。因此，過去和現在融為一體，出現了人們相認

9

馬國明：
《馬國明在讀甚麼》
。2004，頁 27。

10

馬國明：
《馬國明在讀甚麼》
。2004，頁 26。

11

Walter Benjamin, Thes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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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印記的可能性。同樣，時裝的古舊與時尚也是一個理解和創造歷史的方式。
這正如前文所述的時裝秀一樣，它是一場時尚的夢幻，在表演台上的作品還未被
發揮和確認之前已遭遺棄，成為了歷史天使背後的殘骸，而「古老當時興」就如
虎躍般跳到無人問津的歷史之中，讓我們跟這些歷史相認。因此「時裝」爲我們
帶來了一個全新解構歷史的可能性。

孫燕京在〈五十年來中國服裝流變〉一文中說：「在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城鎮男
子所穿著的通常是長袍馬褂，婦女服裝多爲旗袍或者中式短裝配長裙……新中國
成立初期，列寧裝、『布拉吉』、『毛式服裝』頗爲流行。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後，
生産領域的工人階級地位得到提高，穿著工裝成爲一種榮耀。又由於國家經濟處
於低水平待發展階段，因而艱苦樸素成爲全社會共同遵循的時代風尚。絕大多數
民眾過著『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拮據生活，但逢年過節總會做
新衣服，至少也會換乾淨的衣服。」12可見，服裝、文化、經濟及社會結構有著
密切的關系，可以反映出一個時代的面貌。由此可見，「服裝是一種記憶，也是
一種語言，它的變化以非文本的方式記錄著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歷史變
遷。」 13

時至今天，來到這個商品泛濫的年代，
「時尚」以更積極的方式介入人們的生活，
不論是報紙、電視、互聯網、收音機或是交通工具等等不同的媒介上都會發現它
的蹤影。「時尚可怖之處不止意識型態的宰制，更在於它緊貼地集合了新事物的
創造性想像。張小虹形容爲烏托邦大夢的品味專政，令人以爲透過追求某種單一
12

孫燕京：
〈50 年來中國服裝流變〉
，載於《北京日報》
，2006 年 01 月 23 日。

13

馬國明：
《馬國明在讀甚麼》
。2007，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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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神話便能到達幸福的天堂，這才是時尚成爲資本主義幫兇後，更必須被看得
到，並想辦法找出逃逸的路綫。」14要反抗這種任由時尚支配和宰割的狀況，班
雅明的《時尚現象的哲學》中便提出了一個新觀點。

巴克•莫斯亦曾提到班雅明的觀點：
「時尚不僅是現代時間的尺度，它展示了主體
和客體之間的聯繫，這是由商品生産方式的改變而帶來的新法則，在時尚中商品
的幻覺效應和外表緊密聯繫。」 15 班雅明將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看法結合自己對
於波特萊爾的深入理解，引用了衣服擁有「自主性記憶」的說法， 16
作為現代性的特質。「服裝記憶」創造了一種短暫的關係以及在形而上的體驗，
而時尚必須透過引用過去來改寫及重構自己的歷史。時尚的跳躍必須借用過去來
延伸現在，在這種情况下永恆與瞬息之間的對立便不會存在。藉著「老虎跳躍」
（Tiger’s Leap），時尚不需要遵循歷史的連續演進，得以從現代跳躍到古代，
再回到現在。因此，時裝對歷史有其積極的作用，而這種老虎跳躍的方式打開了
重新詮釋或改寫歷史的可能性。

時裝──對烏托邦的期盼
巴黎於十九世紀進行了世界第一個都市重建計劃，從中班雅明留意到歷史並不是
以新取代舊，舊的事物並不會因爲新的出現而茍延殘喘地留下或消失。把這種歷
史的概念套入時裝來看，時裝即出現打破傳統歷史觀的可能。時裝代表人們對於
新事物永無休止地追求，但「新」的特性就是瞬間消失並不停更替，即這一刻是

14

鄭依依：
〈作家說: 張小虹 – 夢一場時尚烏托邦〉
，載於《明報》
，2007 年 3 月 18 日。

15

Buck-Morss, Susan (1989),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 the Arcades Project, P.97

16

中譯載於: Lehmann, Ulrich (2010)，〈虎躍：時尚歷史〉
，
《時尚的力量》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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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但下一刻便變成了舊。因此，大眾對於「新」的追尋是空虛的。時裝的迅速
更替是商品經濟夢寐以求的，但卻同時暴露了這種體制的弱點（極不穩定性），
帶來了救贖歷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時裝「古老當時興」的特性對於歷史也有
積極進步的意義，因爲時裝雖然跟隨季節的規律，但卻又有不可預測的潮流。對
於歷史進步論的觀點，這是一種嘲諷，甚至是顛覆，因爲它打破了「明天會更好」
的假想。

「班雅明對時裝的見解結合了他的歷史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衣著（尤其是某時期
的時裝）是追憶和重現過去的主要途徑之一，時裝的生命極之短暫，但卻光芒萬
丈，是過去的每一刻（而不是某部分）原有的共同點。正統的歷史卻只會選取過
去的某一段工作爲歷史時刻，並且把現在和將來，像串念珠般串起來。這樣說來，
將時裝比作龍騰虎躍的最深刻意義是指時裝能夠不斷復古而又不失為時裝，是因
為過去的每一寸光陰其實都有其作為歷史的意義……人對現在的理解其實是受制
於過去的認識，而對過去的認識又受制於正統的歷史觀。」 17 班雅明認爲，過
去的時代存在很多未曾兌現，等待我們去相認的期望，「時裝」遺留下許多秘密
的標示，成爲我們打破歷史演進的連續性綫索，打開一種尋找烏托邦的可能。

日常生活中的「辯證影像」
最近，一套教導女性如何尋找理想男伴的紀實節目──《盛女愛作戰》成爲了全
城熱話。節目內容是講述五位「剩女」如何經過「專家」們的改造（包括外表、
品味、談吐等）後去吸引異性及尋找伴侶。在節目中，婚姻彷彿是一場買賣，要

17

馬國明：
《馬國明在讀甚麼》
。2004，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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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得好價錢就必先依靠髮型顧問、醫學美容、瘦身課程、化妝品和時裝等來改善
外表。明顯地，這種真人秀製造或加強了女性對於婚姻的欲望，在結合商品消費
的邏輯下，推動外表决定一切的「婚姻商品文化」，最終目的是為了讓商人獲取
最大的利潤。和時裝秀一樣，這場真人秀把資本主義的核心發揮得淋漓盡致，節
目中的一切都變成了商品，包括女性的身體、戀愛，甚至婚姻。《盛女愛作戰》
的例子深刻地說明了香港這個極端資本主義城市的病態，但究竟我們應如何去對
抗資本主義的侵噬呢？

班雅明在《商場研究計劃》中探討的雖然是十九世紀的巴黎，但把當中對於資本
主義的觀察和批判套入今天香港社會脈絡中仍然極具參考價值。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下簡稱領匯）是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它的前身是房
屋署的屋邨商場、街市、熟食檔及停車場，在二零零五年上市之前一直服務居住
在公共屋邨附近的街坊。可惜在上市後，領匯不斷對這些屋邨商場進行大規模裝
修（見圖一）18，改頭換面後商店租金倍升，迫使不少老字號和小商店紛紛結業，
最後剩下來的只有能夠負擔昂貴租金的大財團（見圖二）19。在配合香港由小漁
村飛躍成國際大都會的發展理論下，所有人和事都要走向時尚，因此領匯要翻新
和美化商場來迎合這發展趨勢。當然，這種美化商場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提高領
匯的租金收入，另一方面可謂是對小商戶趕盡殺絕，使大財團得以壟斷式經營。
說穿了，其實也是跟時裝一樣，這種進步/發展的大論述最終目的也是謀取暴利。

18

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2011 年 9 月份企業簡報。

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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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匯以時尚美化的商場，叫我們忘記過去殘舊以及一文不值的小商店，去擁抱更
美好、更優質的生活。然而，吊詭的是領匯最近卻推出以「懷舊」為主題的宣傳
項目──《尋味時光》。在其宣傳小冊子中的兩篇文章：〈老號情常在〉及〈細數
幾代情〉大談家族經營、親情、街坊情、尋回童年的味道等「懷舊」概念。當「回
憶」淪為一種可消費的商品時，
「過去」的意義雖然被扭曲，但它仍然可與「新」
並存。於是乎，再一次印證時尚/新其實不是一味向前，完全拋棄過去的，去舊
迎新其實只是資本家擴大利益的手段。美化商場並不等於「進步」
，這種「進步」
的論調不過是一種為資本主義服務的藉口。領匯商場既新且舊的美化翻新工程，
正好說出資本主義的矛盾性，同時亦見證了班雅明所說的「辯證影像」。「進步」
和「新」既是人們的期盼，同時亦代表著資本主義的邏輯，它誘惑我們進入夢幻
般的商品世界，並在當中喪失主體性，因此它既是「期盼」又是「墮落」。

而領匯雖然一方面以強調「新」叫人忘記「過去」的資本主義邏輯運作，但另一
方面在它的宣傳活動卻內涵了歷史的印記。它不斷提醒我們那段宰割小商戶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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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使領匯的《尋味時光》宣傳活動在推出後，反對聲音不絕。於是，在短短一
個月後，領匯就以避免對「社會和諧帶來影響」為名而終止《尋味時光》的宣傳
項目。20由此可見，瞭解歷史和重構歷史的確會為我們帶來改變的可能性，就讓
我們藉著「辯證影像」重新探索歷史以及尋回失落了的希望，再次建立現在與過
去的連繫。

20

〈領匯終止尋味時光 宣傳懷舊 被轟加租逼走老舖〉
，載於《明報》
，2012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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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作死不離三兄弟》的烏托邦想像與意識形態
杜振豪

（圖片來源：http://www.filmcriticschina.org/?p=2883）

二零零九年上映的印度電影《作死不離三兄弟》 1（下簡稱《作死》），自二零
一一年九月在港上映以來，坊間一致好評，此電影上映至第十三周，票房已達
一千九百萬；與此同時，《作死》在台灣也打破了上映時間最長紀錄；在中國
內地方面，在此電影還未上映之前已在網絡上熱烈流傳，亦得到廣泛的正面評
價。 2《作死》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在內地正式公映，贏盡票房和口碑，上映一

1

港譯《作死不離 3 兄弟》，前譯《三傻大鬧寶萊塢》。

2

有報導指出「它沒有在中國大陸公映、宣傳，卻依然走紅國內校園。中國學生觀後感言：『此片在印度

之外，恐怕只有中國學生能看懂、共鳴最大！』時隔全球首映一年之後，印度電影《三個傻瓜》在中國校
⛹に䄝庌䳬ăă⭳⅏ᾄ杇Ḕ⛲⭟䔆妧堭䙫⏊⏊䛟ₚƏỌ⎱ẽῸ✏⾕⍁˚⍁⮉˚%%6ᷱ䙫⊂喍˛˦奲⓷偅
Ƌ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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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累積計票房已達一千三百萬元人民幣。雖然印度及中、港、台三地在文化傳
統和經濟發展上有一定差別，但均面對相似的教育體制問題。該片如此廣受歡
迎，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該片在主題處理方面，成功接合了普遍的社會心理。

法蘭克福學派批評文化工業蒙蔽大眾，電影被稱為「夢工廠」，尤其常被指責
為意識形態的生產機器。不過，幻想永遠是妥協而生的產物，論者簡·蓋恩斯
（Jane Gaines）引述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的說法指出，大
眾文化必須先提供些東西才能蒙蔽我們，假如缺乏了烏托邦功能，意識形態只
能製造短暫的欺騙。 3本文將嘗試討論《作死》的烏托邦想像，分析該片所接合
的 社 會 現 實 及 其 超 越 社 會 現 實 的 幻 想 ， 然 後 借 鑒 呂 克 · 博 爾 坦 斯 基 （ Luc
Boltanski） 對「新資本主義精神」的說法，檢視這種幻想與資本主義精神轉換
的關係，從而說明該片的意識形態功能。

1.

激烈競爭的社會壓力

《作死》的故事發生在帝國理工學院，講述一名勇於挑戰權威和傳統，反對死
記硬背的學生 Rancho，聯同另外兩位同學 Farhan 和 Raju，與強調競爭和淘
汰，擁護高壓式精英教育的院長 Virus 的一場大鬥法，以此作為主要的戲劇張
力和矛盾來貫穿全劇。電影以 Farhan 作為敘事者跳入回憶開展敘述，他陳述
印度青年面對的社會壓力：「從小開始，成年人便跟我們說生命就像賽跑。如

3

Jane M. Gaines , "Dream/Factory", in Reinventing Film Studies, eds. Christine Gledhill and Linda

Williams(London: Arnold, 2000),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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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不努力跑，別人就會追過你。哪怕是出生，我們都得和三億個精子賽跑。
我在凌晨五時十五分出生，五時十六分老爸便正式宣布：『我的兒子將會是工
程師。』我的命運就這樣被蓋章決定。至於我想做甚麼？無人過問。」如何逃
脫這種單一成功想像強加的命運，可說電影的核心問題，而這個問題又聯繫到
印度特別嚴重的自殺現象。

印度的高等教育規模僅次於中國和美國，但高等教育入學率僅僅只有十一個百
分比 （二零零四年），而且大部份高等院校的教學水平也比較低，唯有七所理
工學院能與英、美的一流學府媲美。 4劇中的帝國理工學院，正是影射印度的最
高學府──印度理工學院，其錄取率每年不到百分之二，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
在這種高度競爭的精英教育體制下，印度學生的自殺率年年攀升，從一九九八
至一九九九年的八百人，激增至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的五千八百五十七人，
平均每天有十六名學生自殺。 5

綜觀全劇，自殺問題一直縈繞不去，首先是 Joy 自縊，然後是 Raju 尋死，還有
Virus 兒子的跳軌行為。Rancho 和 Pia 更是先後指責 Virus，其代表的競爭思
維和教育體制，是眾人自殺的元兇。在尋死的三人中，Joy 和 Virus 的兒子主
要是因為承受不了家庭成員的期望；Raju 則是因為處於改善家庭生活與維護同
伴的兩難狀態之中。嚴格來說，激烈競爭帶來的社會壓力，理應著手處理經濟
結構及高等教育資源分配等問題，不過電影則將此嫁接到填鴨式教育、盲從權

4

閻鳳橋、施曉光：〈在全球和知識經濟背景下，印度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北大教育經濟研

究電子季刊》，總第 19 期，2008 年 3 月。
5

〈經濟發展帶來升學壓力

印度學子自殺率激增〉，苦勞網，2008/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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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單一成功想像等問題之上。換言之，雖然電影接合了高自殺率的社會現
實，但卻主要呈現為一種文化觀念的問題，經濟因素幾乎隱沒不見。

二、打破陳規的新主體
電影的敘述以一種公路電影的框架開展。Farhan 和 Raju 在畢業多年後，終於
得悉 Rancho 的消息，繼而開車穿州過省追尋 Rancho 的下落，並從中穿插回
憶來展開第二敘事層。甫開幕，Farhan 在快要起飛的機艙中得知 Rancho 的消
息，隨即詐病下機，又騙到了司機免費載送，而 Raju 得知消息後更是緊張得忘
了穿褲子便上了車，而 Pia 則聽了有 Rancho 的消息後選擇逃婚。Rancho 的
消息就像一塊石頭，投入了寧靜的湖水當中，立刻打亂了眾人原來的生活。這
裡 除 了 刻 劃 出 他 們 三 位 與 Rancho 之 間 的 情 誼 外 ， 也 不 著 痕 跡 地 描 繪 出
Rancho 那種激起他人熱情和改變的潛能。在整個追尋過程中，不時響起電影
插曲《Behti Hawa Sa Tha Woh》：「他像風般自由，他像風箏般高飛。他去
之何處，讓我們尋覓，我們被走過的路引導，但他卻創造了自己的大道」。曲
中追求的自由精神貫穿全劇，Rancho 作為自由精神的象徵，一直扮演領導者
和啟蒙者的角色，引領 Farhan 和 Raju 走向他們嚮往的烏托邦生活。

