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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處不在的影像是怎樣練成的 

 

二零一三年尾，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辦了一場「世紀婚禮」，婚禮過後，社交網

站面書（Facebook）盡是出席婚禮者的感想，亦不乏當晚拍攝的照片。據聞婚禮

的主角，周旋於婚禮的嘉賓當中時，不忘拍攝，並即時上載到自己的面書，儼然

是直播婚禮。當今世代處於 Web 2.0 的年代，影像無處不在。但假如十九世紀初，

攝影技術剛發明時，發明者根據今日的知識版權條例，取得專利，壟斷攝影技術，

今天會否仍是影像無處不在？當然缺少互聯網，影像不可能無處不在。攝影和互

聯網這兩種技術，相隔差不多兩個世紀，但卻是異曲同工，兩者都因為公開相關

的技術而日新月異。 

 

今期專題的三篇文章集中探討攝影技術的出現和發展之餘，更旁及攝影這一新技

術對藝術的衝擊和對歷史觀念的啟發。〈攝影小史〉一文則詳論攝影技術的轉變，

並詳論攝影和 Web 2.0 的緊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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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藝術與歷史 

徐銘芝 

 

 
（圖片來源： http://t17.techbang.com/topics/9871-google-commemorate-the-inventor-

daguerre-photography-224-years-old-to-see-his-story-here） 

 

I. 引言 

攝影技術發展至今已超過一百六十年。早在十九世紀前期，法國畫家達蓋爾便

發明了銀版攝影技術。當年攝影技術還未成熟，要長時間曝光才可有足夠光線

去成就一張看得見的相片；然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事隔一個世紀，攝影結

構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改進：由利用不同感光菲林底片的手動相機，進化到全

自動的數碼化輕便相機。在這資訊時代，影像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它提供另

一種視覺符號給我們，主導了我們看的方式，甚至控制了我們對某些事件和事

物的看法及意見。在攝影技術如此成熟的時代，我們應細心思考攝影在社會及

歷史上的文化意義及其深遠影響。因此，本人想藉此機會嘗試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攝影及歷史的哲學概念去了解攝影發明，對現代人的啟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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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消費社會的脈絡，探究一下現代人在利用攝影帶給我們無限樂趣之時，又會

否因攝影技術令人對自身感到愈來愈矛盾，或是相反，更清晰。 

 

II. 靈光的消逝：複製技術（攝影）對藝術的衝擊 

事實上，古老年代被創造的藝術與現代的藝術品之功能差異甚大，甚至可以說

是走向兩個極端。古老時代的藝術，如石窟的壁畫，創造的原因並不是為了讓

群眾看見或欣賞；反之，這些藝術創作帶有傳遞神皆意的功能，它們是為了神

靈的目光才被創造的。這些圖像是媒介，是人類跟神靈溝通的工具，這種藝術

作品是因其祭儀價值而被創造出來。
1
直至發明了機械複製技術，藝術的本質性

就出現了急劇的轉變。班雅明指出， 機械應允了藝術的複製之時，更把藝術從

其祭典功能中解放出來。機械複製技術的發明不但改變了藝術的本質，還使其

展覽價值（Exhibition Value）凌罵於其祭儀價值。然而，只有祭儀價值的藝術獨

有的靈光，卻因此而消逝。 

 

班雅明認為，古代藝術本身就具有一種特定時空獨一無二的特質或氛圍，這種

特質或氛圍，班雅明稱之為靈光。在《攝影小史》一文中，班雅明對靈光的理

解為：「時空的奇異糾纏：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雖遠，猶如近在眼前」。
2
他

認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創作存在著靈光，是因為該作品有傳遞神的皆意的作用。

因複製技術的發明，藝術作品在其發展史上經歷關鍵時刻，只有在新技術的改

變之下才能獲致成效，即是說需要藉助嶄新形式的藝術來求突破。
3
因此複製品

因不再有獨一性而失去了靈光的光環，然而，班雅明並沒有因此而為藝術感到

可惜，因為藝術終於可以從宗教膜拜（Cultic Function）中解放出來，並因得到

複製技術的幫助，使藝術以走向大眾的形式，重新建立另一種藝術價值。 

 

                                                 
1 班雅明，1998，〈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許綺玲譯，臺

北：臺灣攝影工作室。 頁六十八。 
2 班雅明，1998，〈攝影小史〉，《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許綺玲譯，臺北：臺灣攝影工作

室。頁三十四。 
3 班雅明，1998，〈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許綺玲譯，臺

北：臺灣攝影工作室，頁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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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攝影對歷史的啟示 

攝影操作的根本結構，除了為藝術作品帶來質的改變，在班雅明眼中，更為歷

史概念帶來不少啟示。現代社會的時間概念，是同質又空洞的時間

（Homogenous empty time），像時鐘一樣，一分一秒過去，過去就是過去，現在

就是現在，當時間一去不復返，過去與現在之間就會斷裂，並且不再有任何關

聯。不過，攝影的基本結構讓我們以另一角度看待歷史與時間概念。攝影，就

是以光作畫，不論過去的菲林相機還是現代數碼相機，都是利用快門速度及光

圈大小去調較所收集到的光的數量。攝影本身的特性，就是能因其機械結構，

使我們抓住時間，將過去的畫面凝固在一張照片上。這種機械特性，打破了同

質又空洞的彊化時間觀，時間本身並不是沒有意義的，老師在課堂上多次強調

歷史的意義不在於當下或將來，而是在於能否與過去的事相認。攝影所產生的

照片影像就是能把時空凝住、停頓，並將已斷裂的歷史重組，與過去相認。攝

影的機械設計能把快如千分之一秒的畫面瞬間捕捉，所以，一些肉眼不能看見

的畫面，或稍縱即逝的不起眼小事，都能靜止精確地呈現，把隱藏於日常生活

中的細節顯現出來，因此不經意「打開了無意識的經驗世界」。
4
 

 

班雅明對攝影的哲學思考，與一位捷克哲學家不謀而合。捷克哲學家傅拉瑟

（Vilém Flusser）認為人類文明經歷了兩次劃時代的轉變：一是文字發明，二是

「技術性圖像的發明」，
5
即是機械複製技術的影像生產。他認為圖像的空間特

質有別於「歷史直線式世界」（與班雅明的「同質又空洞的時間」類同），他

指出圖像的觀看是掃瞄行為，圖像中的各個元素都有其意義及關聯，而且能重

複自身，重組歷史。就班雅明及傅拉瑟來說，圖像本身就好像魔術一樣，不是

以線性的思維去理解，反而是要從凍結了的時間中，從現在倒帶回看過去的某

一片段，才可認清過去的真實一面。 

 

                                                 
4 班雅明，1998，〈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許綺玲譯，臺

北：臺灣攝影工作室，頁九十。 
5 Vilém Flusser，1994，《攝影的哲學思考》，李文吉譯，台北：遠流出版，頁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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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影像與消費社會 

大眾消費社會充斥著無數的影像，從戶外的巨型廣告牌、流動電視、燈箱廣

告、宣傳單張，到戶內的電視、電影及互聯網上各種圖像，影像已徹徹底底已

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事實上，以資本主義「起家」的商業社會裏，因應著攝

影技術的成熟，攝影及影像已不知不覺地被財團及大商家利用作為推銷商品的

一種工具。我們在消費影像中的視覺符號，同時亦墮入商家的圈套，在影像包

圍的一瞬間產生強烈的購買慾望。 

 

班雅明提到，藝術能夠從宗教膜拜功能中解放出來並走入人群的原因，除了因

為有機械複製技術再生產的幫助，更因為社會經濟已經商品化。馬國明在其著

作中亦清楚指出複製技術與消費社會的關係：「機械化再生產的技術得以廣泛

應用，商品化居功至偉」。
6
對於影像社會與消費之間的關係，美國文學理論家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著名作品《論攝影》有精闢的見解。她指出，

現代社會裏，擁有無限權威的圖像說是攝影影像，這絕對權威源自相機所獲得

影像的性質。
7
 

 

如今一切有關攝影的如攝影課程、攝影器材等都成為了一項有利可圖的工業，

攝影普及化到了一個白熱化的階段，當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部相機或至少擁有

有攝影功能的手提電話時，事情就如蘇珊．桑塔格所說：「正如每一項大眾藝

術形式，攝影並非被大多數人當成一種藝術來實踐。」
8
的確，即使像旅遊的消

費休閒活動中，攝影成為了整個旅遊過程中最主要的活動；「照片能為整個旅

程的完成、計劃的實現以及其間所獲得的樂趣，提供無可爭辯的證據」，所以

當導遊帶領遊客走馬看花到某地著名景點時，儘管導遊都會介紹一下該旅遊熱

點的歷史或故事，遊客們都只是爭取時間在景點的某座歌德式大教堂或大瀑布

前拍照留念，以實在的照片證明自己的生活經驗，以機械方法代替活生生的腦

袋去作紀錄或回憶。在資訊社會中，人類已經在不同層面利用科技代替腦袋，

                                                 
6 馬國明，1998，《班雅明》，台北：東大圖書，頁一百九十四。 
7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97，《論攝影》，黃翰荻譯，台北：唐山出版，頁二百零

二。 
8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97，《論攝影》，黃翰荻譯，台北：唐山出版，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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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機作生活紀錄，以手機作記事簿，將一切可以以科技幫忙的事都交給科

技。 

 

雖然蘇珊．桑塔格指出人不可以從照片中了解任何東西，然而，在影像建構的

消費文化裏，消費者彷彿已不能認清自我。在資訊、影像爆炸的社會下生活，

人類會感到迷失，在這情況下，影像的真確性成了人們認知世界的一大渠道。

然而，我們都知道媒體報導會因不同考慮，如政治或銷量等，對報導內容作出

修改、調動甚至加插不存在不真實的資訊。班雅明雖指出影像可凝固過去，以

及重組歷史，可是，重組歷史之同時難免被修改成另一版本，如看圖作文一

樣，依不同人的政治立場或取向，把影像原有的意義修改成如蘇珊．桑塔格所

說的「歷史 ﹣過去與現在  ﹣變成一套軼事與雜亂事實的組合
9
」。 

 

 

V. 結語：尋回「錯失的機會」 

班雅明認為，歷史的任務，在於與過去錯失機會相認。只有辨認出過去被遺忘

的事，才可以作出救贖。藝術價值因機械複製技術的發明而遭到改變，班雅明

雖然提出藝術政治化的實踐去代替藝術原有功能；儘管攝影的根本結構啟示歷

史，然而，消費社會的強大威力令歷史的任務仍未與過去錯失的機會相認（如

六四事件，儘管照片提供證據，可是事隔廿多年仍未救贖過去）。我期望我們

能在有生之年在消費社會的花花世界裏醒覺，認清錯失的機會和未兌現的承

諾，及時救贖我們失落多時的過去。 

 

                                                 
9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97，《論攝影》，黃翰荻譯，台北：唐山出版，頁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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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拍攝影小史到網絡世界 

王振煥 

 

 
（圖片來源：www.wretch.cc） 

 

記得小時候，爸爸想買一部單鏡反光

相機（Konica DX）已經是一件大事，

我們還要開家庭會議；那個年代，能

夠擁有一部相機已非易事，當時的家

庭一般都只擁有一至兩部「傻瓜機」。

今天，試試數一數你身上的鏡頭：手

機、電腦、電子遊戲機、電了手帳……

那有樣東西沒有鏡頭？這代表影像跟

我們的生活已完全無法分開，分不開

是因為拍攝生活或攝影本身已是生

活。我們正處於一個有趣的影像年

代。「傻瓜機」出現之前，對於不懂攝

影的人而言，要拍攝生活照，著實是

大費周章的事。時至今天，不一定要

懂得的光圈快門的關係，不一定懂得

調教焦距，亦無需穿起華麗衣飾弄個

型格髮型跑到影樓去，只需手拿相

機，手按按鈕，便能拍到清晰無誤的

相片。「傻瓜機」令人很容易便能擁有

私人的相片紀錄，成立意義上真正的

私人攝影，構成繪形繪聲的個人歷

史。這種深入生活，無需加以詳細思

考及計算的隨手拍行為，可稱作即拍

攝影（Snap Shot）。 

9

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r/_ylt=A8tUwJtJYLFS3S4A172.ygt.;_ylu=X3oDMTBtdXBkbHJyBHNlYwNmcC1hdHRyaWIEc2xrA3J1cmw-/SIG=11t29bchq/EXP=1387385033/**http%3a/www.wretch.cc/blog/KisPlay/1990799


 

華特．班雅明於一九三一年完成了《攝

影小史》，記錄了早期攝影約七十年間

的發展。筆者希望借這次機會，談談

往後至今的攝影發展點滴，把過去筆

者六、七年間，在不同媒體發表有關

攝影小故事的文章梳理一次。由於影

像世界之大，所以不能盡錄。筆者主

要希望處理有關即拍攝影的發展。 

 

本文主要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一

段有關十九世紀早期攝影的故事，是

去年才被發現的，從中能看到普及影

像的啟示；第二部分是即拍攝影的發

展；最後是即拍攝影與數碼網絡的思

考。 

 

第一部分：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1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Lot 2）以約

六百一十八萬港元買入了一台一八三

九年法國製造（那是一個「Photography」

一字仍未被認知的年代）的相機，拍

賣行位於維也納的西光畫廊（WestLicht 

Gallery）。這次拍賣令這台相機成為世

                                                 
1
 原為筆於維也納採訪報道《cameracafe》《305, 306 

Milk》2007 年 5 月 

界最古老的相機，同時成為世界最昂

貴的相機。 

 

拍賣的成績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是已被認知

是世界唯一一台由 Susse Freres 生產的

銀版攝影（Daguerreotype）相機，生產

時間約為法國政府向達蓋爾（Louis 

Daguerre）購入專利的個多月，是世界

第一台商業生產的相機，創造了世界

第一個相機品牌誕生的歷史。其餘現

存同款的相機都是由達蓋爾的妹夫阿

爾方斯·吉鲁（Alphonse Giroux）生產，

約有十台。 

 

From Heliography to Daguerreotype
2
 

3
 

4
 

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光影開始被記

錄下來，最早被永久記錄的影像出現

於一八二四年的法國，發現家尼葉普

                                                 
2
 參考書籍：《老相機俱樂部》魯道夫．希爾布朗特，

君特．卡特魯博克 著 譚艷萍，盛志胤 譯 江

蘇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3．原著(德) 《Photo 

Graphica. Die Faszination klassischer Kamera》by Rudolf 

Hillebrand/Gunther Kadlubek Battenberg Verlag 1998 

3
 參考資料：http://www.nicephore-niepce.com/ 

4
 參考資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C3%A9phore_Ni%C3

%A9p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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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Nicéphore Niépce）花了二十多年的

時間研究，把這個把攝的過程名為

Heliography，解作 Sun Writing，名副其

實 Sun Writing，Heliography 必需在日光

拍攝，而曝光時間是八小時，沒錯，

是一整天。 

 

尼葉普斯清楚知到這不是他追求的，

所以他找到了同樣著名的法國發明家

達蓋爾（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

幫忙，他是一位闊幕佈景和舞台設計

師，其中有名的發明是獨特的透景畫

幕（Diorama），那是以特別的一層層佈

景裝置，令視覺上產生立體感，當時

透景畫幕在巴黎是非常風尚，把透景

畫幕縮小，放在一個小箱中，加上玻

璃鏡和燈，就是晚清時期傳入東方的

「西洋鏡」。一句「拆穿西洋鏡」就是

說透景畫幕不是真的立體影像，只是

巧妙的平面圖佈局。 

 

尼葉普斯和達蓋爾共同研究由約翰·海

因 裏 希 · 蘭 貝 特 （ Johann Heinrich 

Schultz）在一七二四年發現的銀鹽曝光

化學現像，把技術用在固定紀錄光

影。可惜四年後尼葉普斯於一八三三

年去逝。達蓋爾獨個繼續研究，成功

把影像曝光在銀銅版上，而曝光時間

大大的縮減至十至二十分鐘，令攝影

變得合理。並在一八三九年一月九

日，在法國科學院公佈了銀版攝影技

術（Daguerreotype）。同年的七月三日，

法國政府以一萬法郎，把銀版攝影技

術的專業買下來，並把銀版攝影技術

公諸於世。就是這樣，現代攝影就是

這樣在一八三九年正式展開了。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一九三九 

就是法國政府一個決定：「don au monde

（Free to the World）」，令攝影科技在一

個公開的環境下高速發展。就好像光

纖之父高錕一樣，把他的研究成果公

諸於世，令光纖在醫學、建築工程、

通訊和互聯網得到了連他本人也想不

到的發展。Susse Freres （解作 Susse 

Brother）是世上其中一個最早出現的相

機品牌。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Susse Freres 在《Gazette de France》 登

了一篇廣告「Order an officially licensed 

Daguerreotype at Susse Brother」。當年的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 相機是三

百五十法郎，而說明書也要賣兩法郎。 

11



 

Giroux VS Susse Freres 

一直以來，現存在世的第一代銀版攝

影技術相機，只有約十台相機是由達

蓋爾的妹夫阿爾方斯·吉鲁生產，機身

旁邊有一個簽名的貼紙，已是多間博

物 館 的 館 藏 。 而 這 次 的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相機和說明

書的發現，是第一次有實證證明在銀

版攝影專利公開的個多月，攝影的商

業市場已經出現，而專門研究十九世

紀攝影史的專家蜜雪兒‧奧爾（Michel 

Auer）
5
負責監定這台相機，他細心檢

測這台機，比較現存的Giroux相機，再

翻閱法國專物局存檔，這台  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是與達蓋爾

當年的設計和功能是一樣的，以他的

認知來說，這台應該是存世唯一一台

Susse Freres的Daguerreotype相機，起碼

是被發現的唯一一台。西光畫廊及

Leica Shop負責人Peter Coeln也說：「This 

discove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human 

being.」Le Daguerreotype Susse Freres填

補了一個攝影發展史的空白。 

                                                 
5
 Michel Auer-法國相機史學家，是 19 世紀攝影專家 

著作包括 1975 年出版的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amera from 1839 to the present》 

第二部分：即拍攝影發展
6
 

班雅明在《攝影小史》中是這樣寫的：

「法國政府見發明人在申請專利時遭

到困難，就趁勢攫取了他們的發明，

給予補償後，便將這項新技術公諸於

世。」
7
 

 

那許就像班雅明在文中所說，攝影技

術在這麼一點點不光彩的背影下誕

生， 法國政府不但沒有以此圖利，相

反把這個技術向世界開放，除了可以

理解是展示大國國力外，就是這個決

定，令這個冷冰冰的科研成果，盛放

成為不同人，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影

像故事，就好像這個技術是注定了服

務世界人民的使命。 

 

伊斯曼·柯達（Eastman Kodak）──輕

便攝影誕生
8
 

一八八八年，攝影誕生後約半個世

                                                 
6
 部分內容改編始筆者文章《Shoot anytime one likes》 

《Cream》 2004 年 2 月 

7
 參考資料：《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華特．班雅明

著 許綺玲譯 台灣攝影工作室出版 1998 年 1

月 P11  

8
參考資料：《古懂相機》陸建民著 上海科學技

術文獻出版 1998 年 5 月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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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攝影技術離開了歐洲大陸，在大

西洋的另一邊大放異彩。紐約，伊斯

曼乾板和膠片公司（Eastman Dry Plate 

& Film Co.）推出了世上第一台菲林膠

卷相機──柯達（Kodak）相機，那是

一台內藏一卷可拍一百張照片的負

片，客戶拍畢照片後，需把底片和相

機交回伊士曼沖灑。按今天的準則來

看，簡直是不可想像，但這台相機是

令攝影離開了一個大木箱，令我們可

以把光影握在手心中，大大的提高了

攝影的流動性，直接影響了往後相機

市場研發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影響了

攝影的題材，令攝影更貼近人的生

活，影響了攝影與人的關係。由於這

個概念的成功，伊斯曼乾板和膠片公

司後來也改名為伊斯曼·柯達公司

（Eastman Kodak Company）。 

 

徠卡（Leica）──被「二十四乘三十

六」記錄的世界
9
 

徠卡是光影史上一個重要的品牌，第

一個重要的「發明」是確立了「二十

                                                 
9
 部分內容改編始筆者文章《This is not a Camera─

─究極光學機械主義》《Milk China》創刊號 2006

年 

四乘三十六」毫米。一九一三，年對

徠卡最重要的人物──奥斯卡·巴纳克

（Oskar Barnack），成功研制了第一台

徠卡的 Prototype—─Ur-Leica。由這一

刻開始「二十四乘三十六」將成為世

界最普及的菲林制式。「二十四乘三十

六」是一個神奇的小窗門，美學上她

乎合了黃金分角的比例，本身己是一

件超然的藝術品。不過令她俱有靈魂

的，始終是攝影。「二十四乘三十六」

配合了LEICA L和M系的高度機動

性、靈活性和鏡頭的解像度，使攝影

師可更方便地拍攝。「二十四乘三十

六」徹底的改變了攝影的形態。 

 

即時的攝影樂趣──寶麗來（Polaroid） 

一九四八年，埃德文·蘭德博士（Dr. 

