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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香港 

前言 

 

自九七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刻意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由第一任特首董建華

起，特區政府累計已推出多個把香港塑造成為國際大都會的計劃。如從「自由行」

旅遊政策獲益才錄得盈餘的香港廸士尼樂園，和經常停駛的昂平三六零纜車，便

是由政府推展把香港塑造成為國際大都會的計劃。當然不能不提耗資二百億的

「西九文化區」，西九文化區的主體計劃無非是興建博物館和多個大、小不同的

表演場地，香港會因此而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嗎？ 

 

後九七年代的香港特區政府雖然經過董建華年代各種假太空計劃的教訓，但仍然

無法擺脫董建華年代的思維模式，醉心於塑造香港成為這樣或那樣。反觀在九七

之前的港英政府，印象中似乎不曾誇口要將香港塑造成甚麼國際大都會，當然九

七之前的港英政府是殖民統治，對香港根本不會有任何願景。後九七年代起碼在

名義上已結束殖民統治，香港特區政府不能像之前的港英政府那樣對香港毫無願

景。不過並非任何順手拈來的願景都適用於香港，香港是一個擁有七百萬人口的

城市，即使近年的發展好像被國內的一些城市比下去，但仍不失為一個大都會。 

 

五、六年前號稱「空中巨無霸」的空中巴士A380 客機（下簡稱為A380）才專誠

在香港的維多利亞港上空低飛，引來圍觀者的掌聲和報章的大幅報導。A380 不

是初次到港，但在維多利亞港上空低飛卻是首次。雖然A380 號稱空中巨無霸，

但飛在天空的時候，看起來跟其他機種的飛機沒有多大分別。A380 在維多利亞

港上空低飛的情況則大大不同，維多利亞港兩岸那些蜚聲國際的建築物頓然成了

A380 的佈景板，有如幻彩詠香江的飛行版本，亦最能發揮人們對香港的城市想

像。香港的樓宇密度和高樓大厦的數目在世界上位居前列，體積龐大的A380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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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以在當中穿梭飛翔，這種場面通常只可以在科幻電影中見到，但卻出現在維

多利亞港的上空，確實蔚為奇觀！而且這種奇觀不一定要親自目睹，飛機飛行的

速度極高，低飛穿梭維多利亞港上空只不過是瞬間而已；即使站在最佳的位置也

不外是見到一個龐然大物飛過，遠不及想像中的情景。在想像中，香港那種高樓

大厦林立的城市想像才可以充份發揮，令事件變成觸目的盛事。 

 

作為一個七百萬人的大都會，香港必然具備了一些特質，A380 在維多利亞港上

空低飛固然是發揮了A380 的特質，但也發揮了香港的特質。然而香港的特質僅

限於擁有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和兩旁的高樓大 厦 嗎？據報導，座落塞納河上

的巴黎聖母院剛完成更換教堂裏全部銅製的鐘，因為原有的鐘已安裝在教堂裏幾

近一千年，鐘聲開始「走樣」，使巴黎的市民能繼續聽到沒有「走樣」的鐘聲。

同樣，倫敦的「大笨鐘」也同樣規律地發出鐘聲。香港亦曾經有天星碼頭鐘樓，

定時發出鐘聲，不過取代「議而不決」的董建華成為香港第二任特首的曾蔭權不

知好歹，要工人在晚間偷偷摸摸地拆卸天星碼頭的鐘樓，並連夜把拆下的銅鐘埋

葬在堆填區裏，香港從此聽不到鐘聲。今期的專題文章中，有一篇名為「失憶香

港」，正如上文提及九七後的香港特區政府，刻意打造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但

著眼點總是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大型建設。相反，如天星碼頭鐘樓這般「在地的

香港」卻肆意拆卸！我們實在須要更深入的探討，探討香港這個七百萬人的城市

的全部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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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進行：油麻地」展覽與班雅明的歷史觀相遇 

許劍鴻 

 

引言 

「西九」的發展已討論多時，區內發

展藍圖中的土地用途，除了商業、住

宅用地及娛樂設施等分配比例外，還

有經常提及的文化藝術發展。最近西

九文化區管理局轄下的 M+博物館

（Museum Plus）推出了「M+進行：

油麻地」的展覽活動。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之前亦曾舉辦有關戲曲藝術活

動，而「M+進行：油麻地」是局方安

排的另一大型藝術活動。 

 

（ 圖 片 來 源 ：

http://outstreet.com.hk/event/view/id/41

83） 

 

戲曲中心和 M+博物館是西九文化區

的第一期設施，預計將分別於二零一

五以及二零一七年落成。西九文化區

管理局行政總裁連納智希望市民逐漸

認識和投入這片「你我文化新天地」，

在他所言的「你我文化新天地」中，

這展覽卻不光是「新」的天地，連繫

的卻是個人生活的歷史片段，及記載

了舊有的一段共同經歷的時光。如班

雅明在《商場研究計劃》中說道：「新

事物的出現，必然夾雜著舊的形式或

元素」。筆者希望透過展覽活動，親身

走進城市人群的景觀中，好像勾起普

魯斯特或我們吃小食般的無限回憶，

記起過去在這城市的點滴，召回過去

的映像，認出尚未完成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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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特色──歷史與空間

參與這次「M+進行：油麻地」的展覽

活動，確實勾起了很多片段性及零碎

的地區性回憶。導賞員邊走邊說有關

油麻地的地理面貌，及其改變的歷史

背景，我相信其目的是希望豐富參與

者在觀看展覽時的興趣，相關資料如

「油麻地」這名字是由「桐油、黃麻、

土地」的字面而衍生出來的，桐油和

黃麻繩索是當時漁業貿易常用的謀生

用品，以反映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其小

漁村的生活面貌；又如今次選擇油麻

地作為展覽活動場地，主要是因為它

較其他毗連地方（佐敦和官涌）接近

未來的西九文化區，及更能反映九龍

半島歷史和文化變動云云。這樣的表

述把油麻地的歷史與其他地區割裂出

來，而且將九龍半島歷史等同了油麻

地歷史的同一性（identity），與我們考

慮絕對空間意思時，大異其趣。 

 

從一些歷史圖片或者一些仍留下來的

物品、建築及一些流傳廟街的故事，

我們得知油麻地過往是一個供漁民停

泊漁船的「小碼頭」或「錨地」，後來

又有市集、買賣生果集散地（果欄）、

船隻維修、機械零件配置地區，以及

一排排的前舖後居的唐樓。人多了，

更有了娛樂場所，如廟街的街頭表

演、劇場，甚至電影院，油麻地因此

而有了「窮人夜總會」的稱號，反映

了當時多元且繁盛的地區生活。區內

大致是典型的方塊城市街道設計，但

其絕不是一個劃一的發展區域，除了

有類近性質的商舖聚集外，亦有傳統

與新興的行業共存，從日常的零售、

餐飲（大型連鎖店或傳統地舖），以至

殯儀館、殯儀用品店和桑拿浴場等，

現在的油麻地正在資本主義發展進步

為理所當然的論述下，列入西九龍發

展的重新規劃地區。 

 

這些絕對空間（一切可分離及有界線

的現象，如你、我、城市計劃）的重

建，都以「市場」取締「地點」，「價

值」蓋過「意義」，地區重建取決於地

價、資本累積或恐懼貶值，還有加速

回報率，在越快越好的前提下發展。

政府亦要面對不同地區發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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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勢力、利益、資本循環等張力

考慮，而決定如何平衡城市空間的計

劃。當然，把「營造」更「美好將來」

的這類詞語和信念，放進「實體環境」

的想像時，我們市民很自然將追求期

盼的欲望的個人權利，交予地產商或

政府，期望「願望」得以達成，這些

都是象徵我們追求安定繁榮、明天會

更好、幸福穩定的願景。因為我們的

傳統失傳，變得對舊事物不理解，而

對新事物又不清楚，新與舊之間的連

繫斷裂，所以就傾力追求「新」的。

我們面對這些重新規劃發展的地區

（或文化區），和支離破碎且商品化的

地區歷史，我們如何將過去接合﹖班

雅明這樣說：「記憶創造了傳統的鏈

帶，從而把一件事情一代一代的傳下

去。」 

 

展覽地區與童年回憶 

是次展覽由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至

六月十日，為其約一個月，地點是油

麻地地區。展覽展示的不是甚麼地區

性的歷史珍貴文物或文獻，只是以社

會、歷史、文化敘事的角度，以及油

麻地的城市結構為創作出發點的大型

裝置作品展覽。我選擇以這展覽為文

章背景是因為我小時候經常到油麻地

郵局買郵票，因為當時這是九龍區的

中央郵局，在新品郵票上蓋上有「中

央」或「Central」樣式的蓋印，較一

般郵局分行的郵品蓋印來得珍貴，既

要付出自己的努力（排隊），亦可在「同

好」面前「耀武揚威」，份外有滿足感。

此外，我不時會到住在附近唐樓的親

戚處玩耍，留下兒時眾多純真、活潑

好動的軼事，故油麻地可算是我的「兒

童娛樂之家」。由於這種種甜蜜回憶，

油麻地對我來說確實有著無限親切

感。班雅明認為「童年回憶的意義不

在於重溫孩提時代的溫馨，而是以孩

子的特有感觸來重新感受現在的一

刻」。回憶把傳統的鏈帶留住，透過不

同表達（說故事、寫作、藝術表達）

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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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牧」式遨遊發現人群這景觀

是次「M+進行：油麻地」的「遊牧」

式博物館最吸引我的是其以「展示」

的方式表達，透過七位藝術家以六件

大型裝置作品於油麻地不同的地方展

示，為香港或油麻地這多元及多變的

地區歷史，留有想像和回憶的空間。

同時，亦打破我們對歷史之準確性和

真實性的那份一廂情願的觀感，更重

要的是在「遊牧」式觀察時，認回一

些歷史事件，如班雅明所言：「宇宙萬

物都有自我表達的條件」（怎樣表達是

另一回事）。因所有事件都有被認出的

可能，所有人都可能是救世主，都可

以認出錯失的機會。 

 

油麻地，這地貌的歷史是否止於導賞

員所描述的歷史進程？那麼，在「西

九」藍圖下發展的油麻地歷史故事是

怎樣的呢？那麼多空置的商舖、結業

的小商戶、無人居住的大厦、空置的

工廠（山寨）、關閉的學校、天台、隧

道、牆壁等的現況表達了什麼？又被

認出了什麼？地區重新發展已不可避

免，「重建」所呈現的「包裝」，商品

化我們各地區的歷史，或許會機械化

複製所謂具特色的社區，這似乎是可

見的現象。此外，因利益和權力等的

考慮，產生不均的地理發展，就是現

代性（Modernity）的特質，使地區的

人和物之間的歷史和特色變化得更快

和更複雜，我們更需要如攝影一樣，

把影像捉緊，或如電影一樣，辨認以

前所發生的事（The flow of history must 

therefore be arrested to enable events to 

take place. Every arrest can set in motion 

an experience of the past original to every 

new present）。 

 

這「遊牧」式的遨遊：「M+進行：油

麻地」博物館之旅，除了跟隨著導賞

團的講解員遊走於那設定的藝術大型

裝置的擺放展區外，最吸引我的是於

油麻地地區內穿梭，這讓我想起班雅

明引述十九世紀中葉法國著名的造反

者布朗基（Blangui），於巴黎市中心舉

行的閱兵典禮場面，對當時統治者示

威的同時，亦表現了「人群」這「景

觀」。我們在跟隨導賞員，透過大型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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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裝置與社區連結，看見區內的人群

的同時，人群同樣凝視我們，這樣的

景觀十分有趣。油麻地從以往的「錨

地」、興旺市集、「窮人夜總會」等，

隨著西九文化區的發展，現在卻加插

了一份「展示」「魅影」的可能。這是

否真的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

連納智所言，在建立「你我文化新天

地」？是主力發展屬於本土的藝術文

化區，還是邊緣化或矮化本土創作、

膜拜國際化商業藝術盛會的場域？ 

 

召回過去的映像，認出尚未完成的願望 

我們在遊走油麻地時，不時都看到舊

人事、舊建築、新舊人事和新舊建築，

及其兩者併合與連結，猶如班雅明在

其《商場研究計劃》所提及的「拾荒」

工作一樣。而導賞員的解說就往往如

阿多諾的代言人，以歷史進程細說油

麻地的近代歷史，其變化建基於文化

工業的分析，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邏

輯，著眼點都隱含了交換價值的必然

性。然而，班雅明所關心的不是交換

價值，他拾得的是「垃圾」卻富象徵

意義，是昨日人們的夢。班雅明所要

展示的是「歷史進程的另一面」，在這

次「博物館之旅」，除了欣賞藝術裝置

之外，在沿途中，引人入勝的還有一

些五、六十年代的建築及內裏的歷

史，導賞員只就其外觀，描述了這些

建築特色及其背景，就讓我們自由入

內「參觀」。 

建築物的天花及地上留下許多間隔的

痕跡，到處可見，這些痕跡記錄了此

處曾被分成多個小型單位，並出租予

多戶人家，我們還可從廚房及洗手間

的空間中想像當時的「劏房」年代。

還有，那些似曾相識的地磚（以往外

婆家的地磚，當時一般市民常用的廉

價磚）、褪色牆紙上的卡通人物貼紙

（這些都是兒時的集體回憶）、塗鴉，

以及草草寫下的價錢、地址和電話號

碼的筆跡，細膩地呈現當時城市生活

的種種壓力；住客的擔心徬徨、奔波；

兒童的純真歡笑、居住環境的壓迫、

守望相助的鄰里人情等故事歷歷在

目，更豐富地展示了當時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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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敘述的層次。班雅明所言的「歷史

進程的另一面」就是受「資本主義壓

著而不見天日，恍如做夢」的一面。 

藝術展品成為回憶的載體 

隨著導賞員的「放牧」，我們來到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管理的砵蘭街、文明里

休憩處的草坪，嚇見草坪上放置了巨

型的「可口可樂」霓虹燈招牌，我記

得這招牌原本是懸掛於昔日澳門新馬

路的，還有「雪碧」和「芬達」呢！ 

 

 

（圖片來源：http://www.wkcda.hk/tc/multimedia_gallery/） 

 

可口可樂、雪碧和芬達的瓶身、商標，

除了是以物件作為商業廣告的載體，

或象徵性的符號外，也不時被挪用及

重新詮釋，與此同時，其本身更是盛

載著個人及集體歷史與回憶的容器。

這一「嚇見」如「不斷消逝的時間的

駐足停留」，我與兩段不同的時間相遇

和相認。我過往曾有一段時間到澳門

工作，當時的工作十分繁忙，每晚下

班後都會散步回家（因長駐澳門），偶

爾亦會看見這個當時還懸掛著的大型

霓虹燈招牌。在澳門工作的種種情懷

雖已過去，但卻徘徊當下，這種「過

去」又是「現在」的閃現，如班雅明

所，說把「過去」和「現在」融匯貫

通（Now of Recognizability），記憶真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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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般的澎湃。 

 

這巨型的裝置藝術──樽型的「可口

可樂」招牌亦召喚我另一兒時記憶，

也是當時油麻地或其他地區的生活面

貌，那就是買樽裝飲料時需要「按樽」

的經濟活動，而且當時還有拾荒者把

一堆堆的玻璃瓶（可樂汽水瓶、維他

奶和鮮奶樽等，現在已轉變為鋁罐收

集）放在大大小小的籮內，以手推車

或拖行形式運送，以賺取額外收入。

在這展覽場地的對面位置，亦有一間

專門回收和翻新被棄置物品的小店，

令我想起兒時家中的任何物品都會用

至無法使用，或先維修、變賣，最後

才棄置。這些四散的回憶，竟然仍引

發這些強烈感受，更在回憶中保留了

許多城市生活場景。 

 

另一「博物館」是在天橋下，那裏有

一個大型有蓋的多媒體裝置，以光影

投射文字，在黑漆中以蛇般爬在地

上，速度由慢至快，體積由細而大，

數量由小變多，把關於死亡的文字推

向我們。這令人想起與鄰近殯儀館、

殯儀用品店舖的活動，藝術家的靈感

來自《啟示錄》，讓我想起班雅明的神

學觀點1：人面對死亡，前塵往事已無

畏懼，全可確認，「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道出死亡不是人生的終結，而是

人生的圓滿，全不為自己的錯失開

脫，坦然面對自己，明白過去種種錯

失的機會。這個名為「七印」的展覽

以重複的文字光影，讓人置身生死的

循環，與油麻地的拆卸與裝嵌的霓虹

燈招牌，以及新式豪宅的落成與唐樓

重建，形成強烈對比。 

                                                 
1
「真理的啟示發生在歷史裡，人類的救贖…當過去

的每一刻都可以引述時，人們才有可能明白歷史上

的真諦。」參馬國明(2009) 班雅明, 東大圖書公司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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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之所以是傳統，不是因為它屬於過去，而是因為它屬於現在 

經過新填地街，看見一間老舖，名叫

「勝記麻包」。據說香港只此一家。過

往油麻地是貨物上落運銷的集散地

區，而「勝記麻包」則為當時盛載白

米而生產麻包袋。七、八十年代後，

因白米改為以真空的膠袋包裝，以方

便轉放在超級市場出售，麻包袋盛載

白米變成「集體回憶」。那勝記為何仍

生產麻包袋？因為建築地盤在廢料處

置上仍對麻包袋有大量需求。「勝記麻

包」既是傳統又是現在。這富有特色

的兩層唐樓舖址，將面臨重建發展而

消失，但「勝記麻包」雖然仍作為工

業生產的生態鏈的一環（生產麻包袋

處理盛載建築廢料），但作為油麻地的

傳統行業，「勝記麻包」的映像將會消

失，還是保留？班雅明曾說：「如果這

個世代不能從過去的映像裏找到切身

利益所在，那麼過去的映像也會從此

消逝。」(ILLp.257)「勝記麻包」等傳

統行業，既承傳傳統上的技藝，又具

現實上生產貢獻的「過去映像」，它如

何在高舉「西九要發展」、「舊區及空

間需要重建」、「社區社會要改善和進

展」等旗幟和論調下得以保留？保留

的不是舊址這物質和經驗空間，或是

如「美利樓式」移花接木般的保留，

而是保存「勝記麻包」等行業的社會

生活面貌的映像或關係性的空間，以

免散失，兼可相傳。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位於砵蘭街

有一間幼稚園，名叫便以利幼稚園，

外型似一座教堂，門口對著的是上海

街。其中有一間幾十年的打銅店舖，

不時發出噹噹的打銅聲，初時都以為

是幼稚園頂層的鐘樓傳來的鐘聲，街

坊發現真相後都感到這是蠻有趣的組

合。但相信在日後，以「新面目」、「講

效率」、「精密計算」等理性及強行手

段下的重建城市，絕對容不下這些打

銅與銅鐘聲的併合與錯置的空間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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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著和認出其中尚未完成的希望或錯失的機會

 

「M+進行：油麻地」展覽以「遊牧」

式點對點將油麻地與藝術裝置連結，

如走過廟街、油麻地警署、文明里休

憩處（可口可樂大型藝術裝置，後面

是新型私人豪宅，前面是破舊的唐

樓，新舊對比，相映成趣）、砵蘭街（名

為以捍衛核心價值的活動）、上海街

等，這些街道構成了地理上的油麻

地，借用班雅明的比喻：「星座與星

星」，以星座（理念）代表油麻地，這

些街頭巷尾所發生的人和事比作星

星，這裏的人和事就是油麻地的具體

表達。班雅明在〈歷史哲學命題〉批

評「歷史的真義不是把在於歷史事件

的因果關係串連起來就能表達」，歷史

的意義在於啟示，在於真理的自我表

達。展覽所觀看到的藝術裝置與背

景、建築、人群，以及歷史留下的舊

點滴把過去的故事引述，認出未完成

的盼望。斷斷裂裂的故事，和點點滴

滴的人和事，讓我們認出了香港一代

「無根」的這段錯失的機會。不論當

時或現在的油麻地或是其他香港地區

的市民，辛勞勤奮地工作，都想找回

一個安樂窩，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建立彼此期盼的「烏托邦」。班雅明所

述「將過去帶回來時見到的不只是過

去，是過去又是現在。」，就像每年的

六月四日，過去又是現在，這段「歷

史」再會以何種方法表達，把過去召

回，並且被認出尚未兌現的承諾。換

言之，時間不斷消逝的規律已不復

見，過去又是現在，時間靜止了。又

或者是過去一刻和現在的一刻融匯成

一種不會過去的時間，即命題十四裏

所說的 Now Time（Jetztzeit）。這也是

歷史時間的真正意義。 

 

總結 

在這次「M+進行：油麻地」展覽中，

從回憶過去在這城市的點滴和映像的

同時，感到周遭充滿了物質現實、消

費及商業主義，我們不可能只在這般

的生活遊盪，我們亦有情感、恐懼、

幻想和夢想。這些空間都是我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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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或許這些空間的再現，如班

雅明所想一樣，透過攝影、電影、詩

意意象、藝術重建等再把「過去」帶

回「現在」，把錯失的機會、失落的盼

望，如讓一個幻想、一場夢和失去的

記憶，藉與藝術表達相遇，而給予重

現或再現，而得到更多可能或釋放（解

放與救贖）。「M+進行：油麻地」展覽

或許是眾多的一個，又或是開始。 

 