導演僅僅用了幾個片段，便強烈地表現了 Rancho 的性格和能力：甫入學便拒
絕大學「玩新生」的傳統，並以基本電工原理懲戒學長；當教授在課堂要
Rancho 為「機器」下定義時，Rancho 拒絕背誦書本上的答案，嘗試生活化地
解釋，其後教授將他逐出課室，Rancho 隨即把說話簡單複雜化來還以顏色，
以突顯背誦答案的荒謬；後來 Rancho 被院長 Virus 迫上台示範如何教學，

52

Rancho 要求眾人在三十秒內找出兩個不存在的字的定義，從而點出整個教育
體制的問題──每個人都在爭先找出標準答案，但卻沒有人為得到新知識而感到
興奮。大學已淪為競爭的賽場，而不是學習知識的地方。

Rancho 可說是電影為回應當下社會問題而構作的新主體，這個新主體的特徵
是不盲從傳統和權威，對知識充滿熱情，又富有想像力，而且面對難題往往能
獨闢蹊徑。他勇於反抗權威和教條，追求變革及自我實現，尋覓屬於自己的理
想生活。在這種烏托邦想像中，Rancho 不只對抗權威和既定規則，也成功扭
轉了各人的命運，展現出另闢蹊徑的實踐可能及對另類生活的盼望。然而，
Rancho 作為呼召改變的新主體，究竟與過往的主體有甚麼分別？這便要將討
論轉向他與另一角色 Virus 的互動關係。

三、資本主義精神的轉換
電影是如此描述 Rancho 的主要對頭人──院長 Virus 的：「Virus 是我們見過
最求勝心切的人，他不能忍受別人在他前面，即使是騎自行車。為了節省時
間，他的恤衫沒有紐扣，他的領帶有掛鈎。他以兩隻手同時書寫來訓練思
維……」Virus 首次出場，便向新生演講「鵲巢鳩佔」的故事，形象地表明他相
信的叢林法則：「杜鵑的生命從謀殺開始，這就是大自然—─要麼競爭，要麼
死……生存就是賽跑，你要是跑不快，就會被人踐踏。」片中這種汰弱留強的競
爭想像，可說間接迫死了 Virus 自己的兒子和學生 Joy，更導致了 Raju 自殺。
至於 Rancho，他甫出場便用小技倆懲戒玩新生的學長，突顯其反權威性格和
靈活應變的能力。爾後無論是他向教授講述定義、拯救 Raju 的父親，還是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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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 Virus 女兒接生等情節，都表現出突破既有框框的創新思維，及善於與群
體合作的能力。

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精神在最近三十年出現了
明顯的變化，二十世紀的三十至六十年代出現的精神：「主要代表人物是高級
受薪主管……正義原則取績效主義的形式：依據各種經證明鑒定的文憑，這種精
神是一種工業生產的邏輯與公民精神的妥協中和。」 6直至八十年代，新的資本
主義精神再次出現，並表現在一種名為「方案體系」的系統。這套「方案體
系」有許多特點：「總是要有設想和方案，有甚麼東西要實現、要準備，與其
他具有意願成就些事情的人結合……在這『方案體系』中的重要人物、能人，是
那些能夠調適和變化的人……他有活力、自主並贏得他人信任，還能夠用他的觀
念激發他人的熱情……他們是創新者，其典型是學者和藝術家。相對那些舊的、
7

從事計算和計劃的幹部，他們具有直覺、鑒賞能力等最重要的素質。」 簡而言
之，過去工業社會的領導者，是在官僚化龐大組織中，通過長期的事業規劃及
資歷認證，慢慢晉升至高位；新資本主義精神的領導者（可以以比爾·蓋茨
（Bill Gates）或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為代表），卻是以靈活性、創
意、直覺來贏得團隊的信任，並在其策劃的方案下令團隊成員實現自己的價
值。

6

Luc Boltanski 著、張倫譯：〈資本主義精神及其批判的變化〉。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66

期，2001 年 8 月號），頁 13。
7

Luc Boltanski 著、張倫譯：〈資本主義精神及其批判的變化〉。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 66

期，2001 年 8 月號），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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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呂克·博爾坦斯基（Luc Boltanski）的分析中，我們可發現電影中的 Virus 和
Rancho，恰恰便是兩種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人物。Virus 強調人際競爭、理性
計算的效率、以成績衡量一切價值，此外，在待人處事上顯得教條、僵化和不
近人情，可說是工業體系的傳統精英；Rancho 則靈活變通，往往打破常規，
而且善於溝通和合作，能贏得信任並激發同伴的熱情，同時對知識充滿熱情，
在工程學上的日常應用有天賦的直覺。

四、新舊精英的和解
饒富意味的是，上述兩種代表不同資本主義精神的張力，在末段竟得到戲劇性
的調和。這種調和一方面體現在同代兩種精神代表的合作，如以死記硬背方式
讀書、依循主流方式發展事業、視 Rancho 為競爭對手的 Chatur，到最後竟被
迫與身為知名發明家的 Rancho 簽合同，一同合作發展；另一方面則體現兩代
角色的和解，如 Farhan 的父親一心希望兒子成為工程師，最後終於也認可
Farhan 放棄工程學而選擇當野生動物攝影師的理想。

除此以外，還有更具象徵性的情節。在電影初段，Virus 發表「鵲巢鳩佔」的
偉論後，便拿出一枝當年老師送給他的「太空筆」，表示希望將這支花了數百
萬才研究成功的「太空筆」，傳承給最出色的學生，接著問在場學生是否願意
為這支太空筆而奮鬥。此時大多數學生均舉手表示願意，唯獨 Rancho 沒有。
當眾人把手放下時，Rancho 卻舉手提問：「如果鋼筆無法在太空使用，為甚
麼不使用鉛筆呢？這能省下數百萬呢。」這個實用主義式的反詰，令 Virus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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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語，狠狠地嘲諷了 Virus 對精英身份的自我陶醉，同時也在暗示：Rancho
不願，也不必走 Virus 的道路。

可是到了電影末段，當 Rancho 活用工程學知識，與眾人合力協助 Virus 女兒
Mona 產子後， Virus 竟將太空筆授予 Rancho，並向 Rancho 說：「如果鉛
筆筆尖斷了，在失重的情況下它會飄浮，吸入眼睛、鼻子、儀器裏……你錯了！
你不可能總是對的！你明白嗎？」在此，「太空筆」作為傳統精英的象徵，曲
折地找到他的繼承人──新資本主義精神代表 Rancho。這種新資本主義精神沒
有割裂地取代傳統精英，而是必須延續和更新既有資本主義系統的餘緒（因此
Virus 強調「你不可能總是對的」）。在這場戲劇性的轉折中，Rancho 終於得
到 Virus 的認可，兩種資本主義精神的矛盾（同時也是電影的最大張力），最
後達成了圓滿的和解。

五、Aal Izz Well（一切都好）？ 8
從以上可見，作為新主體的 Rancho，與其說是打破了舊有規則，不如說只是
在既有規則下尋求別的可能。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另闢蹊徑的實踐和對於
自由生活的追求，其實是建立在跨越階級藩籬和天賦差異的幻想中。也就是
說，電影在提供某種烏托邦想像回應大眾對社會現實的不適時，伴隨出現的卻
是掩蓋階級問題的意識形態功能。

8

本片重要對白，也是其中一首插曲的題目。Rancho 曾對這句話如此解釋：「我們的心太容易恐懼了，

有時候你得哄哄它。」Raju 問：「這樣問題就能解決嗎？」Rancho 回答：「不，但你會比較有勇氣去面
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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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激烈的學業競爭，在小康家庭成長的 Farhan，要掙脫的是其父指定要他將
來成為工程師的命運；貧困家庭長大的 Raju，要掙脫的卻是極為惡劣的經濟處
境。至於象徵自由精神的 Rancho，最初是以富家子身份出場，後來隨故事發
展才揭曉 Rancho 原來只是園丁之子，不過代富家子上大學。Rancho 饒富意
味的背景，提供了一種超越階級的想像（或神話）：出身不重要，大學學位也
不重要，只要對學習抱有熱情，勇於追求理想和自由，你就會找到自己的路。

這種樂觀想像體現在不同的情節，例如 Rancho 曾建議沒錢讀書的小雜工──微
米，找一套衣服扮作學生，然後到課室旁聽，如果被發現了，便去第二所學校
繼續旁聽。這種小技倆貌似很具說服力，因為電影告訴我們，Rancho 小時候
也是這樣求學的。不過只要仔細想想，便知道這種旁聽的讀書方法純屬幻想。
微米要工作維持生計，豈有時間到處旁聽？即使有時間可以旁聽，書本從哪裡
來 ？ 微米 又是 否聽 得懂 大 學程 度的 課程 ？又 如 ， Raju 的 讀書成 績 不好 ，
Rancho 竟這樣說：「老是擔心明天，怎麼能把握今天？」「恐懼是不會有好
成績的。」Raju 的恐懼是否嚴重影響學業，電影未有交代，但是 Raju 背負了
改善整個家庭生活的希望，這種心理重擔有其物質基礎，又豈是一句「Aal Izz
Well」（一切都好）可以釋除？

總括而言， Rancho 的角色雖然提供了一種批判精英教育體制的自由精神及獨
闢蹊徑的烏托邦想像，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想像卻是以天才和個別際遇來抹
除階級背景對學習的影響，在撇除了志向不同（如 Farhan 的志向是當攝影
師，而不是工程師）的原因後，彷彿讀書成績差劣就是因為過於恐懼，以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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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知識欠缺熱情（如 Raju）所致。而 Raju 最後也因為其真誠和坦率的性
格，得到大公司人事部主管賞識。種種生硬設定，無不透露了電影的主題思
想：在聲討精英教育的批判意識背後，電影無意挑戰整個教育和社會體制，反
而強調個人在體制中可以憑藉靈活、熱情、勇敢、樂觀等性格特質，追求個人
理想和自由生活。顯而易見，洋溢著本片的是樂觀情緒和自我實現價值，而這
所謂「最崇高的快樂」，遺憾地嵌入了一種去政治化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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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佔領華爾街運動及資本主義危機筆記
吳夢珊

（圖片來源：http://www.isunaffairs.com/?p=3305）

這是一篇關於佔領華爾街運動及資本主義危機的筆記。本文將以個人筆記形式書
寫。作此選擇的原因是自己對整個運動的思考非常雜亂無章；在課堂上得到許多
資料及啟發，不停於腦海中運算，並拼湊出多幅圖像；日常生活裏很多源於資本
主義危機的問題不斷發生，思考方向變得無定向。既然問題如此複雜，覆蓋面又
廣，倒不如以筆記隨想形式書寫，或許更有助梳理思緒。

齊澤克（Slavoj Zizek）一篇關於佔領華爾街的文章中提及到一個共產黨人的老
笑話：「一位東德人士被派往西伯利亞工作，他了解檢查員將閱讀自己寄回家鄉
的信件，因此，他在離開前與親友們設下密碼，假如他寄回來的信件以藍色墨水
筆書寫，代表信中一切內容皆為事實；假如信件以紅色墨水筆書寫，即代表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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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敍述的一切皆屬虛構。一個月以後，友人收到他的第一封來信，內容是這樣的：
『這裡的一切都很美好。商店裡滿是美食。電影院裡正在播放來自西方的好戲。
公寓既大又豪華。唯獨沒有紅色墨水出售。』」1齊澤克藉此故事道出一個社會事
實，我們把偽造的自由誤以為是我們所想要的及需要的自由，例如消費上的選擇
權。我們以為已擁有一切，卻沒有發現失落了的紅色墨水──一種闡明自身不自
由的語言。二零零八年的金融海嘯，把資本主義的不公義及不可持續特質完全披
露了出來，然而，主流媒體、學術界，甚至市民，都未有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
題和所造成的社會不公義，以權力傾斜的狀況進行檢討。反之，卻把過度借貸責
任歸咎於「窮人過度借貸」；各國政府未有認真審視規管金融系統的方案，只顧
荒謬地補貼各金融投資機構。以上種種，大概都是「紅色墨水」或未來想像缺乏
症的徵兆。二零一一年九月發生了突如其來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這運動更迅速席
捲全球。有人認為這是自六十年代以來最大型及正中社會問題要害的社會運動，
因為佔領華爾街行動，使社會資源分配嚴重不公的議題，再次回歸主流政治討論
當中。

試問有誰能夠否定這年代的社會問題？這都是因為社會失卻公義而引起吧？大
部分人對公義缺席完全沒有異議，大家都習以為常，被壓迫者更以壓迫者為學習
榜樣，以終有一天即其位為奮鬥目標。香港社會視公義缺席以及不平等現象為平

1

n+1 (2011), Slavoj Zizek, Don’t fall in love with yourselves, Occupy! Scenes from Occupied

America, US:Verso, 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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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事，認為理應如此，非但沒有質疑，主流社會更誠心誠意地深信其不可改變。
面對生活上的不公義，身邊卻盡是抱著「這世界沒有公平，我們身處的世界就是
這個模樣。」的金句而生存的犬儒。然而，假如我們面對不公義時只有啞忍認命，
不相信正義可以得到伸張，那公平和公義又怎可能出現？究竟甚麼原因令我們的
社會竟然把伸張正義及渴求公平的人罷黜？又或把他們看作滋事份子、偽君子，
或愛作春秋大夢的人？到底是甚麼系統把人訓練成麻木不仁的機器？難道除了
自身以外，也願意把後代培育為體制中的「零件」？是不是即使生活苦不堪言，
也要盲目地相信和支持現行的社會狀態：把人看作非人，把作為人類最基本生活
條件的土地視作金錢，而不是住所或耕地的系統繼續運作下去？如果是為了要在
當下生存的話，那我們所追求的究竟是怎樣的生活？ 我們竟可以置生態系統危
機之不顧，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還有心思弄出一個碳交易（carbon trade）
的投資交易市場，彷彿氣候變化只是一千零一夜中的異國神話。單身者也罷，但
家中有小孩的，又或準備生養小孩的，眼底裡怎麼都沒有將來？要是地球都毀
了，孩子也生存不了，屆時孩子是不是某某名校的畢業生又有何干？在生存的前
提下，維持居住及賴以生存的土地正常及合理地運作，不才是首要任務嗎？

日常生活中賴以運作的資本主義金融系統的致命問題已呈現於世人面前，明顯
地，我們不能夠相信這樣的系統。與此同時，我們卻又義不容辭地支持其如常運
作，所謂「馬照跑、舞照跳、繼續炒股」，就像沒事人一樣。人們在幾十年間，
失去了製造夢想和希望的能力，沒能力對未來作出任何想像。我們成為了只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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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貓狗有情，而對所有人與事都非常冷漠的絕望共同體。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發
生，彷彿在被籠牢的新自由主義空間中打開了一片天窗，讓我們看到一片光明。
佔領者於絕望的生活裏出走，與社會中的同道者平等、平衡地討論未來生活，以
及未來的社會藍圖，為絕望的生活尋找出路。藉着佔領華爾街運動，我們再次與
夢想、希望，和未來願景匯合，尋找新的生活方式。佔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或支
持者們並非夢想家，反之，卻是警醒的一群。正如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言：
「…They tell you we are dreamers. The true dreamers are those who think
things can go on indefinitely the way they are. We are not dreamers. We
are the awakening from a dream that is turning into a nightmare. 2」