Edwin Land）發明了第一部One-Step 

Photography ─ ─ Polaroid 95 Land 

Camera，簡化了攝影需要沖片及沖曬

的繁複程序。利用寶麗來拍攝，由按

下快門、滿心期待、接過相片至看到

漸漸浮現出來的影像，整個過程都只

需數分鐘。大概大家都試過跟多位朋

友在鏡頭前擠在一起，同時仰首大

笑。在照片出來後，拿著油性麥克筆，

13



 

輪流在相片上塗鴉。這種立竿見影的

攝影，亦因為寶麗來的相機穩定性不

高，常有顏色及構圖的偏差，造成不

少意料之外。在這裏，攝影的行為比

攝影的結果更為重要。 

 

（圖片來源：www.stickel.com.br） 

 

寶麗來的藝術──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 

羅蘭．巴特曾經在《明室》寫過：「用

拍立得（寶麗來的台灣譯名）很有趣，

但是結果卻強差人意，除非有偉大的

攝影家介入。」
10
 

 

每一種媒體總有對其特別看得透徹的

創作者，將其特性發揮的淋漓盡致，

並使藝術家不屑一看的媒體踏進藝術

                                                 
10
 參考資料：《明室》羅蘭．巴特著 許綺玲譯

 台灣攝影工作室出版 1995 年 P19 

館的門檻。大衛·霍克尼於同一空間的

不同角落拍下相片，又拍下室外環

境，將細細碎碎的空間相片拼湊起

來，成為一幅巨型的影像，再以寶麗

來拍下成為一張即影即有作品。 

 

大衛·霍克尼這一組相片，時間和空間

混淆，成為一個由處於不同時間的空

間組成的不存在時空。另一方面，他

認為人眼睛所看到的事物，都必先透

過眼睛的活動，並收納事物的細部再

重組。大衛·霍克尼借即拍攝影及寶麗

14

http://hk.images.search.yahoo.com/r/_ylt=A3eg9Gi1YLFStUEAiXi.ygt.;_ylu=X3oDMTBtdXBkbHJyBHNlYwNmcC1hdHRyaWIEc2xrA3J1cmw-/SIG=11uk4iffe/EXP=1387385141/**http%3a/www.stickel.com.br/atc/coisas/15895


 

來呈現的概念及深度思考，為這些被

認為無技術可言的玩物相機確立了其

成為創作工具的地位。 

 

 

 

 

 

（圖片來源：http://art.ce.cn/ylmb/ylpl/200803/06/t20080306_14739062.shtml） 

 

走進攝影現場──南·戈爾丁（Nan 

Goldin） 

美國後嬉皮士南·戈爾丁利用傻瓜機記

錄朋友的平常生活，她的作品毫無忌

諱地暴露自己及其朋友的私密生活時

刻。鏡頭下，都是朋友剛睡醒時衣衫

不整的模樣，和濃妝艷抹的易服男

生，她也拍下一些她跟友人做愛後的

照片。傻瓜機協助整個拍攝過程能順

利進行。我們實在無法想像是南·戈爾

丁手拿著傳統手動相機調教光圈及焦

距，會向對方的興致潑了多少冷水。

這些照片沖曬後，令這位走到現場主

動拍攝的攝影師驚嘆不已。一九八六

年，她發表了作品集《The Ballad of The 

Sexual Dependency》，收錄了她跟男人

做愛後的距離作品，其中一張照片，

男人坐在床沿抽煙，而她則在床上抱

著枕頭似在凝望著他。這作品展示了

她雖然身在其中，卻從不察覺的事

情：「我從不知道二人的距離這樣遠，

就在我們剛剛才如此接近之後。」她

15

http://art.ce.cn/ylmb/ylpl/200803/06/t20080306_14739062.shtml


 

說。 

 

南·戈爾丁的作品不乏其易服癖及同性

戀朋友的寫照，在她的作品集中，可

見到當中部分人物在書的前半部分都

很健康，而在書的後半部卻面色蒼白

容貌消瘦地站在相片中，她後來重看

自己的作品時，赫然發現不少朋友都

因愛滋病過世。她曾將此一系列的照

片帶到美國於各城市展出，宣揚愛滋

病的訊息時，引來極大的迴響，各地

嬉皮士紛紛站起來跟她分享個人經

歷。作為後嬉皮士，並參與在拍攝環

境的活動中，南·戈爾丁似乎較所有只

執著於專業攝影機的攝影師，更能夠

道出現實的真相與當時的氛圍。 

 

隨手紀實性 

南·戈爾丁引證了傻瓜機在其意義上的

功能──讓所有人都能成為在攝影現

場的內幕（Insider）。如於七十至八十

年代紅極一時的平面設計師橫尾忠則

及荒木經惟，於九十年代創辦的攝影

雜誌《Out Of Photographers》體現了

Insider Photography的紀實魅力。全書的

作品收錄了由非專業攝影師的作品，

當中多為他們在不同場境、不同場合

及時間拍攝的即拍攝影。這些技術參

差的作品，完全脫離傳統攝影的審美

準則，而是將這些即拍攝影集合所表

現攝影者對被攝者的主觀投射，以致

攝影的紀實性，卻脫離了構圖或用光

等攝影美學論，令人注目。 

 

九十年代的即拍攝影──Lomography

──個人的影像故事
11
 

一個由維也納展開的影像革命──

Lomography 在一九九二年開始。一九

九二年的東歐正一步一步地開放，但

仍有著神秘的色彩，當時兩位維也納

的學生—─沃爾夫岡·施特蘭晶格

（Wolfgang Stranzinger）和馬蒂亞斯·

菲格（Matthias Fiegl）到東歐遊歷，在

剛剛成立的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

發現了一台由前蘇聯生產的輕便相機

Lomo LC-A，價錢只是相當於今天約一

歐元，所以便買了兩台試玩。 

 

他們兩位都沒有藝術背景，完全不懂

                                                 
11
 部分改編筆者去年 Glob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 term paper 《企業的社會責任﹣個例：

Lomograph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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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攝影，所以他們胡亂的拍，結果卻

拍出了對當時來說非常前衛的影像，

加上那台 Lomo LC-A 的特色：影像四

邊有暗角、過艷的色彩及反差、不穩

定的曝光和因長時間曝光而出現的模

糊較果，這些本來是相機設計的問

題，但反令他們的影像看起來別具風

格，有一份隨意的美。 

 

他們開始在維也納舉辦一些展覽和派

對，開始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

友，由於他們都是以 Lomo LC-A 相機

拍攝，所以就以 Lomography 來形容自

己的作品，又成立 Lomographic Society

來推廣 Lomography 文化。他們創立了

「 10 Golden Rules 」，  確 立 了

Lomography 的攝影風格和態度。他們

成立 LomoWorld Archive，聲言要以影

像 記 錄 全 世 界 。 不 用 多 少 時 間

Lomography 的即拍攝影概念便在奧地

利和一些中歐地區發展起來。 

 

雖然Lomographic Society推廣的是以新

的思維來利用傳統的菲林攝影，但早

在一九九五年已經趕上web 1.0 的世

代，成立了 www.lomography.com。有了

互聯網的配合，Lomography的概念發展

迅速，在短短的時間內，超過五十萬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登記成會員。而越

來越多人希望在自己所住的地方城市

成 立 類 似 的 組 織 ， 由 於 當 時

Lomographic Society沒有公司的概念，

所以沿用一個「社群（Society）」和「理

想國（Utopia）」的概念，紛紛地在世

界 各 地 組 織 起 「 Lomographic 

Embassy 」， 而 所 有 的 負 責 人 稱

「 ambassador 」， 總 部 稱 「 Lomo 

Wonderland」設於維也納。而兩位發起

人Matthias和Wolfgang以「President」自

稱（不過不是民選）。在全三十多個城

市，都有Lomographic Embassy，而且當

中不只是國際性的大城市如香港、東

京、紐約或倫敦，就連當時仍不算發

達的曼谷、東歐國家如斯洛伐克或當

時剛結束內戰的塞爾維亞和黑山也有

Lomographic Embassy。 

 

即拍攝影踏入大眾媒體 

這種活像捕獵性的攝影方法──即拍

攝影，吸引了不少攝影師，並運用於

商業相片上。日本的《Fruit》雜誌跟香

港的《Milk》就曾利用即拍攝影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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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時裝文化。被攝者站在人來人往

的街頭，攝影師借自然光將其拍下。

泰利·理查森（Terry Richardson）替意大

利時裝品牌Sisley拍攝的宣傳圖片，強

烈地捕捉寫實風格跟一貫的宣傳照大

相逕庭。照片中的模特兒擺出具有色

情意味的姿態，眼睛因閃燈而亮出紅

點，構圖並不容易為人所接受，這一

切在傳統攝影角度裏所認為的差誤，

泰利·理查森都一一紀錄下來，突顯了

攝影師於拍攝現場的存在。 

 

即拍攝影因為傻瓜機的興起而打定基

礎，將大量不經意的擇影引進擇影歷

史中，攝影不再只局限於沉重的藝

術，或是背負紀錄歷史意義的工具。

人類的歷史影像亦不再只操控在攝影

師手上，所有人隨手拍下的照片都可

能成為後人的野史。攝影成為所有人

隨手拈來的玩意兒。在寶利來的即影

即有相機風行後，更多人以攝影作為

娛樂， 

 

以香港人來說，每年由聖誕開始至元

旦和農曆新年的燈飾，是大家很重要

的活動，由小至大，一早已經植入大

家的生理時鐘，攝影就是這些節日裏

不能缺少的集體活動。攝影能幫助我

們完成留住一刻的任務，而數碼相機

顯示屏幕的發出的光，也成為燈飾之

一。 

 

第三部分：數碼世代的Web 2.0 

我們站在一個怎樣的影像年代？ 

 

一個告別「百萬」像素，昂然進入「千

萬」像素的數碼世代； 

 

一個影像開放的年代，一按快門，影

像極速傳送，分享天下的年代； 

 

還是一個影像與生活不可分割的年

代？以上答案都是！影像佔我們生活

的比重越來越重要，就算沒有刻意攜

帶「相機」在身，你總是有「製造影

像」的工具。手機是相機，而相機又

可拍攝錄像、聽歌、看照片，今天已

經很難找純粹拍攝一瞬間的相機了。 

 

從瞬間影像到定格的錄像 

多少人知道，不久之前，一個維修相

機的師傅，也必然是一個維修鐘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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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這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原因

是相機的機械原理與鐘錶的機械是一

樣的，相機的原理就是控制光進入機

子的亮度和時間。兩者的唯一分別就

是鐘錶是不停地走動來體驗時間；而

相機是凝固瞬間來見證時間。而今日

大部分的數碼相機或有拍攝功能的手

機，都是沒有快門的，拍攝時其實原

理是開動了錄像機，然後由錄像中拍

影像定格。影像由現實光影的瞬間變

成虛擬的定格。 

 

不知不覺，數碼這種感覺科幻的事

物，已經完全進入了我們的生活。上

一個世紀三十年代，班雅明在《機械

複製年代的藝術作品中》探討了因當

時的科技而出現的藝術文化景象轉

變，探討藝術無產階級化，現代藝術

的重新定義，並預言了傳統「美」古

老工業的徹底改變。當今天大家面對

著來勢湧猛的數碼科技，是時候思念

大家所身處的環境，感受箇中的轉變。 

 

今天是一個沒法定義的年代，可能是

「後現代得很後現代」，或者已是無法

定義的年代，我們只需要注視大趨

勢，因為已沒有事物能夠獨立出現。

全球化是當下最大的課題，除了新聞

中每日發生的「宗教危機」（西方與阿

拉伯文化對壘）外，訊息和影像傳播

也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因數碼科技而

出現的「影像爆炸」的年代，對大家

的生活環境、溝通的方法和文化起了

很大的變化，注入了不少新力量和概

念，改變這個年代的定義。 

 

即時的快感 

維蘭·傅拉瑟（Vilem Flusser）所著的《攝

影的哲學思考》
12
中提過，攝影活動受

到相機和按下快門的快感所影響。數

碼相機的即時性，令這種快感放大，

按下快門便馬上看見成果，這種經驗

令我們在鏡頭前做出不同的動作，立

即與人分享，攝影的過程變成一種與

人溝通的方法，攝影的本身成為一種

活動，為攝影而攝影立數碼相機可使

人立即看到成果，同時也令人更能掌

握攝影，無疑是令攝影進一步普及和

非專業。 

                                                 
12
 閱讀文本：李文吉譯（1994）。《攝影的哲學思考》，

台北：遠流。（原著 Vilem Flusser. [1984].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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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德羅•麥耶爾（Pedro Meyer）與零

域（Zone Zero） 

佩德羅•麥耶爾是一個在數碼影像上

一個很重要的攝影師，一位墨西哥攝

影師，原來都是一位傳統的紀實攝影

師，踏入九十年代，面對數碼科技，

率先應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使用

電 腦 合 成 技 巧 。 唯 讀 記 憶 光 碟

（CD-Rom）是有他代表性的多媒體作

品。一九九三年他成立《Zone Zero》

雜誌，後來又有zonezero.com，探討數

碼的影像世界。  

 

即時的無地域溝通 

記得當年筆者還是大學生的時候，隨

交流團到東京，在前往多摩美大學的

路途中，當地學生和教授正嘗試替一

輛旅遊巴士拍照，再即時傳送到另一

輛旅遊巴，當時各人都讚歎不已。一

年後再到日本，數碼相機已植入

J-Phone中。 

 

接著美國蘋果（Apple）電腦公司推出

了Iphone，那一台不簡單的手機，包裝

中近乎沒有使用說明，也沒有功能

表，原因原則上Iphone只是一個可打電

話的平台，電話只是基本功能，Iphone

的程式平台是公開的，也就是說誰都

可寫Iphone程式，他有千萬個可能 。 

 

其中一個非常歡迎的程式是「iFickr」。

大家只雖在有無線網絡覆蓋的地方拍

照，一按「快門」，拍下的影像自動上

載到Fickr.com的個人戶口內。影像以史

無前例的極速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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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photographymn.com） 

 

由銀鹽到網絡世界 

德國攝影大師奥古斯特·桑德在二十、

三十年代的作品「二十世紀人」，影盡

德國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可說是街頭

即拍攝影的開山祖師，日後有不同形

式的追隨者。發展至九十年代的即拍

文化，大家追求更後現代的個人主義

和人文主義的個人故事，又正巧遇慢

慢普及的數碼世代和網絡世界，電子

相簿、影像日記等的事物出現，這種

著重個體的表現文化更加厲害，形成

前所未有的文代景像，普普藝術（Pop 

Art） 大師安迪·沃荷（Aandy Warhol）13

                                                 
13
 參考資料：《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安迪．沃荷

著 盧慈穎譯 三言社出版 2006 年 7 月 P1 

（原著 Andy Warhol. [1975]. The Philosophy of Andy 

曾經說過：「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

十五分鐘（In the future everyone will be 

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在這個影

像和資訊爆炸的年代，大家都不只是

十五分鐘明星。在Web 2.0的世界，在

虛擬的網絡世界，多少發佈的平台，

由五、六年前個人網誌（Blog）的流行，

到今日的網絡影像社區Fickr及交友社

區面書（Facebook），全是開放的平台，

一按能通天下。 

 

二零零五年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在文章《It’s a Flat Word, 

After All（2005）》
14
提出了「Globalization 

                                                                   
Warhol.） 

14
紐約《時代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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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的概念： 

 

“ Globalization 3.0 （ which started 

around 2000） shrank the world from a 

size small to size tiny and flattening the 

playing field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how it is empowering individuals... 

and also by a much more diverse... 

you are going to see every color of the 

human rainbow take part.” 

 

湯馬斯·佛里曼提出的全球化剛好與

Web 2.0相遇（或同質上是同一件東

西），記得兩年前的元旦，全球正期待

紐約《時代雜誌》公佈二零零六年「風

雲人物──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時，結果是令人非常的驚喜，因為是

答案是：YOU。指的是你和我（更準

確的是為通上網略世界的人）。這個結

果是受著Web 2.0的急速發展，Youtube

和Wikipedia是當年令大家「得獎」的原

因，兩年後的今天，這個得獎的理由

越來越「充實」。 

                                                                   
http://www.nytimes.com/2005/04/03/magazine/03DOMI

NANCE.html? 

 

由Daguerreotype到Globalization 3.0，我

們不再只需要處理影像產生時的技術

關係，更重要是處理影像與自己和世

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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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與歷史 

鄒仲安 

 

「長久以來──至少已有六十年──攝影為那些重大的戰禍安放如何被評判和

記憶的路軌。如今，西方世界的博物館幾乎是一座視像館。攝影具有無可匹敵的

力量，決定了我們從事件中所能回想起的一切。」（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論攝影》）
1
 

 

 
（圖片：http://www.photoblog.hk/wordpress/44637/）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諸如香港這個城市，我們都被過多的資訊和無所不在的攝影

影像包圍，深深影響著我們對世界、對歷史、對記憶的理解。攝影一方面教導我

們一種新的視覺符號（visual code），一方面改變並擴大我們對於「什麼是值得我

們仔細看的」或是「什麼是我們有權利去觀察的」這類概念。它們是一種「看」

的文法，甚至更重要的，是一種「看」的倫理。最近，攝影企業最誇張的成果是

                                                 
1蘇珊‧桑塔格著（2005）；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中《旁觀他人受刑求》，一方出版有限公司。

頁一百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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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像一部圖像選集一樣，在我們的腦子裏容納整個世界。
2
但

這並不等於我們瞭解（understood）這個世界。攝影的發展至今超過一百五十年，

然而這種機械複製技術發明之時，我們並未意識到它們對世界將有如此關鍵的影

響，我們都誤解了它，低估了它的威力，這是又一個人類不自覺地創造歷史（man 

making history without knowing it）的例證。 

 

對攝影與歷史作出批評思考的學者中，首推班雅明對機械複製技術（攝影）與歷

史概念的啟發和迷思，然而攝影與歷史，還有更密切和複雜的關係。一方面，攝

影的結構特性為歷史觀念帶來新的啟示，如班雅明對攝影與歷史的看法；另一方

面，攝影作為一種機械複製技術，作為一種特殊的媒介對歷史與現代社會帶來了

前所未有的衝擊。因此，理解攝影與歷史的關係無比重要。理解攝影與歷史，可

以從幾個方面著手，包括攝影對歷史的啟發、攝影對歷史建構的影響，以及攝影

影像對社會理解歷史的影響等。依循班雅明對攝影與歷史關係的演繹，本文將探

討更多關於攝影與歷史，以及攝影與現代社會關係，傅拉瑟（Flusser, Vilém）提

出對攝影的哲學思考必要性，而近代最出色的攝影理論家蘇珊．桑塔格對攝影及

閱讀照片的批評思考，更是現代影像世界的明燈。 

 

自古至今人類文明歷經兩個根本性的轉捩點。第一個轉捩點大約發生在西元前一

世紀後五百年間，可以定義為「線形書寫──文字的發明」；第二個轉捩點是我

們還正在目睹的，或可稱之為「技術性圖像的發明」。
3
技術性圖像的發明以攝影

術（機械複製技術）最具爆炸性的影響力，這個假設暗示著我們懷疑文明─即人

類的存在──即將經歷一次根本性的改變。
4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早於一九

                                                 
2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一。 
 
3傅拉瑟著（1994）；李吉文譯，《攝影的哲學思考》，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二十七。 
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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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年對機械複製技術得到對歷史的啟發，可惜時至今日我們的歷史仍然充滿錯

失了的機會（missed opportunities）和未能兌現的承諾（unfulfilled promises）。另一

方面，我們還未能夠掌握和理解到攝影影像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對我們理解事

物的影響，究竟攝影的出現，是令我們對歷史有新的領悟，還是令我們在現代社

會更加迷失？對如此關鍵的複製技術沒有足夠的理解，同時是我們對現代社會沒

有足夠的理解和迷失，我們對歷史以及攝影、歷史與攝影的關係都充滿著誤解，

這樣會否令我們一次又一次地錯失良機，一次又一次地不能將承諾兌現？ 

 

對歷史以及攝影的誤解與歷史觀念的重新探索 

歷史與攝影的時間 

攝影結構的獨特性，為歷史概念帶來新的啟發。 

現代人想像的時間，是不停地更替同質而空洞的時間（homogenous empty time）：

過去的時間不再復返，過去便是過去；而現在的每一刻，都會必然地成為不再復

返的過去。歷史學所做的，只是搜集大堆的歷史資料，然後填滿不停地更替的同

質而空洞的時間，這種觀念是對歷史的一種誤解。 

 

攝影影像最根本的結構為我們提供了歷史時間與空間的另一個看法，照片在觀看

的一刻產生意義，在於在照片中能夠辨認出某人、某物或某地方。歷史的意義亦

一樣，在於這一刻辨認出過去，這時，過去與現在便相遇融合，好像星座一樣，

各種距離和時間的星光都在同一星空下出現，時空因此而停頓，這一刻，我們可

以將歷史從看似川流不息的時間中停頓下來。歷史的意義之所以成立，並不因為

將大堆的歷史資料注滿於不停地更替的同質性而空洞的時間，而是在於歷史能夠

在看似川流不息的時間中停頓。 

 

班雅明的歷史時間，並不是不停更替的時間，歷史亦不是這個同質性而空洞的時

間的內容，班雅明認為時間其實是靜止的，而過去與現在是於同一個平面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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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座，因此過去與現在融合成為沒有過去的時間，過去又即是現在。這一刻，看

似川流不息的時間被炸開了（blast out of the continuum history），即班雅明在命題

十四（xiv）裏所說的the presence of the now.（Now Time（Jetztzeit））
5
 

 

傅拉瑟亦從圖像的結構中得到與班雅明對歷史時間一致的看法。傅拉瑟在《攝影

的哲學思考》指出，觀察圖像的眼光是一種掃瞄的行為，掃瞄的視線在圖像平面

滑過時，經常會回到一個已經看過的構成元素，因此將「之前」轉變為「之後」，

這種由掃瞄重新建立的時間向度也因而成為一種「永恆的回返」
6
。傅拉瑟指出，

從圖像重建出來的時間──空間特質，像魔術一樣，一切事務能重複自身，也參

與意涵（context）的建構。魔術世界與歷史直線式世界在結構上是不同的。在歷

史直線式世界裏，一切事物從來不會重複發生，一切事物都是「因」（causes）造

成的「果」（effects），並且會成為往後的果的因。傅拉瑟舉了一個例子：「在歷史

世界裏，日出是雞啼的因，而在魔術世界裏，日出就是雞啼，雞啼就是日出。而

圖象具有魔術般的意義。」
7
 

 

這種圖像的魔術意義，與班雅明引用神學的觀念不謀而合，班雅明引用了神學的

觀念，認為真正的歷史時間就是宗教時間（Messianic Time）。
8
而只要歷史唯物論

能夠與神學合作，便能夠戰無不勝。班雅明認為歷史其實是時間的停頓，歷史不

是時間的不停更替，歷史也不是不變的時間形式的具體內容，真正的歷史時間也

就是宗教的時間。 

 

                                                 
5Benjamin, Walter. （1936）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Hannah Arendt （ed.）. 