明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報導

了著名攝影記者劉香成在香港舉行名

為「劉香成看中國」攝影作品展，以

四年時間蒐集了四百多張，來自八十

八名攝影記者有關新中國六十年的相

片，在作品展展出。這些相片反映另

一面的中國，如一幀一九八零一位年

輕人在紫禁城揮舞可樂瓶的照片（同

年可口可樂在北京建首間工廠），另一

是六四民運時，在坦克車駐守的橋下

騎單車的情侶、還有天安門下的溫習

生和擠火車的民眾。小生活是最貼近

民眾的，這些照片會如劉香成所願：

「為中國歷史補白」，又會為我們或祖

國認回錯失的機會、未兌現的承諾。 

 

參考書目： 

1. 馬國明(2009) 班雅明, 東大圖書公司 

2. Benjamin, Walter (1968):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pp.201-215  

3. Harvey, David (2003):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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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憶香港：多元文化是如何失去 

趙智勳 

 

歷史感和多元性 

到台灣旅行總是一件賞心樂事。台灣人大都對旅客十分友善，而台灣的自然風景

也是清明秀麗，令人心曠神怡的。台灣的美不單是好山好水，儘管是在台北市區

的市集，遊人都會體會到和香港截然不同的人文景觀。當乘搭捷運鐵路離開現代

化的台北商業區去到不太遠的淡水老街，旅客便可以像發現「新大陸」一般，對

台灣的經濟成就外，多了另一重的認識。在公明街、中正路和環河道路上，有很

多饒有風味的景象和事物，如漁人碼頭，沿海建築依然保留，四處都是和漁業有

關的食品和食肆，令人不難聯想起三百前的滬尾（淡水舊稱），
1
這個台灣北部最

早開發的商旅船舶和捕魚業的集散地，往日繁榮興盛的景象。雖然今天淡水的捕

魚業已經式微，遠航船隻也不以淡水漁港為落腳點（取而代之的是絡繹不絕的境

內外遊客），但是沿路港口景致，和美餚琳瑯滿目，風采依然。尤其是當沿著公

明街一路走的時候，魚鮮和海水的氣味，配合各樣的在街上擺賣的熟食攤販煮食

的香氣，四處飄揚，更加令人印象難忘。由鮮魚香、海水的氣味、煨魷魚香、各

種鹵味的香氣，或是不太令人愉悅的摩托車的電油味交替地出現，整個市集彷彿

用氣味構成了另一層次形式的間隔，令人閉上眼睛，都知道自己的大概位置，或

身邊或許會出現的事和物。 

 

（圖片來源：www.jmxfw.com） 

 

                                                      
1
 交通部觀光局,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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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淡水老街，並且和很多台灣有特色的社區一樣，直到今天，依然能保有它

們各自的特色。這些社區保留了的不單單是建築物，也保持了當地居住的人的生

活方式和文化；雖然很多當地人都不再耕田或出海捕魚，但是大體上他們的生活

改變不是突變式，或推土機式徹底拆毁重建的，而是相對上有迹可尋，有根據、

有歷史的。所以，當地人或者是遊客去到他們社區的時候，還是會看到一些舊日

生活的足跡；一些重要的，值得後人紀念的事物，還是會看得到的。新事物和舊

事物並行不悖，社會是多元化的，既有傳統的茶店和攤販，同時也有國外的星巴

克和麥當勞，人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事物，而又所費不多的。 

 

香港：單調的城市 

台灣是唯一一個以華文人口為主，而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在經濟上奉行資本主

義的發展模式。他們能夠在經濟上做到基本上自給自足，更擠身於世界發達國家

之列；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能夠同時保持新和舊的文化，生活模式並存。在先進

的大都會文化生活底下，一些往日的精緻工藝仍能持續而不致式微或被淘汰，有

些所謂舊工業（如有機稻米），更能浴火重生繼續活躍下去。可見，台灣的社會

形態是多元化的，文化上是多姿多采的。 

 

可是，香港作為另一個以華文人口為主，而（有限度）實行民主政治，並經濟上

奉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亞洲地區，在文化上的多元性，不論由傳統、生產模式，

以至日常生活實踐等各方面上，情況都和台灣十分不同。香港過去的生活面貌，

尤其是創造了香港本土特色的平民文化生活，都正在以高速度地消失。 

 

香港近三十年最明顯的城市變遷，可說是大型商場的興起和街道的消失。在大型

商場裏，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感官刺激：在視覺上，商場內有璀璨華麗的燈飾佈置，

尤其是節日期間，千萬原素創造出來的視覺奇觀，更成為遊客駐足攝影的佈景；

大型半導體屏幕上無休止地播放著潮流節目，由俊男美女輪流示範最新的服飾化

妝；每一間商舖擺賣的貨品，都有半導體屏幕或海報展覽著最新的產品，並且都

有令人心動的價格折扣。在聽覺上，熙來攘往的群眾聲音成為背景音樂，配上潮

流音樂或其他不同的節日音樂輪流播放，旨在告訴人們正身處廿一世紀先進城市

的心臟，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夢幻、歡樂、消閒的地方。在身體的感知上，大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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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通常都是室內空間，建築內部時刻嚴格控制的空氣和燈光調節，令人失去日與

夜的時間觀念，甚至有時空錯亂，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的感覺，務求叫人更容易投

入，更易被說服去進行消費。味覺上，大型商場從來不乏餐飲食肆，琳瑯滿目的

美酒佳餚時刻於人前，令人食指大動，只要肯付出金錢，無數食品隨時可供消費

者細意品嘗，帶來味覺享受。 

 

但很奇怪，唯獨剩下的一種人體觸覺：氣味嗅覺。在今天的商場設定當中，彷彿

是缺席了，遺忘了。 

 

嗅覺，氣味，回憶 

嗅覺是很特別的。首先，人們最愛品嘗食物的「味道」，但其實人類的味覺並不

如嗅覺般敏銳和多元化。食物的味道，很大部份是依靠嗅覺去品嘗的（想想大家

重感冒，或捂著鼻子喝苦茶的經驗）。除此之外，人們對嗅覺器官的運作認識並

不算多，但不可不知的是人對氣味的認知和記憶有莫大的關係。有生物學研究指

出，嗅覺是五感（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和嗅覺）中，唯一一種能直接刺激人

腦中負責長期記憶和情感的杏仁核（amygdala）的感官，
2
所以人們在氣味和記憶

之間的聯繫，比較其他感官和記憶之間的聯繫要強和直接，也未必要經過「賦與

意義」的聯想。科學上有此觀察，文學上也相似的看法，班雅明說過：「重温的

氣味足以覆沒長年累月。」
3
而法國詩人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著作《追憶

逝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更仔細描述了味道和回憶之間的關聯

（他自己就是因長大後，偶然嘗到童年把瑪德萊娜小蛋糕浸泡在茶水中吃的味

道，勾起無數回憶而開始寫作的）。 

 

人認識氣味是通過日常接觸（tactile appropriation）而非意義運作。而也正因為嗅

覺是如此原始和與記憶糾結，所以時至今日，氣味還是難以複製、創造和欺瞞。

故此，在今天創造「現代大都會理想生活」夢境的大型商場，對於不能駕馭掌握

的嗅覺感官，採取了和其他感官截然不同的處理：就是把它規範化，甚至消除。 

 

                                                      
2
 聯合報, 2011 

3
 馬國明, 路邊政治經濟學, 2009, p.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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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味商場 

今天的大型商場取代了舊日的市集，成為除了工作地點以外，日常生活的活躍中

心。然而，大型商場的興起，是一件頗為複雜，影響深遠的事，亦是很值得研究

的事。況且，單單說大型商場使人物質文明進步，人們不再經常要日曬雨淋，和

走到地方濕滑的市集買菜回家做飯，但這並不能適切地解釋大型商場當中的種種

設置。就以對氣味的處理為例，如上文提到，在大型商場內閒逛的大眾，在絕大

多數的情況下，是嗅不到任何氣味的。在商場內的超級市場（如City Super），所

有食物都是用密封包裝的，封好才端出門市，就連氣味強烈的榴槤，消費者也不

會感受到它是如何的「香甜」（或可怕），頂多只可從包裝紙上的說明，告訴消費

者它產地是哪裏，是如何的聞名珍貴，希望用言語說服消費者。商場內的海味店

也一樣沒有氣味，所有會散發味道的生曬咸魚、瑤柱、蠔鼓等貨品，都會一包包

的用塑膠袋封好，絕不會像往日大街上的海味店一般，一籮籮不封掩的端在舖面

供人仔細選擇。甚至製作食品的食肆餐飲店，人們路過門口時也不會嗅出什麼味

道，只有當消費者決定進入食肆消費，侍應把食品端至枱前並揭開蓋子之後，才

會嗅到食物的香氣。 

 
（圖片來源：www.uukong.com） 

 

其實大型商場內的商舖，並不是本來就沒有氣味，而是商場管理者通過合約，限

制商舖的行為結果。商場主要的目的是製造一個「購物消費空間」，讓置身於當

中的消費者能作出最大、持續的消費。故此，商場的空間實踐主要是以視覺製造

各樣的幻象，將商場空間夢幻化，成為一個超越於其地理位置的地方（如元朗

區），成為只以消費購物為目的的一個「空間」。當市民在進入商場之後，他作為

「消費者」的身份就被大大強化，變成以消費行為為目的的「購物人」，一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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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消費意欲的事物都會被排除在外。氣味嗅覺，這種善於刺破眼前假象的感官，

自然也要「被」處理掉。 

 

其實在閒逛商場時雖然不感覺有甚麼氣味，但有時我們還是會用得著我們的鼻子

的。例如走近售賣西方香水香皂，或化妝品的店舖，都會有撲鼻的香氣，令人置

身仙境一樣。店員會把近日最受歡迎的產品拿出來，讓消費者試用，看看香味是

否合乎用家口味。又例如在食肆進食期間，消費者的味覺和嗅覺其實都是同時間

享受著口中的食物的。可是，在商場空間之中，嗅覺可令人分辨真偽，和帶來回

憶的功用，這非但沒有促進消費的效用，更加有可能刺破商場空間的夢幻感。例

如，當情人節前夕，置身浪漫裝潢的瑰珀翠（Crabtree & Evelyn）中選購香水給

最愛的另一半的時候，卻同時嗅到樓上和民居食屋的串燒牛脷，那叫人如何還可

以投入呢？又如在萬千星光的白色聖誕佈景前選購萊斯巧克力（ROYCE' 

Chocolate）作為聖誕禮物的時候，卻隱約感受到冬天臘鴨脾煲仔飯的香氣，那種

感受就像從浪漫的星河，被硬生生地拉回地球上一樣，十分複雜。 

 

（圖片來源：foodpara.com） 

 

所以，商場設計就是要盡力消除所有破壞（消費）氣氛的事物，包括那些令人勾

起回憶的氣味。這些氣味本來就是日常生活中令人愉悅，叫人對所在地方產生感

情和歸屬感，帶來共同經驗和群體認同，幫助人想起往事回憶的重要原素，但放

諸大型商場的空間實踐時卻像是洪水猛獸，非得要訂立規則阻止不可。所以，商

場管理者要求海味店把貨品包裝好，而規定超級市場和食肆只能在裝了強力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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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的廚房準備食物，把氣味像處理垃圾一樣的處理掉，排除於空間之外。而當

這種氣味由大型排氣裝置送出到商場大樓後方的路旁時，已經不可分辨，成為夾

雜著油煙和各種異味的廢氣。 

 

而管理者就是如此管理著這個商場空間，藉著感官的管理去維持商場夢幻的感

覺，促進消費。 

 

規範化背後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 

 
（圖片來源：http://blog.yahoo.com/_XO3DOIGCARQVIMHPEWOJXGXYQU/） 

 

香港近三十年內落成的大型商場，可說是多不勝數。通常大型商場都座落於地理

上的交通中心，並且會與政府分擔興建交通配套的責任，務求能影響道路設計，

改變人流和路線，使得任何經過這些交通點的人，都要經過這些大型商場。例如

整個沙田港鐵站，也是設在沙田新城市廣場之內，乘客如果想要不經過商場而到

達附近的屋苑，就要用唯一一個商場外的出口，繞過大彎才能抵達。不但如此，

整個新城市廣場的商場系統是由七座建築物加上連接橋而建成，港鐵站十分鐘的

步行範圍皆盡在規劃之中，行人如果要由屋苑步行至港鐵站，其實不需要亦難以

在地面走動，而必須經連接橋進入一個又一個的商場才行。所以，所有港鐵附近

的商業活動，全部被囊括在內。如此一來，公共交通樞紐變成私人擁有和管理的

商場範圍，商場擁有者便可以進行上述提到的空間改造：把交通樞紐範圍，改造

成一個以強化消費經驗為目的的消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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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大型商場的空間實踐，看似先進文明，但事實上卻是十分粗糙、魯莽，霸道

和充滿破壞性的。就如之前所說，為求維持虛構的消費空間，商場管理者甚至刻

意去除閒逛群眾五感中的嗅覺。另外，這種商場空間實踐是植入式的，非歷史性

的，和周圍環境的建築以及人文風景格格不入，是具有排他性的。然而，這種外

來的商場結構，為原來居住的人帶來額外規範，破壞了本來多元、獨特的街道景

觀，現實上卻是如此的成功。面對這情況，社會上的反抗聲音那麼微小，而這些

商場卻愈建愈多，這是什麼原因呢？相信這和香港人能徹底擁抱資本主義的文化

邏輯，有很大關係。 

 

全面擁抱資本主義的香港 

多年來，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深植於香港人心中，並有著凌駕性的地位。「追求

無止境增長的資本累積」既為資本主義的精粹，商場作為消費行為的中心，管理

者遵守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想盡辦法促進消費，賺取利潤，實在合理不過。故

此，資本家和政府聯手，通過改造交通系統，嚴格執行法例，取締違例攤販，取

消被認為是欠缺效率、欠妥善管理的小商販，把人流從街道「收集」到大型商場

建築群之內；然後通過不斷擴大商場建築群，把交通樞紐週邊的範圍私有化；通

過控制租金來掌握利潤；利用空調、視覺影像、聽覺、氣味的控制，創造上帶有

夢幻感的商場消費空間，進一步促進消費；最後，將一切有形無形的需要，甚至

原有的權利商品化。例如，往常街道上通常總有一些公眾座椅，或花槽石礐可供

人有需要時稍事休息，但在商場內此等設備則是嚴重不足。如果坐在商場的地上

必定被保安警告，結果非得要進食肆餐飲店消費，或到鞋店假裝試鞋才可以休息

一下。 

 

以上策略，無非是為了增加資本家能夠得到的利潤。然而，資本家的做法，如無

恰當的規管限制，實會大大侵害社會孕育多元文化的可能。當社會不再多元化，

每個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模一樣，有著同一個目標，做著同一件事，大家的行為

以及生活節奏都按著同一個軌跡運行，這將會是一個十分沉悶單調的社會。當所

有人看所謂好的東西，都只有一個判別標準（就是符合資本主義累積資本的要求

為標準）的話，那麼好的事物也許就只有極小數，而所有人都會以此為樣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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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複製一式一樣的事物。奇怪的是，香港社會似乎真的就以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為

衡量一切行為的最高標準，大眾市民限制著自己「不能做」，而又想做的事，迫

使我們改變自己原有生活方式的城市空間，我們彷彿無知無覺，甚至是想法子去

配合。多年來，討論香港街道多元文化消失的學者並不少，但在大眾中的迴響（相

對帶來的影響）並不大，普羅大眾似乎都認為這是必然和合理的，是經濟發展帶

來的必然情況。 

 

為什麼香港人會如此甘心樂意，全盤接受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呢？ 

 

身份問題，忘了歷史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百多年，其實有著頗為特別的歷史。在殖民統治的百多年

間，香港人口絕大部分為華人，而統治階級卻是操英語的英國人。英國人採取的

是間接管治，由中國人的商人階級落實管治政策，居中化解政治矛盾。碰巧，近

百年來中國連年戰事，香港這個殖民地算是偏安，香港人對英國管治的反抗聲音

並不大。當年在港的香港人當中，很多都有家人在中國大陸，文化傳統也是中國

的傳統，所以一直以來，香港人都不懷疑自己的「中國人」身分。直到五十年代

初，因內戰和其他政治原因，港英政府關閉邊境，香港人不能再返回內地而被迫

定居在香港。由於他們是被迫留下的，他們的「鄉下」還是在內地，所以他們只

視香港為安頓的地方，是過客，政治上同時也無太大的要求。 

 

一直到七十年代，情況才有所改變。經過「六七暴動」事件之後，港英政府發現，

往日的無為間接管治方式已經不能持續下去，於是改轅易轍，全力改善民生，希

望以績效繼續維持統治合法性，並且開始以電視台推廣「香港概念」，宣傳「香

港人」的身分。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大量移民人口湧入，

連同五十年代留港人士在港誕下的第一代，漸漸視香港為家。接著的二十年，香

港挾著內地「南方窗戶」的優勢，連同在內地逃亡出來的北方資本家的工商技術，

香港的轉口和工商業貿易迅速興旺起來，成為東南亞其中一個發展得最快的現代

經濟城市。結果，這個由政府起初為著政治需要而建立出來的「香港人」身分，

開始為香港人所接受，更順利成章地和經濟成就掛鉤，「由小漁港發展成今天的

金融中心」、「獅子山下」的大論述，逐漸便成為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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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真的可以單憑經濟成就，去為自己的身分定位嗎？發跡了，就代表他不

用尋回生母嗎？其實兩者本來並沒有關係。在文化、傳統的認知上，港人某程度

上心底裏還是承認自己和「中國」有關，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今天中國

的政治現實是共產黨執政，令從來生活於自由環境的香港人對中國存有一份戒

心，也不明白自己可以認同的是怎樣的「中國」？是文化上的中國，種族上的中

國，還是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香港人對此是若即若離，不知如何自處的。 

 

結果，香港人發展了一套思考體系，來處理他們的身分矛盾：就是失憶，徹底擁

抱工具理性。 

 

失憶是解決方法？ 

香港人擁抱工具理性的傾向是很明顯的。有些政治人物二十年前領頭出來譴責中

國共產政權屠殺人民，今天卻時時向香港人為中國政府說項，而且還是會由他們

繼續在政治圈「為港人服務」，原因是香港人認清了今天的政治現實，不作不見

效果的爭取和抗議之故。要工具理性運作暢順，就要放下對價值、原則的堅持，

相信「以最有效的方法達到目的」就是正確的做法。所以，香港人或許都不完全

認同「獅子山下」精神是香港的成功因素，但他們選擇不費勁去想這事，而將一

切的重心放到「如何維持現有的經濟成功」之上。「如何」完全取代了「為何」，

令香港人每天生活只為忙著如何用最有效方法去解決今天的事，而不去想「為何」

會這樣。 

 

不去反思追溯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事情的因由，不回顧前人的付出和願望，令香港

人把對往日的困擾和矛盾的身分問題「忘記」；更進一步，讓自己完全擁抱「由

漁港發展成金融中心」的成功經濟人身份，繼續向前看，讓記憶變得短暫，只記

著眼前最新的事物，更加能迎合這個生產和消費週期，這是愈來愈短的後福特主

義時代。 

 

這種心理狀態，令香港人可以全面擁抱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並對之完全失去批判

性，成為一個個適合晚期資本主義中，能承受時空壓縮的生產者，和消費週期愈

22



 
 

 

來愈短，消費各種視覺符號的消費者。 

 

回復尋溯，恢復記憶，找回多元生活 

如果香港人完全服膺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不惜犧牲多元化和自己的文化

歷史醞釀出來的美好事物，容許新興的卻又同時單調的、非歷史性的、無在地性

的城市生活和消費模式，如推土機一般改造生活，如果這是出於對自身身分定位

潛意識上的逃避和忘記的話，那麼，要恢復人們對香港多元文化的想像，包容並

舉，就先應該恢復香港人回憶的能力。班雅明的一句話說得好：「回憶是在一件

曾發生的事件當中無限次穿插飛舞的能力。」
4
是將舊日發生過的事情，用今天

的認知，把它帶回來，這和今天常說的「懷舊」完全是兩回事：「懷舊」是在資

本主義旗幟底下鼓勵消費，把歷史、記憶用各種符號商品化，包裝起來再出售，

這是符號商品化的行為。懷舊是選擇性的，帶來的歷史亦僅僅只有愉悅的感覺。

而「回憶」，則是一個把兩個時空（以前和當下），意識上重叠在一起的經驗。回

憶帶來的不單單是緬懷，更加有反省、勉勵、祝福、儆醒的作用，令我們暫時脫

離各種權力運作，得以幻想未來，審視過去，好好看清過往被勞役的、沒有被紀

念的人的付出，以及他們各種未完成的願望，使我們重新對今天的社會現狀有更

整全的理解。 

 

懂得回憶，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事物的真正價值，感受晚期資本主義常常鼓勵沉醉

於各種幻覺，消費符號意象的荒唐本質。資本主義鼓勵單元文化，一切以（累積

資本的）效率為先，只存在一個「最好」，結果所有事物都只會朝著這方向發展

並大量複製，事物變得單調，甚至嘩眾取寵，以「奇觀」式形象出現，以曝光率、

知名度來定義存在價值。 

 

當香港人懂得回憶，讓回憶在現實中「穿插」，人們就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體會

到超越於知性以外的感知，得到由回憶帶來的觸動（Eroticism）。那樣，日常生

活就不再是追求重複的，無在地性的，由消費過程獲得的快樂，而是多元化，個

人化，隨時隨地從生活中有意無意遇到的觸動。社會也不再要求不斷的複製唯一

                                                      
4 馬國明, 路邊政治經濟學, 2009,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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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成功方程式，而是人人皆有空間尋找自己的生活，社會因此變得更包容，