根據金融海嘯事件的邏輯來看，現世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有錢人的社會主義，3一
個完全照顧富有資本家的系統，其作用是讓社會上一小撮人能名正言順地使用公
共資產來謀取私利，榨取自然環境資源和人民勞動的剩餘價值，以極力維持一小
撮人的特權，即使賭場失利，也沒有後果，百分之一的富人地位可說是如同古時
的諸侯貴族。在已發展地區生成及擴展的佔領運動，把所謂的發達地區、已發展
地區或後工業社會的生活慘狀帶到鎂光燈下，這是屬於百分之九十九大部分人民
的歷史事實，把本來「已終結」的，或封閉的歷史記錄册再度打開。香港人的平
均收入，高據全球人均收入榜的首二十位。然而，如上述所說，出現了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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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對比百分之九十九平民的情況，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處境，而「階
級鬥爭」這特別敏感的詞組的意義，彷彿再度浮現於歷史現場。資本主義從來都
是一種把民眾排拒於社會資源及經濟成果之外的，讓大部分人成為非人的系統邏
輯。因為這種拒絕的政治，把今天與昔日的人民行動扣連，當下發生的事件與歷
史上的民眾鬥爭連線。 4當下的社會問題並非官商勾結、官僚系統腐敗、商家貪
得無厭，而是現時體制有着根本性問題。以上種種惡行都源於為現行系統制度，
無論以資本主義這怪獸或新自由主義的外衣包裹，它都是一個迫使人們無止境地
貪婪的系統。

（圖片來源：http://big5.chbcnet.com:82/zt/gj/hrj/）

佔領華爾街運動由反消費主義雜誌《Adbuster》發起，其靈感源至西班牙人民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五日發起的「十五 M（即五月十五日）運動」
。人們在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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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首都馬德里太陽門廣場紮營，向當時政客及政治的虛妄宣示憤怒，要求真正的
民主（西班牙語：democracy real ya，英譯作：real democracy now」
。期間，
人們以大型集會（General Assembly）形式討論社會政治問題，以一種與代議
式民主全然不同的參與式民主模式，體現真正的民主，為日後擴散至世界各地的
佔領運動奠下重要基石。

傳播媒體被沒有指揮中心、領袖或代言人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弄得頭昏腦脹。其參
與者來自五湖四海，整個運動沒有權力中心，屬水平式運作，無階級之分。因此，
沒有人能當上是次運動的代言人，每人都是代表自己的發言人，每人的意見也會
被聆聽，民眾不再由政治領袖代言。佔領運動沒有既定領袖，因為每人都是領袖，
每人都是獲邀參與這個民主盛宴的賓客。參照西班牙「十五M運動」的精神，參
加者以大型集會（General Assembly）和「共識決」的形式運作。參與者組成
多個小組，聚集一起討論自身認為重要的議題，並提交大會，以便全體與會者一
同討論。共識決的最終決定並非以少數服從多數作結，其特點是若民眾中的其中
一員對議題有意見，議題也會被取消。民眾明白個人的影響力，運用其權力時也
變得非常審慎，並會清楚地審視個人價值底線，因此，共識決並不會成為討論或
決定的障礙。參與式民主的發生及實踐，讓佔領運動以其獨有步伐前進，以發表
共識聲明。 5現世社會以個人化之名把人隔絕，佔領運動的參與式民主踐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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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承認的政治（politics of inclusion）
，和一個容納多元化社群（multitude）共
同生存的希望空間。

沒有領導，不同的的工作小組卻有機地組成，以保持運動能夠持續進行。當中的
工作小組包括負責文字宣傳的、醫療的、大會膳食的，也有教學小組等。由於警
方禁止佔領華爾街現場使用擴音器，因此，產生了多個由與會者組成，名為「群
眾米高風」（people’s microphone）的工作小組，確保在大型集會時能把意
見傳遍會場。每當有人表示有意發言時，群眾米高風便會把該人士包圍，發言人
每說一句話，大概由十人組成的群眾米高風工作小組組員便會把說話大聲地重覆
一次，直至該說話傳遍會場每一個角落為止，可見群眾米高風彰顯了聆聽的重要
性。大型集會每晚進行，與會者每晚都會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不過，佔領運動
並沒有向當權者提出訴求。沒有確切的訴求，其實可看成是公民抗命，帶著促使
現時充滿暴力的體制改變轉化的意思。再者，向掌權者提出要求，便等同於承認
其主權，承認個人臣服於體制之下，反倒確認了主權的統領地位的正當性。縱然
美國奧克蘭地區的佔領運動意外地出現警民衝突，然而，無損佔領運動繼續以非
暴力形式進行。彼得·馬歇爾（Peter Marshall）在《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一 書 中寫到：「…the word violence comes from the Latin violare and
etymologically means violation. Strictly speaking, to act violently means to
treat others without respect…A violent revolution is therefore unlikel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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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ng about any fundamental change in human relations…」 6不再延續人類
的暴力歷史，是佔領行動其中一個重要信念。

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僅僅要求現行主流思維徹底改變，它也同時改變了身為百分之
九十九的我們對自身價值的看法。 7資本主義社會把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冷漠
正當化，以理性之名排除感性。我們每天都在為明日的生計而擔憂，全因我們未
耗盡九牛二虎之力工作來賺取金錢；我們之所以未能擁有安全感及滿足感，未能
無憂無慮地生活，全因我們的無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就是這樣把源於社會制
度之暴力惡果歸咎於自身的無能。「我們的體系需要根本的改變。如果這個體系
不是對人人有用，那它就是沒用。」 8佔領運動的出現就有如暮鼓晨鐘，提醒我
們有必要對今日社會作出全面的反思，並想像一個對所有人，以致生態系統都有
利的生存模式。

現時主流論述所指向的是甚麼樣的生活？它是不是一種合理的生活模式？這生
活模式是否能夠持續？在對每人都有利的社會的前提下，我們不得不重提
「communism」。一位參與奧克蘭佔領運動者以電話短訊向老闆請假，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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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I’m sick of capitalism.」
，其老闆的回覆是：
「Nice try, you communist.」
今日我們重提的「communism」
，並不是這名老闆所指的資本主義對立面──共
產主義，我們要重新提出的「communism」是一種關乎「the commons」的
「communism」：「The only sense in which we are Communists is that we
care for the commons. The commons of nature. The commons of what is
privatiz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ommons of biogenetics.」 9唯有在
強調私有化的社會脈絡下把「The commons」帶入政治中心議題，並重新探索
「communism」的意義，以公義處理大環境資源分配問題，平等社會的構思才
會變得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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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 In Time （潛逃時空）》 :
終結美國金融霸權的盼望
黃穎姿

(圖片來源：http://www.beyondhollywood.com)

引言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七日，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正式啟動。近千名示威者湧
入被視為全球資本主義心臟，位於美國紐約市的華爾街，高舉「我們是百分之
九十九」的標語，宣告開展持續的佔領行動，目標是結束那個劫貧濟富，百分
之一的資本家壟斷全球大部份資源，讓百分之九十九底層社會人民受盡苦難的
資本主義制度。適逢電影 《In Time》（中文譯名:《潛逃時空》在運動展開後
一個月上映，此部電影的大綱內容與佔領華爾街運動極為相似，同樣是要顛覆
目前不斷擴大貧富差距的金融體制，電影主題如此配合社會大形勢，按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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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片理應叫好叫座，但成績卻偏偏只屬一般，還被不少影評人批評此片情
節公式化，對資本主義如何禍害社會未能一針見血及細緻刻劃，而且結局離不
開個人英雄主義的框框，想象力遠遜於現實生活的人民集體覺醒抗爭，令觀眾
感到失望。

筆者觀賞過此片後，雖同意此片在內容描寫上未夠細膩，結局也確實欠缺新
意，然而只要細看，仍能從中找出很多值得細味的符號。由於電影製作之時仍
未發生佔領運動，假若電影能在佔領運動爆發前上映，憑著淺白簡潔的情節，
筆者相信的確可令當時身陷經濟困境及對前景感到困惑的觀眾產生共鳴，並帶
動人民意識覺醒（不幸的只是電影上映時間不對吧？）。而事實上，筆者認為
電影不單單只在於描寫資本主義制度於國內實行的問題，更深層次是要借此來
批判企圖控制全球的美國霸權主義。此文將嘗試藉著剖析電影《In Time》的內
容，回顧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所帶出的訊息，並檢視美國霸權主義的情況。

電影內容
電影首幕是從四位數字開始，由二零零零年持續跳動至二零五零年以後，暗示
故事發生在二零五零年後的未來世界。那時，時間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貨幣，即
是人的壽命與財富掛勾，財富越多的人壽命越長，而貧窮的人便需要不斷工
作，以賺取足夠的時間延續生命。每個人的時間／壽命（即財富）會顯示在手
臂上。當人們過了二十五歲生日後，身體和外貌便會停止老化，而手上只會剩
下一年的時間／壽命，而這個數字亦會開始倒數。出身於富裕家庭的人，可立
即獲得家人送贈壽命，無須透過任何工作賺取；而窮人則要去工廠工作，以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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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足以維生的工資（時間／壽命）。

由於人們需要支付時間來換取日常生活所需，包括房租、車資和食物等，加上
通貨膨脹情況嚴重，窮人多需要向銀行高息借貸度日，否則隨時會因時間用盡
而死於街上。在貧民社區裏，橫屍街頭只是一個十分普遍的情景，窮人只可以
感到無奈。

電影中，剩下二十三小時生命的主人翁阿韋，無意中在酒吧裏遇見一名擁有一
百多年時間的人──亨利在瘋狂地喝酒，阿韋感到奇怪為何亨利會走到窮人社
區，在勸他離開之際，「時間搶劫集團」便衝進酒吧來欲搶去亨利的時間。阿
韋拯救了亨利後，他竟因厭世而在一夜間將所有時間送給了阿韋，亦因而令阿
韋被時間警察（Timekeeper）誤會為謀殺亨利的兇手，因而展開往後被追捕的
漫長旅程。

意外獲得超過一百多年壽命的阿韋本打算與剛滿五十歲的母親到富人社區──新
格林威治區旅行慶祝生日，母親卻因巴士忽然漲價，手上沒有足夠時間付款而
導致最後喪失了生命。傷心欲絶的阿韋想起亨利的遺言，窮人無法擁有正常壽
命的原因，乃為了滿足少數擁有操控世界時間權力的富人永生的欲望。「為了
一個人的永生，便需要大量的人死亡」阿韋因此而覺悟了誰是「謀殺」母親的
真正兇手，亦明白到迫使窮人生活於苦難當中的就是這個不公義的制度，於是
決心前往操控世界時間／財富的新格林威治區域進行破壞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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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進行期間，阿韋遇上壟斷了大量時間及擁有其操控權力的富人菲臘，可惜
被時間監察員里昂發現並展開追捕。逃亡中，阿韋為求自保而脅持了菲臘之女
蘇菲亞返回窮人區域。蘇菲亞於窮人地區被搶劫集團搶去大量時間，試過只餘
下三十分鐘壽命而差點喪命，加上富有的父親拒絕捐出時間拯救她，令她漸漸
明白窮人被剝削的處境，與阿韋慢慢由敵對變成同謀，再轉化為愛侶，最後決
定合力破壞這個極不人道的系統。

電影之訊息及其啟示
筆者認為可從兩個層次去剖析《In Time》這齣電影的內容：一、資本主義制度
造成社會不公義之描述；二、美國霸權主義對全球經濟影響之描述。前者透過
電影情節及對白作了清楚明顯的描述，而後者則隱含在角色的背景設定、部分
場景佈置及內容細節之中。此外，電影亦帶出了有關生命和愛的意義以及反
思。

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社會不公義之描述
這是一個講述富人如何壟斷國家，甚至壟斷世界資源，以致窮人最終需要站起
來反抗及破壞這個不公義制度，最後成功地把社會轉為財富均等的烏托邦的故
事。故事大綱明顯與最近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同樣是因為窮
人意識醒覺，發現引致貧窮的處境背後，是由富人刻意建立與維持的制度操
控，目的是要鞏固富人所擁有的資源，甚至是藉此獲得更多的、接近永恆的財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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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開首對貧窮階層的生活處境以至心態作了深刻的描述。主角阿韋一開始便
說：「我時間無多，我沒有時間去探問究竟，事實如此。」這是我們大多數窮
人活生生的處境和心態。為了生活，我們每天匆匆忙忙、勞勞碌碌地工作，沒
有多餘空閒時間和心情去探究造成自身處境的原因。我們只會怪自己未有盡力
或埋怨運氣不好，但對於社會現行的運作和制度深信不疑，認為這就是現實，
從來也沒有注意到社會運作背後是由某些利益集團操控著，我們甚至盲目地推
崇那些資源掠奪者的生財智慧。直至某一刻，我們終於醒覺，我們意識到困苦
的生活背後，似乎被某些人或某些事情操控著。

電影中，主角阿韋的覺醒是由於偶然認識了擁有一百多年時間的亨利，阿韋從
亨利口中得知這個殘酷的事實。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覺醒是由二零零八年
的全球金融海嘯開始。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何修明在《我抗議:佔領華爾街，
改變一切》之序文〈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中寫道：「由於高度投機的金融
授信與不負責任的信用評等，許多人投資的基金慘遭清算，養老的退休金縮
水，房屋被查封拍賣。結果美國政府卻是拿公家的錢，去力挺銀行，而且財團
高層肥貓的薪水與紅利分文未減。換言之，這是對於有錢人的『社會主義』，
對於窮人的『資本主義』」。 1美國政府面對金融海嘯，就銀行倒閉危機的處理
方法，赤祼祼地讓民眾看清楚資本主義的殘酷現實，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民眾
都是在為百分之一的富人服務。正如電影中亨利向阿韋道出的殘酷現實──「要
讓幾個人長生，就要死很多人」，要讓百分之一的人繼續擁有財富而不至令他
們破產和倒閉，就要犠牲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財產、生計，甚至生活權利。
1

莎拉‧馮‧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我抗議: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序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

學系，何修明：〈佔領即是一種抗爭劇碼〉

72

現實生活裏的覺醒者與電影中的覺醒者阿韋一樣，決定要重奪人的尊嚴。電影
中的阿韋一個人走進新格林威治，一個居住了很多富人，以及操控時間（即金
錢）運作系統的區域進行破壞。至於現實，覺醒的人比電影更多，影響力更
大，一千名示威者率先帶著帳篷湧入華爾街，並於祖科提公園紥營，展開佔領
運動的序幕。《我抗議: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的編者莎拉‧馮‧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於該書的序文中引述一位西班牙示威者之言：「目前的世界不是
我們想要生活的世界，我們絕對有權利決定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我們堅信我
們可以改變一切，而目前正處在改變的絕佳時機。」 2

（圖片來源：www.cw.com.tw）

佔領運動的參與者，希望改變目前不公義的社會運作模式，重新建立為百分之
九十九民眾服務的運作體系，這不單單是口號，他們在所佔領的祖科提公園
裏，嘗試實踐他們真正想要的社會運作模式，向公眾清楚展現他們理想中的烏
2