1968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Y: Schocken Books. p.261 
6傅拉瑟著（1994）；李吉文譯，《攝影的哲學思考》，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三十。 
7傅拉瑟著（1994）；李吉文譯，《攝影的哲學思考》，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三十。 
8Benjamin, Walter. （1936）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Hannah Arendt （ed.）. 

1968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Y: Schocken Books. 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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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要人明白生命的最終目的，歷史唯物論則要人停止無意識地創造歷史。對神

學和歷史唯物論來說，歷史是道德行為和責任的領域。將看似川流不息的時間炸

開，時間便能夠停下來，我們便可以緊握著如星座一樣的過去與現在，這一刻就

是the presence of the now，而我們亦能認清過去的真面目。將看似川流不息的時間

炸開，同時暗示著革命的可能，為被壓迫的過去而鬥爭的革命（a revolutionary 

chance in the fight for the oppressed past）。
9
 

 

班雅明指出，將過去的歷史扣連（articulate）絕不是意味著認回過去的原貌，而

是當危機（moment of danger）出現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捕捉過去的印象，認出它

原本有的可能性，必須要作出救贖（redemption）。救贖是介入歷史，而介入點就

是種種錯失的機會，班雅明指出，過去與現在存在著一項神秘的約定（a secret 

agreement between past generations and present one），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一種微

弱的救贖力量（Messianic power），一種討回過去的力量。
10
 

 

班雅明講的這種危機，同時威脅著傳統的內容以及其接收者。攝影術的獨特結構

雖然為歷史帶來新的看法；然而人類對自己發明出來的複製技術，似乎並未如想

像般了解，攝影作為一種現代的媒介，同時為現代社會帶來極大的危機。在文章

的第二部分，我們看看攝影為現代社會帶來的危機。 

 

攝影帶來的危機 

我們除了觀看攝影影像，我們更在消費攝影影像。攝影是後工業年代的產物，而

且在資本主義社會，需要一種以影像為基礎的文化，蘇珊．桑塔格清楚地指出，

                                                 
9Benjamin, Walter. （1936）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Hannah Arendt （ed.）. 

1968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Y: Schocken Books. p.263 
10Benjamin, Walter. （1936）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Hannah Arendt （ed.）. 

1968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Y: Schocken Books.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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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社會需要供給大眾大量的娛樂，以便刺激購買並麻醉各種「階級、種族

和『性』」的傷害，而且它需要蒐集無限的訊息，最好能開發各種自然資源、增

加生產、維持秩序、製造戰爭、給官僚們做買賣的機會。
11
影像的生產同時為我

們提供統治的意識形態，社會的變遷被影像的變遷取代，能夠自由地消費眾多不

同的影像和商品。由於政治選擇所決定的自由經濟消費的窄化，需要無限度的影

像消費和生產。
12
 

 

我們身邊每一刻都充滿影像，包括報章、雜誌、海報、廣告、電影、電影、家庭

生活照片，無不由攝影影像構成，但我們很少去思考這些影像，這是非常危險的。

新聞的影像尤其明顯，看看今日的新聞報導，攝影影像主宰了一切，附有影像的

新聞，有圖為證的新聞才算得上是新聞，我們才會相信是真的。例如，照片一日

沒有曝光，一日都未成「事實」，例如對大多數的觀眾來說，要見過（甚至要全

部見過），才肯相信陳冠希的床照事件是事實。需要以照片去確定以及增強經驗，

是一種如今每個人都耽溺其中的消費特性，工業社會使它的公民變成影像垃圾的

製造者，它是精神污染最惱人的形成。
13
照片極可能是所有構成，並令我們視為

漸趨複雜的環境最神秘的東西。照片事實上是捕捉到的經驗，而相機是當意識

（consciousness）想要獲得某東西時的理想手臂。攝影是將被拍攝的東西據為己

有，它意味著將一個人置入與世界的某種關係
14
（陳冠希事件也可以是一個例

子）。我們觀看照片，並且受其操控，不是照片圍著我們，而是我們圍著照片而

生活，攝影機成為我們活動的中心主角，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是為了被攝影機注

意。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中的一句描述更為精景精闢：「如今，每件事的

存在都是為了要在一張照片中死亡。」
15
 

                                                 
11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二百二十八。 
12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二百二十八。 
13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二十三。 
14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二。 
15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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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fotosoft.com.tw/new/new14.htm） 

 

 

而且攝影機並非如我們想像般是被動的旁觀者，每一個活動，攝影機都參與其

中。雖然相機只是一個觀察站，但攝影行為却超乎被動的觀察，就像「性的窺淫

癖」（sexual voyeurism）一樣，它經常毫不保留的（至少是默許）鼓勵一切正在

進行的事繼續發生。我們之所以拍照，是對事情的本來相狀感興趣，對一直保持

不變的狀態牢獄（status quo）感興趣（在這段時間裏，至少要拍一張「好」照片），

是與一切能使某一主題顯得有趣或值得拍照的東西，共謀─這種有趣甚至包括另

一個人的痛苦或不幸。
16
 

 

攝影影像充斥我們的世界，每一刻都要我們注視，結果我們都在影像世界中迷

失，甚至使我們變得麻木。受苦是一回事，和正在受苦的人的攝影影像生活在一

起又是另一回事。這些影像並不必然能夠強化人的良知以及能力，使人懷有憐

憫，它同樣可以腐化人。影像會刺穿人，影像會麻醉人，透過照片認知一件事件，

當然較一個從來沒看過照片的人所瞭解的更真實，但是在影像的不斷重複和揭露

                                                 
16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十至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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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同時它也變愈來愈不真實。
17
遍及整個世界、關於悲慘及不公的浩瀚攝影

目錄，使每一個人對暴行懷有某種熟悉，使恐怖顯得比較平常，讓它看起來熟悉、

遙遠（它只是一張照片）、無可避免。最近這幾十年，社會關切（social concerned）

的攝影作品至少已經多到足以喚起它的良知失去活力。
18
 

 

歷史與攝影的客觀性 

攝影作為一種現代的媒介，同時為現代社會帶來極大的危機。歷史是研究過去與

現在的關係，歷史的研究決定了過去是如何被回憶的，傳統的歷史學家依賴過去

的線形書寫──文字（written records） 以及遺跡去建構過去的敘述，努力地力

求客觀及宣稱如實報告（to tell of a past as it had happened）。這是一種嚴重的誤解，

正如現代人對攝影的誤解一樣，我們認為照片能夠提供證據，某些我們聽過但懷

疑的事，好像可以在看到一張相關的照片之後得到證實。任何一張照片似乎都比

其他任何模仿性物體，對可見現實（visible reality）存有一種比較天真，因此也

比較準確的關係。
19
 

 

攝影是一種技術性圖像，技術性圖像不同於傳統的圖像，根據傅拉瑟的見解，技

術性圖像是難以解讀的，因為它們顯然不需要被解讀。
20
似乎我們在觀看照片時

所看到的東西，不是需要解讀的符號（symbols），這種非符號性，即「客觀性質」

（objective）的特性，促使觀看者觀看照片時，不把它們當作真正的圖像，而把

它當作一扇觀看世界的窗子。 

 

我們不單止相信攝影影像，更以為透過它們，我們便「瞭解」（understand）這個

                                                 
17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十九。 
18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十九。 
19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四。 
20傅拉瑟著（1994）；李吉文譯，《攝影的哲學思考》，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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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蘇珊．桑塔格在其著作《論攝影》指出：「照片含有『我們知道這個世界』

的意思，如果我們接受這個世界就像相機所記錄的一樣。但這正好是瞭解

（understanding）的相反，因為瞭解來自『不接受這個世界就像它表面上看起來

的一樣』，瞭解的一切可能性都發根於說不的能力，嚴格來說，一個人永遠不可

能由一張照片裏瞭解任何東西。」
21
 

 

我們所寫的關於一個人或一個事件的描述，明顯是一種詮釋（interpretation），而

正如油畫或素描這類手製作的視覺宣言一樣，被拍攝下來的影像則比較不像「對

於世界的陳述」，反倒像是「世界的片斷」，或任何人都可以製作的現實縮影。
22
這

種攝影記錄的被動及無所不在的特性，正是攝影的報訊特質，也即是攝影的各式

進取和掠奪（agressions）。
23
 

 

人相信照片就如他信任自己的眼睛一樣，如果他有任何的批評，他評論的不是圖

像，而是評論其視野（vision）。
24
嚴格來說，雖然一件事件總是意味著某些值得

拍攝的東西，但仍是意識型態（在最廣義的意義上）決定了到底哪些東西組成事

件，缺乏一種政治見解、關於歷史殺戮檯的種種照片，極可能單純地被經驗為不

真實或一場付道德陷入混亂的情感重擊。
25
被攝影影像主宰的社會中，文盲有了

新的意義，更糟糕的是，以往文盲被排除在被文章符碼化的文化之外，文盲沒辦

法參與文字的解讀和文化，但攝影影像的文盲幾乎可以完全參與被符碼文化的影

像文化之中。
26
對照片缺少批判態度是危險的，這將會是一個很大的災難，而且

已經正在發生。 

                                                 
21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二十二。 
22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二。 
23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五。 
24傅拉瑟著（1994）；李吉文譯，《攝影的哲學思考》，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三十六。 
25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十七至十八。 
26傅拉瑟著（1994）；李吉文譯，《攝影的哲學思考》，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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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ulfilled Promises and Missed Opportunity 

攝影的發展至今超過一百五十年，然而這種機械複製技術發明之時，我們並未意

識到它們對世界將有如此關鍵的影響，我們都誤解了它，低估了它的威力，這是

一個人類不自覺地創造歷史（man making history without knowing it）的例證。攝影

影像是一種空間的細薄切片，就像它是一種時間的細薄切片一樣，透過照片，世

界變成一串各自獨立、互不關係的微粒，而歷史變成一套軼事與雜亂事實的組

合。
27
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些影像都臣服於資本主義的霸權之下，大量未真正懂

得閱讀的攝影影像充斥著我們的生活，而我們還未來得及清理攝影的真相時，新

的影像模式──數碼影像已經到來，情形就有如班雅明在《Theses on the 

philosophy》的第九篇提及Paul Klee的著名畫作Angelus Novus的天使一樣，天使一

邊張開翅膀一邊處理混亂的過去，然而無法抵抗的風暴把他吹向未來，而這場風

暴正是所謂的「進步」（progress）。
28
 

 

班雅明認為新事物的作用不在於新，而在於完成壯志未酬的過去。我們需要將時

間炸開，將時間停頓，我們需要救贖。面對資本主義社會如是，面對歷史如是。

面對攝影如是，力求客觀的傳統歷史學，遇上提供證據的攝影術，誤解遇上誤解，

便如虎添翼，攝影影像滿足了傳統的歷史學家對客觀史實的訴求，令歷史可以自

圓其說（speaks for itself）。然而，文化研究並不滿足於這種單一、服務於霸權底

下的歷史及攝影觀。批判的態度並不應該停留在攝影影像的真偽的低層次，真偽

只是技術上的討論而已。如同對歷史的批判一樣，對待歷史及攝影的批判，我們

還應當探究過去的「為何」以及「如何」，以及其他的研究和詮釋的可能性。歷

史都是一樣，呆滯而不恰當（dull and irrelevant）的歷史未能令我們瞭解任何事物，

瞭解建立在它如何運作之上，此外它的作用必須及時發生並及時受到詮釋。攝影

                                                 
27蘇珊‧宋妲著（1997）；黃翰荻譯，《論攝影》，台北：唐山出版社。頁二十一。 
28Benjamin, Walter. （1936）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in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Hannah Arendt （ed.）. 

1968 i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NY: Schocken Books. 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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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特結構啟示了歷史，而攝影作為機械複製影像亦解放了藝術，攝影是解毒

劑，也是疾病，我們應當認出其中尚未完成的盼望或錯失的機會。我們在資本主

義社會必需及時醒悟，要救贖過去，要認回充滿錯失了的機會以及未能兌現的承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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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 十周年 

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關於第二場研討會第一節的大部分內容，可參閱本刊第三十七期） 

 

 第二場：身體、情感與技藝的教育（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節：戲劇、音樂、身體、藝術  （續） 

李小良：感謝游靜博士帶來一場那麼聚焦身體、性的形塑的分享。餘下時間不如請所

有講者上台，就各位從事身體、情感與技藝教育的經驗中，看看還有沒有甚麼補充？

或者我在這裡補充一句，我覺得現在香港這個主流社會裏，身體是要被覆蓋的，感情

是要被壓抑的，技藝是要去考八級的。在這狀態下，請各位「技藝」教育工作者繼續

討論一下。不如先請楊秀卓老師。 

 

楊秀卓：正如我剛才提到，中學的教育極為乏味，同學上堂，叫做學會了，回家做做

功課，再來上堂，功課對了就好。情感教育則是壓抑的，要不然就是不講或避談。譬

如看見有學生拍拖，訓導老師就過去指導他們說：「你們兩個不可以這樣的。」如果在

商場看到他們拖著手，翌日就會召見他們，問問他們有沒有拍拖。最近學校發生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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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荒謬極了，是學生說給我聽的。我們不知在廁所或哪裏發現一個避孕套，訓導老

師大為驚詫，抓來所有有嫌疑在拍拖的男女學生，當眾問他們有沒有在那裡性交。學

生之間拍拖，互生情愫，干你甚麼事？如他懷疑他們可能是一對戀人，就通通把你們

抓出來。我認為，在我們的學校裏，情感根本是被壓抑，被忽視，甚至被看成是一個

大問題，是不能說的，連如擁抱這樣子表達情感的身體語言，都是不被允許的，看到

都會說：「這是校園，你們不可以這樣！」這些情感的流露在我們學校或普通中學裏都

是被壓抑的。如果這樣下去，一直不能表達自己，我們怎樣創作？我認為這是我們的

教育裏糟糕頂透的地方。 

 

李小良：謝謝。或者由黃津珏接下去。你們在教與學，搖滾樂 rock and roll 和街頭音

樂等等方面，還有甚麼能分享？ 

 

黃津珏（阿珏）：我記得許寶強在堂上提過 John Holt 所寫的《How Children Fail（中

譯本：孩子為何失敗）》，說學校教曉你的，其實是厭煩(boredom)、混淆(confusion)

和恐懼(fear)，大概是這三種感受，有記錯嗎？看看香港的狀況，果真如此！我覺得我

們身為教育工作者──廣義上，不單學校，傳播媒體也算是一份子，我們要做好的就

是去除這三種感受，把妨礙學生創作的恐懼等等拿掉。那些感覺與我們怎樣面對社會

環境關係密切，就像小良方才說起我和警察的那件事。不知我是否天生注定特別容易

與警察碰撞，但同時我跟他們亦特別多機會傾談。前兩天我在西區重案組和他們聊了

一整晚，聊香港的政治、民生、現況，你會看到他們的恐懼，害怕改變，擔心未來，

可是香港這地方是他們也有份兒的。我與警察聊天，傳媒當然不會拍下來，他們只會

捕捉衝突的時刻。理性討論的空間是重要的，香港現況尚且微妙，因你還可以與警察

這所謂權力的伸延進行理性討論，這種機會何其難得；你看韓國的社運，是不可能出

現討論的，社運人士只顧向前衝，精於軍訓的警察則時刻手執棍棒；在泰國，得罪皇

室就足以判監七年……哪來的討論？香港現處於公民覺醒的狀態，包括警察在內，他

們自己都有好些想法，當然他們也會受到壓制，事實上警察受到更多壓制，以防止他

們搞公民運動。我覺得恐懼是教育的一大難題，對社會、家庭、學校亦然。所謂技藝、

創作，是助你拿走恐懼，讓你的情感得以宣洩；所謂創意教育，則是幫我們去掉(unlearn)

一些學過的，拿走一些所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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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恩慈（阿 Mo）：哈囉，我發現在座有不少老師呢！我想起以往一些在校的教育經驗，

現在香港固然有創意書院，有如楊秀卓這般優秀的藝術老師，但原來真的有正規學校

是不相信身體、情感和技藝教育的，這種不信任導致學校壓抑這些方面。我想起過往

在一間小學教戲劇的經驗，那間學校當初找我當導師是因為學校參加了學校戲劇節，

希望我幫忙排些戲，拿個獎，僅此而已。我在那裏教了好幾年，校長看過演出後，竟

然問我不如試試教歷史，我驚訝得問道「甚麼？」。我向他解釋甚麼是戲劇教育，他就

著我不如試著用戲劇的方式教歷史，那怕是幾堂課。我覺得好極了，歷史科是正規教

育，他們卻肯讓我嘗試，校長顯得十分開明。然而，負責歷史科的老師卻害怕起來，

但由於是校長下令，他不能拒絕。那位歷史老師在我入課室前再三囑咐，說學生們快

要考試，校長內裏其實很在意成績，如果考試不及格，那誠然不是好事，現在又用了

幾堂課跟他們玩，不是浪費了上堂的時間嗎？我明白老師的擔心，我就告訴他，不如

讓我試一兩堂，如果同學的成績一落千丈，我便主動跟校長說這樣行不通，或需要更

長的時間做準備。於是，那兩堂變得很關鍵。那一課講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我嘗

試用身體、情感教育的方式教他們這段歷史。他們的課程需要他們背誦某些要點，例

如軍票、全民學日文，寫出要點便能得分，然而我叫他們上堂不用拿出書本來。我跟

同學說：「今天所有同學都要好認真，要進入角色。不準你們說廣東話，我教你們說日

語的早晨，大家要照著講，講錯了要罰。」一開始時他們有點鬧著玩，之後就真的進

入了平民的角色，就像當年受日本軍人控制的平民。他們開始感受當年平民百姓的經

歷，要辛苦地學習我創造出來的語言以對答，這就是第一堂。第二堂說軍票，牽涉好

些繁雜程序，我先沒收他們的零用錢，換成白紙，有些學生立即喊道，一會要買東西

吃，那些白紙怎能用？兩堂之後，我問他們的感受，他們說原來要被迫改用另一種語

言，或不許用自己語言來溝通，以至這樣受壓迫地活著是很淒慘的。他們分享感受以

後，接著自發上網或到圖書館找教科書上沒有的資料，回來跟我說，香港淪陷時還有

這個，還有那個。那位歷史老師後來說，同學是從未試過這樣自發找資料的。學生很

信任我，像玩遊戲，那是引發一種使人自學的推動力，因為身體、情感是一種經驗，

只有經歷過才最能使人主動學習。所以我希望香港不單能有更多創意書院或像楊秀卓

一樣的老師，還能有更多由校長至老師全體均相信這種教育的正規學校，那就好了。 

 

李小良：好，游靜，嶺南的情感、身體教育又是如何？要不要由校長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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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靜：你那麼愛討論校長不如留給你說（眾笑）。剛才楊秀卓說學校教育裏面普遍忽視

情感教育，在廁所找到避孕套是一例，這個例子不單否定了學生的情感，更有趣的是

它否定了學生的身體。當今香港向學生灌輸的教育是充滿恐懼與沉悶，尤其是恐懼，

尤其對身體的恐懼，包括性。比較宏觀地看中港台文化，香港人是最（被）否定身體

的。你隨便到一個公園看看，不准你做的還多於允許你做的，公園內有幾十個不可、

不准。本來你以為公園是一個可以讓你身體放鬆的地方，但原來放鬆的活動公園是不

允許的，何其諷刺。香港的公共空間不允許你的「身體」做很多事情。當我們得在這

般教育環境下長大，實際上是不斷被灌輸，我們的身體並不存在；身體只能是工具，

一具功能化的身體。你會發現香港大部分公共空間都是這樣，就是上班下班坐地鐵吃

飯購物，只剩這些，其他東西都不許做。剛才說到的塗鴉或者跳舞唱歌甚至睏了少睡

一回，在香港的公共空間都是犯法的。我們現在討論的，還不是現在才發生呢！今日

只是變本加厲而已。當愈來愈多東西被禁制，你想想香港的未來會變成怎樣？大家回

到各自的崗位不妨想一想，我們可怎樣鬆動這些對身體的持續規訓，以及對性日益擴

大的恐懼呢？如果我們能夠在自己的崗位上，在我們的課堂家庭工作範圍內，思考如

何能讓身體有多一點自主、自由的鬆動、對性的鬆綁，讓大家不再那麼懼怕性懼怕身

體，這樣的話，也許至少可以令大制度變壞的速度得以放緩。 

 

李小良：下午四時將會有下一場研討會。那以後我們文化研究系老師教書時就打赤膊，

女的就穿 bra top，好不好？（眾笑）好，多謝各位。 

 