更豐富。 

 

結語 

有天，傍晚時分我在露台看風景，突然嗅到陣陣香氣。那是十分熟識的炒蛋香味，

令我不期然想起中學時代和父母一起居住的日子。那時的周日通常沒有甚麼地方

去，也沒有什麼非做不可的事情，下午打籃球後，就會回家洗澡，再邊玩電腦邊

等待吃晚飯。等待的時候，常常就會嗅到母親的炒蛋香，肚子也就特別餓，非要

溜進廚房「偷食」不可。但若不幸被母親逮住，通常的結果就是被要求到街市買

東西，特別是米或油等笨重東西。結果，本已疲憊的身軀，就要因偷食而被迫再

多做一點勞動。當時可能是有點痛苦，但當今天成為回憶再次憶起，卻有一種難

得的感覺。 

 

在露台，我經歷了一次回憶在當下「穿插飛舞」的經驗。這是令人愉快，突如其

來的觸動，而且分文不需。但換轉是在新城市廣場，炒蛋香一早就被當成垃圾一

般，和油煙、熱風一起送到後街，無可能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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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聲景 

李家敏 

 

回憶、聲景、城市 

一離開水上巴士，便看見嵌在差不多已褪色的建築物牆上的路牌，沿著路牌的方

向走，進入了建築物群中的行人道，可能不是旅遊旺季的關係，沿途都比較安靜。

被夾在兩道磚牆間，嗅著河水的味道，只聽見路過遊人的細語、輕緩的腳步聲和

踏水聲。大概是早前曾下雨，心情放鬆了，腦袋放鬆了。隨心而行，眼見一個又

一個的路牌，繞過一個又一個的街角，還是找不到目的地，心想應該是迷路了。

在不經意之際，聽見從某一方傳來一群鳥拍翼的聲音，腦袋出現了一幀照片，就

知道已離目的地不遠。再沿著那道聲音的方向，繞了兩個街角，過了一條石製的

拱門通道，終於到了聖馬可廣場。第一眼便看見了那群白鴿，心存感激。在廣場

內逗留了好一陣子，離開後便沿著運河走。在大氣中突然滲出淡淡的旋律，那旋

律有如磁石般，把我的心神吸引著，又再一次試著找出它的出處。聲音越來越清

晰，似是一種樂器發出的旋律。聲音似在走動著，間中稍有停頓，然後又再出現。

繼續沿著河邊走，轉入了有一件雕塑像的小廣場。應該就在附近，而且並不是樂

器發出的聲音──是歌聲。走過了廣場，看見一座灰色石牆興建而成的小教堂，

一位年老的修女站在教堂門前，她的嘴唇在動，聲音是她發出來的，是她在唱歌。

那一刻無法相信那聲音是她發出來的，我找不到任何形容詞來刻劃它的美，像是

天使的歌聲，又像是大自然混然而生的音調。她唱完了，便走進入那小教堂。儘

管離開了威尼斯，她的歌聲也在腦海裏迴繞了數天。直至今天還記得那份「心神

被吸引著」的感覺，那已是八年前的事了。 

 

那便是我對威尼斯的回憶，由影像、聲音和氣味組成。在回憶裏無須刻意為那一

刻的視覺景象預留位置，因為那個城市的面貌都已攝入相機中。雖然不是全部，

但作為線索已十分足夠，足以引領我回想那次旅遊的經歷。但聽覺景象卻不然，

我們會用錄音裝置記下喜歡的音樂，為某些特定的情況為對話作錄音，但甚少會

單用聲音作一個環境的紀錄。在一個城市裏，視覺景象的基礎是常在的，時間或

情景會令細節稍有改動，但基本的建築物、街頭設置、道路的形態並不會有恆常

的變動，但聽覺景象──聲音的形態則每一刻都在變動，是一個城市正在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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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活動的證據。在回憶起那次遊歷中，令我體會了聲音是城市的記號，在表現

出那空間的地理、社會、文化、歷史甚至經濟活動，同時亦提供空間，帶領我們

進入想像及回憶的畫面，觸動我們的情感和潛意識思維。這既是個人獨有的空

間，又是可共享的公共空間。 

 

威尼斯並不算是完全被城市化的地方，所以在這地方還有被自然而生的聲音所包

圍──河水聲、白鴿拍翼飛翔和行人踏過濕地的聲音，也可清晰地聽見。相比之

下，香港這已被城市化的地方，我們要面對的卻是噪音問題──汽車、鐵路、建

築工程、媒體、電話和電子科技（閱讀器和音樂播放器）。身處在這個密集城市

裏，所有這些東西在活動時所發出的聲響差不多每一刻都包圍著我們，而且距離

越來越近我們的觸感。它們的存在亦形成了這個城市的聲景（Soundscape）。早

在一九七七年，聲景這名詞及定義的始創人及研究者穆雷‧夏法爾（R. Murray 

Schafer），已認為在社會裏一般聽覺環境是可以視作為社會狀態的指標來閱讀，

並可能會告訴我們社會的趨勢和演變。
1
身處於在科技文明急速發展下的香港，

這城市的聲音亦相繼地產生變化──由機器所發出的聲音已一步一步地蓋過反

映人群活動的聲音。這亦是一個提示，提示著我們在城市裏內在的日常生活已在

變質，如果這些事沒有被察覺，而被視為理所當然或普遍的情況，我們對聲音的

感知必然會相繼改變。本文會為城市的聲音作記錄，以聲景為脈絡，反映這城市

的內在形態及現存的潛在問題。夏法爾亦認為要有效地了解聲景，我們必須考慮

到過去和現在，為未來製造有成效的建議。
2
所以，同時亦會尋找在回憶裏已續

漸消失的聲景，回顧它們的特質，結合當下，探究如何建構出未來聲景的和諧，

令城市可逃離聲景被科技全面侵蝕的危機。 

  

城市聲景（Urban Soundscape） 

在城市（urban）裏生活，噪音已成了生活的一部分。主導著城市的聲景其中一個

原因大概是因為聽覺環境的設計，從來在建築和城市規劃都被忽略。雖然近年高

噪音受著各界的關注，環境保護署有噪音管制條例去監控高噪音環境，在道路設

置隔音屏障以致住在旁邊的住宅得到保護。心理或精神科專家提出長期處於高噪

                                                      
1 Schafer, 1977 
2 Schafe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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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環境中生活或工作會危害聽覺及精神健康。但事實上，噪音隨著城市化出現和

被視為社會問題已有一段時間。
3
當我們身處其中，好像這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亦不由我們控制。在這悲觀的情況下，噪音污染的結果令我們忽略了它，我們必

須尋求方法作正面研究，以改善世界聲景的和諧。
4
首先，我們必先要了解什麼

是噪音（Noise），它的結構如何？並要探究噪音是否真的主導了城市聲景，令

我們沒有選擇？ 

  

噪音──在牛津字典裏的解釋是一種聲音，尤其是一些響亮的，或使人不愉快，

或導致干擾的；一系列或組合響亮；混亂的聲音，尤其造成滋擾。但如何界定該

聲音響亮並造成滋擾？現時是有法律條例用分貝去劃分非法噪音的，但是卻沒有

一定的條件來描述使人不可接受和不愉快的聲音，因為這亦牽涉主觀因素。「我

們的耳朵沒有蓋，我們注定要聆聽。但這並不意味著我們的耳朵是時常在聽。」
5
 

 

這意味著我們如何篩選聲音進而獲取其中的資訊，是取決於人們的社會、文化及

生活習慣。而由聲音變成噪音的過程，亦跟時間及心理因素影響有極大的關係。

例如在白天，小販在街頭叫賣會視為正常不過的事，但如果在晚上零晨時份出

現，它的叫賣聲或許已成為噪音；又例如辦公室裏響過不停的電話聲，以及一些

自己不喜歡的音樂。聲音其實亦是一種中介，中介著我們的活動，所以我們要去

面對和定義噪音的時候，不單止要看分貝上的數字，還要分析其內的本質及所反

映的活動。 

 

聲音轉入到我們的耳朵，由我們去決定它是否噪音，這表示聆聽者及其生活習慣

亦處於相當重要的位置。當香港機場還在九龍城的時候，飛機經過製造出來的噪

音。在長年累月下已成了當年居民的生活的一部分。因為居民根本無法改變當時

的環境，只有與它共存。習慣了以後甚至淡化它的干擾性，淡化了它對人的影響。

這便是坎貝爾所說的習慣綜合症（habituation syndrome），大概是人們對噪音最

普遍表達的反應。
6
其實這是非常危險的。現今行車路的距離跟我們的住屋，甚

                                                      
3 Truax, 2001 
4 Schafer, 1977 
5 R. Murray Schafer 
6 Truax,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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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窗戶越來越近，智能科技亦增加了城市裏的聲音。當我們將它普遍化並欣然接

受時，我們不知不覺會將聽覺的靈敏性降低，忽視被噪音影響著我們的精神健康。 

 

結構──城市聲景，自然出現於在公共空間裏的恆常活動。隨著時間的過去，城

市聲景的結構亦不斷演變。如今在室外道路交通的噪音往往佔據著整個城市裏的

聽覺空間，在室內的公共空間又續漸地滲入電子化及媒體的聲音，這可能會導致

城市聲景更單一和枯燥，令我們錯失了在香港多元文化的城市生活環境的豐富細

節。聲景形態的構成，內裏包含了不同的原素，夏法爾對聲景的分類源於對聲音

直接的感知，其特質主要分為三類：主調（Keynote sound）、信號（Signals）及

聲音地標（Soundmark）。所為主調比喻為特定曲譜的主音調，視為背景聲音，

已存在於我們的聆聽習慣裏，但卻不會有意識地聆聽。它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位

置，因為它們勾勒出人群生活的特質，亦反映我們的社會文化。信號是前景的聲

音，它們令我們有意識地聽到構成聽覺警告裝置：鐘聲、汽笛聲、喇叭和警報器，

一些單一的聲音。而聲音地標一辭是源於「地標」，是指一個社會獨有的聲音或

具備的一些特質，使人注意該社區生活的人，令社會有獨特的聲學生活，能令社

區的聽覺環境獨特，且加以保護。
7
在香港，很難找出一種聲音代表本地城市的

聲音地標，但代表地方的則有（或曾經有），那便是貫穿港島區電車的「叮叮」

聲，以及曾經覆蓋九龍城上空的飛機引擎聲，但後者絕不建意保留。雖然電車的

「叮叮」聲是由信號組成，但亦可反映出本土的交通歷史，是一個會移動的聲音

地標。 

  

隨著城市形態的改變，城市的主調亦隨著改變，為了要勾劃城市聲景的結構，空

間及時間成了聲景結構的面向。道路行車的噪音、交通燈的指示聲、行人急速的

步伐、建築工程發出的聲音、偶有小販的叫賣、搬運貨物聲等，都是地上築成聲

景的元素。然而，在我們的公共生活空間已擴展至地底，由於香港的地下交通網

絡十分完善，近年由地下鐵路伸延至各商場及商業大廈的地下通道發展，令城市

的結構伸延至地下領域。地下領域是一個沒有生氣的可怕空間，沒有晝夜，沒有

四季。在車廂外智能系統的指示聲、機械發出的廣播聲、上落車的指示聲、在車

內鐵路高速行駛與空氣碰撞的聲音、電話、遊戲機的電子聲，以及媒體的廣播亦

                                                      
7 Schafer,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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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領著整個地下空間。在地底，我們幾乎被科技完全淹沒。離開地底，購物商場

則為城市聲音劃上時間的界面，如時代廣場和海港城等等。在建築物外牆的電子

屏幕都會通知我們節日的來臨，電子屏幕又成了媒體進一步爭奪的空間，這些都

是令城市聲景在量、在質都不斷惡化的原兇。在這想表明的是，智能系統的指示

聲，和媒體的資訊聲音會是繼道路交通後，污染著城市聲景的噪音，而這些聲音

都不能反映我們生活的活動。 

 

聲音體驗──Soundwalking 

在日常的生活中，聲音的種類與日俱增，尤其是在這數十年間出現的電子化生活

──八達通閱讀器，和購物時電腦條碼閱讀器發出的響號。縱然聲音污染城市已

得到相當的關注，但亦阻不了它們的增長及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細節中。為了解

城市聲景如何成為本土城市的另一個中介，再現城市化下的生活景象，我採用了

第一身的體驗去主動聆聽。Soundwalking──一種主動用聽覺去探索城市聲音的

實踐。當走進整個城市，同時聆聽所有的環境聲音，
8
在這實踐裏可令我重新記

起，甚至重新認識身邊包圍著我們的聲音（及發出那聲音的活動）。更令我與整

個環境產生互動和對話。我攜著錄音機短短一星期，於兩個不同城市工作──香

港和廣州，以下是一段已被剪輯過的聲音作為這四天聽覺體驗的總結。 

 

而處理聲音的方法是受著前衛（Avant-garde）時期的音樂家約翰‧凱吉（John Cage）

所啟發，嘗試視城市裏的聲音作為不同的另類樂器了解其特質並譜出節奏：｢無

論我們身在何處，我們聽到的大多是噪音。當我們忽略它，它會擾亂我們。當我

們聽它，我們便會發現它的吸引。一輛卡車在每小時五十英里的聲音，站與站之

間的靜止。下雨，我們要捕捉和控制這些聲音，不使用它們作聲音效果，但作為

樂器。｣
9
 

  

 

Track 1：  

城市化下的類同──Similarity of Urban Soundscape 

                                                      
8 Jennifer 
9 Cage,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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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音地點：屯門、上環、旺角、廣州（珠江新城一帶） 

因工作關係，無意間可以在兩個城市裏進行這次聲音體驗，本來是希望作出比較

和嘗試尋找和諧聲景的要素，但最後得出的結論亦與本意有些差別。而這段經剪

輯的聲音是有意地將察覺到的問題呈現出來。除了旺角以外，其他都是我上班的

地方，廣州珠江新城一帶是一個新區，混合商業、住宅項目及文化設施的新區，

主要交通網絡是廣州地鐵，快速公共交通系統（Bus Rapid Transit）及自行車。 

 

當我開始聆聽我的聲音遊歷時，如果不是有日期及時間的顯示，我第一個遇到的

問題就是無法分別聲音的來源地。無論香港或廣州都有著相同的聲景，城市化下

製造的噪音淹沒了地區文化活動的聲音？還是根本沒有地區文化活動？在地面

上只有汽車、交通燈、步伐和電話聲，至於街邊的商舖，單從聲音並不察覺到它

們的存在，要麼商舖是有一道玻璃牆或玻璃門隔著的空調空間，要麼商舖跟道路

的距離只有四至五尺，車來車往，根本無法聽出它們的存在，甚至在進行的活動。

珠江新城一帶亦差不多，有些位置或會較安靜。雖然行人道都比較寬闊，但亦是

安置在馬路旁。在商業區內會有地面商舖或購物商場，但地面商舖全都有一道玻

璃牆或玻璃門隔著的空調空間，可能這是新區的規劃，所有設置都非常清潔整

齊。最奇怪的是路旁的綠化普遍地也十分美觀，但只聽見樹葉搖曳卻聽不見雀鳥

叫聲。廣州的地下空間，除了語言外，基本上分不出與香港的地下空間有什麼分

別，都只是有媒體及智能科技發出的聲響和廣播。 

  

城市化空間建設無疑令我們的生活更便捷，更快速。完善的城市規劃亦令城市的

外貌井井有條，將地面和地底的建築物、道路、行人通路和公共空間外貌至功能

都規管好，結果連我們的生活及行為都一同被規管。公共空間如道路、街道、天

橋成了城市人／車高速流動的硬件。公園、廣場只是美化及調息的地方，在這些

空間的聲音裏找不到當地社會歷史，生活文化的任何線索，同樣的問題，智能科

技和媒體已滲入生活每一個細節，它們發出的聲響雖然算不上是高噪音，但種類

繁多且無處不在。它們有能力令人們在當下抽離現實，尤其智能科技的聲響是沒

有內容，亦沒有文化基礎的。城市化空間幫助了它們主導著聲景，令人們越來越

難以通過聽覺信息來辨認個人身份，不單在城市的視覺景觀，連聽覺景觀都容易

觀察出生產城市化空間時亦相對生產出同質化空間。縱觀全球，城市化在外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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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大致只有一條方程式，那就是將人的活動移至建築物內並向高空發展，而將

人的流動續漸由地面移至地底，將地面空間可變成覆蓋範圍更廣的運輸網絡和美

化環境的綠化空間，規劃面向完全傾斜於生產、經濟及管治的效益，而漠視人生

活基本模式.  

  

重拾城市聲景──Retrieving Urban Soundscape 

情況看似非常悲觀，但我們是有能力令情況改變的。例如把手提電話調至震動模

式，或想想八達通的指示聲是否可調低等。記得在東京鐵路某些車站只需要核實

入站而不需核實出站，可否嘗試用這方法來減少製造噪音？曾經去過一所健身中

心，差不多每組健身儀器面前都有一部播放著不同節目的電視機，但我只聽見室

內的背景音樂。如果想聽的話，只要用有收音機功能的手提電話調準頻道，便可

用耳機連接收聽。這樣的設備其實亦可加入港鐵、巴士車廂內或戶外的電子屏幕

中，至少可讓我們有選擇，亦不會對現有的環境造成太大改變。除了改善這些細

節的構思外，保育亦非常重要，保留可代表社區的聲音地標，保留既可代表該社

區的歷史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聲音（無論它是否噪音），及保留逐漸消失的無聲。 

 

與回憶對話 

地點：屯門、旺角 

我再一次用了soundwalking的方法重回我從前生活過，充滿回憶的地方。由步行

帶領聽覺這活動，連接著我們曾經生活於時空以外那部分的自己。這樣一個反思

性路線、行程和探索有助於理論化地方，加上了一些照片的幫助，可重塑當時零

碎的聲景，構成了一個當下與回憶的互動。但這次聲音的歷程並沒錄音，因為聽

覺景象已在腦海。 

  

我回到兒時住過的公共租住房屋（簡稱公屋），沿著從前上學的路走，在這短短

十五分鐘的路程，我經過了街市、大排檔、屋村商場、公園、球場和社區中心。

記得那時下課後，媽媽通常會到街市買菜，而我跟妹妹都非常討厭街市裏的嘈吵

聲和叫賣聲，還有濕滑的地下、魚檔和肉檔的腥味，以及其廝殺的場面。所以通

常我們都會在附近的文具店逛逛，而那裏最得我們歡心的便是由二十元至二百元

不等的音樂盒。其實現在反而弄不清為何每天都到同一地方也不生厭。最熱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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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當然是節日，有時候會有嘉年華會，有時候會燒爆竹，舞龍舞獅。然而，現

今這路程的面貌已改變，街市、大排檔被拆了；屋村商場變成領匯的冷氣商場；

公園的遊樂設施都被拆了，只剩下長椅和樹木。當我在這條街道上步行時，其實

已與身處的環境進行對話。確實地，亦象徵地再次身處於自己的故事裏……亦有

助重現關於個人，以及社會意識和有集體回憶的地方。
10
無論街市、嘉年華會、

燒爆竹或舞龍舞獅的聲音都非常嘈吵，但它們都有內容，反映著公屋居民的生活

文化。街市裏商販與｢師奶｣｢講價｣的情景、肉刀在砧板上斬肉、劏魚，還有在家

禽檔雞鴨的慘叫聲，都反映著該地方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文化、商業活動和飲食文

化。現在在超級市場買菜，貨架上拿起的都是已預製好連包裝的貨物，，除了付

款，全程不會有人跟你溝通，超級市場的狀況顯得非常冷漠，強烈欠缺地方感。

街市雖然尚未消失，但卻有續漸被超級市場取締的跡象，如果街市文化不被保

存，這有我們生活文化的地方便會變成歷史。每逢節日、祭祀、慶典和開業的嘉

年華會，舞龍舞獅所發出的噪音更令人又愛又恨。同樣地，在屋村的舞獅表演幾

乎絕跡，嘉年華會亦已變質（由為小朋友而設的攤位遊戲變成了為成人而設歌舞

表演）。但這些噪音都曾經是建構本土城市聲景的一部分，彰顯社群的生活、歷

史、文化等，亦都是這些噪音聯繫著我們個人身份和地方的關係。 

 

當下與回憶裏聲景中的對比，令我們反思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經歷了價值的流失

以及生活的體驗，這些如何被規劃不自覺地改變。然而一些正面的聲音其實可令

本土城市避過同質化，回復甚至建構更有趣和有本土特色的生活環境。所謂正面

的聲音，就是至少可反映人群活動的聲音。最後我到了旺角、油麻地（以往讀書

時的地方）一帶走走。如要從聽覺尋找香港是購物天堂的價值，就只在女人街和

花園街才可找到。｢快點啦！收檔啦！平點俾埋你啦！」這些叫賣聲有誰能抗拒？

又如從聽覺尋找香港是美食天堂的價值，又要數大排檔的「火喉」、「拋鑊聲」、

「摺檯接櫈聲」，還有店員在門口叫「埋黎坐！入面坐！」的聲音。最後，我到

了旺角行人專用區，一個自然而生的公開表演場地。雖然那裏的表演不甚討好，

但亦形成了當地的聽覺生態，夾雜著周圍的環境聲，一邊在唱著流行曲，走前一

點又聽到古怪的音樂聲伴著跳舞表演，雖然還不能清楚界定這是噪音或是正面的

聲音，但卻確定這是在公共空間裏代表自由的聲音。人是透過體驗才會產生對一

                                                      
10 Jenn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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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空間的感知和認知的，而當中的感知和認知不是單靠個人的感覺或空間的外

形，還要配合外在參與活動的人和物給你的資訊。所以恰當保存城市聲景，相等

於恰當保存在街上和公共空間裏一些集體、社群活動的自由。 

 

Track 2：http://soundcloud.com/kmlee-1/citiessoundscape  

無聲的力量 

要重拾城市聲景，除了要保育可代表該社區的歷史價值，和文化價值的聲音外，

還要保存續漸消失的無聲（silence）。「消失的原因主要因為對無聲的恐懼，人

害怕沒有聲音如人害怕沒有生命一樣，避免了用無聲去懷抱對永久生活的幻

想……在西方社會，無聲是負面，空虛。」
11
在夏法爾的研究中他們亦發現在西

方文學作品中描寫無聲的比率由一八一零年的百分之十九降至一九六零年的百

分之九，而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大部分用負面的形容詞來表達無聲。
12
長久以來，

人對無聲的概念改變，忘記了無聲的價值。在聲景中的位置，無聲是聲景裏保持

健康的要素，在無聲的環境可令聽覺更靈敏，令我們更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所以

要進一步改善城市聲景，要改善構思、保育，還要在有聲跟無聲規劃中取得平衡。 

 

體驗將城市聲景具體化，更反映城市化問題已侵入人的感官，影響著人的行為。

精神對環境的感知，同時回憶卻給了我們正面改善的提示。但其實這並不足夠，

因為如何建構或怎樣建構舒適的城市聲景的問題尚未解決。很可惜，這都不是我

們範圍以內可做到的事。人在城市裏是如此被動，可以做的就是從自己開始，尤

其在香港大部分的情況下，規劃也好，建築也好，室內設計也好，聲音只會是設

計的其中一個因素，而不會是主導的要素，何況在既有的環境下作出控制？這是

更困難的事。所以，相信現今最重要的是從教育提高對聽覺環境的意識，畢竟聲

音穿透及影響人的意識的能力遠比影像高，影像可以選擇不看，但聲音卻不可選

擇不聽，雖然音樂播放器可令聽覺隔離聲景，但卻擺脫不了固有的問題。 

  

參考書目： 

  

                                                      
11 Schafer, 1977 
12 Schafe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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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 and mining 

—an analysis on women in subordinate position 

Miao Siu Mei Mignon 

 

 Mining is one of the rare global enterprises that is generally perceived as a 

‘masculine’ industry—a dirty, risky job in which women seem to play an insignificant role.  