莎拉‧馮‧吉爾德(Sarah Van Gelder)：《我抗議:佔領華爾街，改變一切》──導論〈佔領華爾街運動如

何改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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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是何等模樣，這較電影主角最終以「劫富濟貧」的方式，以富人的財產散
盡到窮人地區，來破壞資本主義制度的方法更具創造力。

此外，電影裏的一些情節，也深刻描繪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窮人的生活狀況，包
括物價每天上漲、窮人入不敷支、辛勤工作最後卻被剋扣工資等。還有阿韋進
入了新格林威治區後，進入了一所賭場，與富人進行豪賭的情節，正正反映著
現實生活中的「證券交易所」。富人運用原有的資金投資到林林總總的金融工
具上，進行「錢變錢」的程序，身無分文的窮人就連入場資格也沒有，如同電
影中阿韋進入賭場前，必須向保安員付上巨額入場費一樣。正因如此，富人可
以透過這些投資工具輕易累積更多財富，而窮人則只好繼續在工廠裏辛勤工
作，卻只能換取不足以支付債務的工資，於是只好繼續向銀行借貸，盲目地相
信自己有能力分期清還款項，永無止境地跌入債務的深淵之中。

美國霸權主義對全球經濟影響之描述
細看電影故事中角色的設定、某些場景佈置及細微的情節，很容易令筆者聯想
到美國霸權對全球經濟之操控，和對第三國家之剝削情況。

故事中段，講述時間監控員里昂走到富人菲臘的辦公室交代其女兒的去向。當
時富人菲臘正透過電話與人交談，交代自己為了維繫「某系統」的運作，並沒
有為了拯救女兒而將一千年時間送到窮人區域，當時鏡頭拍著牆上的世界地
圖，暗示菲臘正與某兩個國家的領袖談話。到了故事尾段，男女主角走進菲臘
的公司進行搶劫，鏡頭再次拍著牆上的世界地圖。筆者認為電影編者暗示菲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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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操控時間／金錢運作的公司，並非只限於某一個國家之內，而是全球
性的，巧合的是電影將富人所居住的區域名為「新格林威治」，而現實生活
中，格林威治於西元一八八四年開始，被國際經度會議將之定為國際標準時間
（操控全球「時間」運作）的地方。由於編者在故事裏將「時間」等同於「金
錢」，「新格林威治」即變成操控全球「金錢」及「財富流向」的地方。換言
之，編者是否在暗喻由亨利‧瓦納姆‧普爾（Henry Varnum Poor）於一八六零
年創立，總部同樣位於美國紐約市的世界權威金融分析機構「標準普爾」
（Standard & Poor's）？

一九七五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簡稱 SEC）認可標準普爾為「全國認定的評級組織」。自此，
標準普爾有權為全球各國政府作信用評級，而這些評級則影響國際投資者會否
在該國進行投資及進行何等程度投資，直接影響該國的經濟運作，甚至可能會
令國家陷入經濟危機。

電影裏的富人菲臘、菲臘背後的集團，還有時間監控部門，尤其是在該部門工
作了五十年，盡忠職守的監控員里昂，為防止大量時間／金錢流入貧窮區域，
對固有系統造成嚴重破壞，他們由始至終奮力維護固有的時間／金錢運作系
統，並長時間監控其流向。假若大量時間／金錢流入貧民區，窮人擁有了大量
時間，那麼他們便不再需要向銀行借貸並繳付高額利息，銀行系統必造成嚴重
打擊。此外，工友無須再為了微薄工資而繼續甘心情願地受僱主剝削，繼續為
大財團創造和累積財富。至於最嚴重的卻是亨利（捐了一百年給主角阿韋的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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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中所道出的真相：「假若所有人都擁有長壽，便會出現人口爆炸！為何
有不同時區？為何貧民區物價每天上漲？因為要確保有人早死！多數人朝不保
夕，真相卻是時間本來足夠所有人用，根本就不應該有人早死！」這番說話，
令筆者想起世界自然基金會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發出的報告指出：「如果
每人都按美國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人均資源消耗速度生活，則人類需要四倍半
個地球才能滿足所需，這突顯出富人和窮人之間「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差距。」 3 亨利的那一段電影對白，明顯在暗示現實世界中的能源
短缺及糧食危機，甚至在第三國家出現的飢荒問題，始作俑者是已發展國家
（富有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消費模式，以及她們為了鞏固自身的這種消費模
式，而對他國所進行的種種操控行為。

全國糧食危機之情況及其構成原因
目前，全球正面對能源短缺及糧食危機的問題，而當中最迫切的便是糧食供應
不足的危機。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曾於網頁上發表林燦仁的文章〈全球糧食與
飢 餓 問 題 〉 ， 內 容 提 及 ： 「 聯 合 國 糧 農 組 織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簡稱FAO）的調查，於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二年間，全球有八
億五千二百萬人營養不足（under-nourished），其中八億一千五百萬人生活
在發展中國家，另外的三千七百萬人則住在已發展國家。這個數據除了明顯看
出國際間貧富差距懸殊外，更讓我們驚覺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命受到如此嚴重
的威脅。」 4目前，全非洲有三十六個國家，超過四千萬人正受著饑餓的威脅，

3

〈資源過耗 2030 年需要新地球〉2010.10.15 04:09 am【聯合報╱編譯組／法新社巴黎 13 日電】

http://tw.myblog.yahoo.com/ihsien-2012/article?mid=31553&prev=31554&next=-1
4



林燦仁：＜全球糧食與飢餓問題＞，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網頁 http://www.catholic.org.tw/caritas/hung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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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在肯雅，估計就有三百五十至四百萬人缺乏足夠的糧食。聯合國秘書長科
菲‧阿塔‧安南（Kofi Atta Annan）在一次記者會上表示全球貧困問題出現了改
善，但是一些極為落後和飢荒問題最嚴重的地區，情況反而出現惡化的趨勢，
例如西撒哈拉地區極端貧困人口由二億二千七百萬增加到三億一千三百萬，斷
糧情況嚴重。根據這些統計資料，估計全球每天平均有二萬五千人死於飢餓及
貧窮之中。換句話說，每三點四秒，就有一個人因為飢餓而死亡。」由此可
見，在第三國家出現的飢荒情況，就像電影中主角阿韋所居住的貧民區一樣，
每天都會有人因時間耗盡而死在街頭巷尾或工廠裏，實在是平常不過之事。

導致全球糧食危機出現的原因很多，除了糧食價格急速上漲以外，美國的農業
補貼制度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二零一零年四月六日，獨立媒體於網絡上轉載
了《環球視野》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第二七九／二八零期的兩篇文章〈高糧
價的誘因和背後的危機：糧食戰爭（上篇）及（下篇）〉，當中提到：「由於
大量農業補貼落在商品化農產品上，直接推低了這些農產品的價格。於是，大
量新的食品工業投資直接建立在這些農產品上，從而使得美國慢慢建立了一個
強大的食物帝國……市場價格高，則減少補貼，市場價格低，則增加補貼。這給
食物集團擴大其利潤邊界、壓低糧食價格並擠佔補貼打開了方便之門。事實
上，農業補貼制度的出臺，使得糧食寡頭得到低價格糧食的幾乎所有收益，也
將每年的糧食補貼盡數收入囊中，並且建立了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過的食物競爭
力。」 5

5

〈糧食危機背後的糧食戰爭〉2010-04-06 09:38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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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大大提昇了美國農產品出口的競爭力，配合著貿易全球
化，美國終於輕易控制大部份國家的糧食供應及分配，也因此而控制了大部份
國家的經濟運作。〈高糧價的誘因和背後的危機：糧食戰爭〉一文中續提及：
「有學者認為，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食品巨頭正在形成『糧食帝國』。
美國大型食品公司首先控制了全美大部分糧食，而後獲得國際影響力。它們採
用兩大『法寶』操縱糧價：一是推行糧食自由貿易，美國政府對糧食生產予以
高額補貼，因此糧價比一般國家低，食品公司想盡辦法推動各國實現糧食自由
貿易，以便順利出口牟取利潤；二是通過糧食援助控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糧
食援助是食品帝國常用的『毒品』：在諸多非洲國家，接受糧食援助的條件之
一就是要為美國生產香蕉、可哥等經濟作物，這些國家的糧食生產因此荒廢，
淪為附庸。」事實上，美國並不只在糧食政策中施行這兩大方向策略，在其他
的商品及服務出入口方面，也主要透過世界貿易組織及當中所達成的關稅貿易
協定獲得貿易優勢，進一步鞏固其經濟大國的地位。此外，不斷向第三國家進
行借貸，表面上是基於人道立場的援助，實際只會加劇第三國家的債務負擔。

所謂的自由貿易，實際上是第一世界國家的保護主義貿易
第六屆世界貿易組織（下簡稱：世貿）會議於二零零五年在香港召開，激起各
國反世貿人士來港進行抗議示威活動。香港亦因而有機會認識到世界貿易組織
的問題。世貿成立於一九九五年，推動「自由貿易」只是該組織的表象，實際
卻是鞏固已發展國家的貿易優勢。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許寶強在文章〈反世貿
不是反自由貿易〉中提及：「世貿經過多輪討論，越來越集中討論如何規管國
家的非關稅措施（包括配額、補貼、產品標準、海關估價、入口許可證、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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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檢驗、自願出口限制和政府貿易等）」。 6「世貿的工作基本上是制訂一套
規管國際貿易以致國內社會經濟政策的法則」然而這非促進自由貿易，反而是
經常用來保護和擴大企業原來擁有的市場份額。許寶強認為很多強調自由貿易
原則的歐美大國，所追求的其實是別國的自由競爭，但卻不會要求自己一同遵
守這個原則，正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William Jefferson "Bill" Clinton）對墨
西哥施壓，強迫簽定協議不再出口低價西紅柿到美國，以保護佛羅里達州的農
民。因此，被批評為「受大國支配的」世貿組織，根本無法真正達致自由貿
易，反而成為大國維護自己經濟利益的工具。情況如同電影裏的時間監控部門
一樣，全天候監察時間（即資金）的流向，隨時作出行動以確保資金保存在富
人區域（即第一世界國家）。

世貿之所以被評為受大國支配，其原因是：「世貿組織的很多決定都是通過達
成共識的方法來做出決定，而不是透過成員國的投票。這種方法使得世貿組織
中 第一世界 國家的權力更大，較強大的 第一世界 國家可以否決任何他們反對
的提議，而又防止其他成員國對反對一些他們支持的提議。共識機制 的優勢在
於能夠令貿易法律很快獲得執行，採用其他任何機制都會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做
出某項決定。但同時那些在討論中擁有更多籌碼的成員國會佔得優勢，而且決
定一旦作出便很難更改。而且，與其他國際組織不同，世界貿易組織有很大的
許可權來執行其所做出的決定。通過世貿組織的 爭端解決機制 ，世貿可以授權
對不遵守貿易協議的成員國施行 貿易制裁 。」 7許寶強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

6
7

許寶強：＜反世貿不是反自由貿易＞，2005-10-23，明報。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

tw/%E4%B8%96%E7%95%8C%E8%B4%B8%E6%98%93%E7%BB%84%E7%B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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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於明報刊載的文章〈給我支持世貿的理由！〉一文中引述二零零五年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沒有證據支持降低進口關稅的貿易『自由化』
能『促進經濟發展』。相反『保護主義貿易』（增加進口關稅）似乎比自由貿
易國家（降低進口關稅）更能『促進經濟』。」 8

電影中，主角阿韋想要進入其他較富有的區域時，必須繳付「入境稅」，他由
自己所居住的區域（十二區）走到新格林威治區（四區）時，總繳付的稅額共
一年時間，此電影情節與上文所提到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有不謀而合的地
方，電影中的「入境稅」，乃防止富人區的時間流出，保護富人區域的時間壟
斷地位。至於世貿會議所維護的所謂「自由貿易」原則，實際上也是在鞏固第
一世界國家按其需要而取得不同的出入口稅務規定，最終目標是要在本國實行
保護主義貿易，保護其國家的貿易優勢，而其他國家則只好無可奈何地向第一
世界國家（尤其是美國）實行自由貿易，即使這是不對等的關係，以及可能會
令國家進一步陷入經濟危機。

援助方案令他國進一步陷入債務危機
電影裏看見控制時間／財富的集團不斷在貧民區設立銀行向窮人進行貸款，在
現實生活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也做著同樣的事情。國內學者馬耀
邦撰寫了一本著作《美國批判》，當中第五十四至五十五節：〈第三世界債務
危機〉中提到：「二零零一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阿根廷提供了
一系列的援助方案……阿根廷從世界銀行及其商業銀行夥伴裏獲得六十三億美元
的緊急貸款和一百三十七億美元的備用信貸承諾，不過卻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8

許寶強：〈給我支持世貿的理由！〉2005 年 11 月 27 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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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阿根廷必須支付高於正常水平，即百分之十六的風險酬金，回報支持這
一貨幣方案所需要的資金。但令人驚訝的是，承諾幫助阿根廷的資金僅僅停留
在賬面上，實際從未離開過紐約。」 9至於其他欠債的第三國家亦一樣，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官方債務人和商業債務人身份向她們強加了各種條
件，令他們無力擺脫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的控制，而基金會和世界銀行又可進一
步直接或間接控制欠債的第三國家。作者在文中引述邁克爾•哈德森（Michael
Hudson）提出的建議：「要消除世界發展的不均衡，我們必須讓所有國家……
實施類似的政策，而不是遭受雙重標準。所有國家都能提供自己的信貸，而不
是任由單個國家壟斷信貸而犧性其他國家。」
電影中男女主角透過劫取銀行得到了大量時間，再到貧民區派發。貧民區獲得
大量資金後得到解放，人民不再需要到工廠工作，受僱主或資本家的支配，可
自由到各區旅行。這個情節的描寫，不知編者是否在暗喻欠債的第三國家若要
獲得經濟自由，擺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控制，則唯有獲得大量財
富，解除所有債務上的關係，才有機會重獲自由。

其他電影裏的隱喻
一、人類對大自然的剝削之暗喻
電影中，富人菲臘曾於賭場上對阿韋表示：「有人認為時區之間的貧富懸殊不
公平，但長生是一種進化，進化是適者生存，從來都不公平。達爾文資本主
義，物競天澤，適者生存。」這對白表面上是站在富人的角度來看，為資本主
義對窮人所造成的剝削、不公平，甚至死亡進行辯護，似在暗喻富人的長生，

9

馬耀邦：《美國批判》。當代中國出版社，第 54-55 章 < 第三世界債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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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化歷程之中的勝利者，是符合大自然的定律。然而，編者刻意提及達爾文
的進化論，難免令人聯想到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不單為窮人製造困苦的生活處境，過度的發展更為大自
然造成了無可挽救的嚴重破壞。大量生存在陸地的動物因為城市發展和森林資
源的過度採集而失去棲息地，據二零一二年六月七日刊登於《大公報》的報
導：「日本東北大學和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聯合研究小組在六月七日的英國
《自然》雜誌上宣佈，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出口而進行的商品開發和生產，
給當地環境造成影響，導致約七千四百種動物瀕臨滅絕，約佔全球瀕危動物種
類的百分之三十。研究表明，目前全球約有二萬五千種動物面臨滅絕的危險，
其中約七千四百種是受這種出口貿易的生產和開發影響。」 10 可見企業活動對
全球生態系統造成了巨大影響。
此外，工業發展亦造成嚴重的溫室氣體效應令海水溫度上升，大量海洋生物因
而死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蘋果日報》轉載英國《衛報》的報導指：
「歐洲頂尖海洋科學家於十二月十日在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發表報告，指海洋
因受到二氧化碳嚴重污染，令海水正以空前的速度酸化，若不制止，可導致三
文魚等海洋生物絕種。報告指，海洋雖然會自然地酸化，但自工業革命展開以
來，海水酸度暴升了百分之三十，升幅估計是地球五千五百萬年以來最
快。」 11