第二節：農藝生態、飲食生活、社區導賞、宗教靈性 

陳順馨：請後面的朋友就座。剛才那一場的四位講者都十分精彩，我都被撼動了。雖

然大家彼此相識，但還是頭一遭那麼詳細聆聽他們的工作經驗，實在太好了。上一場

用了四種藝術的形式闡述身體、情感、技藝的教育，最後引伸到身體被遮蔽、被壓抑

的問題。待會要討論的，正正更集中於身體，方才的討論多著眼於夾縫。身體不只是

肉體這麼簡單，也存在著靈性的部分。接下來的是將身體的想像從肉體拉闊至心靈、

靈性的部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是回到生活，從生活出發窺看不同的可能性。首

先介紹四位嘉賓，第一位是陳惠芳，又叫芳子，她會從手工藝與食物說起，她是最新

組織Craftopia 手作坊的成員，雖然成立日子尚淺，但也非常有趣，待會可聽她的介紹。

我與芳子一起參與了和平婦女數年，其中一部分就以食物作切入，如組織社區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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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待會都會分享。第二位是周思中阿周，大家也可能認識他，目前是菜園村生活館

裏其中一位全職農夫，他會解說一下農耕，且聽聽他們的經驗。第三位是朱耀光老師，

朱sir是鄉土學社成員，這新成立的組織鄉土味道濃厚，我們MCS有好多同學也參與了

鄉土學社的工作。朱sir會分享關於口述歷史的教育。第四位是胡露茜Rose，她在社運、

宗教靈性、社會議題討論方面極為資深，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神學院的兼職講師，期

望在另類神學的課堂中，找到突破身心的可能。時間關係，我也採取剛才研討會進行

的方式，請講者逐一出來發表，最後邀請四位一同出來台前交流。現先請芳子。 

 
 

陳惠芳（芳子）：我叫芳子，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這花名是大學的時候取的。上一

場的四位都曾經是或者是現任老師，接著下來的四位，其中三位都當過老師，只有我

不是，所以如果我所的談教育，都會以成人教育為主，或者是在正規教育以外，一些

與教育有關的嘗試。剛才順馨介紹了我參與的兩個組織，第一個是手作幫 Craftopia，

第二個是和平婦女。參與最多的是和平婦女。大概從零三年開始，我與一班婦女從日

常生活中探索或創造各種可持續性。我們常常用「可持續」這字眼，但大家可以用不

同的方法理解「可持續」的意涵。我們希望以可持續的方式去創造生活，或者是生計。

另外，近年我和一些朋友再度接觸工藝製作，於去年成立了手作幫，就是剛才說的

Craftopia。手作幫背後都有類似的想法，就是說我們想以工藝來創造可持續或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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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說穿了，就是怎樣做人，如何做一個你想做的人，如何活出生命，如何令世界

更好，同時亦讓事情能快快樂樂地進行，而不是痛苦地、沉悶地、恐懼地進行。這兩

個組織其實都朝著差不多的目標努力，不過切入點大不相同：和平婦女主要通過廚房

和食物，除此以外，我們也有農耕的部分，待會阿周會分享多點農耕生活……我們還

涉獵生態、社區建設。而手作幫則從物品創造開始，即是以手去造東西。我們覺得兩

者其實是一脈相承，都是由食物、物品開始探索，再回看我們與世界、泥土、自然、

其他人，以至食物等等的關係。手作幫其實是從食物延伸：我們覺得人的生活，除了

吃之外，會不知不覺地和很多東西建立關係，例如每天用的 iPod、眼鏡、水、紙巾等

等，但我們從來沒去想這是一個甚麼樣的關係，總以為超級市場售賣的就等於有保證。

所以手作坊想做到的，就是從生活、物品開始回溯我們的處境。有人說，我們吃甚麼

就是甚麼人，用甚麼就是甚麼人，我們是個甚麼人，通通都能從生活中反映。 

 

當我們說，教育是基本需要的時候，有否想過教育的真意為何？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或者是改變不好的東西，希望有更好的未來。這張相說明我們是怎樣使用工藝。我們

剛才說了很多藝術、創作，當聊到「工藝」，我們可能會覺得工藝便是指工匠，或者實

用的手藝。我不知道「技藝」的英文翻譯是否等於「工藝」(craft)。當開始了解工藝這

個領域，我們會看到工藝在很早很早以前已與藝術創作密不可分，所有工藝師都是藝

術家。前人往往是手腦合一，而不是現在那樣，做勞動的跟做白領的不一樣，藝術家

跟技術人員又很不一樣，創作又被當成另一個領域。回看歷史，工藝或藝術經過長期

的演變後被一分為二。剛才有句說話說得好極了，我們創造東西的時候表面上是在改

變一些物料，但其實在過程中，物料也在改變我們。當我們處理工藝的時候，我們是

與物料進行對話，對話本身就是一個教育的過程。在正規教育裏，我們可體驗這類教

育過程的機會已被大大剝奪了，我最記得以前中學時要上家政課，現在已沒有了，只

有職業訓練學校才有。 

 

或者我繼續說說工藝對我有甚麼啟發，以至從中回頭看知識和教育的內涵。手作幫曾

舉辦一個活動，叫「工藝有話說」，我們和一班在中國河南從事刺繡工藝的婦女合作。

過往我曾負責過不少內地農村的扶貧工作，因而接觸過不少內地農村婦女，她們會製

作刺繡工藝品作紀念品賣給遊客以維持生計，很多時候她們都得依賴設計師幫助設

計，因為她們不諳市場訊息，如果設計較受歡迎，就能多賣一些，所以現在的工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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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變成了消閒性的紀念品或所謂的高級藝術品。但對我們來說，工藝是生活，是我們

會用到的東西。籌辦活動的時候，我們不想只是幫她們設計產品，而是更希望知道工

藝與她們生活的關係，期望能找出工藝至今淪為產品、商品的原因。後來合作的過程

中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轉變，最後我們與她們共同製作了一個產品，這產品不是刺繡，

但亦是刺繡，待會大家就可以看到這神奇的成果。我們明白，只在農村中探索是不足

夠的，我們亦應該從城市人入手，尤其當城鄉的關係密不可分，城市裏有很多事情都

影響鄉村。食物是一例，夏天我們會吃雪糕，也會吃一些夏天不會生產的東西，如芥

蘭、西蘭花，等等。如是，農夫不得不逆時令耕作。城市的需求影響著所有生產者，

包括農夫、工藝師，所以我們覺得純粹從農夫、工藝師方面著手是不足夠的，也得在

城市裏下功夫。於是，我們邀請在嶺南大學和香港藝術學院一起開辦課程，就是「工

藝有話說」，希望藉此帶領同學進入工藝這個範疇，再看看工藝在香港社會裏有甚麼意

義，以至與我們今天社會面對的問題有甚麼關係。 

 

課堂分開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般的課堂講授，如第一堂會介紹甚麼是工藝，我們從

藝術與工藝運動(Art and Craft Movement)開始，解釋藝術與工藝怎樣慢慢地像頭與手

一樣分家，兩者如何變得疏離，何時出現對工藝師的剝削，等等，以至何時出現大量

生產，何時出現物品的浪費，再探討當代社會為什麼有那麼多對另類生活的追求，繼

而重新看工藝在我們生活中的價值，重新用手製造東西，重新向人們宣揚生活中仍有

不少東西能自己創作、自己掌握，而不一定要依靠大工廠的生產，或者使用工業化生

產出來的消費品。過程中，我們能看到現代社會裏，工藝有著深遠而強大的意義，接

著會再回顧香港工藝史的情況。 

 

第二部分是要學生到一些香港僅存的手藝工作者那裏拜師學藝。我們不希望這些本地

手藝無以為繼，希望一邊能保持工藝的實用性，一邊能讓工藝師維持生計，於是我們

選了造鞋業、紮作與漁業，同學上畢課堂後需要交出作品。 

 

我們找了中環一間鞋舖的師傅，向他拜師學藝，香港至今已鮮有一雙手造的鞋子。造

鞋一開始要畫紙樣，師傅便從畫紙樣開始教導，還有丈量雙腳，肥小、長短、鴛鴦腳，

都得一一量度清楚，才可造出一對適合你穿的鞋，花紋全都需要造紙樣……師傅在他

的工作室裏示範著各個步驟，我們一步一步地學。學生們跟足所有工序，在工作室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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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造出實物來。造一雙鞋的時間雖不多，但如師傅說，要學好這門手藝卻需要很長的

時間。師傅很多時候只有一句話，「就是這樣做，就跟著做吧！」，但當造了出來有誤

或做得不夠好，師傅就會說工多藝熟，接著學生便再做、再做、再做。這雙鞋子的這

一邊是同學造的，另一邊則出自師傅之手。同學在過程中慢慢感覺到所謂的工多藝熟，

內裏有著許多不能一教便曉的知識。在我們的教育制度裏，我們以為，知識是在課堂

中通過課本、理論就能學懂，事實是完全不足夠的。有許許多多的知識與專業，包括

農業，是透過不斷的技術嘗試而得來的。農夫簡單的說一句，「鋤吧，舉起鋤頭往地鋤

就行！」但到底要怎樣鋤呢？師傅示範一次，你卻可能得做個幾年才鋤得對、鋤得好。

手藝也一樣，農作也算是一種手藝，所有手藝都一樣。 

 

我們又跟隨一位做紮作的師傅學紮作，早一陣子用於盂蘭節的大鬼王也是他紮成的，

很高、很美的大鬼王，也叫大士王。他是香港僅存的紮作師傅，住在坪洲，我們便走

到坪洲跟他學紮作。這張照片相中的就是他師傅的師傅畫的一幅達摩像，旁邊有副對

聯：「起步從師起，巧變在人心」。他想要表達的是，師傅能教的不多，許多東西都得

靠觀察、學習，還有不斷的嘗試，方可成事。第三是漁業，我們跟漁夫出海打魚，跟

他學織網、打魚蛋。魚蛋大家也吃過，但可能不知魚蛋是怎樣打出來的，所以我們叫

同學去學一學。 

這張照片是其中一位嶺南大學同學的作品。他造了一雙鞋，黑色那一雙，她說是給媽

媽做的。課程中我們有幾種反思：工藝對生活有甚麼意義呢？工藝在今天還有甚麼價

值呢？我們可以怎樣保留那價值呢？工藝面對甚麼困難？這位同學之所以做這雙鞋給

媽媽，是因為她媽媽是大小腳，在街上買不到一邊 35 號一邊 38 號的配搭，所以她特

意做給媽媽。只有工藝師才可以為你貼身打造，不同行業的工藝師其實都能做到度身

訂造，實際上工藝師默默地保存了社會的多元和差異。 

 

第二個反思。這是另一位同學的作品，她完成這作品後寫了一本書，講承傳。承傳是

一步一步，一點一滴，一頁一頁的承傳下去，好像一本書一樣。她在書中寫道，工藝

本身是一個長時間的知識傳承，是長期以手傳手、人傳人的傳遞知識，而師傅不單是

傳授知識，也透過身教，傳授修養素養，就像達摩禪師。達摩禪師也會出現書中。第

三是藉由紮作討論雙手。這學生覺得在現代社會裏，很多東西已被改變，現代科技將

工藝裏的觸覺、感情、人情味都改變了。作品裏呈現了一隻手，背景則全化為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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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圖，象徵雙手正在消亡，反思著為什麼社會會走到這個地步，反問我們如何能保

留這種富有觸覺、人情味的工藝教育呢？我們還有一些作品沒有放映出來，有位同學

造了一隻鞋之後，不斷為它修補，意思是我們不懂珍惜物品。我們的生活裏也許不曾

想過這些東西，但工藝師卻十分珍惜物料，當你接觸到工藝師，你會了解到他們是非

常清楚物料要怎樣使用和挑選。這些知識都藏身於製作過程裏，如果我們沒做過，是

不會知道的，就如我們不曾耕作是不會知道種米的艱難，才體會到粒粒皆辛苦。 

 

還有一點，是身體記憶。在去年一個硏討上，一位台灣老師談農夫，她展示了一張照

片，是一位農民以赤腳翻動曬乾花生，花生放地上，農夫用腳趾去翻它們而不會踩爛。

不知道有沒有機器能翻花生呢？身體這副機器經過長年累月的操作，化成身體記憶，

即身體直接掌握技能、知識。如是者，我們會開始問，打魚蛋時魚漿該呈怎樣的感覺

才算正確呢？捉魚是怎樣捉的呢？補鞋佬鎚打鞋子是甚麼感覺的呢？這些重要的感

情、感受，我們已無法體會了，因我們不再親手做這些工作了。在拜師學藝的過程中，

我領略到工藝帶給我們相當多這方面的啟示。 

 

另外我們也有社區廚房，待會有時間再補充，或者阿周稍後可多作闡述。社區廚房是

與食物有關的：當我們檢視自身與土地和食物的關係時，便會發現食物本身不單只給

我們食用，還蘊藏感情和關係，例如家人、朋友，以至社區。我們曾在不同地方舉辦

社區廚房，如自然學校、菜園村，甚至在佔領中環的根據地。我們一起煮飯一起吃，

一起討論當地的問題，一起感受當地的人情味。當時在菜園村，我們更推出導賞團，

了解菜園村的農產，品嚐當地真正風味，亦從而了解到香港原來也有像生活館這樣的

可能。 

 

我最想說明的是，工藝專業當中有很多知識是不能以言語傳授的，這一切委實沒有理

論，而是要通過我們的身體來領會，再去生產。那是通過身體不斷地重複相關動作，

通過時間累積和創造而成的知識。這種知識本身存於身體裏，透過雙手表現出來。若

你造陶瓷，你的手跟泥土的關係至為重要，這份關係只有你的雙手才感覺得到，這份

體會只存於你手裏、存於你身體裏。陶藝師是沒辦法說明的，只有你自己才能體會，

那種感受不是溫度計等等所能量度得到的。所以說，身體是創造知識的載體，知識通

過我們的手、我們與物料的對話，以至製作過程，經過長時間不斷重複與嘗試，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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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完全融合於身體裏。 

 

我們將有一個展覽介紹河南婦女的刺繡工藝。她們是怎樣做到從工藝開始，但又不止

於工藝，皆因工藝已完全與她們的環境和生活結合一起，這些作品已不再是消費性的

產品，而是表達她們自己，是工藝有話說，即工藝品告訴你，我作為人，我是怎樣想

的，我希望環境與我會有甚麼樣的關係，我希望生活呈現甚麼樣的狀態。天地初開時，

文明從工藝開始，現在的人卻已經完全不懂工藝。我們應該重新找回文明裏的瑰寶，

重新領略我們跟自然、身體、物品的關係。最後我想提提《天工開物》，這是一本中國

的百科全書，記錄了各種生產過程，如造鹽、打米、種米，每項技術兼收並蓄，圖文

並茂，十分精彩。作者宋應星是一位讀書人，一天他發覺自己飽食終日，卻不知米從

何來，衣如何織，便四處尋訪搜集資料，最終造就了這本《天工開物》。這本書對我來

說饒富意義，它記錄了事物是怎樣給造出來，看著這些製造過程，我們能重新找回自

身與世界的關係，致使我們不至於活在疏離和恐懼之中。多謝各位。 

 

前面那些就是河南婦女製作的坐墊，是新設計的產品。 

 

陳順馨：我想芳子沒時間介紹這些坐墊，它們不只單純地用來依靠，裏面還藏著很多

故事。大家有興趣的話一定要去參觀那個展覽，展覽於十月八日開始，位於嶺大圖書

館。謝謝芳子。第二位我們有請周思中。 

 

周思中（阿周）：大家好，我叫周思中。該如何開始呢？我大概會由生活館的經驗開始，

我猜嶺大找我們來是因為菜園村那件事，政府要拆高鐵（眾笑）……不，是要起高鐵，

所以要拆掉整條村落，生活館的故事便始於那時。今天會在短短的時間內分幾個部分

講解，講生活館出現的緣故，講生活館是做甚麼的，講生活館運作三年多來，我們有

甚麼想法，以至辦過的教育活動，以及正面對甚麼困難等等。 

 

為什麼會有生活館的出現呢？最初的構思並非如此。情況是政府是要興建高鐵，當中

涉及到鐵路的走線，以及相關設施的興建，於是政府在新界要收回一些地方，其中包

括菜園村。菜園村的拆毀，引伸了很多不同的議題，包括香港在這十年八載的發展方

向，換句話說就是關於中港融合的討論，以至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模式應該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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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藉著興建一條鐵路，加快人流、金錢、貨物於香港與大陸之間的運送等等議題。

但單純菜園村這村子，也引伸了另一些議題。菜園村本是非原居民散村，香港有很多

這種村落，故菜園村應為泛稱而非某一村落的專稱，是指戰後一些由大陸來港的移民，

在眾多因素配合下，選擇在新界租下或買下原居民的耕地來種菜。整個脈絡可看成為

配合戰後香港都市發展、工業化，農村為配合城巿發展，負責提供糧食。如果我們這

樣看菜園村的構成，便能明白身無寸土的菜園村村民，在香港政府沒提供甚麼扶持的

情況下，如何藉由種菜謀生，而這種謀生方式正為當時的工業化提供了一種配合、協

助，甚或發展條件。然而二千年以後，回歸之後，因了今天香港要發展經濟，或根本

對發展甚麼毫無頭緒之下，便胡亂決定開通一個缺口，敷設鐵路，通往大陸，等上面

投下一些好處，看看我們能不能撿到。在這情況下，我們犧牲了或選擇砍掉一些曾幫

助戰後發展的建設。 

 

若我們從菜園村一事順藤摸瓜，便能找到一些線索：且回顧一下香港戰後的社會經濟

發展之路，到底是如何的走著走著，才走到今天讓人們感到這樣徬徨無助的地步；服

務性行業只可以依賴自由行，人們只可以依靠炒賣房地產、零售和貿易這樣子的一個

經濟組合，別無他選。沿這線索追尋，我們選擇投入耕作的原因，就是希望試著把自

己丟在一個一無所有的農場，有的只是四季、太陽、風、水。我們是否能在這環境下

反省生活，而這種生活又是否能融納更多不同的人。如果說，農耕對我們產生教學作

用，那便是要我們學習反省生活模式，這當然包括要我們將問題逐步拆解，再化為我

們現正做的事。 

 

生活館辦了三年多，現時平常會有三大類工作，其中一個便是耕田。我們會稱自己為

農民嗎？這問題還蠻尷尬的，我們是所謂的半農半 X 吧！對我來說，農民就是靠種菜

為生的，不以它為生的也就不知該作何稱呼。我們的收入不豐，種菜一年能收回十萬，

但那是否足夠支撐全體使用呢？肯定不夠。可是種菜能收回十萬元已算甚為成功。我

們在生活館最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學耕田，所指的並非學怎樣種出一棵菜那樣簡單。甚

麼叫經營一個農場呢？經營一個農場和種一棵菜完全是兩碼子事。種一棵菜已不容

易，經營農場則最起碼要令農場能於一年內出產不同的菜拿來賣，這樣就很複雜了。

需知道每一種菜的生長時間不同，需要的環境也不同。譬如蘿蔔和油麥菜，兩者都是

一支一支的、長長的，不過油麥菜是泥上的一支，蘿蔔是泥下的一支，這已經決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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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怎樣修整你的田間。近年你們也可能聽過有種植物叫洛神花，冬天才有，益處甚

多。然而種植洛神花，可能要種植多年而只有其中一年才有收成。耕田其實是對一塊

田地施行時間和空間管理，其次我們要學看天，看風向，太陽升降，諸如此類的。我

想說的是，當農民要學的或要知道的，我敢說即便你從幼稚園念到碩士，也無法從中

學到任何一位農夫需要知道的基本知識。對我來說這是挺有趣的，我自覺幸運，能念

到碩士，接著又可以學習一大堆從來沒學過的東西，蠻有意思的。回想中學時學過的

生物、化學知識，一考完試馬上忘光光。但當農夫跟你說，閃電後蔬菜會特別的綠，

你會以為這是神話，但其實那就是中學學過的氮循環，化工廠就是模擬有關條件從而

增加空氣中的氮。這些東西在中學確實已經教過了，不過中學課程是不會告知你這些

知識可如何運用，或如何將之變成有意義的事，事實上也沒有太多學生有機會來到田

間，並在田疇之間想起氮循環。總言之，我們目前還在學習與耕田相關的多方知識。 

 

另一方面，生活館會舉辦導賞團、耕田等教育活動，也包括在不同場合講解，像現在

我跟大家分享著這三年多以來，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我想，生活館與今天在座同樣

會遇到的問題，便是不知如何能令學生進入議題，即怎樣令他們不再停留在嗜好或趣

味層面。或者這我待會再說。這就是導賞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我比較有興趣的，就是從我們在農場或學習耕作之間，回溯歷史或世

界性的問題。那是甚麼意思呢？我一直疑惑，那些專門研究香港和其歷史的文獻、書

籍，是怎樣講述本地農業的發展過程呢？又怎樣將之連結香港整體的發展呢？是戰後

也好，或再推早一點，英國人初來香港時的農業是怎樣的？戰後的農業又有甚麼不同？

諸如此類。有時候，即便這部分的歷史全然空白，又或我們是否理解這片空白對理解

香港整體會有所缺失，似乎我們均不曾察覺。於是我們嘗試挖出資料，以引發社會再

度就香港歷史和農業發展展開研究及討論。我想我們最起碼要提出，香港歷史不該簡

化成從農村變為漁港再躍變成金融中心。以現有的資料看來，香港的發展不完全是所

謂由農業到工業再到服務業，這些描述都是虛構的。香港的商業和農業是和工業化一

起發生的，即不是先有農業再有工業，亦不是工業取代農業，然後服務業取代工業。

如果香港沒有本地農業，也不會有當時的工業，兩者在七十年代末期一同被取締或被

淡忘，變成全民投奔服務業，或一窩蜂去炒賣。我們一直都在思考這些問題，也漸漸

覺得我們有責任把香港在全球食物系統的位置，以至這位置的意義等等說出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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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都知道香港的食物生產量幾乎是零，二零一一年，香港出產的蔬菜佔總體百分之