This general view misleads the fact that women actually are and have been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mining industry.  Women have worked as miners fo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before the mining business is seen as one of the masculine jobs in current world. Yet, 

women are concentrated in low paid, unsafe and risky mining jobs that use low or no 

technology as they take up jobs that the male workers refuse to do or simply dirty jobs are 

the only available ones the women are given to. Besides getting the rough jobs at the 

minefield, women are constantly being harassed on regular basis, from being told upon 

sexual jokes, gender comments, harassment to sexual assault, given the general view of 

women aren’t supposed to work in the minefields if they are not tough enough.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particular topic after watching an American movie called “North Country”, 

a movie based on the first  sexual harassment case in American history about a female coal 

miner filed a class action status against her employer , Eveleth Mines, in the 1980’s and 

thought this particular movie would be a good topic for my paper. It had everything I was 

interested to explore—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tough female characters.  The movie 

wasn’t as good as expected but it got me interested in the area of women working in mining 

industry.  It is simply because I couldn’t imagine the kind of sexual harassment being 

projected in the movie could actually happen in the real mining industry, so I looked it up on 

the internet and see if the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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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is as serious as it seems to be. In this paper, I will provide a brief background story 

of women being in the mining industry, an industry emphasizing masculinity along with the 

case study of Jenson v. Eveleth Taconite Co., the first class act sexual harassment case 

reported in the American history,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women seen as 

subordinate group under the field of gender equality.  

Summary of the real event which inspired the birth of the movie “North Country” 

 The movie “North Country” is about a story on a female miner suing her company 

for sexual harassment after experiencing and witnessing numbers of harassment and 

assaults resulted in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1991. The movie itself is a dramatization of a 

true event of Jenson vs. Eveleth Taconite Company, the very first class action sexual 

harassment lawsuit to reach federal court in American history.  Lois E. Jenson, an employee 

at Eveleth Taconite Co. filed a class action lawsuit, along with other fourteen female 

colleagues against her employer on sexual harassment by violating both Civil Rights and 

Minnesota Human Right Act and seek for prevention on sexual harassment from the future. 

Ms. Jenson claimed that her female colleagues and herself experienced numbers of 

inappropriate behaviors, such as unwelcome touching (including kissing, pinching, and/or 

grabbing) and using offensive language directly at the women as well as frequent comments 

that women didn’t belong in the mines as they kept the jobs away from the men.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idence being presented in court during the trail was from Ms.  Angel 

Alaspa, one of the claimants. Her testimony documented some of the physical and verbal 

harassments she experienced as an employee at Eveleth. She claimed that during her six 

month period of pregnancy while working at the Eveleth, a male college frequently 

approached her and made sexual suggestions, tried to hug her, followed her around, and 

invited her to go fishing in bikini. These acts were offensive, unwelcome and demeaning to 

Ms. Alaspa. Furthermore, one day she was lining up to submit her time slip wit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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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a male colleague came up behind her and pushed himself, in a state of erection, 

against her buttocks. She felt shocked and angry but didn’t make any further reaction until 

now because she believed that no one would believe her and she didn’t want to lose her job.  

As the court case record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exually explicit graffiti, posters 

and notes found on the walls of various areas such as offices, tools rooms, lockers in the 

female resting room, both work and personal vehicles and even in inter office mails. They 

would write offensive words on the wall with paint, and at one time, the words were 

painted on walls with feces.  They also claimed that Eveleth Taconite discriminated female 

for not hiring or promoting them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The claimants submitted 

statistical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ere were 159 people hired into non-temporary hourly 

jobs between the years of 1981-1990. Two of them were women. There was only one 

woman hired out of 47 people as laborers. The claimant also summited evidence that 

women were not selected to serve as temporary 1“step-up” foremen. The positions were 

not posted and no application procedures existed.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no woman 

was being selected for such higher position during the years of 1981 and 1990. The female 

miners also testified that they didn’t receive any training to qualify for the next job in line of 

progression. Superior and foremen decided who received training and there was evidence 

indicating that one woman was told the next job in her progression was unsafe to her and 

she was passed on such training and promotion.  The trial ended with all fifteen women who 

filed for the class action case rewarded with settlement with Eveleth Taconite with over 3.5 

million due to Eveleth Taconite engaged in a pattern of maintaining an environment sexually 

hostile to women.  According to the court record I found on website, the whole purpose for 

Ms. Jenson and her fellow female colleagues for filing such case was they wanted to know 

whether individual women were treated differently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and subjected 

                                                           
1 Jenson v. Eveleth, 2012, Lexis Nexus Academic, http://proxy1.library.ln.edu.hk:2109/ap/academic/ 
(last access on May 2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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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ostile work environment. To them, Eveleth Taconite discriminated them for being 

women.  

Brief history on women and mining 

 Why would women want do get in the coal mining field, I thought to myself after 

knowing more about the case of Jenson v. Eveleth. The women working in the minefields are 

constantly all covered in dirt from head to toe and being in the high temperature working 

environment. Their male colleagues don’t respect them and some of them even harass and 

threaten them for taking the jobs away from other men. The spouses of their male 

colleagues don’t respect the women who hold jobs there too, as the wives believe they are 

there to steal their husbands. “The money pays well,” as the main female character claimed 

when her father strongly objected her to apply a job in the same mine which he has been 

working for the past 30 years in the movie. If this is the case for women in Minnesota to 

earn good money back then, have women working in the mining always in for good money? 

And why women would still head in for jobs in mining industries when it is well known as a 

male-centric industry? The issues of gender exclusions emerged at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s and were hardly uniform across different continents in the world. For instance, 

women in precolonial Africa minded below and above the ground; as in Andes during the 

precolonial period, women working underground considered bad luck although they were 

central to mining work. Global historical forces of colonialism or capitalism often changed 

gender roles in mining industries, limiting women’s traditional rights to earn a living.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and mining were unfair in the industrial societies as well. For 

example, the parliament of United Kingdom passed an act famously known as the Mine Act 

of 1842 which prohibited women and the boys under age of ten to work from underground 

mining, and yet, some women continued to work as underground miners illegally after the 

act was enforced.  As in North American context, women worked in the minefiel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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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ty jobs with low pay which the male miner refused to do so. The demand of female 

miners was suddenly increased as most men were recruited for the war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women miner were there to fill up large numbers of positions in mining industries  as 

the mine companies preferred women miner over black and Mexican miners at that time 

when racial discrimination was a serious issue. Their work would be about2”operating ore 

distributors, repairing cell flotation equipment, piloting ore trains and working in the 

machine shop”.  The tasks were certainly not too important that the women didn’t need to 

spend extra time on training and could be easily replaced immediately by male miners once 

they returned from the war. Nonetheless, women in mining communities were oft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ir wartime experiences, as represented by married women’s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force. The women who lost their job at the minefield 

realized that they could get independency outside their home. They began to fight their way 

to earn their rights to work in mines as a regular miner, just like other men miners in work. 

In both United Stated and Canada, women won the legal right to enter male mining 

workplaces just as the mining industry began to mechanize and moved the operations out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1970’s. The women experienced their first time to be treated and seen 

as proper miners with good wages despite the continuity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resistance from their male colleagues who would still believe that mine works is all about 

masculinity and being tough. If the women couldn’t take up the sexual jokes, they ain’t 

tough enough to work here.  

 By the year of 1980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women had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their male colleagues in mines trying to protect themselves as female in a male centric 

industry. Unfortunately, many women were laid off due to the exhaustion of mines and 

                                                           
2 Kuntala Lahiri-Dutt, 2011, Introduction: Gendering the Masculine Field of Mining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y Livelihoods, 
http://epress.anu.edu.au/apps/bookworm/view/Gendering+the+Field%3A+Towards+Sustainable+Liv
elihoods+for+Mining+Communities/5521/ch01.xhtml#toc-anchor (last access on May 2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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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ining in the business because they were not seen as better choice of employees if 

compared to other male colleagues. In the recent years, women seem to be treated a lot 

better in term of gender equality compared to the 20th century due to various laws and 

human rights, such as Convention of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adopted by United Nations in 1979, enact to protect women from gender discrimination. It 

did help to open doors for women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cultural traditions, social 

practices or stereotypes, but do all these really protect women from experiencing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all times? 

Women in subordination 

My immediate reaction after watching the movie “North Country” was how 

dramatize the movie is on the true event of Jenson V. Eveleth Taconite Co. The movie surely 

blows up the proportion of the main female character’s sexual history as it never mentioned 

in details in the actual courtroom. Josey, the main character from the movie, is being 

challenged by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that she told her family and friends that she didn’t 

know who the father was of her first born whom she was pregnant with at the age of 16, 

and just based on that, Josey was being called a promiscuous woman in the courtroom. 

Toward the end of the movie, Josey’s high school teacher was being called to testify in the 

courtroom as to prove that he had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Josey for her being 

promiscuous already as a high school student. Towards the end of the movie, one of the 

witnesses revealed that he knows Josey didn’t have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her high 

school. In fact, she was actually raped by him and the tragedy resulted in pregnancy.  I was 

very curious about this particular part of the story so I looked up the actual case on internet. 

It all turned out to be part of the fictional plot of the movie. The incident never happened to 

Ms. Jenson in real life. I then wonder if the message from the movie is about women 

experiencing gender discrimination for being women or based on their sexual history. If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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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former reason, why would the movie emphasize so much on the sexual history of 

the main character? If it is for the latter reason, then what does it have to do with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sexual harassment at work? Why women are always being presented in 

the subordinated situation? I thought all humans earn equal rights as stat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 written in 1948 after WWII, but then how to explain 

the existence of CEDAW,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protecting women’s rights 

exclusively?  In order words, women are not seen as the humans as mentioned in UDHR so 

we need separate bills of rights called CEDAW to protect women?  

 Women have been seen as the community of subordination and as sexual beings 

rather than human being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right to vote, work or divorce was 

never meant for women to enjoy until recent history.  Women are always vulnerable in a 

male centric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gime. The legal protections and rights don’t 

eliminate but only soften the issue of male dominance in the society. As Wendy Brown 

points out in her article, the more highly specified rights written for women, the more likely 

women are actually being casted as subordinate. 3“To have a right as a woman is not to be  

free of being designated and subordinated by gender…Rather it reinscribes the designation 

as it protects us, and thus enables our further regulation through that designation”, as 

Brown suggested on her view of women’s rights. The dilemma can be seen on the right of 

abortion and the right to litigate sexual harassment. Women are interpellated as women 

when we exercise these rights. It is not only by law but also by the public as well. We have to 

accept ourselves as women in order to exercise such righ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 of 

women as a gender power is produced and reinforced by the heteronormativity of most 

women’s rights. These rights are being exercised under the regulative norms of gender or 

the norms would be challenged by the acts which are accepted by them. Women working in 

                                                           
3 Brown, Wendy, 2002, Suffering the Paradoxes of Rights, Left Legalism/Left Critique,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 London, p.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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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 are an example of it because mining is seen as a masculine work, a job for men to do. 

The existence of women’s right is gender identified rights which clearly categorize women as 

a subordinate group.  The rights which are there to protect women from suffering, sexual 

harassment or inequality actually enhance women being recognized as a group of second 

class people, a gender that is defined by the discourse of rights and norms based on male 

dominance norms in the patriarchal social system.  

As women had been doing jobs that men refused to take at the minefield, being lack 

of training so they wouldn’t have a chance to get promoted, to be sexually harassed at work 

demonstrate the fact that women are in the subordination state in a society that emphasize 

on masculinity.  Given that there are legal rights to protect women from experiencing any 

possible inequality, these rights simultaneously emphasize and reveal women’s 

subordination. 4“The rights are there to promise individual sovereignty by intensifying the 

sovereign subjects”. The subordination of women redress the suffering as women and the 

suffering will only continue to violate lives that are already being violated in term of gender.  

The unspoken idea of masculinity and heterosexuality are being understood as the norms in 

most societies through the human history; in the meantime, women constantly fight for 

gender equality by claiming they are no difference to earn the equal rights and treatments 

as men, as all humans are supposed to born equal. By classifying sexual harassment as a 

form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such action already speaks out that women are projected as 

the victims of such harassment as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actually happen to anyone 

regardless of being a man or a woman. There was a case of Oncale V. Sundowner Offshore 

Services in 1997 that a male employee was harassed by another male employee and the 

charge was dropped almost immediately. It was because the state law didn’t include same 

sex harassment as a kind of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harassment is as a form of gender 

                                                           
4 Brown, Wendy, 2002, Suffering the Paradoxes of Rights, Left Legalism/Left Critique,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rham & London, p.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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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imination as mention above). As these two men were in same sex, it couldn’t make it 

into a case. By claiming rights and protection for women from gender inequality, are we 

actually fighting for the right treatment as women or are we building up fences to encode 

women as a subordinat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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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西筆下的剩女 

譚天麗 

 

導言 

剩女這個名稱在五年前由內地輸入香港。剩女的意思是年過三十，還未嫁出的

女性。很多人說，香港未婚男女數字的失衡是歸咎於男的北上娶妻，女的教育

水平以及經濟能力提升有關。鄧小樺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剩女〉一文中，提到

從西西的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的主角中找到剩女的形象。
1
文中女主

角的形象是孤獨（她沒有朋友）、剛強（她不接受自殺這種軟弱的行為）、相

信宿命、自怨自艾。《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是西西在一九八二年所發表的作

品，可見在三十年前的香港已有剩女出現。到底西西是有先見之明，還是剩女

其實一直在這個城市裏存在？ 

 

 
（圖片來源：yuyen3136.wordpress.com） 

 

西西的作品一直以來都被推崇為在城市書寫中最優秀的，她的文章最能夠看到

香港的面貌及人們的心態。陳潔儀說:「她的文章中以香港為藍本，然後再講

城市的生活。有人說西西的小說是城市寓言，即立足於香港。」
2
這驅使我試

                                                           
1
鄧小樺(2010)，評論《像我這樣的一個剩女》，香港經濟日報。 

2
黃茂林(2002)，西西的幾個側面──觀察、角度與閱讀 ，《作家》第 17 期，第 164-1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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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西的文章中尋找都市中的剩女的蹤跡。 

 

西西作為一個女作家，有別於張愛玲和黃碧雲，她不以其性別的身份──女性

作為創作題材。她甚少以愛情的角度來描繪香港這個城市。黃繼持曾把西西的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感冒》、《母魚》、《母親與濕火柴》等作品列

為女性境況系列。
3
西西於一九九二年創作的《哀悼乳房》是最暴露作者女性身

份的作品，也是考察西西作品女性議題最佳的切入點。
4
本文就以《像我這樣的

一個女子》、《感冒〉及《哀悼乳房》四個故事來了解西西筆下的城市與女性

的關係。 

 

女性與城市 

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城市。香港由一個默默無名的小漁村，發展成今天國際大都

會，當中經歷了一百年英國殖民地統治，回歸中國後，香港的經濟和政治狀況

改變了不少，還使社會出現一個中西文化共存的狀態，西方的兩性平等觀念和

中國傳統固有的男女角色，共同出現在這個城市中。 

 

洛楓在《女性與城市》中引述蘇珊•斯奎爾的話：「都市是解放女性的地方。」

洛氏的觀點是現代城市是一個開放性和多元化的活動環境，城市包含的種種科

技與文明，不但破除了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束縛，還通過教育與就業機會，讓女

性享有思考與獨立的權利。
5
城市讓女性走出「家庭」這個封閉的社會體系，

進入一個開放、自由、自主的世界。那到底「香港」這城市能否做到如洛楓所

說把女性從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 

 

香港女性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與男性均等。香港政府在一九七八年全面推行九

年普及基礎教育，讓所有兒童都能進入教育系統，不受家庭的經濟環境及傳統

觀念影響，女性的教育程度亦因而顯著提高。
6
女性教育的程度提高後，就業機

                                                           
3
黃繼持(1990)，西西連載小說：憶讀再讀《八方文藝叢刊》第 12 輯。 

4
徐霞(2008)《文學．女性．知識──西西《哀悼乳房》及其創作譜系研究》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P.14。 

5
洛楓(1993)，女性與城市—─試論吳美筠的詩、黃碧雲的小說、林憶蓮與劉美君的流行，《素葉文學》第

41 期。 
6
性別研究中心(2011)《性別研究資訊 No.22》，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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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亦相繼增加。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二零一零年），香港的勞動人口接近三

百六十八萬人，男性約佔一百九十六萬（百分之五十三），女性則約佔一百七

十一萬（百分之四十七），可算是各佔一半香港的勞動人口。
7
 

 

從香港女性就業率來看，女性對於香港經濟的確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在經濟

上，香港女性能夠獨立，自給自足。但從社會價值上，仍存在中國傳統男女角

色定型(Gender Stereotyping)的觀念。香港出現「剩女」，未婚的女性比男性多。

有人歸咎於香港的女性欠缺「女性特質」，未能遷就男性。傳統女性角色是

「女子無才便是德」，無論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經濟能力都要低於男性。從

而使到男性的優勢合理化，以強化男人對異性的控制。香港女性角色變化，顛

覆了傳統夫婦「男主外、女主內」的局面。 

 

另一方面，傳統上重視婚姻家庭觀念，所謂「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因此女

性雖然經濟獨立，擁有自己的事業，但仍然需要以家庭為中心。建立家庭，生

育子女，是傳統中國女性生命中的最終目的。有研究指出香港女性在考慮是否

結婚的理由是「不想錯過適婚年齡」及為了滿足父母意願，反映現今香港女性

在作出結婚決定時，仍受到社會及家庭壓力的影響。
8
 

 

城市的開放性、多元化及文明，的確令女性更懂得為自己爭取社會地位（如教

育和工作等)。但另一方面，社會仍然受到傳統男女角色的影響，女性在城市

中需要不斷周旋於這兩種觀念之間，經常處於「平等或不平等」、「爭取或接

受」的矛盾中。 

 

「剩女」的出現，反映著香港女性在城市中的困難和掙扎的歷程。受過教育以

及有經濟能力的香港女性，因為了解自己的需要，而懂得為自己的命運作出選

擇。她們拒絕再被視為男性的依附者，婚姻不再是女性生命裏唯一的保障，但

可惜在傳統男權思想的影響下，部份女性被批評為「剩女」。隨著女權思想的

                                                           
7
香港政府統計處（2010）《女性及男性的統計數字-勞動人口特徵》 

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gender/index_tc.jsp。 
8
香港電台(2009)，《香港女性感情生活及與伴侶關係-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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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女性的自我意識亦不斷發展，但接下來發展又如何？通過文學，女性以

性別與權力關係的描寫，挑戰男性霸權政治、經濟、文化的壓迫。這種以文字

去尋找和建構新的女性主體的文體為「女性主義文學」。
9 

 