10

〈發達國家消費 30%動物瀕滅絕〉，2012-6-7，大公報。

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12/06/07/_IN-1487348.htm
11

〈二氧化碳污染嚴重 海水酸度暴升 三文魚將絕種〉2009.12.12，蘋果日報轉載英國《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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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不但剝奪了窮人的生活環境，更肆無忌憚地
犧牲了其他物種的生存權利，毫無悔意地拋下一句「物競天澤，適者生存」。
這種所謂「達爾文式的資本主義」嚴重地扭曲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實際上只
是富人，甚或是人類，掩飾自私行為的砌詞。

二、對生命意義和愛的反思
整齣電影由一個失去了生存意義的富人亨利，以了結生命展開，從而帶出「擁
有」、「失去」、「快樂」和「愛」的反思。亨利在世上生存了超過一百年，
而手上仍然有超過一百年的時間／壽命，然而他不快樂，最後更選擇了了結生
命。顯然亨利對於自己長壽的命運並不感到快樂，反而感到內疚，因為他知
道：「要讓幾個人長生，就要死很多人」。因此他選擇將自己所有的時間都送
給了答應會「不浪費一分一秒」的主角阿韋，並在臨走前再次提醒阿韋不要把
他的時間浪費掉，反映出他認為如果不懂得好好運用，擁有再多時間也只會是
浪費，這是毫無意義的。

這個訊息，到電影中段及尾段再次從女主角蘇菲亞口中得到回應。蘇菲亞雖然
與阿韋過著逃亡的生活，但卻向阿韋表示感激：「你拯救了我！從遇上那天開
始。」暗示自己在此之前，從未真正活過。及後，阿韋和蘇菲亞多次走近死亡
邊緣（只餘下幾分鐘，甚至幾秒壽命），而每一次都只重新獲得一天的時間延
續生命。儘管如此，阿韋總是說：「一天的時間，足夠做很多事情！」這和蘇
菲亞與阿韋在劫去菲臘一百萬年時間後，質疑父親：「你有活過一天嗎？」形
成強烈對比，蘇菲亞與阿韋還表示：「我們不應該這樣生活，不應該得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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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由此可見編者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長短，而是怎樣生活，而且所獲得
的是否合符公義。

正如財富一樣（因電影將時間等於金錢／財富），生命的意義不在於擁有多少
財富，如果擁有大量財富而不用於有意義的地方，反而胡亂揮霍，或以本傷
人，透過不公義的方法獲取更多財富，卻剝奪了他人的生存空間，那麼也是毫
無意義的，到最後可能只會像亨利一樣，只餘下無限的罪疚感。

此外，電影中也隱隱帶出了愛的訊息。主角阿韋雖然與母親生活在朝不保夕的
貧民區，但從電影開首描寫兩母子在廚房裏互相關心的對話、親匿的動作、兒
子為與母親慶祝五十歲生日而破費購買昂貴的香檳、母親在僅有的生活費裏給
兒子三十分鐘的午飯錢等，都可見兩母子之間的互相關愛。當其母親因用盡時
間而去世時，兒子傷心欲絕的程度可想而知。相反，富人菲臘即使擁有無限的
財富，卻不肯用一千年時間來救回被挾持的女兒；反而阿韋在電影開初，身上
只有不足二十四小時的時間，卻願意捐出五分鐘給鄰居小女孩，可見在貧民區
處處體現愛，相反在富人區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是冷冷冰冰的。

透過上述情節，電影編者希望令觀眾反思財富與生活意義和愛的關係。有時
候，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追求財富，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以為這樣便是擁有
幸福的生活，卻往往忘記了身邊的親人和朋友，白白浪費了可以和他們共處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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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對於不熟悉全球各國政治、社會及經濟互動關係的觀眾（如筆者）來說，看畢
此電影後，很直接便會聯想到以佔領為行動策略的全球反資本主義制度運動。
然而，當筆者翻閱更多有關全球化、反世貿運動、反美國霸權主義的資料後，
便認為電影創作者其實希望透過不同的角色設定、情節、對白、場景等，帶出
美國利用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工具，透過不平等的貿易關係和貨幣政策，鞏固其
金融霸權及全球經濟領導地位。雖然電影只簡單勾劃出現時錯綜複雜又艱澀難
懂的國際經貿關係，但這始終不是教育電視，沒有需要和責任教育觀眾這方面
的訊息，重要的是電影能夠成功引領有心細味電影內容的人（如筆者）打開認
識國際事務的大門，如同電影兩位主人翁一樣，踏上覺醒之路。

參考電影：
《IN TIME》（香港譯名：潛逃時空；台灣譯名：鐘點戰) 由 亞曼達‧塞佛瑞 及
賈斯汀‧提姆布萊克 領銜主演，導演為 安德魯‧尼可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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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魚將絕種〉2009.12.12， 蘋果

A Reading on Ultimate Song Chart Awards show hosted by Commercial
Radio—
how pop music is being represented in the shows and how it is made
Miao Siu Mei Mignon

For almost every December during my years working at Hong Kong Commercial
Radio (CR), I got very busy with answering calls from people listed on my phonebook,
people who never made it to my phonebook and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about their
existence. They all share one purpose. They’d call me for the tickets to Ultimate Music
Awards Show on the New Year’s Day hosted by CR. “The show is so much fun and full of
surprises”, “I got to see my favorite singers all in one show”, “I don’t have enough rewards
points to redeem the show tickets” These are one of the few reasons I had been told for
asking my help getting the tickets. I understand their anxiety of wanting to go to the show
because, simply, I have been one of them. I could identify myself in them as an audience. I
could identify myself with the show as an on-show staff. I could identify myself as a cantopop music fan. Pop music is, as a form of pop culture under the mediation process, more than
just a piece of pop song in recent music history. Pop music has included elements of the
physical and musical presentation of the performer, the amount of press coverage on the
performer and the song, the record selling figures, the amount of awards being received for
the song or for the performer, and how many times the song has been sung at the karaoke
bars. On the other hand, if pop music is regarded as a form of commodities, who is there to
determine which style of music will be the big hit of the year or what kind of singing style
would absolute help the performer to be awarded as the singer of the year. It is all about
under the process of mediation in which various parties in the music industry and the media
are the key players. In this paper, I will examine how pop music is being represented in this
particular music award shows and how music and sincerity is being mediated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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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m2.21cn.com/news/china/2010/12/27/8022660.shtml)
Brief history of Ultimate Song Chart Awards Show (USC)
The annual award show has been hosted on New Year’s Day since 1988 by CR. The
Top Ten songs are resulted in the annual accumulative numbers of airplay at CR 2, a pop
music channel of CR. “My favorite awards”, including “my favorite male/female singer”,
“my favorite group” and “my favorite song”, are all resulted in the both online and on-site
voting from the audience. “Year of Singer-Songwriter” award would go to the one who
writes and sings his/her songs and his/her songs have the highest airplay in CR 2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on-air promotion of the show usually would start in November to boost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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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e of the local music awards season (which is usually sometime between late
December to mid-January for the past decade).
The show is a community
The Top Ten Song Awards are based on the 10 most played songs by DJs at CR 2
through the year. They emphasize that these 10 songs are being awarded for being more
superior to the other songs based on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judgment as DJs on
local pop music scene. The DJs are the ones who use the radio as media to introduce songs to
the public and music fans. They send out their musical beliefs and preference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their choice of music. If the audience likes what he/she is listening to then he/she
would start to develop the similar set of music preference with the DJs. The show is there to
display the sense of sharing same beliefs, values and taste, or identity in short, between the
DJs and the audience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between the
DJs and the audience are constructed by radio through choice of music. The community is
built upon imaginary as the DJs and the audience never constructed their face-to-face
relationship. The awards show here is display the shared values and ideas and beliefs among
the ones who share the same set of values, beliefs and identity of being fans of canto pop
music. The show here is an activity for these people get together, they are being at the show
to act out and act upon as music fans. On the other hand, being recognized by receiving
awards creates a sense of recognition and belonging as well. Juno Mak, a canto pop singer,
once said in his speech after receiving a song award at USC in 2009 that 1“If I could receive
just one music award this year, I would want it from CR. I thank CR for never giving up on
me, letting me to be very creative in my music and being recognized by this award. Thank

1

騰訊微博(2011), 叱咤樂壇頒獎禮, clip from 2009, http://my903.qq.com/index.php?m=video_player&year=2009&id=8 ,
the speech was originally conducted in Cantonese (last accessed on December 1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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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R.” His music was recognized by the DJs and his music was being identified as a good
piece of music recommended by the DJs at CR 2. The award show is a public display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is piece of music as well as the performer. The award serves as the sign of
shared values among the agreed ones and the award makes the song or the performer
different from the ones without receiving the award. The award defines the good quality of
the music which is well received by the DJs and music fans and the show is a place or a
location of displaying their shared values and music taste and receiving recognition given by
CR. Community, as Roger Silverstone once suggested that, shares meanings and symbols
which helps to represent the community itself as well as have the powerful role in defining it.
The show is a public display of sincerity
The USC awards show probably is the show with most (joyful) tears among the other
local awards shows if I may say so. This show is rather known for seeing the award recipients
having a moment of their true self, a moment of display their emotions on stage, a moment of
sincerity extend outside of his/her piece of song. A pop song singer expresses his/her
sincerity through his/her music but he/she may not actually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as
he/she describes in the songs if the lyrics are written by someone else. If a listener listens to
the song and feels moved by the performance, a sense of intimacy is being built between the
listener and the performer. If there is any part of the song that touches the heart of the listener,
or the listener is being stung, in Roger Silverstone’s word, by the performance, the level of
intimacy would go deeper between the listen and performer based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listener. Sincerity can be projected through songs as well as the behavior of the
performer. The awards show, then, offers a public space for display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pop song si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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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and MV：http://www.youtube.com/watch?v=URUIcYDq3_I )
I wouldn’t address myself as a fan of Eason Chan, but I like his song and I like how he
represents himself in front of the public. He speaks his mind and he doesn’t deny that he
smokes and drinks, unlike many other pop singers in HK who says one thing but does the
other. To me, he is authentic as himself as well as in his performance. He has a song called

2

“Tourbillon” ( 陀 飛 輪 ) which it simply moves, or stings me, in Roger Silverstone’s
interpretation, from my very own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is song. My impression
of him as himself reinforces my appreciation about his music and vice versa. I like the way he
expresses his emotion in this song. His authenticity appears to me. When he was on the stage
receiving an award for this song, he said that he felt for this song and by hearing him saying
that created a deeper intimate moment between me and him, my own punctum moment on
him, on this song and at this show. The whole atmosphere of show, with surprises and
enjoyment, helped to deepen the level of intimacy and sincerity for me about the performer
and the song he sings. The show is there to create a more direct and in person experience of
experiencing sincerity outside of the personalization of listening experience and offers a
2

It is a song about using buying luxurious watches as an metaphor of money can’t buy the actu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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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here to display such emotions and feelings. For those who believes in a performer’s
sincerity both in his/her performance or his/her projected image of his/her own would be able
witness the actual reaction of the performer while seeing him/her receiving the awards at the
show and that particular reaction is there to display to the fans deepen the sense of intimacy
and authenticity.
Before getting the tickets to the show, get a credit card first
The tickets to USC are not sale… sort of. The only way to get the tickets is through
credit card reward points redemption if you don’t have any inside connections with CR for
getting around for it (actually asking people working at CR may even worse because, from
my own experience as a former employee there, there were no complimentary tickets for
staffs.) Moreover, the best seats are only offered to the credit card holder who will be willing
to redeem the tickets by using their credit card reward points. The more you spend, the more
points you would get. If I want to go to the show this year, I would have to get 310000 points
minimum for one ticket to the show. If I want better seats at the show, I would then have to
have 20000-30000 points for that. If I am being chosen by the bank to be THE preferred
card holder (which means I have done some major purchases by using their credit card), then
I would be able to get the exclusive priority redemption period only available for their
preferred customers. We are being encouraged to spend a lot in order to earn enough reward
points for the show’s tickets. We are being encouraged to spend a lot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as many reward points a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oal. The show, in a way, encourages us to
spend more so we can go check out the annual music awards show. The good seats are only
available for the ones who spend their way to be their preferred card holders. Is it all about
spending your way to the show, or there is a show for you to go and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3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of Manhattan Credit Card, HK$1=1 point for every new purchase or cash advance.
http://www.manhattancard.com/19.html (last accessed on December 1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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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d? What about the consequences of paying the credit debt? All the promotion and
advertisements about the show won’t remind you that the aftermath of overspending out of
your own ability. All they want you to hear is “spend more so you can get more reward
points”. They even welcome you to spend as much as possible so you could be their preferred
client for any further exclusive rewards coming from it. They address you as their preferred
client without concerning your actual financial ability.
Consumption, in Roger Silverstone’s words, is a dimension of experience on
commodities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where 4“we are being asked to see customers as the
kings and the queens of the market place, but this is a delusion that expresses the anxieties of
a system unable to claim the necessary control over consumption decisions rather than the
realities of economic powers.” Music has clearly being a form of commodity here in this case.
You would hardly have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music award show in person unless you
use a certain credit card to collect reward points through consumption, then you may able to
get the tickets with certain amount of reward points. The ongoing promotion from radio,
magazines and the bank about the show is not about the show anymore, it is about spending
instead. They would consistently remind you few months prior the show that the redemption
period is coming or there are only few rows left before the end of redemption period so you’d
better act quickly. If you miss your chance, either you don’t have enough points to redeem or
too late to act upon. You just miss your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extravaganza of the show.
Redemption period is an example of commodified time, which, in Roger Silverstone’s word,
is 5“the time which regulates consumption is “. The redemption period ends once all the
tickets are being redeemed, so there is never a fixed end date for such redemption. People

4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80

5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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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just have to act fast. The radio promos, print ads and promotions from the bank would
constantly remind you that you need to act quick or you will miss your chance. The
promotions are acted as the media which are there persuading the interested parties to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their spending behavior by using the music awards show as the bait
without reminding of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maxing out on the credit card. The music
awards show is one of the mediated events which require consumer’s action to consume so
they would have enough reward points for redeeming the tickets to the show.