2.5，二零一二年則只佔百分之 2.3，即是說，街市裏頭根本沒甚麼香港本地生產的食

物。更有趣的地方是，香港這個沒有糧食出產的地方，偏偏同時是最缺乏關於食物與

政治、經濟問題的討論，對我來說這是極其不可思議的。糧食危機令世界無數地方發

生動亂、政變，但香港糧食業的迅速萎縮卻引不起任何社會關注。 

 

我最後想說的是，為什麼難於在香港引發人們討論剛才的問題呢？我曾想，世界各地

這麼多的農民問題，如農民自殺、負債，是因為地球上還有很多很多農村人口，他們

均要面對無法耕種的重大問題。他們沒有其他選擇或出路，但他們又不能放棄自己，

無法耕作對他們而言就是沒有食物，轉不了行，會餓死。香港的情況是，去做耕作的，

全都不愁衣食，這個現象煞是有趣。在這情況下，如要在香港推展或深化農業，要面

對的問題將會與其他農業地區大不相同。最後想提的是，農夫要面對的環境與其他行

業有甚麼不同呢？拿農業與消費主義來比較，消費主義講的是錢和商品，成為生活的

中介，或者幫助我們建立了生活，可是我覺得農民的基本生活應當是不以錢或商品為

中介，而是直接地面對最單純的環境，如眼前的土地、天空落下的雨水、大地上的有

機物。我想，若我們以農夫的處境跟人家闡釋消費主義有甚麼不好、出了甚麼問題、

消費主義到底是啥回事，將會十分有趣，因為農夫就是要在田裏找到所有要用的東西，

不假外求。這個想法還得再作研究，能怎樣說服別人不需要以那麼多商品、金錢等外

在資源來建立自己的生活。這些想法都是從剛才一大堆問題裏，在論述和實際操作上

可再發展的方向。真的是最後一句，最後一句，我記得導演高達說過，「電影是一所不

錯的學校」，我即管換掉二字，農業或農埸是一所不錯的學校，因為它開啟了一道門，

給我們學到了念二三十年書都沒有學過的東西。就這樣，一會我們可以繼續討論。 

 

陳順馨：謝謝阿周。從怎樣經營一個農場，到一些農業的論述、農業的可能性，以至

使農田變成一處教育的場域，將會是如何呢？我想這些問題都值得再三討論。現在我

們請第三位嘉賓，朱耀光老師朱 sir。 

 

朱耀光（朱 sir）：教書十三年了，每年到了八月三十日（即研討會當日）都有些心理

反應，是開學前的緊張，但今天非常高興，因為研討會主題是「游走體制內外」，明天

開始我就要從體制內游到體制外，結束教書生涯，所以今天是最後一日能擔當「朱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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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稱呼。為什麼會由體制內游到體制外呢？容我從這裏開始。我任教的學校在粉嶺

火車站下面。我負責教授歷史，學校的課程有三個，第一個叫「正規課程」，剛才大家

都說很多了，就是它教甚麼你就學甚麼。第二個叫「隱性課程」，但最重要那個叫「空

無課程」，學校最大的影響力就是刻意不教你，讓你完全不知道有其他事情存在。你想

想，學生每天上學、讀書，對著老師的時間有時比對著媽媽還要多，所以學校不教不

說，學生是完全不會知道這世界有那回事的，例如「蔬菜是在地上種出來的嗎？不是

在超級市場買回來的嗎？學校範圍以外不就是空白的嗎？」其實由學校走去馬屎埔只

十五分鐘，但很多在粉嶺生活了十多年的同學，你問他知不知道走十多分鐘就有一塊

農田呢？他們會答「不知啊，那裏是有地方的嗎？有人住的嗎？」當然我是共犯，教

書十三年，我也不曾告訴學生學校隔壁有著這片地方。那我又不會扛上全部責任，因

為歷史課程只規定我說香港由一條小漁村發展為金融中心，這是我在初中至高中課程

都會採用的論述。 

 

直到甚麼時候開始有所改變呢？廿分鐘不夠說，不如再為省略。（眾笑）就是二零零九

年，今日我刻意帶兩個兒子來，不好意思……（跟在場兒子說：我知道你們悶了好久，

聽一聽爸爸說話）。我兩個兒子都在粉嶺出世、生活，我沒刻意跟他們介紹粉嶺，但我

在粉嶺工作，他倆也在粉嶺上學，我們的生活場域就在粉嶺。我們最喜歡、最記掛的

戲院就是粉嶺戲院。當時我還和那邊的「金毛經理」十分混熟，也曾在那邊看電影《功

夫》首場時碰到楊秀卓老師……我們的社區生活就是如此。可惜在零九年，戲院上映

《阿凡達》之後，戲院就無聲無息地倒閉了。我好失落呀！直覺得生活裏有些東西給

人拿走了！我之後一直想找出粉嶺戲院對我有甚麼重要意義？卻怎也說不出來。我對

粉嶺戲院的歷史知道多少？不知道。今天有兩位學生也來了，她們念中一的時候，我

當她們的班主任。我好記得那時跟她們聊到戲院倒閉的事，我問：「知道粉嶺戲院今天

倒閉了嗎？」她們說：「不知道啊！」「那妳們曾在那裏看過電影嗎？」「有啊！」「可

以做些甚麼呀？」「不知道啊！」當時我想，那不如運用自己的歷史技能。於是，我跟

她們說：「妳們的父母也在粉嶺長大，不如妳們回去問問父母，他們小時候在那裏看過

甚麼電影？小時候在那裏做過甚麼？而我則做歷史訓練，回去調查一下是誰賣掉它，

是誰這樣壞，我們分頭行事！」我還找了楊秀卓，問他：「秀卓，沒甚麼人喜歡看文字，

但你的影像作品吸睛，能否幫忙創作一件藝術作品？」於是我們一同做了一趟行為藝

術，我跟學生到戲院外頭，貼上像墓誌銘那樣的海報。即便我們沒法讓它復業，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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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動證明自己可以為戲院做點東西。行動結束後，一個小時內，就馬上有人將學生

的作品全部撕走，然後寫上「嚴禁塗鴉，違者送官究治」。好，我也不太敢在那裏開罪

別人，我兒子尚小。我跟學生說，「這個行動尚未完成！」。我們之後從一月開始，趁

著復活節和聖誕節假期，著學生到中央圖書館找七零年代曾在粉嶺戲院上映的電影，

然後又到訪油麻地戲院、元朗戲院，看看這些單棟式的舊戲院是否只有出售一途，沒

其他出路。最後這些當時念中一的學生，製作了一份關於粉嶺戲院的報告，將它從一

九五零年代至二零零九年的大事年表寫了出來，再跟其他同學說明粉嶺戲院的歷史和

它的重要性。大家不再把那楝建築物視為地產項目，而是社區裏不可或缺的生活元素。

這就是歷史。這次經歷深印我心。這幀照片是刻意要展示的，因為站在中間的那兩位

小妹妹現在就坐在台下。她們之中有一位可愛非常，她為什麼今天會來這個研討會呢，

是因為她想修讀文化研究，萬一她的文憑試未達標，各位嶺大老師可否幫她一把？不

過，她應該可以的。另外一位則喜歡歷史。這次經歷對我有很大影響，究竟我所教的

歷史是些甚麼樣的歷史呢？課程規範告訴我得教這個歷史，但我是否能多做另一些東

西呢？由那時開始，我思量著，那空白的地方就正正是我歷史教學的內容。 

 

今年馬寶寶社區農場三歲，亦即是說我這個歷史行動已歷經三年。最初我在粉嶺附近，

看有沒有甚麼地方可以讓全級中一進行考察，研習農村生活。可惜那時生活館還未出

現，不然我會找它。但當時馬寶寶說有，我們就帶著全級學生前來。考察共分五次，

每次三位老師帶著四十個學生。我們到那邊考察農業、為村民做口述歷史，然後聯絡

組織「食得好」了解香港的剩食問題，又安排了一次覺醒飲食(mindful eating)，同學

全體噤口，安安靜靜地品嚐食物的味道。學生完成那份功課後，寫了信給城規會和李

兆基，講他們對這個地方的看法。這個地方，可能是空白的，很多學生說不知道那裏

原來是農地來的。學生在信中問李兆基：「你知不知道那裏是有人在住的？為什麼你要

挑那處建大樓？」。有學生後來寄了一封電郵給我，說：「阿 sir，你要我做農民的口述

歷史，本覺得沒甚麼意義，不過看過朱 sir 的訪問分析後，我發現我學習到更多，原

來農業是不可缺少的。從小電視節目教我們食物的重要，但無奈現在的人都教我們要

好好讀書，將來努力賺錢，早日買樓買車。以前，耕田的人地位德高望重，因為他們

都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他們也引以自豪，但現在田裏只剩下老弱婦孺，人們對農民的

看法都改變了……」我不再唸下去了，這封電郵不是我吩咐他寫的，是他自發寫給我

的，他想告訴我自己對這片地方的感覺是怎樣的改變了。歷史的重要之處在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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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再只看到東西的表面。我很遺憾，小學時代沒遇到像楊秀卓這種視藝老師（講

者默默哽咽起來）……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當同事了……他說過，「改變世界，要先改

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這副德性的教育制度，就是會弄到一個老師這樣子哭起來……

我真的很羨慕秀卓，視藝課程沒甚麼特定的知識要向學生傳授，卻總能如斯精彩，讓

學生獲益良多。大家都知道，教授歷史，有些東西是真的避不開，要背誦的資料很多，

課程把大量東西塞進去。但我問自己，我可不可以透過教授歷史令學生改變對身邊事

物的想法呢？歷史科是不是就是做不到？如果我羡慕視藝科做得到，歷史科又可以怎

樣做？ 

 

這是另一位同學寫給我的信，也是他做完口述歷史後自發寫給我的。他說：「朱 sir、

蕭 sir，你們昨天有沒有看到鏗鏘集〈我要做村長〉那一集呢？我都不明白，明明那條

村已沒人住了，為什麼突然間跑出那麼多居民來投票呢？為了甚麼？」可見這位學生

對那處地方不單想法有所改變，更希望為那裏做點事，他關心那裏正在發生的事，還

能批判地思考怎樣才稱得上是該處的居民；是一直住在那兒的人，還是只在投票時才

出現的人？ 

 

翌年，我的歷史行動仍然繼續。我自己很喜歡梧桐河，便找學生一起過去視察，我說：

「不如這樣，你們找你們的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去問問看，以前附近的人與梧桐河的

關係是怎樣的。」其後，有位住在龍躍頭的學生回來跟我說，他的嫲嫲說梧桐河在三

十多年前不是這樣的，是會氾濫的，十分危險，附近則有人種菜等等。後來這些學生

想到一個問題，既然梧桐河經過十多年的整治，現在給拉直了，沒有氾濫了，但為什

麼整治好的梧桐河不是給農民安安樂樂地種菜，而是發展為低密度住宅區？為什麼幾

十年前你說要整治梧桐河是為了防止氾濫，保障農民安全，但整治好了後又要把農民

趕走？以往梧桐河與人們的密切關係往哪裏去了？農民們告知說：「以前梧桐河經常氾

濫，水退後清理一下就繼續種菜，或種一些驅蚊的植物。我們都無所謂。五零年代之

前我們種稻米，水來時我們就走上祠堂屋頂躲避，水退才下來，我們種的水稻都不怕

淹水，再後來，改種西洋菜，直由得它被水浸。」我們發現到，政府說整治梧桐河並

不是為了保障農田不被水淹這樣簡單。 

 

到上年暑假，我跟那班同學商量要再作行動，因我們發覺第三次收地諮詢之後，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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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面臨迫遷。我又再問，歷史能幫一把嗎？口述歷史於我的難度是我甚麼都不懂，

但同時也基於我甚麼都不懂，反而更能令自己放下身段，跟學生一起行動，當中的收

穫，不比學生少。我們認識了一位生活在果園的羅婆婆，她不斷收到迫遷信，要她離

開，讓她感覺十分無助。我們聽她說故事，傾談之間，我們都覺得果園不是屬於地契

上的擁有人，而是屬於跟那果園一起生活的人。隨後羅婆婆答應把她家的小徑留給學

生畫畫，秀卓提議把它畫成一條人生路，於是我們選了十個羅婆婆的人生片段，由秀

卓教授畫畫技巧，學生就將一條小徑化成羅婆婆的人生歷程：她出生的時候歷經新會

炸橋，小時候磚頭當枕頭，然後慢慢長大，遇到梧桐河氾濫等等。最後學生問羅婆婆

有沒有話想說，她說她不想開罪地產佬或其他人，就拜託學生寫一句「我愛我家，我

十分愛它」。有份參與的這位學生說：「上年暑假期間最愉快的時光就是和羅婆婆聊天，

讓我了解到村民的歷史。看到大家的畫作十分高興，想不到自己也能參與其中並一起

完成。這事也讓我反思為什麼有這麼多荒地政府不發展，偏要找有人居住的地方來發

展呢？」 

 

整個過程裏最美妙的是，村民是在政治、經濟、社會上最受壓迫的一群，學生則是學

校裏最不能發聲的一群，但通過口述歷史，讓這兩班人互相訴說自己的故事，聆聽自

己的故事，分享自己最關心的事情。我覺得身為老師，能帶給學生這些體會是最重要

的。如果不是為了學生，我不會做那麼多口述歷史；我做口述歷史，是因為我總覺得

學生說故事說得格外動聽。有時候學生可能會問，如果內容正確性有誤，打不打緊呢？

我說史料可能有錯，但村民的情感卻是真真切切。歷史不只是講求資料和準確，也著

重當下處境的真實情感，即是你和村民之間的感應：你為何在這節眼兒激動起來，你

為何要向政府說你生氣了，你覺得這對農民不公平於是你非講不可，突然間走出那麼

多所謂村民投票你就寫信抗議，面對不公義的事你覺得非得用粗話才能發洩不滿就講

出來……就是這種情感的表達。那一年，數次的口述歷史都讓學生找到讀歷史的興趣

在哪，意義在哪。我們訪問了好多村民、士多、梁軒婆婆、黎生……因地政總署要收

回那處我們才知道那地方叫牛清湖…… 

 

學生不只是做別人的歷史。有一位學生，是所謂的「新移民」，請明白我是盡量都不想

用這個稱呼的，他中二才來港讀書，初來到時曾寫信給我說：「朱 sir，你真是個聰明

的老師，你竟然運用你的影響力令全班學生反政府。」（眾笑）我說沒有，他再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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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那你為什麼把秦始皇說成是一個大問題呢？」我說我沒有，再跟他說，歷史不

是教導我們相信任何一件事，而是教導我們質疑一些既成的說法。我只是質疑秦始皇

是否像教科書裏說的那樣偉大。如果你到最後覺得不對，我不會反對。我的責任不是

依書直說，我的責任令你質疑秦始皇是否真的這麼偉大。跟著他說：「內地是絕不會這

樣說的。」我開始感到害怕，害怕的原因是我不想讓他覺得我在強迫他。往後一年我

沒有特別去找他。升上中三後，他有天說：「朱 sir，為什麼你這樣偏心？為什麼你叫

其他學生去社運電影節卻不叫我？」我說：「其實我真的很怕我開罪別人了。」他接著

說：「那你今晚有空嗎？有空就帶我去吧！」自始以後，他就很喜歡跟隨我一起活動。

接著他也與家人做口述歷史。這是他寫給我的信，說著雖然他中二才來港讀書，但他

父親本身就住在大嶼山住了好久等等故事。中四那年他也選了歷史科。前幾天他跟我

發了個訊息，問我：「朱 sir，還有沒有口述歷史活動呀？有的話，一定要預我的份兒！」

這些學生回家後都跟家人做口述歷史，發現原來自己的婆婆是種菜的，也發現到我們

和農民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那這位學生暑假最大的願望是甚麼呢？就是回去跟

婆婆學習種菜。 

 

最後，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呢？我明天就正式離開學校，我覺得學校有太多的負擔，如

保護學生的概念，這概念不單不健康，而且有害。世界的悲劇在於想像力豐富的人經

驗不足，經驗豐富的人卻貧於想像。我希望自己能夠真真正正做到通過歷史科，讓學

生的經驗和想像得到充分的發展。磨練技藝，我們需要的是經驗，但情感和創意卻需

要我們的想像力。最後，我想說我好喜歡歷史教育；生命不是單純的身體活動，而是

一種不可遏止的永恆的衝動，是轉瞬即逝的流動，是一種能動的創造力量。每個人同

時又是無數相遇中的一點，由無數個人匯成的就是生命之網，聚成生命之巨流，生命

本身就是他們中間和表面歷史的實在。有不少鄉土學社的鄉友都在這裏，我只負責其

中很小的部分，就是口述歷史。有機會再和各位朋友分享。多謝各位。 

 

陳順馨：非常感謝朱 sir，我們有幸今天還趕及叫一聲朱 sir。從粉嶺戲院、農場到梧桐

河，學生從這些議題中透過口述歷史發現情感教育的豐富可能性，最後領略歷史教育

的意義。好，我們有請最後一位朋友，胡露茜。 

 

胡露茜(Rose)：各位朋友，你們好。我的範疇是宗教靈性。在一個不是教會圈子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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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講宗教靈性，其實是很困難的，但我又非常感動，感謝大家邀請我來跟大家對話和

分享，因為我覺得宗教靈性不是宗教人士的專利，所以很重要的是，我們要透過釋放

的力量，讓靈性可以從被宗教禁錮良久的一種死寂、空洞的語言中重新解放出來。今

時今日宗教最大的問題是禁錮了本來很活潑的靈性，而靈性需要藉由真正的身體、情

感的投入和經驗，透過激情的表達和尋索才得以重新釋放。一直以來，我看我自己身

為一個神學教育工作者的責任，就是透過這種顛覆過程，讓學生或接觸的人的靈性得

到重新釋放。這種靈性的釋放是需要透過他們自己的身體、情感，以及他們對事物的

慾望和追尋，才能引發出所在力量。榮格有一句話說得好，就是「世界懸於一線，那

根線就是人的心靈。」我覺得靈性本來就是世界語言，即靈性本來就是最深層的境界，

是我們所有人都擁有的。透過這種靈性的互動，我們才可看到彼此之間的連繫，有了

連繫，我們才可找到真正的和平與希望。這本來是宗教應該發揮的力量，可惜本性活

潑的靈性被禁錮在宗教的軀殼內，宗教變成謀殺靈性的地方，這是十分可惜的。 

 

我是一位基督徒，亦是一位基督宗教的神學教育工作者。我想從基督教開始。大家知

道基督宗教是一個西方文明延展而來的。基督教的二元對立，即靈和肉的對立，委實

是一個將靈性和肉體同時禁錮的監獄。我留意到一個有趣的發展，就是現今神學的發

展越來越走近東方的靈性。今日的西方靈性，若你到北美或歐洲，你會看到很多基督

宗教的人對東方靈性的興趣越來越大，特別是佛教，譬如一行禪師，他在北美是極受

歡迎的。原來人回歸生命核心，生存的力量從哪來？東方靈性著重呼吸，呼吸是很重

要的智慧．呼吸的靈修操練尤為重要，我覺得呼吸是演繹靈性的一個絕佳方法。而這

一呼一吸，不是指單獨我一個就能得以生存，而是回歸整個宇宙萬物的呼吸，我們同

時吐納，生命才可延續。這種互相依賴依存的力量亦是東方靈性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傳

統和智慧。當然西方宗教都有這一部分，卻被一直壓抑，在一個貫徹二元的宗教概念

中被隔離了。 

 

我在基督教家庭和學校中長大，記得小時候，團契會被分成幾個部分，有負責康樂的、

靈修、讀經、祈禱等等，我通常被派往靈修組，因為我小時候看起來很聽話。總言之，

就是把聽話的人歸到靈修組，不乖的或好動的、停不下來的就派去康樂組。你很容易

就能看到宗教的概念是將康樂和靈修二分，自小我們便被這種二元分法薰陶，要我們

割裂生命，因此藉著呼吸的靈修能幫助我們找回那種生命整合、流動、互動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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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問我今日全球危機的根源，我覺得最終會追索至人類內在的危機，這內在的危

機其實就是人性的危機的外在顯現。若要解救當今危機，也許我們都得誠實地面對深

藏人心的危機。這個人心包括個體，也包括整體，而今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便是從這

角度重新思考靈性和教育的關係。 

 

讓我分享一下自己的教學經驗。過去十年，我獲信義宗神學院和中大崇基神學院兩間

神學院邀請作兼任講師，非全職教師的身份好處是能容讓我游走在體制內外之間，另

外就是我有自由度，他們固然會指派我任教特定課程，但我亦可自由地顛覆課程的內

容。我教授過不同科目，如社會學科的社會政策與基督宗教價值，後期我多集中在女

性主義神學、性別意識與牧養，近年則有性與性別，以及酷兒神學。整個過程都是學

習(learn)、去掉學習(unlearn)和再學習(re-learn)。如剛才這位老師所言，我們是老師，

亦是學生。例如酷兒神學對我來說是新鮮事，讓我獲得新靈感，令教學得以延展。我

在過去十年都一直採用一套教學方法，而這套教學法是由拉丁美洲的婦女整理出來

的，她們不是教育家，只是普通婦女。這套方法名為 Hermeneutical Spiral，我自己就

把翻譯成螺旋式教學法。我將這套教學法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生命故事的分享，

第二部分是社會和結構性的分析，第三是策略、行動，最後是慶祝禮儀。就以剛才的

框架來闡釋這四部分，大家會較容易理解。 

 