西西的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是以女性作為主體的思想系統，打破女性在社會上處於弱勢的狀

況，達到兩性平等的社會。女性主義乃源於西方的思潮及理論，始於十九世紀，

其主張是以女性為中心，對社會中性別不平等的權力和利益關係作出批判，並

推動女性權利和議題，以重新界定及維護女性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應有的角色、

地位和形象。
10
以下引述一段西西在董雅蘭的訪問中的一番說話，從中了解她對

女性主義的一些看法： 

 

「我不認同以住男性中心的界定，比如一個女子必須結婚生子，這是她的天

賦;她是女兒，然後是妻子，然後是母親。她從來不是自己……女子當然可以

結婚生子，問題這必須是她自己的選擇，文明社會應該尊重她自己的選

擇。」11 

 

西西這一段說話是她看過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後而得到啟發。西蒙波娃在

《第二性》中提出，女人因為體力較差，當生活需要體力時，女人自覺是弱

者，對自由感覺恐懼，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來，而女人

還是甘心服從。她認為歷史上女人從沒有得到過權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

會。她認為必須獲得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力才是婦女真正的解放。西西覺得女

性能夠獨立，不需要依附男性。女性結婚與否完全是自我的價值，或生活模

式的追求。這一點和西蒙波娃的觀點不謀而合。 

 

西西作品《哀悼乳房》的女主角是一位單身的中年婦女，從她在病房中觀察

一對戀人的喁喁細語，而反思到母親的結婚狀態： 

                                                           
9
王光明(1996)香港「女性主義文學國際研討會」述評《香港作家報》第 8 期。 

10
Fisanick, C. (2008). Feminism. Detroit: Greenhaven Press. 

11
董雅蘭(1992)《西西翺翔書本銀河系》，《誠品閱讀》，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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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說，婚姻，是傳統社會指派給女人的命運。即使在人口過剩的二

十世紀，人們還認為女子天賦必須為社會生育子女，這是她們被迫結婚的理

由。不結婚不正常;或者那是因她貌醜、敗德，被男人的世界遺棄了。於是，

一如我母親那樣，不是寄生在我父親家裏，便是到另一個家族去屈居卑微的

一隅。她要和過去切斷，加入丈夫主宰的銀河系，完全沒有走向宇宙，自我

發光的權利。」
12 

 

 

（圖片來源：www.yesasia.com） 

 

《哀悼乳房》的女主角與西西在訪問中的觀念一樣，對婚姻有著同樣看法。

女性的身份除了是女兒、妻子和母親外，她還是她自己。西西又利用「丈夫」

主宰的銀河系來形容母親的婚姻狀況。她以「寄生」來暗喻傳統婚姻女性依

附男性的關係，她又以「完全沒有走向宇宙，自我發光的權利」暗喻母親以

丈夫為中心，而迷失自我。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感冒》中的女主角也曾有過結婚的機會，但最

後二人也選擇單身。《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她情願選擇那可怕但可靠的

                                                           
12
西西(2010)《哀悼乳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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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也不相信男朋友會接受她當死人化妝師的職業： 

 

「我曾經想過轉換一種職業，難道我不能像別的女子那樣做一些別的工作嗎？ 

我已經沒有可能當教師、護士，或者寫字樓的秘書或文員，但我難道不能到

商店去當售貨員，到麵包店去賣麵包，甚至是當一名清潔女傭？像我這樣的

一個女子，只要求一日的餐宿，難道無處可以容身？」
13

 

 

女主角曾想過當那些被性別定型屬於女性的工作，如教師、護士，或者寫字

樓的秘書或文員，最後她都沒有選擇這些職業，因她感到「沒有可能」。西

西沒有明確說明女主角為什麼「沒有可能」去當那些工作，但她以女主角拒

絕當那些傳統女性工作，來比喻女性在選擇工作時不應以其性別作為考慮因

素，以推翻傳統社會內性別定型的狀況。女主角不是「沒有可能」去當那些

工作，其實是「不願意」去當那些工作。西西還以「只要求一日的餐宿」作

為選擇工作定原則，強調工作的本意是維生，與性別無關。故事的結局是女

主角選擇了事業而放棄了愛情。 

 

《感冒》的女主角小魚則放棄安穩的婚姻生活，來換取自由和自主。小魚以

沒休止的感冒比喻看不清楚前路如何，生命不再有方向。小魚一直到離開她

丈夫的時候，才可以走出看不清楚前路的婚姻，而她的感冒亦終於得以痊癒。

西西在她離開她丈夫的時候有以下描述： 

 

「挽著一個旅行袋站在街上，我要到哪裏去呢？我不知道我要到哪裏去，但我

總有地方可以去，我如今是個自由自在、清新愉快的一個人了。」14
 

 

西西沒有交代小魚要去哪裏，她只是挽著一個旅行袋隨處留連。小魚不再需要

受到婚姻的掣肘，自由自在，找回自己： 

 

「小魚強調的是自由自在的『人』，而非說『女人』。小魚走出婚姻不是建基

                                                           
13
西西(2010)，《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p.101。 

14
同(13) 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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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女關係上，而是建立在對『人』的整體意識上。小魚的女性意識建立在對

婚姻的態度上，但最後她的女性意識超越男女兩性的範疇，變成追求一種『人』

(無性別之分)的生活。」
15 

 

徐霞的理解是西西以「人性」的角度去考慮小魚的婚姻問題，而不是「女性」

的角度。這思想回應了西蒙波娃的女性主義的說法，女性不但需要獲得自由選

擇生育的權力，女性還需要自由選擇結婚的權利才可以真正的解放。 

 

西西的女性主義是屬於溫和派，她沒有像其他女性主義者對性別不平等的權力

和利益關係作出批判。由此可見，西西的女性主義並不存在兩性對立的意思，

更沒有推翻男性在社會上持有權力的意味。她只是藉著作品反抗以男性為中心

的社會中女性被迫壓的狀況。西西在思考女性問題的時候是以「人性」出發，

而不是「女性」。西西筆下的女主角所追求的是一種人性的自由。文潔華認為：

「人性自由的意思是說我們脫離性別（亦即是生理基礎）的枷鎖，這才是人性

的自由，人性是中性的字眼。」
16
 

 

西西提出以中性或無性別來看女性的問題，這種中性化、超越性別的文本，可

以避免女性主義過分地指責文化中的男性特質，如朱棟霖所說:「避免出現性別

主義極端、造成新的性別歧視。重視『人』的意義上創造個人主體性與集體主

體性的共識，這是在張揚女性主義的大家所期望的。」 17
西西以比較中立、對

男性比較寬容的思維去思考女性的問題。她以一種溫和的女性主義思想，超越

性別及以「人」為本，形成其獨特文體。 

 

城市中的剩女 

                                                           
15
同(4) p.173。 

16
文潔華、周兆祥(1997)《讀書人座談──文性主義美學及其他》《讀書人》。 

17
朱棟霖( 1996)《女性主義文學的迷思》《大公報．文學》第 2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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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nipic.com） 

 

雖則學者們（文潔華、朱棟霖）理想地認為處理兩性問題應以脫離性別，避免

出現性別主義極端而造成新的性別歧視的心態去處理。不過，事實上社會內的

男女平等，是一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城市的發展及開放，形成男女的教育及

經濟上趨向平等，可是男性在心理上及思想上仍未對此狀況有充足的準備。男

性以消極的態度去面對兩性平等，眼看自己失去往日的優勢，因此以「矮化」

的態度去對待女性。 

 

男性以「剩女」來稱那些未婚的女性，對女性充滿了性別的侮辱。「剩」的意

思是「多餘，餘留下來的」，
18
而且多與物件作配詞，如剩菜或剩貨等。除了

將女性「物件化」，更視未婚的女性在社會是「多餘」的、沒有被挑選的、被

遺棄的。根據《百度百科》對於「剩女」這個女性形象有以下的解讀： 

 

一、有相當部分的剩女只要沒結婚，哪怕三十歲，三十五歲，四十歲，還跟父

母住在一起，她們被父母照顧得無微不至，她們在家裏的身份永遠是「女兒」，

而非一個獨立的單身女人。她們在法律上是單身，但是在生活方式上不是。 

 

二、總認為自己很優秀，擇偶眼光過高，對男方的長相、才華、學歷、人品、

經濟、地域等各方面都很挑剔，結果擇偶範圍狹窄。不良的家庭教育，遲遲不

                                                           
18
《在線新華字典》http://xh.5156edu.com/html3/20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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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斷奶。 

 

三、習慣使她們只重視自己的感受，越來越個性化，越來越自我。比如，很多

「剩女」有潔癖，一旦對方在衛生習慣等方面有她看不順眼的地方，她便無法

忍受。
19
 

 

當社會解讀「剩女」的女性形象時，多將焦點放在她們的年齡和對愛情的態度

上作批評。人們對「剩女」的評價是自以為優秀、擇偶眼光過高、對家庭太過

依戀、太自愛而形成「潔癖」。到底都市中的女性有什麼原因，選擇單身而變

成人們眼中的「剩女」呢？ 

 

西西筆下的剩女 

以下會以《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感冒》及《哀悼乳房》的主角的年齡及

對感情的態度的角度，試圖分析西西筆下的「剩女」的形象。 

 

一、年齡的困惑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感冒》和《哀悼乳房》中的女主角，屬於不同年

齡的女性。她們處於不同的人生階段《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感冒》的女

主角三十多歲，是有數年工作經驗的女性。《哀悼乳房》的女主角則是一名剛

退休的中年婦女。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一文中，西西沒有在文中道出她的年齡，她只利用對

話來交代：「我已從學校裏出來很多年，所以當夏問我是在做事嗎?我就說我已

經出外工作許多年。」20
西西以「多年」來迴避實際的數字，以避開有關年齡問

題。西西以這手法去交代女主角的年齡，來暗示女主角比夏年長。女性對自己

的年齡問題（如：「出來做事多少年呀？」、「在哪年畢業呢？」)通常表現得

特別敏感。她們常以不太明確的答案來回應，尤其發問者是自己心儀的對象。

中國女性始終走不出結婚對象一定要「男大女少」的框框。傳統上，男性擇偶

                                                           
19
《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404328.htm#5。 

20
同(13)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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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往往會選擇比自己年輕的女性，對於女大男小的關係存有偏見，相反卻樂於

接受男大女小的婚姻。因此女性在擇偶時沒有如男性的自由，只能選擇比自己

年長或年 齡相若的男士為伴。 

 

西西在《感冒》中多次強調女主角（小魚）的年齡──三十二歲。女主角在自

言自語中不斷強調自己的年齡，尤其是在描述有關她的婚姻的時候。女主角好

像在不斷地提醒自己三十二歲是要結婚了，從文中可見她凝視客廳中正在交談

的父母時，有以下的想像： 

 

「我想，我的父母也不是突然發現我已經三十二歲，他們必定在我二十二歲的

時候就冷靜地看我的成長與變化，他們必定是一年一年地為我數著數著：二十

三、二十四……三十。到他們數到三十，他們一定開始擔憂，怎樣我們的女兒

竟沒有一點交遊的跡象呢?」
21
 

 

從西西的描述可看到中國傳統女性的適婚年齡是由二十二歲開始。當女性到達

三十歲的時候，就會變成家中的「老小姐」，非結婚不可。傳統家庭婚姻觀念

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女性以婚姻為生命的最終目的。西西以女主角由

二十二歲數到三十歲來表達她對於婚姻是非常焦急的，她還以「我還有什麼選

擇的餘地呢」來表達結婚是她唯一的出路。 

 

而《哀悼乳房》是講述一位退休後得到乳癌的女教師，她和年老的母親住在一

起。以下是女主角一次往醫院覆診後與母親的對話：「因為上午輪候的人太多，

把我調到下午去。這樣一來，我可以每天張羅了母親的午飯，洗罷碗碟才起程。

母親總是深幽幽地埋怨：我年紀大，身體又不好，你為什麼不在家裏多陪陪我，

還要每天上街去。」22
 

 

俗語有云:「女人四十，爛茶渣」踏入中年意味著開始人生另一個階段。外界對

女性踏入中年時的身體及精神健康有種種負面的標籤，使女性年齡這話題顯得

                                                           
21
同(13)p.112-113。 

22
同(12)P.180。 

55



 

 

 

忌諱。
23
 

 

西西以母親對女主角的對話：「我年齡大，身體又不好……還要每天上街去。」

表達中年婦女會害怕面對自己的身體，而選擇逃避，甚至不願外出。此外，女

性較關注家人，她們為家庭、家人貢獻自己：「我可以每天張羅了母親的午飯，

洗罷碗碟才起程」將自己放在較次等的位置。中年婦女的「無酬勞動」經常被

別人忽視。女性當踏入中年期、認真檢視自我時，發現沒有了自己，隨年月過

去，成就方面更感挫敗。 

 

二、感情的世界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感冒》和《哀悼乳房》中的女主角，同是單身女

子。不過，她們三人的感情路上各有經歷。 

 

西西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描寫了女主角與家人（怡芬姑母）和男朋友

（夏）兩段感情。先看女主角與姑母的親情描寫，女主角幼時父母雙亡，由她

的姑母撫養成人。她繼承了姑母的手藝，從事殯殮工作，成為一 位死人化妝師。 

 

女主角與她姑母有著不可分解的關係，可見女人世代相傳的悲慘命運。女主角

承繼了姑母的卑賤工作──死人化妝師，一份受盡活人歧視的工作。她不但承

繼了姑媽的手藝，她還承繼了她的命運： 

 

「奇怪的是，我終於漸漸地變得愈來愈像我的姑母，甚至是她的沉默寡言，她

的蒼白的手臉，她步行時慢吞吞的姿態，我都愈來愈像她。有時候我不禁感到

懷疑，我究竟是不是我自己，我或者竟是另外的一個怡芬姑母，我們兩個人其

實就是一個人，我就是怡芬姑母的一個延續。」
24
 

 

周英雄說:「前者是社會現象（社會歧視──工作)，後者屬歷史問題（惡性遺傳

                                                           
23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2011)，《中年婦女「快樂指數」屬樂觀水平報告》。 

24
同(13)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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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前者為個人的不幸，後者乃女性主義之一大課題。」
25
周氏所指的

女性主義課題是中國女性歷來所受的歧視。這種歧視可從職業、社會地位、男

女主從關係上得到驗證。這些歧視，代表社會上男尊女卑的價值意識，這種意

識經過內化(introjection)，使得女性也自認形穢。女主角因為自己的職業而自卑，

一直逃避著夏的感情，不敢向他說出真實職業及對他的感情。 

 

西西在故事一開始便道出女主角與男朋友（夏）愛情的結果：「像我這樣的一

個女子，其實是不適宜與任何人談戀愛。」
26
 

 

女主角一開始已經知道戀愛會失敗，因她堅信那是命運。李夏說：「描寫主人

公早已看出夏對她的職業有明顯的誤解的時候，始終不作任何解釋、不如實說

明真相。而是讓主人公帶夏到她工作的地方去，議一切頓時真相大白，這種考

慮和作法本身，似乎就包含著這樣的意思：把他們的戀愛是成功還是失敗的選

擇，寄望於所謂『命運』的決定。」
27
 

 

女主角除了相信命運外，還有她本身不善於說話，常擔心自己會詞不達意，她

仍期望和夏的感情穩定後才告訴他，而夏其實是一直都不知道女主角是做什麼

工作。徐霞說:「『我』對男朋友『夏』的種種想法，其實不是兩性關係的衝突，

而是自己內心的交戰。」
28
女主角只是怯懦於去問夏會否接受她的職業，因為她

害怕失去夏。從女主角的態度看到傳統中國女性，尤其面對愛情及婚姻問題的

時候，總是怯懦、 膽小及怕事的特性。 

 

《感冒》中的小魚和好友楚有一段很曖昧的關係。小魚和楚是多年沒見的舊同

學，楚是小魚的心儀對象，但她一直沒有向他表白，直至二人畢業後再次碰見。

小魚和楚志趣相投，他們有共同的經歷（校園生活）以及共同的嗜好（聽古典

音樂）。楚應該是小魚的理想對象，但小魚拒絕了楚一起私奔的邀請： 

                                                           
25
周英雄(1988)，愛情與死亡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女性意識，香港文學第 37 期 

26
同(13)p.99。 

27
易明善、李克勤、李夏(1992)，關於香港大陸兩篇小說的對話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與蘇叔陽

《生死之間》比較分析，香港文學，第 94 期。 
28
同(4)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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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一起離開這裏。」楚說。 

「我們可以到別的地方去生活。」楚說。 

「我可以這樣一走了之嗎？我能嗎，到哪裏去呢？是的，楚說，天涯海角，

我們總有地方去，只要我們可以在一起。但我可以一走了之嗎？……我母親

又是一個患了高血壓的人，她如何受得起這樣的刺激呢。楚老太太又怎樣，

我們走了，她就剩下孤零零的一個人了。」
29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魚的婚姻是父母所安排的。雖然小魚的婚姻有

點像「盲婚啞嫁」，但礙於「父母之命」，就算不意願，也都要順從。此外，

父母年老需要被照顧，身為子女，需盡孝照顧雙親，因此拒絕了楚的私奔要

求。 

 

小魚到了適婚年齡，因受不住社會給適婚女性的壓力而與一個她不愛的人結

婚。小魚的配偶（未婚夫／丈夫）一直沒有名字，只是以「我的未婚夫」和

「我的丈夫」來稱呼。小魚的丈夫對她百般遷就，儘管不喜歡聽古典音樂，

也會陪她去聽： 

 

「當我問起會是什麼節目的時候，他只說：是貝多芬吧。你喜歡貝多芬，是嗎？

他其實是不懂得音樂的，對於音樂，他也不投入……當序曲中的《勝利交響樂》

重現的時候，我看見我的丈夫打了一個呵欠……中場休息的時候，我的丈夫如

釋重負地到大堂去喝一杯酒。」30
 

 

丈夫就算對她處處關心，但一段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會長久的，所以她最後還

是選擇離開她的丈夫。 

 

《哀悼乳房》中西西有大量親情和友情的描述。西西經常在文中提到女主角和

母親的親密關係。在篇章〈東廠〉中描述母親病倒後，女主角為母親處理便溺：

                                                           
29
同(13)P.122。 

30
同(13)P.1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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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床上鋪上塑膠枱布，提一隻水桶到床前，替母親抹乾淨，換上乾淨的褲

子……家中沒有人，我關上門窗，鎖好門，陪母親上十字車一起到急症室求

診。」
31
 

 

在篇章〈肝膽相照〉中有以下描述：「上午下午都上醫院，路途太遠，也太辛

苦。誰煮飯給母親吃呢？」
32 

 

女主角在病重時亦需要照顧母親，這是傳統子女孝的表現。女主角躲在家中，

為的是照顧好年老的母親，甚至自己在醫院接受治療的時候，仍牽掛著母親。

有些未婚女性，躲在家中並非是因為長不大，而是有更大的負責任──照顧家

庭。未婚的女主角為了照顧家庭而選擇單身，那麼在她病倒時，又有誰照顧她

呢？在篇章〈夢工場〉女主角與友人有以下的對話： 

 

「在這個世界，我有什麼可以和別人相比?財富、姿容、學識、健康?都沒有，

可是我有朋友……那次在私家醫院做手術，阿真和一群朋友來探病，後來朋

友離去，她堅持要留下。她怕我晚上寂寞、睡不著、疼痛，就在我的床側租

來一張折床……以前我們常結伴五個人、十個人一起去旅行……朋友竟要不

斷替我取便盆，倒小便，非常尷尬。」
33 

 

中年未婚婦女，儘管得不到家庭的保障，朋友也是最佳的支持。傳統家庭照

顧功能是難以取代的，只有家人才可以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毫無保留地互相照

顧。
34
女主角的朋友雖然不是她的家人，但也為她提供物質上「不斷替我取便

盆，倒小便」和精神上「她怕我晚上 寂寞、睡不著、疼痛，就在我的床側租

來一張折床。」的照顧。西西在這裏預告「剩女」的結局，就算沒有婚姻、

沒有子女、沒有建立家庭，但生病時仍有朋友不離不棄，可見婚姻家庭帶來

的所謂「照顧」也不是不能夠取替的。 

                                                           
31
同(12)P.222 

32
同(12)P.187 

33
同(12)P.133 

34
李駿(2005)《傳統家庭之孝養和現代家庭與社會之共同養老》，香港：社會服務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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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女的真相 

從西西的文章中，看到未婚女性的確有著城市中「剩女」的特質：年齡三十

歲以上，有事業和以家庭為中心。但她們並不是人們說的自以為很優秀，擇

偶眼光過高，長不大，有潔癖的人。 

 

從西西的故事，看到女主角們不婚或未婚都是自己的選擇。城市的開放和文

明，解放了她們受到年齡、婚姻的約束。女性個人的存在價值，不再繫於婚

姻、丈夫和兒女的身上。婚姻，不再是必要，那她們想要什麼?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她」要事業；《感冒》的「她」要理想生活；

《哀悼乳房》的「她」要家人及朋友。西西筆下的「剩女」其實是一群擁有

自我意識、獨立人格和生活方式選擇權的優秀女性。她們有事業和故事，有

追求和要求，有技能和情趣，有圈子和朋友，只是沒有結婚。正如西西說:

「女子當然可以結婚生子，問題這必須是她自己的選擇，文明社會應該尊重

她自己的選擇。」 

 