(Source: http://www.huabei.org/ent/music/hygq/2012-01-01/138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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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ion process of pop music at the music awards show
The USC awards show is a show about rewarding the great pop music performer for
their great work in the past year based on the amount of frequency being played on-air
through CR 2. The DJs are the ones who choose which song to play and which song they
want to introduce to the audience. The DJs are the gatekeepers for the show. They have the
authority to pick which songs to play and the frequency of playing those chosen songs based
on their music preference, music knowledge, relations of music production, and the tone of
his/her program. The ten most played songs announced in the show are the ones highly
recommended songs by the DJs. The DJs become the producer of encoding the set of ten
songs as their picks of this year. They help to produce meaning for those ten songs as the best
ones to the audience, or the receiver of this particular message. As the production circuit is an
open system which the audience also contribute the encoding process as the consumers. Th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message are not necessarily identical but very much related
as in Roger Silverstone’s view on mediation process. The awards show itself is a form of
media in the mediation process. The meanings of the pop music are first being constructed by
the people at the record companies. When the DJs know more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ng and maybe the performer him/herself along, it certainly would help him/her to decide if
the song would be played and being introduced to the audience. The music awards show, on
the other hand, is another media which is there to help producing more meanings for the
songs. The song would be then known as the awarded piece of music which may help to
boost the record sale. The circulation of mediation is an open system. The meaning moves
from one text to another. The meaning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moving in the circuit of
mediation. The audience at the show may start to see the songs which are being awarded
differently. They may like the songs more if they already have. For those who never heard the
song before the award show, the show creat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eople to hear the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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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first time. They may star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ong which they never did before. If
they like it, they may go purchase the album. This is what the record companies want the
most by having people to buy records. The circulation of meanings, or mediation, doesn’t
stop at one dimension. Actually, it would never stop as the meanings move from one text to
another.

“See you next year”
For sure, the USC awards show doesn’t represent the entire group of canto pop music fans,
nor they claim to be. Their show is all about the songs which the DJs in CR 2 think are the
best one among themselves, but still, the show has been able to attract people of wanting to
go to the show. The show offers them surprises, being able to witness the real emotions from
the recipients and share the atmosphere of the extravaganza of the awards presentation. Pop
music is no longer just about the music itself. It is all abou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erformer,
the singing style and skill, his/her authenticity as a performer in the songs or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and the amount of awards being received over the song or/and the performer. All
the elements are there to make different meanings which affect pop music in terms of musical
style as well as the music industry. The awards show itself is here to serve as another type of
media offering and transforming different meanings to the pop music scene. I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to celebrate pop music by creat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by having them to
admitting to the show by using credit card points for ticket redemption and by letting the fans
to experience the real emotions from their favorite performers. The mediation process doesn’t
end with the show. It continues by affecting pop music in the terms of the people at the music
industry, the people at the radio station and the people who are out there buying albums and
the circuit doesn’t end there. After picking up the awards, the people at the music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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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start to work around it for producing more products to emphasize the winning and
hoping the awards would help them to make more noise and bring in more cash. The banks
are more than happy to organize the show again as they are the only one who can grant you
the tickets to the show by having to use their credit card. The fans are there to experience the
winning moments along with the performer together at the show. What you choose to listen,
what you choose to buy with your credit card, and who you choose to cheer for at the show
are all involved in the part of meanings making. Music certainly is an agent of it. It can be
your identity; it can be your consumption behavior; it can be your definition of authenticity.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participate in it. We are all in the meaning ma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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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修
魏天沛

一、引言
過去四十年，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下簡稱為教科文組織）最少發表了
兩份關於終身學習的報告，一九九六年的報告更視終身學習是人類開啟二十一世
紀的一把鑰匙。 1從此可見，終身學習對人類十分重要。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曾委託一所調查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至四月以電話形式進行了「香港持續教育
及培訓需求」問卷調查，訪問了一千五百零六名十八歲至六十四歲非全日制的在
學市民，發現百分之二十五的受訪者曾在二零零七年修讀持續教育課程。 2調查
結果顯示，持續進修儼如一個社會現象。但為何持續進修會是一個香港的全民現
象？香港持續進修的目的和特點又與教科文組織的理念一致嗎？這個現象又能
否回應社會轉變？

本文將以個案研究的方法，透過研究由政府設立的持續進修基金的背景、目的、
特點和成效，探討有關持續進修的問題。本文選擇以持續進修基金為研究個案，
是基於持續進修基金乃是香港政府鼓勵市民進修的重要政策措施，研究持續進修
基金不單有助了解香港政府對持續進修這概念的理解，更能幫助我們比較港府與
教科文組織對持續進修的理解有何分別。

1

李榮安：
《優質學校教育學報──教育改革的新趨勢與教師素質的新要求》
。2001，第 1 期，頁 15。

2

〈港人去年花 141 億進修〉
，《明報》2008 年 10 月 24 日。

100

本文首先會簡介持續進修概念的起源和內容，以了解教科文組織對此的定義與期
望。其次，本文會分析香港持續進修的起源及香港政府對持續進修這理念的理
解，並以持續進修基金為例子解構香港持續進修的特點，當中更會比較香港式持
續進修概念與教科文組織對持續進修的理解有何分別。最後，本文會分析香港持
續進修起源的成因，並反思香港式的持續進修是否能夠有效回應此成因。

由於香港政府經常運用終身學習及持續進修這兩個名詞。觀其用法，這兩個名詞
在政府政策及文宣內的意義是完全相同的。基於兩者中以「持續進修」一詞較為
港人熟悉，因此下文在分析香港情況時，將劃一採用持續進修一詞；分析教科文
組織的看法時，則劃一採用終身學習一詞，並以此分別香港與教科文組織的看法。

二、終身學習的起源
（由於世界各地主要採用終身學習一詞，因此本部分一概以終身學習表述。）
終身學習成為國際的潮流及教育的典範，可說是由一九七零年代開始的。當時，
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歐洲聯盟及其他相關國際組織都倡導終身學
習，在強力推廣之下，一九九零年終於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並成為多國的政策。3
以下先說明西方對教育的看法，然後描述上世紀七十年代與九十年代終身學習的
緣起和理念。往後各部分則以本部分教科文組織對終身學習的看法與香港式持續

3

吳明烈：
《終與學習：理念與實踐》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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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作比較。

西方對教育看法古來已有，不同年代對教育也有不同看法，如美國教育學家巴格
萊所言，教育理論的發展最少存在著八組矛盾。 4雖然不同年代的看法互相充滿
著矛盾，但有一點值得肯定的就是教育不只是為了就業及經濟發展而設的。以下
則以兩位哲學家作例證略述其對教育的看法。柏拉圖認為，教育可維護良好的政
治制度、改進人性及提高道德水平； 5阿里士多德認為，教育可改善人的理性、
訓練思想及培養品德。 6從兩人的觀點可見，教育不只是為了就業及經濟發展而
出現的。

受著不同教育理論的影響，近代各國的教育制度都有著不同的特點，然而相同的
是各國教育制度都受資本主義影響，漸趨向就業及經濟發展一途。十九世紀，在
資本主義下，國家需要大量技術勞工、研究人才及科技研究人員以維持及推動經
濟發展。 7因此，教育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培養國家及企業所需要的人才，部分研
究也以市場為本。由於這趨勢漸漸影響教育的功能，所以教科文組織於一九七二
年提出終身教育。

4

單中惠，楊漢麟主編：
《西方教育學名著提要──上》
。台北：昭明，2002，頁 3。

5

單中惠，楊漢麟主編：
《西方教育學名著提要──上》
。台北：昭明，2002，頁 9。
6

單中惠，楊漢麟主編：
《西方教育學名著提要──上》
。台北：昭明，2002，頁 25。

7

徐宗林、周愚文合著：
《教育史》
。台北：五南，1997。頁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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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m.kanzhongguo.com/node/427555）

一九七二年，教科文組織發表了《法爾報告書》，此報告提出了「終身教育」和
「學習社會」兩大要點。報告試圖使教育從淪落為就業準備及經濟發展的附屬地
位中恢復應有的本質，並塑造一個可終其一生，繼續學習的環境，藉此建構一個
適用於未來劇烈變遷社會中的教育典範。 8因此報告強調學習應該兼顧「時期」
及「多樣性」的意義，學習應貫穿個人的生命全程，並建立一個學習社會。此報
告尚停留在一個理念性的層次，尚未有具體策略。

一九九六年，教科文組織發表的《學習：內在寶藏》報告書可說是真正被各國所
提倡。報告指出在充滿矛盾張力的社會中，終身學習是人類開啟二十一世紀的一
把鑰匙。終身教育將居於未來社會的中心位置。這個終身學習的概念是要面對急
變社會帶來的衝擊，並指明要達到終身學習的唯一辦法是個體學習。 9因此，報

8

吳明烈：
《終與學習：理念與實踐》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34。

9

李榮安：
《優質學校教育學報──教育改革的新趨勢與教師素質的新要求》
。2001，第 1 期，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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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重申了學會生存的口號，豐富了一九七二年提出「終身教育」的內涵：「除了
適應職業生活的變化外，它還應當包括人格、知識、習性、批判能力和行為能
力。」10從中可見，報告繼承了一九七二年的方向，因為世界的劇變，終身學習
變得更重要。除了強調重要性外，報告更就學會學習提出四個方向，分別是學習
求知、學習工作、學習共處和學習自處，這四個方向可算是包含了個人能力、工
作能力、對知識以及與人相處的態度。11而且，此報告更強調終身學習包含了社
會統合、積極公民身份、知識經濟及學習文化的發展，報告書中甚至期望教育為
實現和平、自由與社會正義的一項重要資產。 12

從上述的描述可見，終身學習的出現有以下目的。第一，回應當時社會的需要，
特別是經濟及商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第二，回應社會需要時仍然堅持學習的人
文向度，避免教育成為經濟的附庸；第三，從四個學習方向得知學習除了是指學
習工作技能外，還包括求知的態度、認識以及接納不同價值觀、重視個體的存在
價值及發展自己的個性；第四，除了生活技能，教科文組織還期望終身學習包含
了普世價值。而香港政府在回歸後積極提倡終身學習，提倡的原因是否與聯合國
一樣，是為了回應社會需求及維護學習？

三、香港持續進修的起源
香港正式提出持續進修是始於一九九八年十月的施政報告。雖然自一九五六年開
10

錢遜：
《香港教師中心學教──培養應付逆境的能力》
。2002，第 1 期，頁 96。

11

李榮安：
《優質學校教育學報──教育改革的新趨勢與教師素質的新要求》
。2001，第 1 期，頁 15-16。

12

吳明烈：
《終與學習：理念與實踐》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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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香港陸續有持續進修學院落成及運作，直至一九九六年，稅務局才實施「個
人進修開支扣除」
（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最多可扣除一萬二千港元）
，可見以前
雖有進修的課程及相關學院，13但仍未受到政府重視及推動。以下將分析香港持
續進修出現的原因。

香港政府推動的持續進修主要是回應知識型經濟的需求，而非提升個人修養，以
下將以各年的施政報告以作證明。

一九九八 年施政報告：
「隨着我們的社會越來越以知識為本，持續教育變得更為
重要，持續教育不再只是為個人進修興趣而設，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途
徑……」 14

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若要香港進入資訊社會，發展成知識為本的經濟，我們
就要不斷創新，不斷變革，終身學習。我們應該培養對學習的興趣，務使每一個
畢業生都能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懂得不斷吸收新知識，以應付環境的轉變。」15
而同年，教育局諮詢文件 「終身學習，自強不息」的綱領亦為：
「為社會正在發
生根本的變化。從工業社會轉變為資訊社會，從製造業為主的經濟轉變為知識為

13

香港持續教育及終身學習的簡要歷史可參看「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持續教育及終身學習研究中心之網

站」
：http://research.hkuspace.hku.hk/big5/chronicle_1900s.html。
14

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8 年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8/chinese/policyc1.htm#2。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15

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9 年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9/chinese/speechc.htm。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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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經濟體系，知識已成為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最關鍵的因素。」 16

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特區政府在社會經濟轉型時期的一個最根本任務，就是
大力投資於教育，使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迎接知識經濟的來臨。」「三、我們要
繼續倡導終身學習，形成風氣，鼓勵所有香港人積極提升自己的知識技能，參與

知識經濟的發展。把這三件事做好，教育才能夠有效支持經濟轉型。」 17

從上述所見，三年的施政報告及教育局諮詢文件雖強調個人學習興趣的重要性，
但持續進修更重要的是為了知識為本的經濟，應付多變的環境。可見，政府突然
推動持續進修並非響應 教科文組織 的人文提倡或鼓勵學習，而是回應香港進入
知識型社會的舉動。而當時的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其中一篇公開呼籲，也表
示持續進修是回應知識型經濟。18在此脈絡下，香港持續進修的特點是否與教科
文組織提倡的終身學習觀一樣？還是截然不同？

四、香港持續進修的特點

16

1999 年 9 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終身學習、自強不息－－教育制度檢討：教育改革建議》諮詢文件：

http://www.e-c.edu.hk/tc/online/on4_2nd2.html#5。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17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1 年施政報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01/chi/index.html。下載日

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18

當時的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致函約十萬個本地僱主，促請他們鼓勵屬下員工參加技能提升或持續進

修課程。她說：
「本港正邁向知識型經濟，世界市場的競爭亦日趨激烈。為應付種種挑戰，我們的工作人口
必須時刻學習最新的知識和技能。」
「成功之道，在於終身學習和持續發展。要保持本港的競爭優勢，我們
必須建立學習文化，令工作人口以至整個社會樂於學習，與時並進。」詳文可參閱政府促請僱主支持終身
學習，新聞公報，2001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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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文得知，香港政府推廣持續進修是為了回應知識型經濟。根據香港政府的定
義，知識型經濟意指在生產過程中著重知識、高科技及創新，因此對人的要求也
是著重知識、高技術及創新能力。19就目的而言，香港式持續進修與教科文組織
便有所不同。

首先，香港持續進修的特點是重經濟，以及忽視社會和人文取向。根據上述引文，
施政報告雖列出終身學習也為社會生活需要，但是文中多番強調「經濟環境」，
使人聯想到與經濟相比之下，社會生活及個人需要只屬次要。例如一九九九年施
政報告雖然強調培養對學習的興趣，但是學習興趣事實上是為了應付環境轉變，
而這裏的環境轉變明顯是指經濟方面。這個特點恰巧與教科文組織的理念相違背
（當初 教科文組織力圖避免 終身學習偏重於經濟），亦忽略了 教科文組織於一
九九六年提倡 終身學習對塑造 人格、知識，批判能力和行為能力的堅持。直至
二零零四年的施政報告內容可見政府的理念依舊：「推動經濟轉型和建立知識型
經濟體系的最主要手段，是大力投資於教育，策略性地提升本港勞動人口的競爭
力。」 20

香港持續進修另一特點是偏重僱主的取向以及對僱員的忽視，這從其配套可見重
視僱主多於學習者。首先，香港持續進修是重視僱主的支持多於僱員的支持。如
二零零零年施政報告為了使持續進修得到支持而表明：「近年，持續教育擴展迅

19

曾蔭權：
〈發揮潛力 邁向知識型經濟〉
。文匯報，2009 年 6 月 22 日。

20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4 年施政報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04/chi/index.htm。下載日

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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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未來我們更將聯同教育界及工商專業人士，建立終身學習階梯，研究制定學
歷認可機制和課程標準，以 確保僱主和專業團體 對各培訓機構所頒學歷的信
心……」 21其次，除了金錢上的資助或貸款外，政府對市民持續進修的支援卻是
付之闕如，這可見於一九九九年的施政報告：「為鼓勵市民持續學習，政府目前
已提供多方面的財政資助。我們會由下一學年開始，進一步擴大免入息審查貸款
計劃的範圍，包括在政府資助高等院校自費進修及在香港專業進修學院修讀專上
課程的學生。」 22二零零零年施政報告：「此外，政府將預留五千萬元，在未來
三年加強公務員培訓計劃，鼓勵公務員持續進修，終身學習。亦呼籲全港僱主鼓
勵員工持續進修，並給予他們時間上的方便。我已請財政司司長在籌備明年的預
算案時，研究增加在薪俸稅下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時間是影響持續進
修意欲及成效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工作與進修同時進行，若時間緊拙或欠缺彈性
的話，不單影響個人的工作能力和生活素質，更會影響學習成效，但直至二零一
零年的施政報告，政府尚未就工作與進修時間分配方面提倡任何措施。此舉反映
了香港持續進修的特點是忽略僱員。如上所指，進修能滿足僱主對僱員的能力提
升要求，也影響僱員的工作時間。而根據《香港生活與工作平衡概況調查二零一
零》，香港僱員每周平均工時為四十八點七小時，較國際勞工組織所建議的四十
小時高出百分之二十二。23在這種情況下，長工時加上持續進修的推動，更突顯
香港式的持續進修偏向於經濟及忽視僱員的特點。這種取向與教科文組織重視學