第一個是激情與解放(passion and liberation)，分享生命的故事為何重要呢？就是你所

訴說的是你個人的親身經歷，是有血有肉的真情流露，不是我說一堆與你無關的東西，

而是每個人由自己的故事開始，不論那是整體或是片段，只消是自身的經驗便一定有

它的悸動激情。這份激情要怎樣走出第一步，就是要有勇氣放下，敢於走出恐懼，將

故事說出來，自我觀照之餘，也與別人分享。 

 

第二部分就是聯繫與同理心(connection and compassion)，意思是不論我們是否認識

對方，我們可怎樣透過聆聽不同的生命故事而找到那份相互的聯繫。女性主義常說個

人即是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個人的故事都是政治性的，我們要透過甚麼樣的分

析，才能從眼前的眾多故事中看出當中的聯繫；當中是否有階級性？誰被壓迫？哪處

牽涉了霸權？這些分析也包括了對社會和政治取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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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領域是策略和行動，即是說我們由個人的故事獲得釋放後，會再於當中找到聯

繫，再者，我們就會被驅使去尋求改變，務求事情有所轉化，也願意作出承擔

(transformation and commitment)。沒有轉化的過程就沒有承擔，而這份承擔則源於

我們了解到我們與他人的聯繫。當今教育普遍失去了這種轉化和承擔，學過多少精彩

的東西都恁地放低了。我們如何能進入第三個領域呢？當老師的在這裏有很大責任，

我們都該挑戰自己，反省自己有沒有這種承擔，還是只在課堂上說說，下課後是另一

回事。其實這就是誠信，是老師自身的誠信問題。 

 

第四部分是慶祝禮儀。有宗教信仰的人會特別熟習這一環，而我覺得我們是不應該失

去這項傳統的，所以我在每個課程的最後一堂都會舉行一個儀式，目的是慶祝

(celebration)和再創造(re-creation)。很多時社會裏都渴求改善，著動行動、行動再行

動，但若果問題不能解決，我們是否就得崩潰呢？還是我們需要回頭補充力量，讓行

動得以持續？要尋回延續的力量便得回到精神層面，這裏的意思是，就算這個世界是

多麼的不堪，像我們這樣渺小的社群，又可以怎樣慶祝那些一起走過的經歷呢？而這

個經歷或轉化或改變，我們也可以一起慶祝，慶祝就是肯定，肯定我們這個群體的共

同經歷。我覺得這不只限於宗教人士，我們每個星期都有崇拜，崇拜的根本意義就是

慶祝，就是慶祝我們明白到耶穌基督與我的生命之間的聯繫，即我是得到復活的。那

復活不是死後的復活，而是我看到新的力量和新的盼望。因此這四個部分是一種螺旋

結構，首尾相連，可以從任何一部分開始，繼而持續滾動、流動。 

 

沿用著這方法教學的日子裏，我看到很多讓我感動的地方，自己得到成長，學生也得

到成長。我想分享數個例子。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挑戰身為老師的自己，我到底願不願

意在學生面前呈現真我呢？我發覺，原來當老師願意釋放自己的時候，是極具力量的。

我並非要刻意感動學生，而是生命與生命之間就是會自然而然的聯繫起來。我記得有

一次上酷兒神學的課，學生在課堂裏分享出櫃的故事，當中我也分享了過往在中大擔

任崇基助理校牧時被性侵犯、性騷擾的經過。我訴說著我是怎樣在校內作出投訴、報

警，一年之後，有關資料被校方拿走和毀滅，說是為了保護我。十年後，有一天作夢

時，我哭醒了，因為那件事對我來說從未了結。分享過後，我開始看到學生們的釋放，

他們也吐露了很多事情。那次我們播放了一齣名叫《他的生命我的決定》的電影，講

述三個不同年代的美國婦女的墮胎故事。兩星期過後，有一位學生呈上她的課堂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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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日誌內分享了十多年前一次墮胎的經驗，她一直無法跟他人訴說這個經歷，卻藉

由那次日誌，她願意釋放出來，跟大家分享，我覺得蠻具治療作用的。 

 

生命故事的分享來到第二部分──聯繫。我覺得有需要幫助學生去接觸一些他者，如

被社會或教會排斥、審判的所謂同性戀者、變性人、離婚人士等，這些他者多數與性

別有關。教會對待這些人士通常是令他們從審判中缺席，他們往往不能現身說法，人

們無從接近，但當學生真正與這些人相遇接觸時，聯繫便會發生。聯繫產生之後，我

們得繼續拆解迷思，拆解壓迫的根源所在，再抽絲剝繭地討論傳統神學的父權、異性

戀霸權的意識。這些討論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體認。有一回，透過組

織午夜藍在內地的網絡，我帶著學生往深圳探望一些「姐姐」，即性工作者。他們安排

了兩位性工作者與我們見面，一位是跨性別人士，一位是中年的男中醫。他們的故事

十分精彩，同學都大開眼界，因為以往在教會內是不可說、不可聽、不可看的。見面

完畢，他們整個月都興奮非常，卻不敢跟人提起，但那一年間，這班學生也漸漸地解

放開來。有一班同學自己組織了起來，成立了一個酷兒平權社團(queer affirmative 

fellowship)，這小組裏有幾位同志，他們在全體師生面前出櫃，讓學校極為震驚。之

後有一位學生被他所屬教會的領袖帶回神學院，要求他退出組織，否則停止供他修讀

神學。這些黑暗的故事是要被揭露出來的。學生這樣勇敢地站出來，背後還得面對不

少壓迫，可見他們要有多大勇氣。 

 

最後就是轉化和承擔，那些學生不只是概念上作出改變，也身體力行參與、改變自己。

現在這些同學組織了一個聖神學社，它將會在神學院和教會以外繼續做好酷兒神學研

究和實踐，從而影響教會裏的霸權。像最近的彩虹約章和即將出版的一本叫《本土酷

兒神學初探》的書籍，內裏載有豐富的異類故事和神學討論。 

 

我舉出這個例子，是想告訴大家在整個過程中雖然看到抗爭和轉化的力量，但其實並

不是嘴裏說說便能成事，原來，真的是有代價的。我看到學生要付的代價絕不輕鬆，

他們很多時候都因此絕學或不被教會聘請。另一方面，我亦看到我們需要繼續建立我

們的園地、空間。那如何拓展這些園地和空間呢？香港除了同志組織的基恩之家，還

有頌樂教會，是一間包容度高的教會(inclusive church)。學習、實踐，以至開拓這些

空間，均需要極大的努力和社群的逐步建立。最後，我想分享一位天主教神修大師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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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Henri Nouwen)的書，他最近的一本著作在教會中十分盛行，名為《向下的移動

Downward Mobility 》。書裏不只有性的議題，還有好些我覺得特有意思的，讓我唸出

來：「我們生活在高度競爭的科技社會，最大的特色，就是人人都受一種想要向上移動

所驅使，結果我們發現我們整個生活方式都專注攀爬那通往成功的階梯上，而我們的

生命都依賴著這向上的拉力，我們的喜樂，就是在向上的過程中得到獎賞而來。生命

因此而變成一連串的戰爭，不是贏，就是輸。問題的核心在我們是否已把向上的移動

當成我們的宗教呢？反思基督教救贖的歷史，自此至終，本來就是一場抵擋這種向上

哲學的革命。真正且完全的自由只有透過向下移動，才能找到。上主的道路向下流到

我們中間，以僕人的身份住在我們當中，神聖的道路就是一條往下走的道路……」我

覺得教育的召命就是助人看見向下移動才是我們的出路。多謝大家。 

 

陳順馨：現在我先就幾位的演講內容作五至十分鐘的評論，看看可否稍稍整合幾位的

內容，然後請各位講者互相對話，或就評論部分作出回應。讓我嘗試回到技藝﹑情感﹑

身體的概念。許寶強在這本書裏有一篇文章，嘗試解釋技術是甚麼，情感是甚麼，我

覺得幾位講者的分享著實豐富了這篇文章的內容。文章裏提到，技藝不單只是一種技

術或工藝，亦是一種生存或生活的態度。這跟各位所提到的工藝或技術部分，特別芳

子所說的 Craftopia，也提出了技藝並非操作技術那麼簡單，當中牽涉到時間、空間、

觀察、嘗試等等。又如阿周所說的農場操作、時空管理等，也觸及了以上範圍。大家

可能從中了解到，要重新思索生存或生活，也許得回看生活的源頭，依循食物、農耕、

生活用品等展開探索。只要我們能從生活源頭開始省視，教育便會自然而至。剛才各

位的分享也提倡了一種自給自足、自我掌管的生活態度，而不是疏離地檢視我們與這

些生活物品的關係。這等觀念都豐富了文章內容。 

 

第二在於情感，之前我也跟芳子討論，情感教育的「情感」是指甚麼？許的文章提到，

這是一種生命裏的本能或慾望的正視。第一場的討論比較多指出當中的壓抑，而通常

我們會以身體或肉體層面理解本能或欲望，而這場研討會卻提供了多一種不同的角

度，特別是胡露茜所說的靈性解放。靈性於我不只限於宗教，胡也提出了這點，而我

亦在其他幾位講者身上看到靈性的元素。第一點，我想胡露茜也提到了，首先是我們

之間得產生聯繫，這是人的本性，大家都需要與他人聯繫，才能帶來和平和希望。第

二點我看到的是關於超越的問題，所指的是靈性之中出現自我轉化或超越，如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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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第一是改變，朱 sir 也這提到了，要改變世界，就要先改變對世界的看法，即

是如我們希望有所轉變的話，首先得確信有改變現狀的希望和可能。第二是思考，我

們要有思考問題的能力。第三是想像力齊集三種力量，我們才可以超越自己。這些驟

看好像不完全屬於情感，可能涉及理性，但我們是不應把理性認知和情感對立二分，

兩者其實是交織在一起的。以這個概念解釋身體的話，則身體可以是技藝和情感的載

體，我們亦藉由身體來理解、感受世界，所以我們可以稱身體為載體、工具或媒介。

我們從中亦看到一個體系，所以我們得整合這些面向以了解整體。我們的經驗，也應

理解成是一個整全的事物，尤其談到心靈、肉體，我們是一直被灌輸身體是分割成一

個個部分的，我們從來都不知道腦、手、腳是怎樣互相連接的。如果我們重新視心靈、

肉體，甚至記憶為一體，便能幫助我們找回自身的整全。如能抱持這樣的視角，我們

便可以更切身的角度回應那些備受關注的議題，包括社會文化方面，以及阿周所說的

香港農業、生產業萎縮、教育等問題，以至我們說生活或身體上的分割、不協調和壓

抑等情況。今天的討論中比較少提到大自然，大自然是一個體系，我們的身體也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如討論當中能包含這考量，也許能以另一角度回應現今的政治經濟或

生態等等危機。剛才忘了說情感的價值，價值包括差異性、多元性、快樂，以至從上

而下的流動，這些都是新的價值，是不被主流社會重視的價值。我暫且作結，請幾位

講者稍作回應或補充，甚至分享當中的困難也可。請芳子先說吧！  

 

芳子：方才露茜的發言，我感受良多。從事工藝讓我堅信改變該由生活開始。我們常

說警察政府怎樣怎樣，社會世界怎樣怎樣，倘若我們真的希望世界能有所變更，我們

可能只能從改變自己開始，用心地思考日常生活當中到底能作出甚麼改變。要食甚麼、

用甚麼，怎樣處理你的日常起居，均牽涉到你是如何與物品或四周的人產生關係。改

變生活方式是一場大革命，因為這是最難落實的。維持現狀最為簡單容易，買東西就

去超級市場，垃圾問題就留待政府處理，這樣做是最容易的。所以說最困難的地方來

自要我們自動自覺地改變慣性生活，重新整理生活模式，重新建立關係，以至與自己

的身體、各種價值重新連結。反省日常生活模式極為重要，等待世界變改倒不如從自

己的革命開始。行動是很重要的，我們有很多思想上的革命，但如何讓它於生命裏落

實呢？  

 

陳順馨：或者請阿周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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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思中：我就講一些困難吧！我們一班朋友務農好幾年，感覺蠻有趣。在香港從事耕

作，聽起來甚為荒謬，但當做下去的時候，你會發現，我們那種城巿的生活習慣原來

是如此根深柢固，其程度之深是即便你改成務農也不能消除。舉例說種菜，農活辛苦，

收成得來不易，沒理由浪費。那些長得最好的菜，要麼自用，要麼外售。我們以種田

為生，當然是拿最好的菜出去賣，但那些下等的菜如何是好？通菜莖是一個好好的例

子，有些菜莖粗得很，不漂亮，很老，食用的話，平常人的牙齒是沒力嚼爛的，如何

是好？城市人的心態就是暫時不理它，把田間清理好再說，但你看不少其他地方的食

譜，裏面總有一道類似的菜式，就是把粗硬的通菜莖切成顆粒，當作花生般咀嚼，和

平時的通菜口味完全不一樣。我們該從這些方向思考耕作，而不是多天才來農場一次

或耕作半年就完，像這類休閒性的農耕當然也算不錯，但卻觸碰不到我們要面對的城

市生活或習慣性消費，即以另一個中介解決問題的習性，這些習性也不會因為你身處

耕作環境而不見了或解決了。在農場裏，生活的中介是完全另一回事，不是錢，不是

用錢買到的服務、工具等，而是我們得組織整個工作流程，務求在同一時間內解決多

樣問題。許多時候，城巿的做事方式或習慣來到農場環境會變得特別礙眼，雖然這都

是芝麻綠豆的小事，但我為人小心眼，喜歡著眼於這些瑣碎地方。還有一個回應，我

覺得剛才胡露茜說螺旋結構內的慶祝儀式是個很棒的概念，而我們確實能在與宗教完

全無關的地方建立慣性的慶祝儀式。舉個例子，我們每年在插秧後都會大吃一頓，因

為耕作快活之餘也極為辛苦，一大堆人前來幫忙，事後總要大吃一頓。我也在想，如

何將那一場宴饗與我們的工作連結起來，變成不單純是聚餐，而是一場慶祝。 

 

胡露茜：如你所言，宗教裏的慶祝儀式也包含生活面向，如外國每年也會慶祝收成，

所以即使在農耕社會，這也算是融入生活的一種慶祝。除此以外，生命裏還有值得慶

祝的東西，所以我在想，我們希冀的教育就是不是生命的教育呢？這是最核心的問題。

生命裏的每個部分並非割裂分離的，不是實際操作還實際操作，概念還概念，經驗又

被當成另一回事。該如何把這些部分連起來？這些關係如何回歸到生活，教育又如何

與之相關聯？在建制化後的教育或宗教，我們都得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之下的奴役方式

下生活。我們被奴役壓迫，卻甚少有所覺醒，就算覺醒了也誠惶誠恐，不知如何抗衡，

只因我們太渺小。但剛才聽著各位分享，我覺得從微小的力量當中，我們總能找到聯

繫，開通連接網絡。就算是極為微小的故事，我也能感到充滿力量，因為我們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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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建制或市場的控制之下。然而，要掌握這種自主性，或建立有別於現狀的群體

生活，在今日的香港著實不易，甚至極之困難。可是，這些努力讓我們看到希望，對

有宗教信仰的人士而言，能看到希望尤其重要。我真切地感到滿有希望，因為看到大

家的努力，縱然我年紀已不小。 

 

朱耀光：最後一句，明天起我們鄉土學社和一班朋友將會不斷聯絡學校，把學生帶回

土地，再著學生把土地帶回學校。 

 

胡露茜：我想補充多句，身體不只是個人的身體，現今有不少神學家都提出「基督的

身體」(Body of Christ)，指宇宙萬物是創造者給我們眾生的身體，我們連結在一起，

如果我們這個身體有危機，自己的身體都有所感應，所以對於地球的問題、土地的覺

醒，我們得重建人和土地的關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橋樑便是教育。 

 

陳順馨：或者我們這一場到此為止。再次多謝各位講者。接著會有許寶強和梁旭明(Lisa)

的評論。大家聽了那麼多一定有不少意見，請。 

 

第三節：討論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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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由於時間無多，梁與我只會略提重點，然後開放給大家討論。我能聽出今天

的講者大多意猶未盡，未來我們會有個企劃，就是在 MCS 十周年活動後，集合 MCS

同學舉辦一連串的討論會，內容涵蓋音樂教育、藝術教育、靈性教育、烹飪等等，並

有望於日後發展成為 MCS 的正規課程。今年亦將推出耕作課，生活館的 Jenny 和阿

周已準備就緒。在碩士課程中加入農耕課堂，相信是個創舉。所以你（指朱 sir 那位想

修讀文化研究的學生）選擇修讀文化研究是選對了，選 MCS 將更佳，那是後話。（眾

笑）大家不必擔心一切就此完結，我們將有後續活動，幾位講者亦已答應幫忙。接著

時間交給 Lisa，我最後再作補充。 

 

梁旭明 (Lisa)：真切的被感動，當然不是亞視「感動香港」的那種感動。今日我們所

講的，如情感(affect)、快樂(pleasure)等字眼，在平日 OBA(Outcomes Based Approach 

果效為本) 的語境中是不可能出現的。今天我們認識到身體、情感、教育這一連串東

西，其實是一個循環。為甚麼我們要討論情感重構，在我們經常強調理性思想的語境

內，原來情感能產生思考，身體也同具作用。除了剛才提到身體是載體、記憶、政治

之外，各位也強調了只有身體的介入，才能增加我們的能動性，加強我們與周圍的關

係。我們不妨藉此來一次歸納，我們今天所提到的字眼，如快樂、思考、愉悅、欲望

等，它們能怎樣有助於建制教育的改進呢？我們也不妨借用 OBA 語境的字眼，譬如學

習成效(learning outcome)，當中可怎樣藉由這種身體、情感的教育而產生什麼樣的學

習成效呢呢？是否強調所謂非預期的學習成效(un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才是最

重要呢？這些所謂學習成效又怎樣影響我們的教學呢？ 

 

另一方面，就是講求方法，情感可如何作為一種教學方法呢？今天多次提起「說故事

(storytelling)」，由於我自己是教媒體的，我亦會思考如何利用「說故事」作為教學方

法，甚至生產知識。大家也不妨在這方面動動腦筋。再者，我們強調以身體、情感的

教育改變現狀，改變教育體制，改變他人，但在現今的政治語境下，到底改變能如何

發生？是否要把政治排除於通識教育之外？我們是否該向政府推介，讓每個人也來念

念這碩士課程才行？我們值得花點力氣，從今天的討論裏找出具體方法並確切實行，

我暫且說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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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多謝 Lisa。剛才的討論裏，講者們的影片和說話都令我印象深刻。如楊秀卓

的「母親的背」，我雖身為人父，卻不曾想過能這樣為兒子犧牲，那經驗是很刻骨銘心

的，無論是身為教育工作者或一位父親。游靜有關樂生院的短片中，那笑著說的對話

片段，情感之真摯，完全扭轉了我們對情感、身體、疾病的想像和看法。阿 Mo（即

賴恩慈）所講的社區劇場的四個發展階段，從最初誠惶誠恐，到逐漸穩定，再到被人

驅趕，開初那份不顧恐懼也要走出困局的勇氣，也令我深深感動。這處亦從中回應了

我們常說的驚恐(fear)，反思了香港的一些流行說法，如人類是不停在進步的。驚恐的

情緒自古已在，至今仍然，硬要說人類在不斷進步實在是絕大的諷刺。芳子提及的工

藝，我亦印象深刻，說的是人與物的關係，再擴闊至身體的思考；是人與物，甚至與

更大的環境，如順馨所說的大自然等等之間的關係的省思。朱 sir 的分享於我也是難以

忘懷的，縱然其故事已早有聽聞，但他今天特別提到，歷史是一種記錄。較早前阿珏

的分享中多談藝術、技藝的技能，如音樂、戲劇。我想，技能不止於此，也包括像阿

珏所說的生活面向，創作需要根底，那根底不是音樂上的根底，而是指日常生活的經

驗，甚至乎煮食、買菜也是經驗，這些豐富的生活經驗才是根底。我有好些感動沒寫

下來，如果我再講必嚴重超時，我雖不介意，但我想你們會介意。下學期我們也會推

出相關的課程，屆時再說。 

 

再來一點補充，讓我承接阿周的說法，他提出了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生活的中介。生

活的中介當然包括對事物的學習、管理環境的過程，但阿周提出了「為生計」的務農

與「不為生計」的務農的對比。現今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不愁生計的人走去耕作，

從事耕作的就不理收入，這現象並非香港獨有，而是全球現象，如不少農業復耕運動、

都巿復耕便是這樣。所謂「半農半 x」，意思就是耕作並非為了找生計，找生計的意思

是以它為我們生活的主要部分，再反省自己需不需要依賴金錢、商品等來維持生活。

我理解這個為一種存在狀態的問題，即怎樣透過參與這些農業運動、音樂運動等各式

各樣的活動來重新理解生活的本質。存在狀態這問題當中有個難題要我們得繼續想方

法解決，有一部分可能與你有關，那就是身體上的習慣，這種積習不是說始於我們出

生那天，更可能是指人類由古至今積累而成的一種狀態，包括我們城市生活的習慣，

以至那種即便已脫離當時環境卻仍然甩也甩不掉的根深柢固的習慣等等。要怎樣處理

這種存在狀態才好？那是艱難的。阿周的想法、做法是否已稱得上挑戰、反思、處理

這些問題，或算是認真地思考著另一種生存狀態的可能性？我想絕對是的。但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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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要走到哪裏才能獲得答案？投入生計式的務農？不受金錢、商品主宰便行？這回歸