「剩女」其實一直都存在在城市裏，只不過隨著城市急速變化，現代化的逐

步推進，她們的踪跡越來越明顯。女性的獨立性越來越高，對男性的依附程

度必然越來越低，更加注重自我的感覺，結婚的願望也就不那麼強了，也就

有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被剩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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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尼的默會認識理論對教學理論的貢獻 

傅秉康 

 

引言 

對於人類掌握知識的能力，以及人類在認知知識的教與學方面的過程，哲學家曾

經提出過不少理論，嘗試解開當中的疑難。我們大概都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就

是有些事物是自己十分清楚知道的，可是當中的細節卻似乎很難用語言表達出

來。這就是波蘭尼（Michael Polanyi）所提出的默會認識，他認為這是所有知識

的最關鍵組成部分。 

 

波蘭尼指出，人們通常對認識的關注只限於言傳認識，實際上，在言傳認識的背

後還存在着真正在認識活動中處於主導地位，起着決定作用的默會認識。波蘭尼

的「默會認識」，實質上就是認識主體對認識對象身心合一的整體理解，它作為

認識主體的認識活動，具有強烈的個人性、內在性以及不可批判性等特徵。1 

                                 
1
 李白鶴著《默會維度上認識理想的重建：波蘭尼默會認識論研究》，第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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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ichael_Polanyi.png） 

波蘭尼簡歷  

波蘭尼（一九八一至一九七六）是原

籍匈牙利的猶太人，於一八九一年三

月生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波蘭尼

在大學讀的是醫科，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期間，他曾經參加了奧匈帝國的軍

隊，擔任一名軍醫。他後來從事物理

化學的研究，在德國柏林工作，發表

了許多有創見的論文。因此，我們可

以說，他在實踐性科學與理論性科學

兩方面都卓有成就。但後來由於納粹

德國的反猶太勢力在歐洲不斷擴張，

他感受到政治迫害與生命危險的威

脅，於是在一九三零年代舉家移民到

英國，到曼徹斯特大學擔任教授。他

後來的興趣轉移到科學哲學，特別是

形而上學和知識論。 

 

在西方的科學哲學方面，波蘭尼應該

是與波普爾（Karl Popper）和庫恩

（Thomas Kuhn）等大思想家齊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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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蘭 尼 提 出 的 默 會 認 識 （ Tacit 

knowing）理論，在科學哲學與社會科

學界均受到高度的重視。庫恩就曾經

表示，他的科學革命理論正是受到波

蘭尼學說的影響。可是，不知道是甚

麼原因，波蘭尼在東方，至少是在亞

洲的學術界，並沒有受到足夠的重

視，我們甚至可以說波蘭尼在中國學

術界受到不應有的冷遇。  

 

波蘭尼的哲學 

現代哲學思想的發展，是以批判傳統

的權威主義而建立起來的，不少理論

的提出，都反對中世紀經院哲學中，

那種束縛人的思想的主觀唯心主義。

自笛卡兒開始的客觀理性主義，衝擊

着人們的思想，使人更加重視理性主

義和客觀世界，尤其是實證主義，十

分崇尚所謂的客觀知識。實證主義認

為從確定事物的每個部分，和各個部

分的關係，就可以構成整體。波蘭尼

卻指出我們雖然不能明白地說出來，

但整體總會包含較多的東西。波蘭尼

致力批評現代哲學中對於知識論的實

證觀點，提出了默會知識作為一套新

的知識論。 

 

現代哲學十分重視客觀主義，着重與

個人意志完全脫離的理想知識。實證

主義更特別批判過去經院哲學的那種

主觀唯心主義。可是，那種客觀的科

學主義只着重觀察外在世界，完全罔

顧個人的直覺所能夠產生的重要作

用。這種純客觀的知識論方法顯然是

有所欠缺的。波蘭尼十分反對那種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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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理想的、消極的、被動的，以及與

人性相脫離的理性主義。他提倡一種

後批判哲學，要求重新恢復個體在知

識中的作用。這一點在教育理論與教

學法方面可以說帶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因為波蘭尼強調的是個人在認識

方面的參與作用，他認為知識論絕不

可能抹殺個人的參與。 

 

默會認識理論 

波蘭尼認為，每個人都具有一種天生

的能力，以默會認識的方式去了解事

物。他的名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比

起我們所能夠說出來的要多得多」。他

區分出對細節（subsidiaries）和整體

（focal）的認識，而默會認識主要是對

局部細節的不自覺認識，結合了對全

體的觀察，而構成我們對現象世界的

總體認識。我們是依靠感官的認知能

力，把分散的部分組合起來，構成一

個整體的。 

 

造成默會認識的種種不可言傳性的根

本原因，在於默會認識是一種身心合

一的認識活動，是一種對對象的整體

認識活動。這種整體理解具有以下幾

個顯著特點：一是強烈的個人性；二

是內在性；三是不可批判性；四是實

踐性。身心合一是默會認識的最大特

徵。在像游泳和騎車這樣的技能性活

動中，主體的身心合一表現得最為明

顯。波蘭尼在對學習這類技能性活動

進行分析時指出，初學騎車的人即使

獲告知保持平衡的規則，僅靠這些規

則，他也無法學會騎車，因為這些規

則無法代替實踐知識，而實踐知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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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過身體化活動的參與才能夠被個

人所默會地掌握。身體化活動是默會

認識的重要構成要素。波蘭尼認為，

我們的身體總是作為從理智上和實踐

上控制周圍事物的基本工具而使用

的，「我們是通過附帶地意識到外部物

體在我們身體內造成的衝擊以及身體

發出的回應來觀察外部事物。人類關

於這個世界的一切有意識的行事，都

牽涉到對自身身體的附帶性應用」。對

身體的附帶性應用，也就構成了認識

的默會成分，這也是我們無法用語言

具體地詳細描述學習騎車和在眾人中

辨認出某張面容等認識過程的原因所

在。 

 

默會認識是對對象的整體認識。「人們

經常能在注意力從未聚焦細部的前提

下理解整體。我們僅是從這些細節結

合之後所具備的意義着手，附帶地體

知到這些細節，但並不知道這些細節

本身究竟是甚麼。」這種對細節的附

帶覺知構成了認識的默會成分，也就

造成了不可言傳的認識過程。事實

上，默會認識的不可言傳源於「我們

所知道的遠比我們能說出來的多得

多。」2 

 

波蘭尼表示，他的理論運用了格式塔

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或譯作形

態心理學）的認知理論原則。他十分

重視個人的直覺，認為這是超越客觀

知識的認知能力。而客觀知識往往需

要個人的參與，才能夠綜合成總體的

知識。然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波蘭尼的默會認識理論受到強烈批

評。批評者認為這完全是一種唯心主

                                 
2
 李白鶴著《默會維度上認識理想的重建：波蘭尼

默會認識論研究》，第 41-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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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哲學，也有的認為這是猶太神祕

主義的宗教精神的體現。也有的認為

這種理論包含着強烈的主觀主義。但

是，波蘭尼強調這並不是主觀主義，

他不過是十分重視和強調主體的作用

和價值。默會認識有別於神秘經驗，

波蘭尼曾經明確指出，不可表達的認

識不應被認為是神秘經驗。默會認識

與神秘經驗的根本區別在於：就神秘

經驗而言，認識對象是不可知的；而

默會認識是「我知道這些東西，儘管

我無法清楚地說出或幾乎無法說出我

知道的是甚麼」。3 

 

通過對整體與部分關係進行的分析，

波蘭尼將人們對一項事物的覺知分為

「焦點覺知」與「附帶覺知」。焦點覺

知是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對認識對

                                 
3 〔英〕邁克爾‧波蘭尼著，許澤民譯《個人知識：

邁向後批判哲學》，第 131 頁。 

象整體的覺知；附帶覺知是指構成對

象整體的細節雖非我們的注意力的焦

點所在，但仍能被我們所覺察。波蘭

尼以鐵鎚釘釘子的例子來闡述這兩種

覺知的不同。他認為，在釘釘子時，

我們的焦點覺知是釘釘子，而我們對

手掌的感覺有着附帶覺知，這種附帶

覺知融會在焦點覺知之中。 

 

波蘭尼指出，在人的每個現實的覺察

認知裏，這兩種覺察因素都不可避免

地同時存在着；然而，兩者又是相互

排斥的。他指出，我們的注意力一次

只能保持在一個焦點上，當注意力從

焦點轉向附帶覺知的細節時，理解的

過程將徹底崩潰。4 

                                 
4 李白鶴著《默會維度上認識理想的重建：波蘭尼

默會認識論研究》，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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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會認知的四個層面 

波蘭尼提出，默會知識可以劃分為四

個層面。這當中對於局部細節的默會

認識結合起來所產生出來的，又較這

些局部細節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這

四個層面是：一、功能性的。我們是

先由掌握了細節，然後再逐步掌握全

面。二、現象性的。我們是透過整體

的概況，而了解個別的細節。三、語

義性的。我們是以個別細節的內容，

表明整體的意義。四、本體性的。我

們是把細節與整體聯結起來，而達到

全面綜合的認知，並把知識融入到個

體之中。  

 

波蘭尼在分析默會認知的結構時說：

「默會認知整合一個連續統一體的所

有成分，使我們明瞭這些成分構成了

這個連續統一體。通過焦點覺知對附

帶覺知的邊際作用可以認識如何整

合。這就是默會認知的功能結構。這

也使人明白了連續統一體怎樣起作用

的，這揭示了其部分意義。我們就有

了默會認知的語義層面，由於連續統

一體是由較高原理作為一個整體而非

其孤立的部分來控制，連續統一體就

被看作不同於其部分的集合。其較高

原理賦予連續統一體以形狀和活力，

通常也會產生附加的新特徵。我們就

有了默會認知的現象學層面。」5 

                                 
5 錢振華著《科學：人性、信念與價值──波蘭尼

人文性科學觀研究》，第 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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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會認識的實例 

波蘭尼為了闡釋他的默會知識理論，

列舉了很多實例。例如一個盲人利用

他的手杖輔助探路，又或者我們用一

支探桿去探測一個洞穴，首先我們所

感受到的，是手杖或探桿的把手那一

端拿在手掌中的那種感覺，再由手杖

或探桿的另一端所接觸到的物件，把

感覺再傳送回到手中。在這個過程

中，手杖或探桿就好像是手臂的延

伸，直接成為了身體的一部分，為我

們探知外間的世界。 

 

又例如我們用鐵鎚打釘子，拿起鐵鎚

的手要配合拿着釘子的另一隻手，以

一種身心配合的方式用力敲打。當其

時，我們是單憑一種綜合的認知指揮

兩手的動作互相配合以鎚釘釘子，不

能分神顧慮鐵鎚是敲到釘子上還是會

敲到手指上，否則的話，敲打的動作

就沒有力度，而且也很可能就會真的

敲到指頭上。 

 

我們往往能夠辨認出一張熟人的獨特

臉孔，而沒有特別留意到底他的五官

是如何的。我們是依靠對五官的知覺

去注意到一張臉的獨特相貌。我們為

了注意臉孔才注意五官，因此我們無

法把五官逐一描述出來。其實，我們

不妨看看警方在追尋疑犯時採用的拼

圖系統，目擊證人儘管可以用系統拼

砌出疑犯的眼睛、眉毛、口鼻、耳朵，

以至髮型，可是，拼出來的圖形一定

還缺少了甚麼，不是完全相像的，當

中缺少了的甚麼，也就是默會知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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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悟的東西，是沒有可能完全用語言

傳達的。 

另外，還可以用鋼琴家彈奏音樂為

例，他在彈奏時不會再注意到他的手

指是如何運用的；假如他竟然把注意

力集中到觀察他的手指是如何活動，

每個指節是如何屈伸，那麼就會產生

混亂，他的樂曲肯定就不能彈奏下去

了。波蘭尼又以閱讀文本時的經驗對

此進行說明。他指出，在閱讀文本時，

我們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看見或聽見的

字句所表達的意義上，而不是集中在

這些詞語本身上。我們不會特別注意

每一個字的筆劃或意思，否則的話，

就可能忽略了文本的整體意義。我們

是將文本整體作為認識對象並把握其

意義的，對於其組成部分的字詞等則

只是附帶覺知。 

 

教育學方面的意義 

波蘭尼的默會知識理論十分強調實踐

在教與學方面的重要性，他認為許多

知識都要積極投入，身體力行才能夠

掌握。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所謂的

「內居」是非常重要的。學習者必須

對於種種局部的細節都能夠充分了

解，才能夠習得希望掌握的知識。這

一點在語言學習之中是最明顯的，我

們必須首先對所要學習的東西，以及

所進行學習的環境，都具有信心。以

學習語言為例，我們要相信周圍的人

群所使用的語言都是合乎規範的，都

是正確合理的，這樣才能夠在身心方

面全面接觸，全面投入到所要學習的

學科或技能之中。換言之，修學者必

須懷有這個信心以至信念才能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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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波蘭尼還借用了基督教的「內居」

（in-dwelling）概念，來揭示默會認知

的運行機制。波蘭尼認為內居在認識

中具有普遍性：「凡是認知，都是個人

參與。」也就是說，為了達到集中的

整合，我們必須對諸細節擁有附帶覺

知，從而關注由細節聯合構成的綜合

體，就是內居於細節之中。波蘭尼將

這種附帶覺知形象地描述為「內居」

或者是「內化」（interiorization），即我

們對某物的認識意味着我們將自己投

注於其中或者將其內化為自己的一部

分。
6  

 

總的來說，認識是屬於一種社會性和

群體性的活動，基本上是以社群為背

                                 
6 錢振華著《科學：人性、信念與價值──波蘭尼

人文性科學觀研究》，第 78 頁。 

景的。就這方面，我們還可以按照波

蘭尼的理論，考察一下我們中國關於

德、智、體、群、美五育的教學目標，

體驗一下這套只能夠靠身心融合地體

會，而不能單靠言傳的整體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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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會認識的文本示例 

我們不妨以一個文本為例，示範一下

默會知識產生作用的過程。劉義慶的

《世說新語》中有一段很短的文字，

記載東晉的高門士族謝家，某日當家

長為小孩子講課時發生的小故事：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

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公大笑樂。 

 

在讀到這段文字時，我們首先就了解

到這是家庭教學的一個好例子。太傅

謝安為小兒女講課時，剛好驟然下了

一陣雪，於是他即興地問大家這雪到

底像甚麼？儘管雪還是大家同時看到

的一陣雪，可是眾兒女的感受與體會

卻各有不同。姪兒謝朗的感受是驟雪 

 

就好比拿一大把鹽撒向空中，而姪女

謝道韞的感覺卻較為溫婉，她認為以

隨風飄舞的柳絮作比喻更富於形象

性。這也正是不同個體的默會認識的

最好例證。如果我們熟悉魏晉時代的

歷史，讀起這個文本來，就會有更多

方面的深刻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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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波蘭尼的默會認識理論，令我們了解

人類掌握知識的過程與本質。波蘭尼

本人亦不斷致力於闡釋和發明默會認

識的本質和邏輯，其實就是把個人投

入到輔助的細節的認知活動，直到這

些細節融合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行

為。當這種行為產生作用的時候，認

知的主體就會全面地投入到知識裏

面。波蘭尼認為，知識是細節和整體

兩端的交互作用，而默會的作用，就

是為所有知識提供一個背景。 

 

波蘭尼確立了默會知識的科學發現論

據。許多時，科學發現就是需要某種

單純的直覺，而這也比傳統思想往往

更符合實際的情況，更能夠收到突破

性進展的效果。對波蘭尼而言，知識

論所涉及的不僅是言傳的知識，而更

要強調認知者的個人參與。波蘭尼認

為，人類對事物的知識，是基於各個

細節，而不能明明白白地以語言表達

出來的。我們的知識是屬於本體的，

這對我們認識人類知識的本質有極大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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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不是《清明上河圖》？ 

劉健仁  

 

（圖片來源：orientaldaily.on.cc） 

 

一 引言  

二零一零年在上海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下簡稱上海世博）中，
1
中國國家館展出

了一幅名為「百米牆面重現《清明上河圖》」的作品，香港官方稱它為「電子動

態版《清明上河圖》」。在中國館的簡介中，把它形容為：「在中國館『智慧長河』

展區，首先映入觀眾眼簾的，是投影到一百多米長卷上的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

                                                 
1 「世博會的起源是中世紀歐洲商人定期的市集，市集起初只牽涉到經濟貿易。到了 19 世紀，商界在歐洲

地位提升，市集的規模漸漸擴大，商品交易的種類和參與的人員愈來愈多，影響範圍愈來愈大，從經濟到

生活藝術到生活理想哲學……等等。而到二十年代，這種具規模的大型市集便稱為博覽會。第一屆世界博

覽會是在 1851 年於英國倫敦舉行。當時英國是最早工業革命的強國，因此英國便計劃透過一個大型的展

覽，以展示其國力及工業生產力。他們自豪地把這次大型市集會稱為「偉大的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在展出的約 10 萬件展品中，蒸汽機、農業機械、織布機等推動工業革命的機械引人矚目；而這些當時嶄新

的展品，會後便成為兩個新博物館的展品基礎：包括在 1852 年成立的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和 1853
年成立的坎星頓科學技術博物館。早期的世博會多以大眾化的綜合博覽為主題，例如慶祝某個國家成立百

周年、法國大革命百年紀念等。到了近代，隨著科技的進步，世博會的主題亦趨向某部分專業，去探討新

科技和生活的關係。而且，世界博覽會的主題，多數以當時的科技成果，來配合當時社會環境的需求。例

如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期間的世博會，大多是以「和平」、「建設明天」為主題核心；而從 20 世紀末開始，

環境保護的議題即成為了關注的焦點。」〈世界博覽會〉［網上資料］；取自維基百科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96%E7%95%8C%E5%8D%9A%E8%A6%BD%E6%9C%83)；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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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北宋汴梁城的場景」，
2
可見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似乎

是重現了《清明上河圖》。然而，根據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總設計師于

正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表示，他在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中進行了不少創

作！
3
究竟它是重現，還是創作？為何官方的說法與總設計師的說法並不一致？

這是一場誤會，還是另有內情？究竟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仍然是畫在絹布

上的《清明上河圖》嗎？ 

 

筆者不單止是要探討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是與不是」《清明上河圖》這一

個十分具有爭議性的課題，而且還希望透過這個研究，揭示「是與不是」真相背

後 

所隱藏的問題，從而向人們提出一些新的關注。因此，本文先介紹《清明上河圖》

與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源起，接著進行初步的討論和分析，然後再利用

媒體中介過程的分析方法進行解構，從而揭示當中深層次的問題。 

 

二 《清明上河圖》與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源起 

《清明上河圖》是出於宋代畫家張擇端的手筆，
4
他以寫實及生動的手法，配以

輕淡的顏色，
5
在一幅縱二十四點八厘米，橫五百二十八厘米的絹紙上，描繪出

清明時節，北宋全盛時期都城汴京東角子門內外，和汴河兩岸的民間生活面貌與

繁華熱鬧景象。
6
《清明上河圖》已成為中國的國寶級文物，並曾經在香港慶回

                                                 
2 〈世博上河圖亮相中國館彙聚 7000 人物〉［網上資料］；取自世博網網頁

(http://www.expo2010.cn/a/20101001/000003.htm)；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3 〈解讀清明上河圖〉［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vOoMxB5XlQ&feature=related)；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4 「張擇端（約 1085 年—1145 年），字正道，又字文友，東武（今諸城）人。自幼喜愛讀書、繪畫。及

長，游學京師開封，工于界畫，尤擅城郭、舟車、屋宇、市肆、橋梁等，自成一家。後入皇家翰林畫院為

待詔，專事繪畫，為北宋末年傑出的現實主義畫家。張擇端的作品，大部分已經失傳，流傳到今天的，只

有《清明上河圖》、《金明池爭標圖》兩件。」〈張擇端〉［網上資料］；取自中國諸城政府網頁。

(http://www.zhucheng.gov.cn/zc/lcgk/lsmr/n7231_big5.html；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5 《清明上河圖》的網上全圖，見〈《清明上河圖》卷，北宋張擇端〉［網上資料］；取自中國文化研究院網

頁 (http://www.chiculture.net/0511/html/0511pic15019.html# a)；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6 根據中國故宮博物院對《清明上河圖》的內容介紹：「 全畫可分為三段：首段寫市郊景色，茅檐低伏，

阡陌縱橫，其間人物往來。中段以“上土橋”為中心，另畫汴河及兩岸風光。中間那座規模宏敞、狀如飛虹

的木結構橋梁，概稱“虹橋”，正名“上土橋”，為水陸交通的彙合點。橋上車馬來往如梭，商販密集，行人

熙攘。橋下一艘漕船正放倒桅杆欲穿過橋孔，梢工們的緊張工作吸引了許多群眾圍觀。後段描寫的是市區

街道，城內商店鱗次櫛比，大店門首還劄結著彩樓歡門，小店鋪只是一個敞棚。此外還有公廨寺觀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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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十周年的《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中被展覽出來。 

 

二零一零年世界博覽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於上海舉辦。
7
由於《清

明上河圖》記載了中國宋代民間經濟生活、市民文化及都市建設的寶貴資料，
8
所

以中國國家館為配合主題，便以現代媒體科技的手法展出這幅取名為「智慧的長

河」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巨型投影畫卷，除了介紹北宋都城汴京的熱鬧

繁華，同時，亦希望藉名畫展示出中國古代的建築、文化、交通等各方面，以弘

揚中華民族的智慧和文明。
9
 

 

 

（圖片來源：yuuji.wordpress.com） 

 