21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0 年施政報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00/index.htm。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22

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9 年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9/chinese/speechc.htm。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23

香港生活與工作平衡概況調查 2010,

http://www.communitybusiness.org/images/cb/publications/2010/CB%20WLB%20Chi%20R2.pdf.
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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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相反，更抺殺了教科文組織希望終身學習包含社會統合發展的希望，因為當
措施特別偏向較有影響力的僱主時，不單強化了僱主與僱員之間不平等的實力，
更有礙社會統合。

（圖片來源：http://wmoov.com/focus/content/779635）

香港持續進修另一特點是有限制性的，而非開放性或能夠供市民自由選擇。在提
倡持續進修後，政府於二零零零年施政報告提出相應措施──「制定學歷認可機
制和課程標準」， 24二零零四年施政報告提出「資歷架構，讓求學人士可以看到
清晰的學習階梯。」25當時的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程介明於一九九九年提出「終

24

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9 年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9/chinese/speechc.htm。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25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4 年施政報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04/chi/index.htm。下載日

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109

身學習護照」 26和「建構持續進修的全面體系」。 27 就以上建議，政府於二零零
四年成立了跨界別的七級資歷架構及相關的質素保證機制及《能力標準說明》。
根據教育局有關資歷架構的網頁，資歷架構的設立目的是為了鼓勵終身學習，為
持續進修建立的學習階梯。資歷架構是一個資歷等級制度，用以整理和支持主流
教育、職業培訓和持續進修方面的資歷。 28至於《能力標準說明》，除該行業專
門要求外，還設計了通用（基礎）能力說明。措施雖然為僱員及僱主制訂行業內
所需的技能及知識，甚至提供相應階梯，29但是實則限制了僱員的選擇。若僱員
選擇修讀一些非本業，而純為個人興趣的課程時，他們是否還可以自由修讀呢？
僱主又會否支持呢？而且，此資歷架構其實是制訂了一個強制階梯，他的僱主可
根據此名冊籌辦僱員的培訓項目，僱員只好不停地進修滿足僱主的要求，結果失
去終身學習的自由，這完全符合了前文表達的經濟取向。由此可見，充滿著限制
性的特點與教科文組織提倡的重視個體存在價值及發展自己的個性相反，而且偏
重經濟向度更不能達到終身學習中的尊重多元化及認識其他價值觀的希望。香港
持續進修的特點與教科文組織提倡可謂是完全相反。

五、持續進修基金與香港持續進修的關係
從上文已知道持續進修的持點是偏重經濟和僱主取向，以及有著限制性的，而持
續進修基金的特點恰好符合了這三個特點。持續進修基金是在二零零一年施政報
告中提出的，二零零二年正式成立及接受申請，成立目的是為有志進修的人士提

26

〈政府擬設終身學習護照〉
。文匯報，1999 年 10 月 12 日。

27

〈建構終身學習資歷階梯〉
。明報，1999 年 9 月 29 日。

28

資歷架構網頁：http://www.hkqf.gov.hk/guic/HKQF_intro.asp。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29

資歷架構網頁：http://www.hkqf.gov.hk/guic/HKQF_intro.asp。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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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資助，讓本港勞動人口為知識型經濟作好準備，並鼓勵進修之風氣。30持續進
修基金的申請資格包括：年齡需介乎十八至六十五歲、在開課前遞交申請表、修
讀特定範圍及獲發還的學費總和不可超過修畢課程的學費總數之百分之八十或
上限一萬元港幣。以下將分析持續進修基金的特點與以上三個特點的關係。

（圖片來源：http://wmoov.com/focus/content/779633）

持續進修基金的特點是偏重經濟，只准許申請與經濟發展有關的課程。二零零二
年，可獲發還款項的課程範圍包括物流業、金融服務業、中國商貿、旅遊業、語
文、設計及工作間的人際及個人才能。二零零四年則擴大了其範圍，新增了創意
工業，而把中國商貿改稱為商業服務，至於語文方面包括了法文、德文及日文，
其增加準則為「資助有利本港經濟發展的培訓的原則，即獲基金資助的課程是屬

30

〈持續進修基金接受申請〉
：http://www.sfaa.gov.hk/cef/cnnews_launch.htm。(2002 年 5 月 30 日)

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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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增長潛力高、人力需求殷切的經濟行業或本港工作人口缺乏的技能範疇。」31
此範圍限制了所有課程必需與經濟有關，即使是創意工業，課程仍以技能為主，
然而創意工業並不限於技能，可見其取向是要求學員必需能即時應用於市場之
中。其次，語文範圍也反映狹隘的思維，如過去特首曾聲言開拓阿拉伯金融市場，
但是標榜有利本港經濟發展的持續發展基金竟然沒有有助此政策的相關課程。相
反，二零零七年則新增了西班牙文和韓文於課程名單內，這反映了其語文選擇主
要是較「熱門」的語系，對香港較陌生的語系如俄羅斯及阿拉伯語則不在此限，
即使因傭工關係而與香港較親密的菲律賓和印尼語也被忽略。此外，進修範圍排
擠了人文學科，而且即使是歷史科，也必須與商業有關，如香港歷史課程需與旅
遊業相關，即使是理工大學提供的「中國社會主義體系的歷史和現實」課程也是
屬於商業服務。這種取向除扼殺了進修人士修讀人文學科的興趣，也反映其進修
目的必需與經濟發展有關。還有的就是進修範圍並不清晰，以工作間的人際及個
人才能為例，能修讀課程包括終極潛能、態度、外展訓練、溝通技巧等，但是記
憶力或記憶力訓練卻不在資助範圍。究竟是記憶力不重要，還是記憶力無助經濟
發展，那麽坊間流行的記憶課程豈不是無經濟價值？

持續進修基金的另一特點亦是有限制性的，以下三個例子則能證明其限制。

一、持續進修基金的年齡範圍是有年齡限制的。因為申請人的年齡必須介乎十八
至六十五歲。在計劃最初推行的時候，年齡要求是介乎十八至六十歲的，到了二
31

〈持續進修基金資助範圍擴大〉：http://www.sfaa.gov.hk/cef/cnnews_extend.htm。(2004 年 1 月 8

日)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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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七年才有所調整。基金的目的是鼓勵市民進修，然而當非此年齡範圍的人士
報讀可資助課程時，卻未能申請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是否暗示他們不值得資
助？還是不鼓勵他們參加這類課程？

二、持續進修基金不鼓勵「持續」進修，只鼓勵短時間修讀一些短期課程。持續
進修基金資助金額上限為一萬元，所以能申請的課程並不會是長期的，這做法難
免鼓勵市民只修讀短期課程。雖然有部分課程會長達十五星期，但也有部分只有
四十五小時。持續進修基金規定可獲發還的學費總和不可超過修畢課程八成學費
或上限一萬港元，因此申請上限為一萬港元的課程便較具吸引力。此外，申請基
金的另一條件是「在獲發初步批准的日期起計四年內提出最多四次的申領」，即
是當成功申請一個課程後，必需在四年內修讀其他合資格的課程以獲取資助，意
味著要四年內再次進修。這條件限制了進修期，持續進修不是指終身地學習嗎？
現在需要在第一次成功申請後的四年內再進修，不單有強迫進修的意思，也暗示
了日後進修再沒有資助，這是否不鼓勵長遠地進修？不鼓勵相隔多年後再進修？
而且進修年齡是定於十八至六十五歲，那麼若三十多歲申請了資助，預示了他四
十歲後的進修必須自食其力。因此，持續進修基金如本段開首所言，是不鼓勵「持
續」進修的。

三、持續進修基金對「個人」充滿著不信任元素。持續進修基金規定申請人必須
要在報讀課程後再遞交申領表格，若果在開課後才遞交申請則不獲資助。此舉是
方便行政多於鼓勵個人進修，為何必需在開課日期前提交申請？若開課後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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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而又符合所需條件，為何仍然不獲資助，是懲罰申請人不守時嗎？可見從
中充滿著不信任及不鼓勵元素。

就上文所分析，持續進修基金的特點是經濟偏向及有限制性的。而這些特點與上
一部分香港持續進修的特點互相配合，可見政府推廣持續進修的原因是回應知識
型經濟，因此持續進修的重點對象也是在職人士，與「活到老，學到老」的理念
有所不同，若然要學到「老」則需要倚靠自己。由於知識型經濟被限制為高科技
及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因此鼓勵學習的知識也需要是有助經濟發展的。然而，為
何知識型經濟突然被高度重視？這可說是與資本主義的增長模式改變有關，下一
部分將探討資本主義的改變與知識型經濟及持續進修與僱主取向的關係。

六、香港持續進修出現的因由
終身學習及知識型經濟的出現可源於資本主義的積累策略，由福特主義轉變為靈
活積累的模式以及資本主義的本身矛盾。 32

靈活積累的特點與福特主義相反。靈活積累強調在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產品
和消費模式有更大的靈活性以增加資本累積，所以靈活積累是追求加快產品創新

32

戴維‧哈維：
《後現代的狀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179-184。

「福特主義是大規模生產、產品標準化及規模經濟。福特主義先將所有生產工序拆開成一個個小工序，然
後每個工序也有嚴格生產標準，以控制成本。由於生產程多被拆開多個小工序，於是要求每個生產工序也
有一批熟練的工人。因此，福持主義會向工人提供滿意工作薪酬、時間及穩定工作環境，確保他們各生產
線的紀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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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及縮短生產週期，於是導致大量新商業、新技術和組織創新出現以回應這訴
求。

在靈活積累下，勞動市場產生大幅度改變。首先，勞動市場開始分為「核心群體」
和「外圍人員」兩個群體，當中「外圍人員」又分為兩個邊緣群體。核心群體是
一個正在穩定收縮的穩定群體，僱用方式以長期穩定為主。而「外圍人員」則日
漸擴大，僱用方式以短期及不穩定為主，如自我就業、轉包或散工等等。由於勞
動市場漸以「外圍人員」為主，市場亦變得波動起來，在工作變得朝不保夕的情
況下，政府便建議市民以「持續進修」的方法來面對如此波動的勞動市場。

其次，勞動市場對僱員的要求改變，除了本身職位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外，還指望
僱員的適應性及靈活性，原因如下：第一，在生產彈性化下，為了配合生產技術
加快生產，僱員必需要隨時學習以及運用各種新技能。第二，由於強調靈活性，
工人的要求也從單項任務改為多重任務，由工作高度專業化改為消除工作劃分，
即是每人也能從事多項任務及沒有劃分的工作範圍。33第三，消費市場變為急速
轉變的潮流，僱員更需具備靈活性以掌握瞬息萬變的消費市場要求。在這背景
下，即使是享有更大工作保障的「全日工作時間、永久性，良好的晉級與技能前
景的核心群體」，也需要具備適應性強及靈活性的特質。 34就如 一九九九年施政
報告解釋了終身學習與 適應性及靈活性的關係：
「我們就要不斷創新，不斷變革，

33

戴維‧哈維：
《後現代的狀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225。

34

戴維‧哈維：
《後現代的狀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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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懂得不斷吸收新知識，以應付環境的轉變。」 35

靈活積累出現是為了回應福特主義帶來的問題，但靈活積累也帶來「過度累積」
及周期性危機。36資本主義其中一個方法是貶值，透過對商品、勞動力和貨幣貶
值來處理剩餘資本。勞動力的貶值指提高剝削的速率、降低真實的收入、失業和
技能貶值。當工人所擁有的技能貶值時，工人需維持原收入，便只好不停學習新
技能，因此有技能的工人要不斷學習來保持競爭力。沒有獲得技能的工人們至少
可以指望獲得一種技能，要不一生當中就有多次遇到技能貶值然後再重新掌握技
巧的情況。 37結果，就如 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所說：「三、我們要繼續倡導終身
學習，形成風氣，鼓勵所有香港人積極提升自己的知識技能……」 38以提升技能
來面對技能貶值這情況。

在此背景下，知識在生產和性質的改變也促進持續進修之風。在一個快速變化、
有需求和要求靈活生產的世界中（與相對穩定的標準化的福特主義的世界相
反），接觸最新的技術、最新的產品、最新的科學發現，代表著企業抓住一重要
競爭優勢的可能性，知識變成了一種關鍵商品。39如一九九六年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發表〈以知識為本的經濟〉一文，當中闡釋知識型經濟的定義為「以知識資
源的擁有、配置、生產與使用為最重要的經濟型態。」無形的知識資產已取代傳
35

吳明烈：
《終與學習：理念與實踐》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22。

36

戴維‧哈維：
《後現代的狀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229-230。

37

戴維‧哈維：
《後現代的狀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287。

38

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8 年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8/chinese/policyc1.htm#2。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4 日
39

戴維‧哈維：
《後現代的狀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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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土地、資金與勞動等生產要素，成為經濟成長的核心投入。40知識推陳出新
的同時，意味舊有知識變得毫無價值，並加速了知識及技能的貶值情況。其次，
知識在變成商品，用以服務資本主義的運作，那認識自己及培養內在力量的重要
性便會降低，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政府的持續進修是以商業知識為主。

總括而言，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模式由福特主義變為靈活積累的模式後，知識成
為了經濟的重點，亦解釋了知識型社會出現的因由。由於在靈活積累的模式下，
勞動市場變得波動、工作變得不穩定、僱員必需具備適應性及靈活性，再加上知
識貶值速度加快，解釋了持續進修是為了保障市民現在的職位，更是回應知識貶
值的方法。但是，這方法是否有效回應靈活積累模式的要求？

根據美國學者柯林斯的《文憑社會》所言，這方法的效果是存疑的。雖然《文憑
社會》採用美國的數據及例子，而且論證對象的教育程度是畢業證書及文憑，但
是柯林斯質疑教育與技能的關係論點亦是有參考價值的。《文憑社會》論證了從
什麼角度也找不到職業技能與教育的關係， 41 反而職業技能多是在工作中學習
的，如一九六三年的研究顯示，美國大多數技術工人是在工作中或偶然機會中獲
得其技術的，百分之五十二的人是在軍隊、做學徒或公司培訓過程中獲得技能。42
學校中學習的知識與傳統的社會性及禮儀性較有關聯，但與工具性和認知技能的

40

陳錦煌、翁文蒂：。
《國家政策季刊──以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終身學習、建構公民社會》
。2003 第三期，

頁 68。
41

柯林斯：
《文憑社會》
。台北：桂冠，1998，頁 8。

42

柯林斯：
《文憑社會》
。台北：桂冠，1998，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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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較弱。43這些論點都在質疑進修是否能夠回應靈活積累模式帶來的影響，以
及是否較職場更能學習到職業技能。而且，香港式持續進修特別著重經濟，人們
在知識貶值的情況下，進修的速度能夠追上，甚至快過貶值的速度也存有疑問。
最終人們不但不能擺脫靈活積累的影響，而且卻更鞏固僱員的弱勢位置，最後只
在知識保值與貶值間徘徊。更重要是，香港市民在工時已遠超國際勞工組織所建
議的情況下持續進修，失去的並不只是金錢，還有時間、與人相處的空間、休閒
的機會及生活的其他可能性。在這情況，香港式持續進修是否最佳的方法則屬一
個疑問。