到一個根本問題：金錢的發明與商品的使用，這些發展在人類的歷史裏是不是一種不

合情理、喪心病狂的事？如果不是，我們如何將它們放回討論桌上仔細研討，甚至學

會跟它們和解？學會了和這些東西和解、共處，又是否代表能夠和那些人類幾千年以

來的積習和解、共處呢？我或顯得不知所云（眾笑），只是這些問題的高度讓我有點不

知如何是好，起碼未來數年都需要繼續思考和跟進。 

 

另外，我想回應胡露茜的發言。今天的題目，「身體、情感、技藝」，就這樣把三個關

鍵詞彙直接攤出來就會有被割裂的可能。身體、情感、技藝教育，可能在概念上能有

所區分，但當初我擬定題目時就是認為它們不可能分割。既然無法分割，又怎樣在不

分割三者的前提下逐一處理呢？Rose 提出了當中的可能性，就是呼吸，呼吸是靈性

的修養，也是身體的功能，甚至可以稱得上為技能，因今天我們已喪失了這技能。還

有她所說的勝利(triumph)、慶祝都是以敏銳的情感處理以上問題。我卻還希望知道可

以怎樣將一切融合？再者，如何將這些問題與上一場研討會結合？我認為 Rose 和阿

周剛才也稍有觸及，身體、情感、技藝的結合，可能是要通過現有的知識、理性的教

育，這說法未免有分割之嫌，但仍得如此。最後阿周提到的第三種學習，無論是社會

狀態、香港歷史、宏觀環境等問題，我們都必須要有一定的知識才能著手解決問題，

因此我認為教育就是要將各種東西融合一起。還有十五分鐘可給台下回應或講者補充。 

 

梁旭明：或許我也粗暴地將事情簡化了……又或許我們就是得以整合的角度看人文問

題，我們所討論的都是希望重構人文精神(humanity)，這不只是香港的問題，全球也

在討論因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造成權力傾斜的局面，是否需要一種嶄新的人文教

育或教學方法才能得以緩解？剛才 Rose 和芳子也提到文明的問題，我們如何能重新

建立文明，創立新的文明？好像把範圍擴大了，但希望能從中把這些詞語扣連起來。 

 

許寶強：有沒有補充或提問？ 

 

游靜：剛才 Rose 所說的令我很印象深刻，她說我們得開始思考向下流動的問題，而

不是向上認同或向上流動，這個概念對香港尤為重要，因為我們從小就不斷被灌輸要

向上認同、向上流動。這一場身體和教育的討論其實也可以從這裡出發：一直以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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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被灌輸著讀書就是為了學習理性思考，然而在過程中，我們也順帶學會了一種等級

制度，一種價值的階序。那階序就是說，理性和分析的語言最為重要，情感輔之，最

後才是被認為處於最底層的身體。剛才有朋友說這些部分不可分割，偏偏教育制度卻

不斷地要我們區分，而且幫我們編好了主次。在香港特定的文化脈絡中，這價值階序

長期被用來合理化對身體、對性又同時對創意的箝制。我剛才企圖講的是，不單是身

情理不可分割，而是身體的感知更是創意的最重要泉源。我們可以透過思索身體、情

感、技藝三者的關係，來拆解理情身這種階序。今日的發言有一點共通，就是我們得

肯定身體在我們學習過程的重要性；身體是一個異常重要的場域，某些經驗我們必須

透過身體才能獲得。當我們在學習及參與身體知識的製造時，也同時在拆解一種理性

主導的價值階序，在踐行一種向下認同、向下流動。如剛才提到各種各樣的藝術創作，

不是坐著看書、說話就可以，一定要有身體積極的參與的過程。剛才朋友說的陶瓷、

耕作；我提到的對病、休閒以及對性的思考等，這些身體的知識是遠遠超越語言的。

若還不學習面對身體的殘缺與被禁制，其實難以曉得理性對我們知識的宰制，如近來

在香港冒起的，經常充滿性意味的民粹話語，就跟我們長期身體被禁制的歷史有莫大

關連。 

 

許寶強：我同意需要改變，但要稍作補充的是，改變不是調過頭來捨棄理性方法與知

識。在香港如今情感過於泛濫的政治狀態裏，這部分有必要一提。Richard Sennet 曾

撰寫了一本名為《The Craftsman》的書，書中提及製造原子彈，如果你技藝到家，就

會像那些物理學家一樣安排事後檢討，甚至慶祝原來原子彈果真能成功爆發，而且還

爆發得如此震撼。若你是務農的，你能種出美不勝收的花兒，但那對世界、歷史有甚

麼義意呢？你的耕種方法對水土、生態環境，甚至歷史的演變有沒有意味著甚麼？缺

乏這種思考能力或知識是有所缺失的，尤其在我們分析身體、情感教育的時候。我看

了梁文道的一篇文章，他說他在北京有一位廚師朋友擅於弄全羊宴，同時間我又在主

場新聞看到另一篇文章，說全球暖化的罪魁禍首就是羊。把兩者並看，弄全羊宴似乎

是最好不過，但若從大環境或長遠角度看，可能就是說不該把兩者分等級，而是採取

平衡方式看待。最後三分鐘。 

 

台下觀眾：世界末日的意識我還揮之不去，縱然上一趟世界末日並沒來臨。我覺得教

育、身體，甚至乎靈魂也好，我只想盡快看看如何能逃離這地球。所謂逃離……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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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至今，我的情感，我和家族的情感，我和朋友的情感，和地球的關聯是相當密切的。

至於技藝的教育，我也想學習氣功，或甚麼也好，只求盡早離開這個地球。可能我所

講的一切，以至大家所講的一切，未必能有所配合，不過仍然得提醒大家，世界末日

的意識不可無。 

 

陳子文 ： 我也來自鄉土學社，阿朱分享了歷史教育方面，但我們另一個主旨是介入

土地政治。我們辦了一個活動，名為「教師作為文化工作者」，目的是討論中介的問題，

或以社區作為一個教育的場域。為什麼會有兩位教師辦課室外的教育，投入之深弄至

最終不得不辭職呢？我所認識的全職教育工作者都不致於會弄至這田地，他們也能在

崗位上做到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但這問題我自己想了良久。綜觀可能原因，是因為

這主流教育體制排拒了很多人，所以教育作為一種體系而停不了地發展、膨脹，這可

能才是問題。即教育是甚麼？像許寶強所問，我們如何認真思考教育呢？倘若認真思

考教育，結果也許就會像我兩位朋友一樣，離開教育界。教育是一種社會產物，要每

個人必須經歷，還是在這種教育模式盛行之前就是通過身體、情感和技藝？於我們來

說，教育是和土地產生關係，關係是關鍵詞，沒有關係就不是教育。 

 

許寶強：還有沒有人想回應？如果沒有，就讓我宣佈，研討會勝利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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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ng upon th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in Hong 

Kong: A Cultural Economy’s Perspective 

Wong Wai-kwok Benson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critically review the regulations, values and practices of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 introduced and then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 by deploying the cultural circuit advocated by Paul de Gay (1997), 

and argues that RAE is not a de facto professional and an academic practices, aiming 

at promoting the culture of academic pluralism and autonomy, but at legitimatizing 

the hegemony and manipulation of research practices in the light of a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art one 

introduces the contexts leading up to the emergence and adoption of RAE to assess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ies.  Part two examines in what ways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penetrates research by reviewing the key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then regul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are extracted from the circuit of 

culture to interpret how culture of economy comes into being.  And finally, 

implication of RAE on distorting and manipulating the research in a local context is 

delineated.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 of RAE 

From the official perspective, the RAE is not really on the academic pursuit in the 

light of knowledge searching, but on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to promote and then 

produce the academic excellence, a curiosity that arouses my questioning in relation 

to how and how far research and resources are related. One common understanding 

is that excellent research = abundant resources, and vice versa, or poor research 

(performance) = cutting resources, and vice versa, a common perception shared by 

most of the academics.  However, it is interesting to question further whether 

research can be and should be qualified as being ranged from excellent to poor, and 

then allocating the resources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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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E is an evaluation system aiming at using research performance to shape the 

finding allocation.  Basically, the Hong Kong’s practice is borrowed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n which the assessment system aims to control the money spending over 

universities in the ground of having an explicit and formalized assessment process of 

the quality of research1.  As recapped from a newspaper reporting relating to a 

recent RAE in the UK: 

 

The fate of thousands of academic careers and the finances of a fair 

few universities will be sealed this week after a seven-year hiatus. 

On Thursday, the results of the sixth, and last,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 will be announced. 

 

It is, as one vice-chancellor billed it, "as big as election night results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where careers are made and lost 

overnight". It is also blamed for making academics' lives a misery 

and distorting research and university life. 

 

Not only will Thursday's results reveal the quality of British research 

but they will also be used to allocate over £1.5bn in no-strings 

public funding for universities each year from 2009.  

 

……Despite all attempts to stop them, universities have played 

games to win the research race. Some have excluded staff they 

thought would not score highly. Others have bought in the hottest 

researchers they could get, in transactions similar to the football 

transfer market. 

 

This week they will find out whether the gamble paid off - though 

they will have to wait until March next year to see exactly what 

funding will flow from their performance. 

                                            
1 “History of the RAE”, http://www.rae.ac.uk/aboutus/history.asp.  Accessed on May 2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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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glish funding council, Hefce, has run the RAE on behalf of all 

the funding councils. But funding decis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are 

made separately. 

 

Panels of around 1,100 academics in 67 different subjects - 

overseen by 15 main panels to ensure parity - have spent the last 

year wrestling with reams of research papers to judge the quality of 

their peers' work. They have considered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is produced and the esteem in which 

researchers are held. But exactly how these components made up 

their overall score will, again, not be made available until March. 

 

In general, more departments are expected to slump in the rankings 

than soar because the new marking system will reveal poor 

research2 (The Guardian, December 16, 2008).  

 

The above lengthy quotation is meaningful to contextualize the RAE not from a 

purely scholastic, but genuinely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four ways: First, the RAE is a 

calculative practice using the measurement to perceive research, featured by 

deploying score as an indicator to show the ability.  Second, RAE is an official game 

being operated in top-down approach, with the aim to monitor universities so that 

the public expenditure can be deployed efficiently and economically.  Third, 

positioning and value of universities, academic units and even scholars are basically 

determined by the exercise in form of rating associated with resources available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finally, the calculation is also made based on the 

academic capacity, as reflected in which some “poor research” is detached 

throughout the exercise and those who are supposed to be scored poorly are 

excluded so as not to affect the results negatively.   Situated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2 Lipsett, Anthea, “Make or break week”, The Guardian, dated December 16, 2008, 
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08/dec/16/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ixzz2UkBaIcmH.  
Accessed on May 2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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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UK in the mid-1980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oliberalism under the 

Thatcher’s administration, budget cutting was a common practice, being shown in 

the below remark made by Gombrich (2000): 

 

What laboratories are to science, libraries are to the humanities – 

though the libraries cost less. While expenditure on books and 

periodicals for university libraries was cut to the bone and beyond, 

government policy initiated in the Thatcher years and continued 

since has been to minimize the public subsidy of culture. Museums 

and libraries have been hit very hard. Even the British Library had its 

funds so cut that it had to curtail its purchase of foreign books to 

the point at which buying in some languages has stopped 

altogether3.  

 

Referring to the Hong Kong context, the 1990s witnesses the changing mentality of 

university funding in an incremental manner despite the absence of the financial 

pressure, with an emphasis on performance as an indicator to allocate resources.  

Given the expans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90s and the 

subsequent upgrading and retitling of such polytechnics and post-secondary 

institutions as Baptist College (BC) and Lingnan College (LC), the government, 

consid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UK, decided to follow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e of 

making assessment in the UK by using research performance, a trend that is largely 

identical with which the polytechnics and certain colleges of higher education joined 

the university sector and for the first time became eligible for research funding 

(Elton, 2000, p. 275).  Despite having a rumor that the above two colleges were 

regarded as a pure teaching institute in Hong Kong, not a research-based universities 

like HKU, CU or UST, which was denied thereafter.   

 

                                            
3 Gombrich, Richard F. (2000, January),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The 
Murder of a Profession”, http://indology.info/papers/gombrich/uk-higher-education.pdf.  Accessed 
on May 2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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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93, the UGC began to move away from a historical-based model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public recurrent funding requirements of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to a more performance-based funding model. Following detailed study 

aided by an expert consultant, the UGC adopted a zero-based model which relates 

the level of funding allocations both to the tasks that each institution is expected to 

accomplish during the funding period, and to the quality of its recent performance 

(UGC, 1999)4.  The RAE was introduced in early 1994, with the purpose of assessing 

the research output performance of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by cost center and 

the results were used as the basis for allocating some of the research por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current grant for the triennium 1995-985.   Referring to the Guidance 

Notes for RAE 1996: 

 

The purpose of the exercise is to assess the research output 

performance of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by cost centre, to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allocating some of the research por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current grant for the triennium (UGC, April 29, 1996)6. 

 

As mentioned above, the government’s funding criteria is not based on the scale of 

the establishment, like HKU or CU getting more resources neutrally and such 

medium-/small-scale ones like BU or LN getting smaller portion.  However, this 

assertion is dubious in two ways: First, the scale of the university, such as the 

presence of such faculties as engineering, medical science, biochemistry, has 

become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asking for and then seeking a larger portion of 

resources, comparing with those faculties only needing a small portion of resources 

such as humanities or social sciences.  Second, the educational bureaucracy in Hong 

Kong still holds a relatively significant discretionary power to allocate resources in 

the light of the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setting.  Therefore, UGC does only serve as 

a channel allocating the resources to a certain extent without the real power to 
                                            
4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1999 Consultation Document (issued on January 22, 1999), 
http://www.ugc.edu.hk/eng/ugc/publication/prog/rae/raegn99f.htm.  Accessed on May 30, 2013. 
5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http://www.qualityresearchinternational.com/glossary/rae.htm.  
Accessed on May 29, 2013.  
6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1996 - Guidance Notes (issued on 29 April 1996), 
http://www.ugc.edu.hk/eng/ugc/publication/prog/rae/rae96gn.htm.  Accessed on May 2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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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how and how far the institution allocates resources based on the actual 

performance.  Therefore, it seems to be illusionary that performance can be fully 

prominent in the setting, given the structural and political/institutional 

considerations.  

 

“Economizing” research: A Cultural Circuit’s Perspective 

Briefly recapping with the model of the cultural circuit, it aims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a cultural artifact and medium of modern culture, 

regardless of a product or a policy (Gay, 1990, p. 2).  Five major cultural processes 

are identified, namely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regulation.  By using and then adapting Gay’s analysis on culture,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study the RAE culturally with a specific focus of representation and 

regulation: exploring how RAE is represented, and what mechanisms regulate its 

distribution and use.   

 

Hence, the above three questions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following ways so as to structure the paper accordingly: 

 

• Regulation: how is the research regulated based on the official perspective?  

How do such a mechanism (re-)define and then relate research and funding 

allocation?   

 

• Representation: How is the excellent research defined under the rule of game?  

What are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such a representation? 

 

In addressing the above questions, the relevant documents, notably RAE 2014 

Guidance Notes7, will be consulted and reviewed critically in relation to how 

language and discourse direct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n approaching 

research and performance. 

 

                                            
7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2014 - Guidance Notes (Updated in January 2013), 
http://www.ugc.edu.hk/eng/doc/ugc/rae/gn_201305.pdf.  Accessed on May 3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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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 

RAE adopts the top-down and then outcome-based approach to assess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academic unit, use the label of cost center.  As UGC mentions: 

 

The RAE is thus part of the UGC’s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 

process.  It aims to assess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at each of the 

UGC-funded institutions by cost centres (rather than by individual 

staff members) a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allocating part of 

research por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current grant in a publicly 

accountable way (UGC, 2014).   

 

In other words, research for assessment is of the core value of the entire mechanism.  

It is assumed that if research is assessed to be excellent, then resources can be 

allocat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the below statement shows that such a 

relationship may not be so obvious, by using the reason of respecting the 

administrative autonomy of each institution. 

 

While the RAE will inform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ecurrent Block Grant amongst institutions, each institution has full 

discretion to allocate such funding within the institution (UGC, 

2014). 

   

As mentioned, the RAE deploys the top-down approach to assess the performance in 

the form of forming panels: 

 

Each panel will consist of mainly non-local academics and some 

local academics in the relevant disciplines and, where appropriate, 

also professionally qualified people from business,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the arts. Members will be appointed on an ad 

personam basis and will be specifically required to refrain from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ir own institutions. The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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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hus ultimately be set and the judgments made by academic 

peers and not by the UGC (UGC, 2014). 

 

In other words, such experts appointed by RGC are being used to assess the research 

output.  However, assessment can be political in the sense that it is subjective, 

judgmental and hegemonic in connection with different methodological, ontological, 

epistemological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panels cannot be 

challenged and reversed under this top-down mechanism.  Another controversy is 

that whether such non-local experts are fully familiar with, and appreciated, the 

local context in terms of research culture in making assessment; thereby making the 

mechanism unpredictable. 

 

Another feature is the deployment of cost center, a term that directly uses an 

economic term to position the research.   Viewing the meaning and nature of cost 

center,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it carries the negative meaning in the light of the 

economic setting. 

 

A cost center is part of an organization that does not produce direct 

profit and adds to the cost of running a company. Examples of cost 

centers includ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s, marketing 

departments, help desks and customer service/contact centers. 

 

Although not always demonstrably profitable, a cost center typically 

adds to revenue indirectly or fulfills some other corporate mandate. 

Money spent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may yield 

innovations that will be profitable in the future. Investments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customer service may result in more customers 

and increased customer loyalty. 

 

Because the cost center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profit (at least on 

the surface) it is a likely target for rollbacks and layoffs when 

budgets are cut. Operational decisions in a contact cent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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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are typically driven by cost considerations. Financial 

investments in new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staff are often 

difficult to justify to management because indirect profitability is 

hard to translate to bottom-line figures8. 

 

In this regard, cost center is regarded economically as a nonproductive unit as it 

cannot directly make profit arising from the commercial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is basically money spending’s unit.  So, it is curious to see why RGC directly copies 

the UK’s experience on labeling the academic unit in such a way without reflecting 

upon the genuine nature of the naming.  Returning to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research is not aimed at making profit and earning money arising from the research 

outputs, especially i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but at knowledge searching 

that cannot be and should not be associated with profit in the stricter sense.   

 

Strategies of how to calculate the score of the assessment center are also introduced,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case: 

 

                                            
8 “Cost Center”, http://searchcrm.techtarget.com/definition/cost-center.  Accessed on May 3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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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RAE 2014 – Guideline Notes, p. 38) 

 

The above figure illustrates how a cost center constructs its quality profile so as to 

make it impressive and competitive under the evaluation.  At first, three 

components, namely research outputs (80%), peer-reviewed research grants (10%) 

and esteem measures (10%) are included.  Second, 5 levels of ranking is set to 

evaluate each component by the panel members.  Third, an overall quality profile 

arising from these three components is established.  In the connection, research can 

be measureable, calculative, and is regarded as outcome-based.  

 

To sum up, regulation is featured in economic dimension, focusing on performance 

being related to resource allocation. Academic/intellectual activities are bounded in 

the form of cost center so as to make calculation at ease and legitimately in 

undergoing the measurement of academic output.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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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interesting to find that there is a disarticulation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 defi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excellent research.  By critically 

reading the following content, confusing and perhaps misleading remarks can be 

found in language usage. 

 

(B) Objectives of research 

6.6 The UGC perceives two objectives for research in the UGC-

funded institutions: 

(a)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endeavour to extend human 

understanding thus keeping the knowledge base in the institutions 

current; and 

(b) to encourage research tied to the interests and needs of the 

community. 

 

6.7 The UGC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research outputs with 

social relevance. These outputs will be captured and assessed in 

terms of academic strength and quality of benchmarking again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6.8 The UGC will strive to ensure broad comparability across 

disciplines, but it will be up to each panel, with its subject expertise 

and knowledge of local circumstances, to translate the general 

definitions into more precise benchmarks appropriate to each 

discipline or group of disciplines. The panels will also be expected to 

interpret the guidelines with due regard to the nature of those 

subjects that may, by their nature, necessarily have a strong 

regional focus. 

 

(C)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research outputs 

6.9 Research outputs will be assessed in terms of their originality, 

significance and rigour with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be gra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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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 star: world leading; 

(b) 3 star: 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 

(c) 2 star: international standing; 

(d) 1 star: regional standing; and 

(e) unclassified (UGC, 2013). 

 

While research should not and cannot be easily drawn a boundary between so-called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ones in terms of empirical sense and of the nature of journals 

to be published, the above items can be confusing in four ways:  First, a 

disarticul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and the local is detached, as reflected in 

which while the research can be related to social context and local circumstances, 

the RAE’s assessment is ranked at five levels, in which 4 star denotes world leading, 

and 3 star represents international excellent.  In other words, the ranking shows that 

globalizing and internationalizing the study is of salience.  One hypothetical but 

controversial case is that if a scholar studies how the protest against the project of 

High Speed Rail arouses the controversies about urban renewal, the topic can be 

local by focusing on such social relevant topics as the official hegemony of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newal, the cultural framing of urban protests.  However, it 

can also be done in an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being linked with the similar 

experiences of urban renewal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refore, it is controversial to see whether the labeling of being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is mainly based on the deployment of the empirical case.  Also, despite 

the listing of the indicators differentiating such five categorizations, such 

descriptions and indicators are so subjective and judgmental, especially for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major/profound, significant, useful or valuable, or minor 

influence, which is shaped by the personal perception toward the empi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underpinning, the level of acceptance toward the unfamiliar 

knowledge, and the abilities of appreciating the divergent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tolerating the opposing and contesting perspectives.     