                                                                                                                                           
上行人摩肩接踵，車馬轎駝絡繹不絕。行人中有紳士、官吏、僕役、販夫、走卒、車轎夫、作坊工人、說

書藝人、理髮匠、醫生、看相算命者、貴家婦女、行腳僧人、頑皮兒童，甚至還有乞丐。他們的身份不同，

衣冠各異，同在街上，而忙閑不一，苦樂不均。城中交通運載工具，有轎子、駝隊、牛、馬、驢車、人力

車等。 車輛有串車、太平車、平頭車等諸種，再現了汴京城街市的繁榮景象。高大的城門樓名東角子門，

位於汴京內城東南。」〈清明上河圖〉，［網上資料］；取自故宮博物館網頁

(http://www.dpm.org.cn/www_oldweb/Big5/phoweb/Relicpage/2/R945.htm)。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3 日。 
7 「中國取得承辦 2010 年世界博覽會的機會，並於 2010 年 5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其間在上海黃浦江兩岸

舉行。上海世博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讓參展的國家、地區和組織就城市發展分享經驗、

討論有關城市的嶄新構思，並就環保生活、工作環境和可持續城市發展探討新方向。」〈2010 年上海世博

會〉［網上資料］；取自香港在世博網頁(http://www.hkexpo2010.gov.hk/tc/expo/index.html)；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8 「《清明上河圖》是後世瞭解研究宋朝城市社會生活提供重要的歷史資料……宋代的城市與之前相比，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說，在宋代，我國城市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變化。一方面表現於城市的面貌上，

比如沿剩的商鋪、作坊林立；一方面表現在社會文化生活上，市民文化的崛起。此外，清明上河圖還向觀

眾展現了我國古代城市人與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和諧關係」。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的清明上河圖》，

(導賞員手冊，上海，2010)，頁 1。 
9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十一月移師香港作三周展出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10/11/P2010101102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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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是以投射配以動畫技術，
10
把宋代畫家張擇端的原作

《清明上河圖》放大約三十倍，展現於一幅超過一百二十米長、六米高的巨型投

影屏幕上的作品。
11
在畫中的人和物經過動畫科技的演繹，像注入生命般被活現

出來，例如：流動的河水閃爍、行人走動、百貨紛陳、船上縴夫叫號等，叫入場

參觀的觀眾猶如走進九百年前的北宋汴京一樣，並產生一種置身真實，觀感震撼

的效果！
12
 

 

三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是《清明上河圖》？ 

 
（圖片來源：big5.ycwb.com） 

 

無論是上海世博或是香港的亞洲國際博覽館的展覽，每當傳媒提起電子動態版

《清明上河圖》時，筆者都會想起以前在教科書上看過的那幅又長又黃，用上了

                                                 
10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曾經在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展出，被譽為博覽會中國國家館的「鎮館之寶」。  
11
「在長 128 米、高 6.5 米的折幕上，利用 12 台高清投影機將原作放大約 30 倍」。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

館的清明上河圖》，頁 1。 
12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十一月移師香港作三周展出〉［網上資料］；取自香港特別行政區網頁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010/ 11/P201010110230.htm)。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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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淡顏色和精妙的畫功繪畫而成的《清明上河圖》。相信大部分人當聽到電子動

態版《清明上河圖》的時候，他們在腦海裏都可能會呈現與《清明上河圖》相關

的聯想，可能是類似圖畫的形象、宋代相關的歷史，又或者是相關的故事。事實

上，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是以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為原型，
13
再進行

放大的動態投射。其內容所描繪的情、景、人和物，也同樣是清明時節下，北宋

全盛時期都城汴京東角子門內外和汴河兩岸的民間生活面貌與繁華熱鬧景象。電

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佈局、人物、景致、歷史與文化背景等，都是經過相

關專家們對原作的《清明上河圖》進行嚴格的研究和考據，
14
並在眾多分析和反

覆考究後，參照《清明上河圖》的格式風格和面貌而成的作品。根據上海世博中

國國家館的《導賞員手冊》中指出，它是中國畫與現代技術的結合，並強調它保

持了原作獨特的「散點透視」風格，能讓觀眾一邊走，一邊瀏覽，而且它更「完

全保持了原作的風格，房屋、河水、橋樑、人物等等。同時利用現代多媒體技術，

使……動起來」，
15
故此，無論在它的外貌、內容和考據方面，電子動態版《清

明上河圖》都不可能被認為它不是呈現出原來面貌的《清明上河圖》。換句話說，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就是《清明上河圖》！ 

 

不過，究竟「就是」是怎樣的「是」呢？舉一個比喻，如果有人站在湖邊，看著

水面上若隱若現的倒影，雖然他不太能看清楚在水波上倒影的容貌，不過，憑著

倒影跟自己相似的服飾，那人便會「認為」在水面上的倒影就是他自己。同樣道

理，筆者認為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有官方和傳媒報導的介紹，而且又具備

大量跟原作極為相似的客觀呈現，所以它在人們的心目中，就好像水鏡上浮動著

的倒影，很容易令人把它「認為是」《清明上河圖》了！故此，「是」的說法，

                                                 
13 強調「原型」是因為除了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後世也有一些傚作，如明代畫家仇英也曾畫另

一個版本的《清明上河圖》。參香港藝術館編製：《國之重寶：清明上河圖卷深度遊》，(展品介紹冊，香港，

2007)，頁 1。 
14 〈解讀清明上河圖 1〉［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DjxXUOMjFY&feature=related)；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及〈解讀清

明上河圖 2〉［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vOoMxB5XlQ&feature=related)；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15 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的清明上河圖》，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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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某程度上具有客觀性的基礎，不過，骨子裏似乎也有一種主觀的看法。根

據研究媒體的學者羅杰‧西爾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對媒體中介的意義的分

析，這種主觀的看法，可以形容為「信任」。 

 

西爾弗斯通指出「觀眾必須信任專業的傳播者；而專業的傳播者則必須相信，自

己確有足夠的技術與能力，呈現出一個忠於現實的文本」
16
。他指出「有一種信

任是以過程為基礎的，是來自具有持續性的文化與理解，例如聲望或是禮物交

換，便可以產生信任」。
17
換句話說，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設計者在進

行工作時是被信任為專業的，加上在《清明上河圖》的媒體中介過程中，即由絹

繪版轉為電子動態版的過程中，透過官方多次強調它是「完全保持了原作的風

格」，以及「讓市民身處香港亦能近距離一睹這幅電子動態版國寶名畫的風采。」

的宣傳，
18
所以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已經完成了一個被「信任」的過程，

以致我們相信它就是《清明上河圖》了。 

 

小結 

綜合筆者的觀察，又參考西爾弗斯的說法，我們發現只要觀眾（媒體中介的受眾）

認為（信任）設計者（媒體中介者）有能力做到呈現作品原來的面貌（忠於原來

的文本），我們便才可以得出「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是《清明上河圖》」

的結論，由此可見，「信任」是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關鍵，正如西爾弗

斯指出「信任」是在媒體中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19
試想一想，假如沒有「信

任」，作為「電子動態版國寶名畫」的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價值可能

會馬上消失，而淪為普通平凡的的媒體小創作。正如二零零九年，香港曾經上演

一套動畫電影《麥兜响噹噹》，其實片中早已出現「動畫版的清明上河圖」了，

                                                 
16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27。 
17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177。 
18 〈世博上河圖亮相中國館彙聚 7000 人物〉［網上資料］；取自世博網網頁 
(http://www.expo2010.cn/a/20101001/000003.htm)；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19 Roger Silverstone；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出版 2003)，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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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是立體的作品。
20
雖然它較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早一年在市場上誕

生，可惜它卻從未被「信任」為「國寶名畫」。 

 

四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不是《清明上河圖》？ 

如果基於「信任」，我們看「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就是《清明上河圖》」，

那麼，本文對於「是與不是」的研究是否已經完成了？非也，因為「是」只是基

於主觀臆測的「信任」，但其實欠缺了客觀角度的支持。那麼，究竟從客觀的角

度繼續進行批判和審視，我們會否發現它的「不是」呢？ 

 

如果放下信任框架去看，我們會發現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不單只把娟繪版

的《清明上河圖》放大了三十倍並加入動態的演繹，原來它還根據設計者對北宋

民生的聯想，而被粗暴地加入了不少來自設計者的新情節和新故事，例如日間出

現的小童追逐小豬、小童行乞、每四分鐘一次的日夜變化、入夜後才出現的流動

荷花燈，以及畫中日夜轉換後人數銳減約一半等，
21
這些都是完全超出原作範圍

的新元素，也是對宋代民間生活和城市面貌的一種重新的解讀和演繹！
22
根據電

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總設計師于正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表示：「真希望

他們（觀眾）看到從真跡中背後看不到的，所以接下來是要把它激活做成動態的，

然後又有了夜景的部份，都是原作上沒有的」，
23
換句話說，電子動態版《清明

上河圖》不單純在外表和媒體形式上出現了變化，其內容和表達的意義上也出現

了改變，故此，如果我們先簡單問一句：「究竟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夜

景是《清明上河圖》嗎？」，相信答案將會是否定的。那麼，它的內容和意義方

面呢？當然也有偏離了原來作品的內涵和意義，所以于正對此也自圓其說：「我

                                                 
20
〈《麥兜清明上河圖_粵語版》〉［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Wv5jleWZDM)；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21 原來畫卷的在白天呈示了合共 691 人，夜晚卻只有 377 人，這可算是一個重大的改動。〈電子版清明

上河圖導賞手冊〉［網上資料］；取自明報網頁(http://tssl.mingpao.com/htm/qmrs/qmrs.pdf)；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22 〈電子版清明上河圖導賞手冊〉，［網上資料］。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23 〈解讀清明上河圖 2〉［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vOoMxB5XlQ&feature=related)；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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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今次辦這項展覽，並不希望把歷史的包袱背得那麼沉重……如果大家認為它

是一個卡通，一個動漫，我也不會覺得難過說，哎呀，其實這是一個國寶，或

者是一個很有品味的一個東西……它其實是一種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一種手

段，然後讓大家對這個感覺有趣之後，再去研究歷史。」
24
 

 

由此可見，隨著設計者的介入，《清明上河圖》已漸漸成為了設計者的掌中物，

本來屬於張擇端對《清明上河圖》的言說權，也似乎轉移到設計者的手上。而掌

握這個大權的于正，便把握機會將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變成了他手中一個

實踐理想和目的的一種手段，
25
所以他最後把《清明上河圖》變成了一個完全有

條件脫離原作的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即一個能夠獨當一面的「卡通或動

漫」的新創作！ 

 

小結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不是《清明上河圖》似乎才是合情合理的說法。不過，

既然如此，為何于正仍然接受自己的作品是《清明上河圖》的重現？筆者相信這

可能是基於某些原因，例如當他把作品依附於《清明上河圖》的偉大名聲之下，

他才能高舉「電子動態版國寶名畫」的旗號，這一方面增加他作品的認受性，另

一方面，他藉著官方的宣傳和極具意義的展覽，使作品更受關注和支持，所以「電

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是《清明上河圖》」的說法，也許是來自設計者于正與

官方之間，在「你情我願」之下製造出來的美麗假象，筆者絕不相信這一切純屬

誤會或巧合，甚至「是」的背後可能存在一些「難以啟齒」的內情。 

 

五 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不是《清明上河圖》的再解構 

                                                 
24 〈解讀清明上河圖 2〉［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vOoMxB5XlQ&feature=related)；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25 〈解讀清明上河圖 2〉［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vOoMxB5XlQ&feature=related)；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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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所謂美麗的假象是怎樣產生出來？這又隱藏了怎樣的問題？鑑於電子動態

版《清明上河圖》恰恰就是西爾弗斯提出的媒體中介過程的一個好例子，
26
如果

筆者使用西爾弗斯對於「意義」流動過程的分析方法，
27
對電子動態版《清明上

河圖》再進行一次簡單的分析，就能夠從解構呈現出問題的關鍵所在。這個「意

義」流動過程的分析方法，是西爾弗斯借用牛津大學教授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詮釋學處理翻譯的觀點而來，當中包含了「信任、入侵、轉化及還原」

四大過程。
28
為清晰交代西爾弗斯的說法及進行分析，筆者將會按部就班地把四

大過程逐一說明清楚。 

 

1. 信任 

「是指文本具有值得被人肯定的價值，能使人明白蘊含的意義，而且這些意義也

將會讓我們的譯文永垂不朽」。
29
《清明上河圖》早已被認為是鑑賞性高的「中

國十大傳世名畫之首」，縱然于正最初對它的認識是「基本空白」，
30
但也不影響

他以信任的心，去認識、接受和使用這作品，成為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的

原來文本。 

 

2. 入侵 

「是形容文本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很有可能判斷錯誤……當我們進入文本，說明

它的意義，便彷彿在文本插上旗幟，宣示自己對於文本意義的所有權力」。
31
于

正曾表示自己在設計時犯過幾個錯誤，例如原作中的一個酒店門口有較誇張的構

建，以為它未完成而完善它，後來才知道它是放在大的酒店門口招攬顧客的招

                                                 
26 Silverstone 指的「意義」在媒介中的流動、變異之後，最終會到達固定的過程。Roger Silverstone《媒介

概念十六講》，頁 24。 
27 「意義的循環與流動，也就是所謂的媒體中介。」見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19。 
28 Silverstone 借用牛津大學教授 George Steiner 以詮釋學處理翻譯的觀點，即透過「信任、入侵、轉化及

還原」來說明「意義」交換的特性。參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1。 
29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1。 
30 「作者是工業設計專業的理科畢業生，坦言對於中國的歷史不熟悉。」見〈電子版清明上河圖導賞手冊〉，

［網上資料］。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31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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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32
另外，他專程去開封考察，並按著當地大街小店的熱鬧場面去創作夜市情

景。
33
可見，于正在創作時犯過錯誤，又按著自己的聯想來創作夜市，這些都恰

恰是一個違反原來文本意義（原作）的解讀，企圖宣示設計者具有原來文本主權

的粗暴入侵。 

 

3. 轉化 

「是指翻譯者在保留文本原意的前題下，對作品進行一些改動，以至讀者更容易

明白其文本的意義，把『意義』打包回家。」
34
在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裏，

我們看見設計者在保留原作的前題下，透過媒體動態技術使街道、船隻、樹木和

建築以及當中的人和動物都活動起來，又增加音效的配合，務求使觀眾彷彿置身

其中，
35
從而產生對宋代的生活的一種共鳴感，以達到西爾弗斯形容「讓人能夠

消費意義、馴服意義」的轉化效果。
36
 

 

4. 還原 

「是指翻譯者賦予其文本新的價值與新的意義」。
37
如果我們把《清明上河圖》

由原來的「絹繪版」轉換為「電子動態版」比喻為被翻譯的文本，又將設計者比

喻為翻譯者。那麼，這句意思就是指「設計者在過程中對原作加入了的新元素、

新價值和新演繹」，例如于正在作品中加入自己聯想出來的新人物、新故事，甚

至，他新增了一個原作全無的「夜景」等，全都是新的改動。彷彿把電子動態版

《清明上河圖》「還原」為另一個獨立的「新作品」。記得于正曾強調：「真希

                                                 
32 于正曾表示：「設計時也犯過幾個錯，原畫中一個酒店門口有一種形態較誇張的構建，以為它未完成，

因此想在動畫畫蛇添足完善它，但專家稱，它叫歡門彩樓，是放在大的酒店門口招攬顧客的招牌，別稱叫

『高棚』， 『高朋滿座』就是這麽來的。」。〈電子版清明上河圖導賞手冊〉，［網上資料］；取自明報網頁 
(http://tssl.mingpao.com/htm/qmrs/qmrs.pdf)。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33 于正專程去開封考察，他說：「那裏一到傍晚，大街小巷店舖門口就擺滿桌椅板櫈，場面非常熱鬧，據

說是從北宋一直延續下來的。我們創作時就有很多這種夜市情景」。〈電子版清明上河圖導賞手冊〉，［網上

資料］。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34
「轉化是指文本轉變為令人熟悉而可以接受的模樣，使意義更加具體化，讓人能夠消費意義、馴服

(domesticate)意義。」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2。 
35 〈清明上河圖〉［網上資料］；取自故宮博物館網頁

(http://www.dpm.org.cn/www_oldweb/Big5/phoweb/Relicpage/2/R945.htm)；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3 日。 
36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2。 
37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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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們看到從真跡中背後看不到的」，這似乎說正了西爾弗斯指出「還原」的另

一特點：「讀者在原文中感受不到的文采，卻可能在譯本中經驗得到。」
38
 

 

小結 

通過客觀地借用西爾弗斯媒體中介的過程作分析，我們清楚知道電子動態版《清

明上河圖》是一個媒體中介過程的產物，因它成功地經過了那四大過程的考驗，

從「信任」開始，漸漸經過「入侵」和「轉化」，而最後被「還原」為另一個全

新的作品。換句話說，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可以說是一個已經能夠脫離原

作的獨立創作。故此，無論是筆者的觀察或是按著西爾弗斯理論的再驗證，結論

都是一樣：「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不是《清明上河圖》」。 

 

六 「是與不是」的背後 

如果「是與不是」是研究的開始，那麼，「是與不是」也是關注問題的開始…… 

 

通過「是與不是」的研究，筆者才能發現《清明上河圖》從絹繪版轉移到電子動

態版的過程之間，似乎曾經出現過一種利害關係的考慮，西爾弗斯稱這個現象是

一場政治的角力。
39
例如于正對原作做了許多的資料搜集和分析，又請教專家，

甚至自己親自到開封作實地考察，因此，他的製作應該是盡量忠於原作《清明上

河圖》的，
40
不過，最後他卻因為種種的考慮，而按照了自己個人的創作主張，

放下了某些歷史的包袱，
41
並在盡量平衡觀眾的期望之下，最終選擇創作出一個

「嶄新的」《清明上河圖》出來。這情況明顯是一次政治角力。 

 

既然于正製作了一個嶄新的作品，但他為何仍然接受作品以《清明上河圖》作為

宣稱，又容許自己的作品依附於《清明上河圖》的蔭下？筆者相信這是反映出他

                                                 
38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2。 
39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7。 
40 上海世界博覽會：《中國館的清明上河圖》，頁 2。 
41 〈解讀清明上河圖 2〉［網上資料］；取自 Youtube 網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vOoMxB5XlQ&feature=related)；瀏覽於 2011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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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只一次考慮，換句話說，這是另一次的政治角力。因為于正本來可以高舉全

新創作的旗號，大賣他作品是一個全新意境的高科技創作，不過這樣的介紹卻不

乎合博覽會或中國官方的期望，也可能令他失去高舉「電子動態版國寶名畫」旗

號的機會，以至他的作品將會失去外界珍而重之的關注，所以他最後只有遷就官

方或館方的要求，完成一次「不道德」又「似乎是欺騙」的「枱底交易」。 

 

這是一個極嚴重的操守和誠信問題，因此，筆者會追問：「既然媒體中介過程之

中會經驗政治角力的影響，究竟甚麼因素正在影響著政治角力？」從于正身上，

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影響政治角力的因素，分別是他個人的志趣和目的、他對科技

的掌握、以及來自外在的助力或限制。這些因素都能夠影響《清明上河圖》在媒

體中介過程的方向，主導著于正如何傳遞及表達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正

如西爾弗斯指出「傳播者的特定意圖或技術問題，都可能使中介的過程有所偏

差」
42
。由此可見，媒體中介過程中的政治角力，不單可以左右媒體中介處理者

的主觀意向，甚至，可以使媒體中介處理者埋沒了媒體中介的原來「意義」！ 

 

另一個引伸出來的問題：如果媒體受眾（觀眾）接收到經過政治角力影響下的媒

體信息，他們會否受到相應的影響？舉一個例，如果媒體受眾信任了「電子動態

版《清明上河圖》是《清明上河圖》」，他們便可能想觀看博覽會了，於是，他

們為了一睹這幅「電子動態版國寶名畫」的風彩，甚至會不惜花費金錢去購買

門票，又願意花長時間排隊去看一看。換句話說，政治角力下的媒體信息或多或

少間接地影響著媒體受眾，使媒體受眾基於信息而作出回應，可見媒體的受眾基

於「信任」，其實十分容易跌入媒體傳播背後的政治圈套，而被無形地操控。 

                                                 
42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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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hellotw.com） 

 

西爾弗斯指出「我們研究媒體，是為了知道有哪些原因製造出動機與不安，為了

瞭解在公領域與私領域、文本與科技之間，具有何種關係，會產生甚麼不同的意

義，又在哪些方面造成了壓迫……」，
43
同樣，筆者透過本文的研究，其實不是

為了一個簡單的研究答案，而是希望藉此研究、發掘及揭示媒體背後的政治問

題，以警惕和檢討自己對媒體的「信任」機制，反思媒體信息的可信性，以及其

背後的政治動機，這樣，我們才不會隨意被媒體所影響或誤導。 

 

七 總結 

是次研究並非一個單純的作品分析，而是一次媒體研究及分析之旅。雖然本文起

初的志趣，只為了解答「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是不是《清明上河圖》」這

個令筆者感到張力和不安的問題，不過，隨著對問題一層又一層的解構，筆者才

意識這是一個媒體中介過程的問題。這個「電子動態版《清明上河圖》不是《清

明上河圖》」的真相，不單推倒了筆者對媒體根深蒂固的信念，也令筆者感到如

夢初醒──原來今天我們對媒體以及我們的生活都欠缺了一種批判的思考！ 

 