七、總結：終身學習的另一個可能
從上文所述，在香港式持續進修下，學習已成為就業準備及經濟發展的附庸，既
缺乏人文取向，更忽略了學習多樣性。但正如第六部分的結尾分析，這偏向的成
效成疑，而這偏向恰巧是一九七二年教科文組織提倡終身學習的源起。香港放棄
教科文組織所提倡的，是否代表終身學習只有協助工作的方向呢？而事實上，教
科文組織提倡的並非無視經濟要求，而是既回應經濟，也不放棄學習的其他向
度。以下將探討終身學習能否結合學習及改善生活。

近年香港政府提倡社會資本和社區參與，如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公布的社區投資
共享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是支持社區團體和商界等機構之間的合作，鼓勵

43

柯林斯：
《文憑社會》
。台北：桂冠，1998，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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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彼此關心，互相幫助，推動社區參與及跨界別的合作，以建立社會資本。」44
可見，加強市民的社會資本，並藉此改善生活也是政府的目標之一。雖然如許寶
強《告別犬儒》所言，在此計劃中社區和社會資本只是被保守政治運用了作為將
政府的財政負擔轉嫁到社區的方法，45但撇開這目的，若成功推動真正的社區參
與也可真正地改善生活。一九九六年，教科文組織在《學習：內在寶藏》說到，
終身學習包括學習認知、學習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學會發展四種基本學習，由
此可見學習不只是局限於商業或經濟的知識，還包括態度和各種生活能力。若成
功結合兩者，則既符合教科文組織希望的學習，又可營造社區及推動公民社會。
下列將分析結合兩者的原因及相關方法。

從社區中提倡終身學習有三大好處。第一，此模式擴闊了學習的範圍。學習的範
圍不只是限於工作知識和技能，還包括做事、與人相處，甚至各種生活態度。若
只在學校學習，那只是未經實踐的知識。相反，在社區則可以透過每天與人相處、
討論和合作，驗證所學知識的可行性，就如柯林斯所言，技能是可在職場上學習
的，和生活技能就在生活中學習一樣。第二，此模式可強化學習是隨時、隨地的
態度，學習是沒有終點的，而是一生持續不斷的過程。第三，人人也抱著終身學
習的心態，不單能以積極的心態面對社區問題，而且終身學習鼓勵人與人之間的
合作及交流，則可以增進社區內的人際關係，提昇社會資本。最終，不單鞏固教
科文對學習的理想，更可強化所有人的社會資本，並邁向實現和平、自由與社會
正義的希望。
44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網頁： http://www.ciif.gov.hk/tc/aboutciif/index_c.html。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20 日
45

許寶強：
《告別犬儒》
。香港：牛津，2009，頁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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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亦有相關的探討，下列將引用〈以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終身學習、建構公民
社會〉一文，46探討以上所想的可能性。此文認為學習不只是知識，還包括生活
態度，但這些不是在學校能夠學到的，反之需要與生活結合，透過日常生活，建
立自己的態度和與人相處的技巧。因此社區是提供這類學習的最佳場所。其次，
公民素養不只是一種知識，更是一種面對和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這種能力要進
入具體的社群生活，需要在實際的操練與實作中養成，具體的社群活動如社區、
工廠、社團、學校的生活過程等，這些社群是公民能力的養成基地。若社區居民
能在公共政策制訂或執行過程中，能共同擔起決策與執行之責，將公共事務塑造
成「公共教育」及「終身學習」的場所，讓公共事務成為終身學習的活教材，始
能培養其具備參與的能力。因此，鼓勵社區參與學習，不單有助營造社區、社會
資本及公民社會，更可以在營造過程中培養居民學習興趣及進行實踐，慢慢成為
一種持續學習的態度。

讓社區成為「學習型社區」則有以下方法：政府尊重社區主體、扶植非政府組織
及建立由下而上、民主參與的決策機制等方法，不單培養公民的主體性，公民更
可結合一起互相學習，一起改善社區的生活。

綜觀而言，如上文所說，教科文組織提出終身學習是避免教育和學習成為經濟發
46

以下部份節錄自陳錦煌、翁文蒂：
《國家政策季刊──以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終身學習、建構公民社會》
，

2003。第三期，頁 6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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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就業的附庸，但是受著資本義主義的影響，香港提出的終身學習則是成為經
濟發展和就業的附庸，違反了教科文組織的原則，更可能如《文憑社會》所言徒
勞無功。然而，回歸教科文組織的原則不單是要回應經濟需要，更可在鼓勵學習
中推動社會資本，就如〈以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終身學習、建構公民社會〉一文所
言，終身學習與社區營造結合不單可以培養每人的學習態度，更可讓社區解決社
區難題，創造社會資本及塑造公民社會。 47

47

陳錦煌、翁文蒂：
《國家政策季刊──以社區總體營造推動終身學習、建構公民社會》
。2003，第三期，

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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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唔畀人安樂死，無理由唔畀我哋求生」
──談龐貝氏症患者賴凱詠
趙文敏、李潔婷

二零零九年，賴凱詠畢業於嶺南大學中文系，其後他又繼續在嶺南大學中文系研
究班深造，精修現代文學，今年畢業，現正打算申請修讀博士課程。這一路走來，
正如他今年出版的個人自傳的書名《輕舟‧重山》一樣，輕舟雖已在重重山嶺外，
但中間委實經歷過千般險阻，需穿越萬重群山，只因他是一位龐貝氏症患者。

龐貝氏症（Pompe Disease）
，又稱酸性麥芽糖酵素缺乏症（AMD）或是肝醣儲
積症第二型（GSD），屬罕有的遺傳疾病。因第十七條染色體的酵素基因出現突
變而導致退化性的神經肌肉疾病。病因是身體缺乏負責轉化肝醣（Glycogen）
為葡萄糖（Glucose）的酸性麥芽酵素（Acid Alpha-glucosidase, GAA）
，過剩
的肝醣會積聚於橫紋肌、心肌及肝臟內，逐漸傷害肌肉而變得無力（特別是軀幹
和下肢），造成呼吸系統衰竭。患者會因肌肉萎縮，脊椎側彎而影響呼吸，病重
時要靠呼吸機維持生命。

凱詠十三歲開始病發，身體自此後一直萎縮，長期以輪椅代步，需要依靠呼吸機
維持生命。雖然情況如此艱難，但醫生一直鼓勵凱詠及凱詠的家人要堅持下去，
因將來可能或有治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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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有情
凱詠發病，正值嬉笑年少的中學階段。可惜的是凱詠面對如此罕有的病情，卻未
得到同學的理解，反而因為肢體的不適而引來同學的譏笑及模仿，對凱詠來說實
在是最沉重的打擊。然而，即使世態炎涼，人間還是有情。凱詠因著身體的需要，
離開了原先就讀對他較為冷漠的中學，去到一間能夠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的高中，繼續學業。在這裡，凱詠遇上了溫暖，老師和同學並沒有用異樣的眼光
看他，反而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對凱詠來說，尤如一股暖流注入冰冷的心內。
凱詠的書是這樣描述的：

「新校的陳校長有餘閒便會找我聊天，主動問候我的身體及學業情況。有時我路
經校務處，校長見到我也會上前問候、關懷我幾句。在此之前，我從未遇過一個
這麼『親民』的校長，這麼關懷、看顧學生的校長，真是有點『受寵若驚』，這
是我萬萬想不到的事。」 1

「另外，同學們都很關心我，特別是班上的幾位男同學，若我遇到功課上的疑難
向他們請教時，他們都樂於解答，還向我親授一些拆解題目的決竅。」 2

「由於我的手腳漸漸乏力，逐漸不能拿起一些重的東西（如：一些厚的書本、作
業等），因此每當我們要轉換課室時，同學都會主動幫我拿書和作業，好讓我輕
裝前往乘搭升降機到上課的樓層會合他們。」 3

1 賴凱詠：
《輕舟。重山》
。策馬文創有限公司，2012，頁 46。
2 賴凱詠：
《輕舟。重山》
。策馬文創有限公司，2012，頁 46。
3 賴凱詠：
《輕舟。重山》
。策馬文創有限公司，2012，頁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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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境中提供幫助的人，往往帶來重要的影響。校長老師的關心，同學的幫忙，
對凱詠來說簡直是雪中送炭，「我很快便融入了新校園的生活，使我重拾學習的
動力和往日的自信。」 4

遇見生命天使
前燕京書院校長汪曼華校長是凱詠生命中的天使，是真正協助凱詠維持生命的其
中一個重要的人物。她協助凱詠申請「尤德獎學基金」購買醫療維生儀器，連報
價資料都預備好。可惜基金只資助三分之二的費用，凱詠要自行承擔剩餘三分之
一及輪椅的費用。即使數目沒有很龐大，但對凱詠的家庭來說仍是一個負擔。汪
曼華校長於是聯絡朋友資助這筆費用，使到凱詠可以繼續生存及完成學業。汪校
長的言傳身教，影響了凱詠待人處事的方法。

4 賴凱詠：
《輕舟。重山》
。策馬文創有限公司，2012，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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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凱詠一直都受到病魔的折磨，但誠如他自己所說「我一生中遇過不少貴人」
，
這些貴人在不同的階段都提供了適切的幫助，使到凱詠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人生的
關口。縱使未嘗愛情的滋味，但身邊有家人、有朋友、有老師、有同學一直在身
邊無限量的支持及鼓勵，也是無憾了。

一線生機
二零零六年，台灣成功研發出「酵素替代療法」，可以有效治療龐貝氏症。香港
政府亦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將「酵素替代療法」的藥物 Myozyme 納入「藥物名
冊」。現時本港「龐貝氏症」的嬰兒，已可使用酵素替代療法，接受定期藥物注
射（凡是龐貝氏症的患者，不論成人還是小孩，都可以申請，而小孩因為病情危
急的緣故，較易獲得藥物之使用）。患者每年費用約二百萬港元。

目前無論在台灣或澳門，當地政府都會無條件為所有龐貝氏症患者免費用藥，在
香港則不然。「酵素替代療法」的出現，可以說為凱詠帶來了一線生機，可是這
一線生機卻掌握在醫院管理局轄下的「罕有新陳代謝疾病專家小組」（以下稱專
家小組）手上，因為像凱詠這樣的晚期病發型「龐貝氏症」患者，用藥必需先經
過專家小組審核批準。雖然有醫學研究證實晚期病發型「龐貝氏症」患者接受「酵
素替代療法」後病情得到改善，但專家小組往往以患者肝有問題、不能好轉等為
理由，拒絕患者的申請。即使患者獲准用藥，但是如果用藥後的身體狀況比用藥
以前還差的話，專家小組很大可能會決定斷藥，斷藥後患者很快便會走上死亡之
途。

128

「人命同埋金錢係無可能衡量到既」
香港特區政府揮金如土，每年分別花費數以百萬計去聘請不少高官或政策顧問，
如「李蓮英」高靜芝、善於經營劏房的陳茂波、精於偷步賣樓的林奮強等，毫不
吝嗇。可是面對像凱詠這樣的罕有病患者，雖然生命無價，但專家小組往往錙銖
必較、緊守財政，以各種理由拒絕審批他們的申請。

「我唔明，政府既然有一億多既錢，係俾呢六種罕有病人，呢六種罕有病加埋既
人數，絕對唔會超過……我大膽啲講，唔會超過一百個，但係……佢地都可以話
係……即係既然有得……無論年紀大定係細，你係咪都要救呀？」凱詠希望醫生
能以一個關懷及人道的立場，去治療各種罕有病患者，不要計較藥物的問題和患
者是否對社會有貢獻。

凱詠：「我覺得人命同埋金錢係無可能衡量到既」曾有醫生跟凱詠說，專家小組
批准用藥與否，其中一個條件是要看患者是否對社會有貢獻。」如果要說患者是
否能對社會作出貢獻，凱詠指出：「根本上我地唔可以等價交換，我地換返……
係用我地既成就去換返二百幾萬返黎，呢樣野真係……真係有少少諷刺囉。同埋
根本上我地能力係盡左，所以我地無論係啲傳媒問我地將來既理想係咩？
contribution 係咩呀？我地根本上好難答，我地只可以話……我地講唔到啲乜野
出黎，只可以見步行步。」

罕有病患者多行動不便、每天在死亡線上掙扎，但社會、政府如以患者能否為社
會作出貢獻來作為批核藥物的標準的話，的確是很涼薄、很荒謬。目前，凱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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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弟弟家衞雖獲批用藥，但他們也很擔心專家小組會以這樣的理由，停止支持他
們繼續用藥。「政府唔畀人安樂死，無理由唔畀我哋求生。」 5

龐貝氏症患者在港人數寥寥可數，暫時有四人，縱使與其他五種的罕有病患者加
在一起，也不過是百十數人。因為人數不多，患者多為幼小兒童，加上患者多為
頑症纏身，家人疲於奔命地照顧患者，缺乏發聲的平台及機會，所以大眾對於龐
貝氏症及其他罕有病患者的了解甚少、支援甚少，令到患者們經常被迫命懸於生
命線上，而政府的冷漠、涼薄，令患者及家人們的處境愈見艱難。

龐貝氏症患者病發開始，便需承受疾病帶來的生理及心理的痛楚，而陪伴在側的
家人，所承受的痛楚、精神負擔，也遠非外人所能了解。

個心封閉，連自己個視線都可以封閉
凱詠的母親賴太，形容自己原本是很「健談」
、
「男仔性格的人」
，但兒子病發後，
開始不想與任何人接觸：
「有啲同學，一見到打招呼，者係我做媽媽既心……者係
見到啲同學呢好開心，小學呢一齊畢業，跟住中學啦，佢都轉左幾間中學，見到
啲同學呢又高高大大，果啲又見到呀又賴太又乜野，有啲又 Auntie 又乜野，我
見到之後好開心，呀打完招呼之後，跟住又望返轉，佢咁樣，自己個心真係好難
好難過。」

隨著兒子病情的加重，賴太的心情自然隨之而更趨沉重：「後期呢我直情自己個

5 〈絕症兄弟藥貴無錢醫〉
，太陽報，2010 年 12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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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封閉呢，連自己個視線呢我都可以封閉，行路唔睇人，買野者係我無需要……
譬如我要去買斤菜買啲鹽買啲油，我要買果樣野去到果度我先至睇果樣野」，所
以如果在路上遇到熟人，如對方不先向賴太打招呼，賴太根本不會看到、注意到
對方。為了不想「觸人傷情」，她們一家特地從青衣搬到藍田。不久，當家衞也
證實患上龐貝氏症後，賴太的精神負擔更是百上加斤，為了能有精神工作，她不
得不吃了十多年的安眠藥。

約於二零零零年，一班關注罕有病患者的人士成立了香港黏多醣症暨罕有遺傳病
互助小組（MPSHK）
，為患上黏多醣症及罕有遺傳病的病友及家人互相支持和鼓
勵。我們也在此謹呼籲各界關注各種罕有病患者及其家人的情況、政府有關部門
不要在患者及其家人的傷口上撒鹽，在審批藥物治療上諸多留難患者，立刻落實
無條件為所有患者提供免費的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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