細心去看今天我們的生活，原來都已被媒體重重包圍，隨著我們與媒體互相交流

                                                 
43 Roger Silverstone《媒介概念十六講》，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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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我們對媒體的信任便越容易增強，然後日漸變得盲目，最後便只會照單全

收。透過是次研究，筆者不單自我喚醒了，也希望能夠喚醒更多人關注媒體潛藏

於日常生活的小事件，或是一場展覽、一句口號、一段小新聞、一則宣傳，其實

都在影響著我們，甚至可能在操控著我們，所以每當我們接觸媒體的時候，必須

醒覺，並以批判態度仔細求證，以求洞悉當中的虛實和政治動機，這樣，我們才

能免於迷惑，作出一個較為正確的回應。最後，筆者引用西爾弗斯的一番話，作

為本文的結束：「我們必須確切瞭解媒體的政治：權力運作如何成為媒體難以承

受之重、媒體如何依賴媒體機構，以及個人和媒體的力量如何說服他人、如何獲

取注意力，並且做出回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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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花道之路 

專訪華道池坊香港支部謝玉華支部長 

鄭丹華 

 

 

 

日本花藝表現簡約之美。醉心日本花道之源──池坊華道的專業花藝師兼池坊教

授謝玉華（池坊香港支部支部長），廿多年來不斷探索和追尋超過千年歷史的池

坊華道文化。訪問前，筆者沒料到，一切原來由一幅編織圖開始。話說她當年因

為看不懂日本編織書中一幅編織圖，有個簡單想法：「我只要學會日文，便可以

看懂編織圖的文字說明。」機緣巧合之下，她毅然放棄律師樓的秘書工作，隻身

赴日本，由零開始學日文，繼而在日本工作，學插花……她人生和事業的路線圖，

從此與池坊華道(Ikenobo Ikebana)結下不解之緣。 

 

第一部分：愛花之路 

去日本學習日文 

她泡了兩杯茶，微笑，優雅地坐下，娓娓道來她的故事。當年為何學插花？她不

緩不急地答：「先要由學日文講起。當年一九八九年，我去日本學日文。八十年

代的香港備受日本文化沖擊，東瀛文化盛行，我是看《nono》那類日本雜誌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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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群，當時巿面上關於編織和工藝的日本雜誌多不勝數。我看日本編織書學編

織，發現其中一幅編織圖看來看去也看不懂，因為不懂日文，於是很想學這種語

言。」為了去日本學日文，她在律師樓辛勤盡責地工作，儲備一年學費和生活費，

並預留一筆錢給父母作家用，然後抱著單純好學的心去日本。 

 

問她當年為何作出這個決定？她說：「其實，是很多事情加起來的決定。當時我

廿來歲，在工作方面希望晋升為行政秘書(Executive Secretary)，但許多律師樓聘

請行政秘書要求年滿三十歲，我不合資格。」當年她年輕，想法簡單──計劃花

一年時間在日本全情投入學習日文。然而，她在日本上課數月之後，漸漸發現僅

花短短一年時間，實在難以駕馭一種語言，於是開始在日本找工作，賺生活費，

半工讀。 

 

她是商科專才，打字速記樣樣皆能，且為業界精英──在香港初出茅廬，已獲香

港大規模律師樓招攬旗下，出任秘書。她在日本很快找到國際規模的律師樓的夜

班秘書工作；該律師樓對秘書要求極高，不少秘書難逃被解僱的命運，但她工作

能力高，對要求極高的上司，反而覺得有用武之地，有機會發揮，工作有滿足感。

如是這般，她得以輕易解決錢的問題，繼續無憂無慮地留學。 

 

習西洋與日本花藝 

她不想虛度在日本留學的光陰，於是尋找正統學校學習日文，學日本文化，因而

有機會接觸茶道和花道。她說：「我在香港已學過許多和鮮花無關的花藝，例如

麵粉花、絲帶花、手工花……起初我在日本學日文，後來不斷找學校資料，直至

去到東京池坊御茶之水學院，我即時知道，我要就讀這間學校。（為甚麼？）學

校是一幢建築物，而不是在樓上教室；校舍古老，歷史悠久。」往後三年充實的

學習生涯，引證她的選擇沒錯。上課時間是朝十晚四，她下課後去上班，同時專

心學習和努力工作，生活充實，樂在其中。她如期在一九九三年於日本東京池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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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茶之水學院專修科畢業，期間更利用暑假空檔赴美修讀密集式專業插花課程，

取得專業花藝設計資格。後來，她才發現所讀的美國弗羅里達州南弗羅里達插花

設計學校(South Florida School of Floral Design, Florida, U.S.A)是該州省著名的花藝

設計學校。在日本留學第三年，更請老師為她補習立花(Rikka)──池坊華道中最

傳統的插花形式。她表示：「我希望好好裝備自己，然後返香港。」她是實幹的

人。 

 

返港忙碌生活 

回港後，有人問她為何不立即開辦花店或教室？她心裏清楚去日本已花了一筆

錢，不能太任性，決定再多儲一點錢，才作打算。她一九九三年返港，幸運地在

香港已有一份工作等她上班；她在日本打工的國際律師樓，剛巧在香港成立中國

線(China desk)，需要懂中文以及會講普通話的秘書，於是順理成章引薦她返港就

職。然而，她對花藝的熱情種子，早已栽種心裏，牽引她走人生前面的每一步。

她開始兼職教授插花。教第一堂課，她精心打扮，細心化妝（她平日很少化妝），

在家中長餐桌擺放花器、花材、筆記和工具等，面對學生──七位日本婦女（她

們的丈夫來港工作，閒來學插花），她抱著興奮熱切的心教學，下課了，心情雀

躍萬分。她說：「我今日依然清楚記得當日的情境和心情。其實，現在我每次授

課，也如此高興。」後來，家裏飯廳漸漸堆積鮮花、水桶、花瓶……她與父母同

住，自覺佔據太多「共用空間」，影響家人。上班時，她在辦公時間內悄悄地忙

著訂花材，預備下一堂課。生活忙得不可開交。 

 

搭訕換來一個教室 

有一天，她剛完成花展參展後，捧著沉甸甸的花材和道具回家，疲憊不堪，很想

擠進已迫滿人的升降機內，盡快回家。那刻，她甚麼也聽不見，只聽見升降機內，

有一位地產經紀跟身旁的人說樓上有個空置單位出租；她一向害羞，但那刻竟然

冒昧搭訕，問地產經紀：「你可否帶我去看那單位？」地產經紀輕聲跟她說：「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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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樓下等我，我回頭下來，再帶妳去。」結果，她在一九九五年用一萬八千元租

用在家樓上再樓上的三房兩廳單位，有第一個像樣的教室。學生們不斷介紹新學

生給她。 

 

「花長」分店首位華人店長 

在一九九七年前，香港有多間日本百貨公司，其中位於金鐘的西武百貨公司裏，

有一間名叫「花長」的花店，其總部設於日本名古屋，聲名不錯，而香港分店的

店長素來只起用日本人，但該花店竟破格聘用身為香港人的她。她回憶著說：「當

年，我經常往返京都，去上學（繼續進修池坊華道），於是順道在京都見工──

會見日本花長花店的負責人。」在一九九六年，她出任花店店長，月入港幣二萬

五千元，獲重金禮聘。實幹的人願意付出，她說：「我願意去當店長，因為我想

開花店，我需要累積經驗，了解花店運作。」她善用時間，用盡每日二十四小時

──身兼多職：當老師教插花經營教室（上午授課），又做花店店長（未吃午餐，

已在花店上班）……如此這般忙、忙、忙的生活，她努力維持了幾個月。有一天

她步進花店，頓覺滿天星斗，自知體力透支，不得不注意健康，決定辭掉店長工

作，但花店老闆求才若渴，要求她轉做兼職，起初每星期工作三天，後來完全不

用留守花店，也可以領取一萬一千元薪水；她欣然接受。 

 

美夢連場：開花店 

年輕的她笑臉迎人，加上事業如日方中，於一九九八年，教室擴充，遷至佔地一

千六百平方呎的銅鑼灣，兼營花店，又再開另外兩間分店，夢想成真。她小時候

的志願是當室內設計師，於是親自設計花店裝潢。不過，一九九七年前後，香港

經濟面對信心危機，不少設於香港的日本百貨公司如大丸、三越等紛紛倒閉，許

多日本公司撤回日本；一群日本婦女（她的學生）隨丈夫離港，導致她的學生人

數不但沒增加，反而下跌；花店又賠錢再賠錢。在美夢裏，她似乎不願醒過來，

繼續投資金錢、時間和心思，她說：「當時我真的沒有愁，不夠錢便去我銀行戶

99



 
 

 

口取，取了，再取，直至銀行存款跌至某個數字，我覺得已經到了警戒線，不可

以再跌下去，於是急著找面積較小的地方搬遷，然後遣散所有員工。」她多年以

來深受日本花道薰陶，為他人設想，對員工百般信任，但最終才發現她的錢在某

些地方沒用得其所。不過，她寬容大方，淡然地說：「盛極必衰。」 

 

顧客服務融入日本文化 

回顧過去，她自言當年經營不善，現已將教室（兼營花店）規模縮小，但跟往日

一樣，專業用心地為顧客服務。她務求為顧客提供最佳服務，修讀了許多關於客

戶服務的課程。她說：「中國人待人有禮、關心他人、為人設想……這些優質顧

客服務，其實跟日本文化一脈相承。」後來，香港於二零零三年經歷沙士(SARS)

一役，經濟不景，再來二零零七年金融風暴沖擊，但依然無減她對花藝的熱情。

她跟往日一樣，身兼多職：第一，做老師教學──教授西式及日本花藝；第二，

做老闆經營花店──提供各式花藝布置服務（曾參與香港時裝周，以及日本半島

酒店在香港的示範室，包括大堂的花藝布置）；第三，做學生持續進修──每年

去日本最少四次，不斷進修池坊華道。除此之外，她更每年參與香港花卉展覽。

日本是勤勞的民族，表揚勤勉堅持，在她身上，令人看見日本的文化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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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受千年文化感動 

 

在教學生涯中，面對學生去留，她雖然已成習慣，但對每位學生決定停學或離開，

心裏始終在意。幸好，六年前上天安排了幾位熱切追求池坊華道的香港學生給

她，他們要求一星期上幾課，不斷學習，令她鼓舞。時至今日，她好些學生已為

人師表或經營花店，傳揚池坊華道。問她在愛花之路上，可有想過放棄？她坦言

在教學路上，曾經發生過一些事，令她對教學失望，不想再教下去，但當期時她

在互聯網上（商業電台網站 881903.com 新聞資訊）讀到一段關於日本企業的資

料：「（在日本）具千年以上歷史的企業還有七間，其中京都巿的插花企業『池坊

華道會』則排於第二位，歷史僅次於金剛組……」她心裏想：「池坊華道有過千

年歷史，教學是做文化承傳的工作，我怎忍心放棄？」池坊華道源遠悠長的歷史

感動了她，令她決定繼續將之承傳下去。

 
 

第二部分：花藝之道 

池邊有僧侶居住 

問「池坊」之名由何而來？她拿出一篇文章，上面寫著一段文字：「在京都有一

所『紫雲山頂法寺』，形狀為六角形，一般被稱為『六角堂』。傳說年幼的聖德太

子在水裏拾到一個盒，內裏放了一個由黃金打造、身高一寸八分的觀音『如意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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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太子便把該觀音當作自己的護身佛，一直帶在身邊。在六世紀，聖德太

子為了報答觀音讓他在戰事中獲勝，決定興建寺院。太子四處尋找建造寺院的木

材，來到『六角堂』的所在地。因為太子無法取下（取回）在洗澡時掛在樹上的

護身佛，只好在該處渡宿一夜。晚上觀音顯靈表示保護太子已經超過了七個世

紀，現在開始要留在當地，普渡眾生，所以便在該地建了『六角堂』安放了護身

佛。該池池邊有僧侶居住的地方，日文稱之為『坊』，這便是『池坊』名稱的由

來。僧侶早晚插花供佛，歷代誕生了不少插花高手，日式插花在此發源。」 

 

中、日文化交流 

佛教起源於印度，後傳至中國，再傳至日本，僧侶以花供佛的禮儀習慣由來已久，

日本池坊華道跟中國文化有關？她答：「文獻記載五八七年聖德太子建六角寺，

六零七年小野妹子（男性，日本飛鳥時代的政治家）去過中國；六零七年，中國

是隋朝。」隋、唐兩朝乃中國佛教大盛的時代，日本的「遣隋使」──派遣至中

國隋朝的日本使者，製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機遇。故此，中國和日本插花文化

互相影響，在歷史上有跡可尋。日本花道源自中國插花，此說可以接納，但池坊

華道卻將之發展為完備體制，並發揚光大，甚至傳回中國，亦值得留意。換言之，

插花從中國傳至日本，但華道卻從日本傳回中國。 

 

西洋與日本插花 

自從日本對外交通展開，與各地文化便開始互動，然而地處東方的日本，始終與

西洋國家距離甚遠，西洋插花跟日本花藝看來似乎稍有不同。簡單來說日本花藝

與西洋插花有甚麼分別？她表示：「池坊華道有過千年歷史，西洋花藝發展了幾

百多年。時至今日，兩者已有某些共通之處，例如日式和西式插花也會強調簡約，

重視形狀、顏色和質感。不過，概括地說，西洋花比較重量──運用相對多的花

材，表現完整整體，基本上需要填滿空間，無缺口；而日式插花傾向強調東瀛格

調，有素色的表現，混入日本茶道強調的『佗』(wabi)和『寂』(sabi)，『佗』和

102



 
 

 

『寂』蘊含深層次的哲學思想，在此難以三言兩語解說，不過若以中文簡單翻譯，

佗即樸素，寂是寂靜；而生花（Shoka──池坊華道其中一種基本花型）表現的

就是靜態美。簡單和諧是最理想的世界，日本茶室陳設簡單樸素，鋪素色榻榻米，

沒多餘裝飾。日式插花用相對少量的花枝，透過簡單形態，表現深層次的精神。

另外，留白是日本重要的審美觀念，所以日式插花作品強調空間感，以及七比五

比三的黃金比例。日式插花接受不完美的缺憾美，枯葉和折枝也會用上；日本花

道表達對花材對生命的尊重。簡單中見複雜，複雜中見單純。單純源自內心。」 

 

（圖為：生花變化型二重生） 

 

池坊基本花型 

參考華道家元池坊香港支部網頁關資料，池坊華道的基本花型：立花(Rikka)、生

花(Shoka)、自由花(Jiyuka)、盛花(Moribana)，代表四種不同的插花方式。其中立

花源自十六世紀的直立花，到十七世紀在第二代池坊專好的時期集大成，為上述

四種插花形式之中，享有最長的歷史。首先，立花是用七至九個基本部分──「役

枝」（花、枝或葉等）組成，用以表達大自然景色的華麗或雄偉；立花旨在忠實

地再現大自然，並融入創新變化，蘊含適應新時代環境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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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立花。圖片來源：http://www.annietse.com.hk） 

 

其次，生花：可溯源至十八世紀，是比較簡易的插花形式；到十九世紀池坊專定

的時期集大成。生花分正風體和新風體兩種插花形式，正風體的三個主枝，稱為

「真」、「副」、「體」，構成一個整體，著重表現個別花材的美態，以及生命變化

的旋律，藉簡單秀美的手法，表現人對花卉本質的印象：花枝從水面上優雅地伸

展；插花注重「水際」──花器內花和水相接之處，寄托人對枝葉和花卉的情感。

至於生花新風體，乃當代池坊宗匠專永（第四十五代池坊華道宗匠）創立的一種

嶄新形式，特點是給人明亮而現代的感覺。主要兩個部分稱為「主」和「用」，

彼此協調，互相對比；相對次要的第三個部分，稱為「輔助枝」，添加在作品上

的目的，是作最後潤飾，使之更豐富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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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生花，圖片來源：http://www.annietse.com.hk） 

 

再者，盛花之所以在明治時代（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出現，因為當時日本人

的生活變得西化，為了配合西式餐桌、書架等陳設，插花講求「闊度」多過「高

度」，盛花因而誕生。盛花之名，來自花以盛載形式，插於水盆或闊口花器。插

花時，利用三至五種花材，再現花草的自然美。 

 

接者，談談自由花。在池坊悠長的歷史和傳統裏，為人們提供了有法則可依循和

參考的插花形式，而著重作者個人表達的自由花，在近代才出現，以迎合現代環

境和趣味。自由花可分兩種風格：自然主義和抽象主義；兩種風格皆以新技巧和

新方法來使用花、草、枝、葉等「原材料」，尊重各種「原材料」的美和特性。

自由花重視創造性，創意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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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自由花） 

 

她補充：「立花、生花、自由花和盛花都重視『形』、『色』、『質』。『形』──點、

線、面塊；『色』──顏色；『質』──質地、特質、性質和氣質。」 

 

日本花道之源 

池坊華道堪稱日本花道之始祖，根據池坊專永曰：「池坊歷史就是插花歷史。五

百五十年前插花始於池坊。雖然在漫長的歲月中其他流派脫離池坊另立門戶，但

是池坊一直被公認為是插花的本源。池坊的歷史中交混著傳統和創新，這兩者互

相作用，相輔相成，不斷激勵著今日插花的新發展。」日本人稱花道為華道，華

者，花也。日本花道現存不同流派，如小原流、古流、未生流、草月流、遠州流、

松風流、日新流、國際流等，林林總總。她指出：「正確來說，我們不能夠稱池

坊為流或派，分支出來的，才稱之為流或派；池坊是日本花道之始，故此，將池

坊稱之為池坊流或池坊派都不正確。」 

 

修練華道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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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池坊華道的「道」是甚麼？她答：「從字面上看，道是有時間有長度的，

是道路，不是短暫而是延續的。學習是一個過程，需要用心花時間，才能夠駕馭

當中技巧，理解當中內涵；學習華道，需要一段長時間，是一種『修練』。華道

只不過簡單兩字，卻是畢生的修練；修練包括修為和練習，不能急，只可快，欲

速不達。」認真去做任何事必然花時間，而日本乃是強調細心和認真的民族。她

和華道結緣多年，做事認真，從不馬虎，初次擔任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舉辦的池

坊華道課程（為期六個星期）導師，她花上三個星期準備第一堂課，反覆思考如

何將理論由淺入深向學員講解。道是甚麼？筆者從她身上體會到一種經過長時間

修練的精神信念，無時無刻地存在，彰顯於她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

甚至一個表情，以至待人接物的態度。她補充：「最重要是心。學華道，要有心。

池坊專永常常強調插花不需要技藝超凡，最重要是有心有興趣。」 

 

宇宙天地間心術正 

學習池坊華道，需要用心；心術正，是重要的。她說：「生花的三枝主枝：『真』、

『副』、『體』，代表『真』的花枝插在花器正中央，代表『人』的心要正直，不

偏不依。『真』、『副』、『體』，代表『人』、『天』、『地』，即是世界，一盆花代表

宇宙的縮影。花有生命，是小世界。花是表象，當中蘊含深層次的思想內涵。池

坊華道藉立花表現大自然的美，每一枝都有喻意，猶如佛教所追求『須彌山』的

世界。」根據《佛光大辭典》記載：「須彌，梵名 Sumeru，巴利名同。須彌山又

作蘇迷盧山、須彌盧山、須彌留山、修迷樓山。略作彌樓山。意譯作妙高山、好

光山、好高山、善高山、善積山、妙光山、安明由山。原為印度神話中之山名，

佛教之宇宙觀沿用之，謂其為聳立於一小世界中央之高山。以此山為中心，周圍

有八山、八海環繞，而形成一世界（須彌世界）。佛教宇宙觀主張宇宙由無數個

世界所構成，一千個一世界稱為一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稱為一中千世界，

一千個中千世界為一大千世界，合小千、中千、大千總稱為三千大千世界，此即

一佛之化境……」她相信：「修行在於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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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生花別傳──左体（逆勝手）；右圖：生花 三種生） 

 

花道教授之心思意念 

教授池坊華道多年，她不斷修心，尊重天下眾生，不論人與物，抑或一花一草一

木，皆以虛懷若谷的心去對待。她說：「我覺得我是為池坊打工的。我希望為池

坊做一點事。」她曾經有感而發，寫下學習心得，現節錄如下： 

 

「不平衡才是平衡，平衡才是不平衡；不完整才是完美；不完美才是完整。」 

 

「過分統一欠變化，過分變化欠統一。」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你看到的未必是事實；不要相信你的耳朵，你聽到的未必

是真相。」 

 

「心中有花，花中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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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今次訪問是難得的機遇和緣分。筆者跟謝玉華(Annie Tse)老師習池坊華道一、兩

年，自覺只是學會表面皮毛，修行尚淺，修心不足，尚未參透當中高深莫測的精

神奧妙。在一個下午，身為學生的我，有機會細聽老師談花道，說過去，實在深

感榮幸。感激她付出時間和耐心，和我談了那麼久。在我心中，她的插花技藝超

凡，是香港數一數二的花藝師，更重要的是，我發現她多年修練的，不僅是花藝，

更加是寬待別人的修為和修養。她用單純的心插花，心中有花，使花中有心。想

知道被訪者更多資料，請瀏覽網址：www.annietse.com.hk/annie_tse.htm或

www.annietse.com.hk/ikenobo/ikenobo_jiyuk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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