 

Also, such terms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are also dubious as well.  In positioning 

international or world, whether it refers to the Western world, notably the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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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or Europe, a western-centered approach embedded in establishing the 

understanding.  Another frustration is about another term “regional” indicating 1 

star which is categorized as a lower ranking.    The meaning of being regional 

remains vague as well, regardless of which it can be defined in empirical, 

methodological, or linguistic aspect.   

 

Looking back the 2006 RAE, the division betwee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is clearly 

stated, as shown in the below statement: 

 

International excellence: This should not be equated with output 

items published outside of Hong Kong or the region; rather it is 

intended that evaluation should be made with reference to the best 

international norms in the mainstream of that discipline or sub-

discipline.  It is possible that in some particular disciplines, such 

norms are set by output item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or region. 

 

International vs. local: A distinction should be made between (a) a 

publication that is local because it addresses local issues, and (b) a 

publication that is local because it does not meet the standards of 

rigour and scholarship expected internationally in the mainstream 

of that discipline.  In the former case, the item will not be 

discounted; in the latter, it will be.   

 

Being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is framed by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empirical issues 

which discriminated local in two ways: First,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supposed to be 

scientific, excellent and efficient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but not in local 

practices; in other words, local is being understood as partial, inferior and poor.  

Second, the divis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s arbitrarily made with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perception of which some studies are local and some are 

international, which is unnecessary and misleading.  When the statements use such 

terms as “international norms”, “standards of rigour and scholarship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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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ly in the mainstream”, these imply that research related to “local” is 

undesirable and unfavorable under the assessment system.   

 

As a matter of fact, some local research can be international, and two of them 

cannot be readily separated empirically.  For example, the popular culture of Hong 

Kong in the 1980s like movies, pop music and television programs, especially the 

entertainment and soup dramas, that have been impactful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South Korea, Japa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as well as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K, and Canada, turning out to 

which the local pop culture has been internationaliz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the assertion of dividing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is empirically and ontologically 

controversial and unsound.  Another salient point is that whether China studies is 

regarded as local or international?  In an ontological sense, China is not a part of 

local study at the beginning, so it is supposed to be international.  However, Hong 

Kong is a part of China and is not an alien country, so it does not make sense of being 

labeled as international.   

 

Turning to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is also depicted as equivalent to 

excellent, outstanding and rewarding.  By referring to the above quotation related to 

the ranking system, the top ranking are of international, further impress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which can be associated with 

following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style and even language, i.e. English.  Referring to 

the Hong Kong context, for example, China studies in such aspects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under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eem to be 

competitive, fashionable and marke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given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ince 1978, followed by 

economic takeoff since the 1990s and then becoming the grea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the 2000s.  Therefore,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related 

to China have become so prestigious.  However, given the fact that China studies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Western scholars in North America and Britain in the pre-

1980s and then the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since the 1990s due to having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erms of personal,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net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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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ing the empirical study.  As a result, research on China become so popular 

and dominating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local study seems to be 

marginalized and neglected.  Using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only 2 out of 28 academics 

actively engaging in studying Hong Kong politics and society9.  In other words, local 

study is being understood as narrow, unmarketable and insignificant in the eyes of 

the mainstream practice. 

 

Overall, the entire RAE seems to be fallen to the duality of appreciating international 

and rejecting local in the ground of following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practice.  

However, it is definitely a sweeping generalization toward knowledge.  As a result, it 

creates a general impression on which international represents excellent, 

outstanding and competitive, local represents marginal, useless and unfavorable in 

the entire contest, thereby undermining the local/Hong Kong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sense.  

 

 

Conclusion 

This paper attempts at using the RAE to reflect upon how economic dimension 

penetrates research.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RAE can be directly affecting the 

survival of such academic departments which are regarded as marginal, 

uncompetitive and unproductive after undertaking the exercise.  Hence, a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addressed: is competition necessary in research?  I quote a 

retired professor whose criticism has been made toward the culture of competition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provide a peach (i.e. resources) to the 

institutions, and places them in a colosseum where they cannot 

escape and then fight each other….The winning or losing of the 

contest is based on the money being got in bidding the research 

grants and the number of the research projects to be undertaken.  

                                            
9 They are Agnes Ku and Sin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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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ing figures to qualify the results, the uniqueness of each 

academic subject in terms of nature, methods, orientation, and the 

local need of integrat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totally ignored.  

As a result, the local ecology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undermined severely (Ming Pao, May 27, 2013).   

 

By standardizing the evaluation using the economical perspective in the excus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this turns to distort, manipulate, 

undermine and even kill research ultim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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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rue is the famous Hong Kong popular saying “There is 

only entertainment circle in HK, no music scene” today?   

An articulation of th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regulations of a HK pop song. 

Chow Pok-yin Adrian

 

The Enshrined Saying 

In 1993, Wong Ka Kui (“KK”), the late lead singer of the HK rock band “Beyond”,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there was only entertainment circle in HK, no music scene”. 

This statement was commonly understood to mean: 

 

1. The music industry of HK operates along the logic of pur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with commercial return rather than the quality of music being the 

primary concern of the producers of musical products and artistes. 

 

2. Singers are not purely musical performers, but also (and mainly) entertainers 

who are not to focus on perfecting musical performance, but on entertaining 

audience by, for instance, attending non-music related programs and events. 

 

3. Singers have no other belief of their own than that of pursuing commercial 

success. 

 

4. Pop songs are standardized with similar melody, structure and theme in 

order to appeal to the mass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commercial return. 

Widening the style of music and themes are nev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roducers of these songs. 

 

In fact, this statement was recently brought to life again by the incident where a 

young local rock band “Rubberband” (“RB”) was found to feature in a concert ca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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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Dome Festival”1. RB has a repertoire of socially conscious works2 and is 

quite widely regarded as “pro-democratic” or “anti-establishment”. However, the 

said concert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ries of programs celebrating the 16th 

anniversary of HK’s handover to China and was suspected to be organized for the 

purpose of lowering the number of young participants of the “Grand March”3 which 

was held on the same date. RB’s involvement in the said concert was severely 

criticized for contradicting their own belief (and image) and placing monetary return 

on higher priority over ideology, echoing interpretation no.3 above of KK’s 

statement. Nevertheless, there was another incident where female artist Gigi Leung 

withdrew herself from a performance to be held in Malaysia in April 2013 as an 

apparent gesture of boycotting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which organized the 

concert and which was suspected to be involved in election-related corruption. She 

was then widely hailed as “politically sensitive and correct” especially in the internet 

community4.  

 

As far as pop songs are concerned, the late Dr. James Wong (who was a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HK lyricist) observed inter alia that with the emergence of karaoke in the 

90s, melody of pop songs were reduced from an interval of 12 notes to 10 notes for 

the purpose of suiting the singing ability of the karaoke customers5. The songs 

became so homogenous and displayed a complete lack of creativity in the market6. 

The theme of the songs was so standardized as to confine itself to “lovers’ break-up”. 

Even genuine “heart-melting” love songs have extinguished7. All these seem to 

confirm interpretation no.4 above of the KK’s statement. Nonetheless, local 

academic Chu who specializes in pop lyrics studies maintains that while the post-

                                                        
1 Held on 1 July 2013 from 2pm to 6pm at the old airport runway. 
2 The most remarkable one being “Open Your Eyes” （《睜開眼》） which urges listeners to 
“open their eyes” to look at the social problems behind the prosperous veil of HK. 
3 The “July 1 Grand March” has been held on 1 July since 2003 carrying mostly democratic and 
anti-governmental demands of the participants. 
4 http://evchk.wikia.com/wiki/梁詠琪 
5 Wong, Jum-su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antopop: A Stud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1949-
1997),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Thesis, 2003, p. 155. 
6 Ibid., p. 177. 
7 Ibid., p.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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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music market shrank,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lyrics alone widened and 

improved in the past decade8. 

 

How true then is KK’s statement today in light of the conflicting observations on the 

artistes’ behavior and pop songs? Are ther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tes of 

“entertainment circle” and “music scene” in HK? Can they actually be separated? 

The scale of conducting a thorough research touching on every aspect of the HK 

music industry would be massive. Hence in this paper, I would endeavor only to 

articulate the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regulation surrounding a 

pop song in the 90s and nowadays with a view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current 

validity of KK’s “enshrined” statement. 

 

The Circus of HK Pop Culture? 

Using the Sony Walkman as an example, du Gay and other cultural theorists content 

that the Walkman is not only part of our culture, but also has a distinct culture of its 

own. Around the Walkman there has developed a distinctive set of meanings and 

practices. On meaning, its very name conjures up an image, an idea or a concept of 

the device. We can then use the concept to think about it, or use the word 

“Walkman” as a sign or symbol which we can communicate about with other people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contexts. On practices, it connects with a distinct set of social 

practices which are specific to our culture or way of life like using it to listen to music 

while travelling on the train. So the Walkman belongs to our culture because we 

have constructed for it a little world of meaning and brought it to our daily life via 

specific type of practices. This bringing of the object into meaning and our social 

practices is what constitutes it as a cultural artifact9. 

 

A “pop song” can then be similarly regarded as a cultural artifact in that we construct 

for it meanings and “use” it in particular ways specific to our way of life. When we 

talk of a pop song, we understand that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Beethoven 
                                                        
8朱耀偉、梁偉詩《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香港：亮光文化，2011）, pp. 10-16. 
9 du Gay, P., S. Hall, L. Janes, H. Mackay and K. Negus, Doing Cultural Studies –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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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hony No.5. In HK context, we know that it means a song sung by Eason Chan, 

Jacky Cheung, Joey Yung or PSY. In terms of practice, we won't dress up and go to 

the Concert Hall of the HK Cultural Centre listening to a pop song. Nowadays we play 

a pop song mostly from a MP3 player or smartphone while doing something else 

(like traveling to work, doing homework or having meal alone). We will “sing” a pop 

song with friends in a karaoke box. We “watch” a pop song by playing its music video 

from YouTube because a “friend” shares its link on your Facebook. We buy tickets to 

Eason Chan’s concert at the HK Coliseum where a lot of pop songs will be performed 

live by the artiste, or we end up in an award ceremony listening to a bunch of 

unfamiliar pop songs because our credit card points somehow earn us an entry ticket. 

All in all, in “pop song” we construct some shared meanings and practices specific to 

our culture as a result of our collective contribution made to our daily lives. 

 

To analyze a cultural artifact or product, du Guy notes that in the past it was usually 

done by focusing on the process of its production. The mode production of a cultural 

artifact was assumed to be the prime determinant of the meaning which that 

product would or could come to possess. Instead, he suggests that the biography of 

a cultural artifact should be analyzed basing on the articulation of a number of 

distinct processes whose interaction can lead to variable an contingent outcomes. 

“Articulation” is a type of linkage between two or more different elements which is 

not necessary, determined, or absolute and essential for all time; rather it is a 

linkage whos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r emergence need to be located in 

contingencies of circumstances10. Hence in explaining the meaning that an artifact 

comes to possess, it is in a combination of processes, in their articulation, that the 

beginnings of a clue can be found. To him, the processes mentioned are identified to 

be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regulation. These 

processes complete a sort of circuit called “circuit of culture” through which any 

analysis of a cultural text or artifact must pass if it is to be adequately studied11.  

 

                                                        
10 Ibid., p. 3. 
11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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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tudying a typical HK pop song here (with a view to verify the current validity of 

KK’s statement), this exercise is both simplified and complicated; simplified in that 

only th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regulation surrounding a pop song will be 

examined; complicated in that I will try to look at these processes under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90s and that nowadays. My contention is that given the more 

adverse current circumstance (to be elaborated below), there is in fact greater 

variety of pop songs in terms of style and themes. If KK’s statement encompasses 

the criticism of songs’ “standardization”, it may not be entirely correct today. 

 

 

Production – From Heaven to Hell 

In 1993 (when KK made his renown statement), the total record sales of top local 

artist Jacky Cheung’s reached more than 3 million copies worldwide12. Nowadays his 

album sales less than 50,000 copies. In 1995, gross record sales in HK yielded around 

HK$1.85 billion13, while in 2012 less than HK$100 million14. Insiders of the record 

industry said that in the 90s, there once witnessed a year of celebrated record sales 

boom where staffs of Warner Records could be rewarded a bonus equaling a year’s 

salary. During then, both Polygram Records and Sony Music had their own recording 

studios and in-house Artiste & Repertoire (A&R) staffs who were in charge of the 

production of each album project. Production work went on and on and studio 

bookings were blocked by days. Nowadays only 2 larger scale recording studios (with 

SSL 24-track console) survive, with one of them shrinking in size (from occupying 2 

floors with 4 recording booths to 1 floor with 2 booths) and equipment deteriorating 

because of the owner’s reluctance to afford maintenance. Around 70% of the pop 

song production of are done in small size project studios (usually with 1 recording 

booth without large analog console) owned by independent record producers or 

bands. Even if bookings are made with those large studios, they are only bookings of 

several hours each. The role of in-house A&R staffs are reduced to production 

                                                        
12 Wong, Jum-su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antopop: A Stud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1949-
1997),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Thesis, 2003, pp. 167-168. 
13 Ibid., p. 169. 
14 香 港 流 行 音 樂 ： 風 流 總 被 雨 打 風 吹 去 , 10 July 2013,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3-07/10/content_82843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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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ors or technical supporting people (editing radio-mix, compiling MMO disc 

for artistes’ public performance, etc). Serious production work are all contracted out 

to independent producers who produce one to several songs for each album project. 

 

Production and promotion budgets for an album lower stunningly from the 90s to 

date. During the heydays budgets for producing a 10-song album could reach HK$1 

million and promotion another HK$1 million for grade-A artists like Jacky Cheung. 

Today the worst budget for album production from some local labels can be less 

than HK$300,000.00 per album, and for promotion around HK$200,000. 

 

From a songwriter and lyricist point of view, having the luck to land a single work on 

Jacky Cheung’s album in the 90s was a bliss.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y’s formula of 

royalty calculation, mechanical royalty (that relating to record sales) for a melody or 

lyrics work in Cheung’s 3 million selling album was around HK$810,000.0015. If this 

work is a radio single (“plug song”), the writer can have another considerable stream 

of performance royalty income which could yield up to more than HK$500,000.00 in 

that year of song’s release in Jacky Cheung’s case (then declining with time). Today 

when the sales of even grade A artists yield about 30,000 copies in HK at best (a 100 

times cut from the above Jacky Cheung’s example), mechanical royalty for a work 

will be just $8,100.00, not to mention how tiny that sum can be where perhaps 70% 

of the records released in HK are selling 500 to 3000 copies. 

 

By the same token, artistes’ income from record sales falls drastically. Artiste royalty 

ranges usually from 5% to 15% of an album’s wholesale price, depending on the 

seniority, popularity and bargaining power of the artiste. By multiplying that 

percentage with the total number of album sales, Jacky Cheung in his 93 example 

could have his split of artist royalty up to HK$36 million. For an artiste selling 3,000 

copies of an album today (which is already considered quite good the sales), he/she 

                                                        
15 Formula laid down by the 2001 “Industry Agreement” signed by various record companies 
and music publishers, under which mechanical royalty equals to 6.75% times the “published 
price to dealers” times the total number of an album’s sales then divid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works in that album (a song with both melody and a lyrics is regarded as consisting of 2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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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s only HK$12,000.00 to HK$36,000.00 from an album which occupies him/her 

for several months to record. 

 

Needless to say, record companies suffer finan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concerned. 

Apart from record sales revenue, they used to have different sources of income, the 

most remarkable one being sponsors from karaoke chain stores. In the 90s, the 

practice of “Exclusive Release （獨家試唱）” whereby record companies supplied 

karaoke version of their artistes’ radio singles to one brand of chains (there used to 

have 2 chains, one Neway and the other California Red) exclusively for a one-month 

window in return for per-song sponsor was very popular. Those sponsor could be as 

high as around HK$100,000.00 per song for songs of grade A artistes. Besides, since 

the record companies owned the master recording rights of their artistes’ repertoire 

and had much greater bargaining power than today, they could charge considerable 

sums for licensing these master recordings to clients for usages such as TV 

commercials, movies, video games, and tie-in with products or services requiring use 

of their music. While there is still the practice of record companies supplying songs 

exclusively to one chain of the karaoke stores today, sponsors fall significantly to 

around HK$50,000.00 per song, just being enough to cover the costs of MV shooting. 

As for licensing income, record companies would be lucky to have clients to using 

their songs for joint promotional purposes, not to mention charging them license fee. 

As a result,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record companies in HK embarked on 

changing their structures to become all-encompassing entertainment entities to 

sustain their operation. 

 

The exercise started with local record label EEG. In 1999, ex-Warner SVP Frankie Lee 

who himself used to be the artiste manager of such “superstars” as Leon Lai and 

Sammy Cheng was employed by EEG as CEO to rebuild the company’s predecessor 

Fitto Record Company Ltd (a small scale karaoke disc production house) to be an all-

in-one entertainment conglomerate, meaning record company, artiste management 

company, music publisher and event management company all under one roof. By 

signing both record and artiste management contracts with an artiste, the mother 

company not only took a share from his/her record sales revenue, but also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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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artistes’ jobs such as live performances, TV commercials, product 

endorsements and the like. By organizing events which are less susceptible to piracy 

(people still go to live concerts today to enjoy live shows of their idols), EEG could 

host its artistes solo concerts as well as variety shows earning ticket income. By 

signing songwriters and lyricists under its own music publishing umbrella, its record 

production can use songs from “in-house” writers at cheaper rate (at least saving 

royalty “advance” which is usually required when using works of writers from other 

music publishing companies), thereby saving costs. The business model became this: 

artiste management and event management are the revenue centres, while record 

production and music publishing arms the costs ones. Record company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and promoting songs and artistes for the purpose of popularizing their 

artistes in order to lure for artiste management jobs and paving the way for these 

artistes’ concerts. Revenue from these streams will be used to cover the costs of 

record production and promotion. This model set the operational blueprint for other 

record companies in the post-2000 era. While international record labels such as 

Warner and Universal have been selling their international repertoire (performing 

the mere role of trading and promotion) to help finance their loss in local repertoire 

production, they are trying slowly to follow this model today. 

 

Production of a HK pop song then has to be placed in these different contexts. To put 

it simply, in the 90s: 

 

1. Record companies were operating in a supply-side economy, in which 

demand for pop song flooded and they could in theory produce wider range 

of music without worrying much about project flopping. 

 

2. A&R staffs (who were most likely to be album producers as well) being 

directly employed by record companies were more secure in their tenure and 

in theory should have more autonomy and boldness in conceiving and 

deciding on each album’s artistic direction. 

 

91



 

3. Larger scale and better equipped studios were there for producers to make 

better quality music (if they were willing to spend the time). 

 

4. Songwriters and lyricists had more job opportunities around as production 

projects were all around the market. They could have greater resistance to 

clients’ demand for conformity and better ability to insist on writing their 

preferred style of works as they could decline a job without worrying much 

about having nothing else to do. 

 

5. Artistes could survive by recording records only without much need to work 

on non-music related matters (such as movie or TVC shooting) and focus 

their effort on perfecting their musical performance. 

 

6. Record companies could focus their resources and creativity on record 

production and promotion without the need to take care of and hire staffs 

for the artiste management side. In fact, artiste managers were usually 

separate parties from the record companies. 

 

Whereas nowadays: 

 

1. Record companies (if there still exists such a term) are operating in a 

demand-side economy, in which they won’t sell records no matter what they 

kind of music they produce. They need to capture the short-term and ever 

changing attention of the listeners and hence need very much to take care of 

the taste of the “mass” so as to help promote and sustain their artistes’ 

popularity, thereby securing artiste management job opportunities. 

 

2. Even for international record labels in HK which are still slightly more 

specialized in record production, they are very much governed by their 

parent company’s corporate and financial policy, and are bound to b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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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ed with sales figure than creative diversity when producing song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16. 

 

3. Music producers, songwriters and lyricists are all freelance and are more 

throne to meeting the demands of their clients (record companies) in order 

to keep them, thereby having less autonomy in creation. 

 

4. Artistes can no longer rely on recording alone to survive. They in fact spend 

more on doing non-music related jobs to earn a living than working on music 

or upgrading singing and performance skills. 

 

5. Even for non-music related jobs, sources of them have been moving 

northward to China during the past decade. More and more opportunities for 

live performance (especially on TV platforms with the boom of provincial TV 

stations in China), product endorsement / TV commercials (look at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4As advertising agencies in Shanghai) as well as different 

kinds of events (like those organized in shopping malls, newly built housing 

estate, or private weddings of wealthy businessmen etc) are found in China. 

Fueled by the downturn of HK economy and the gradual loss of these local 

opportunities, record companies, and/or artiste managers are all looking to 

these mainland chances for survival. As part of the results, more and more 

Mandarin songs and albums are being produced by local artistes to attract 

audience in China. 

 

6. That said, the relatively difficult environment today may however serve to 

screen out opportunists from the music industry. The HK music industry is no 

longer an easy place to survive (not to mention getting rich). The financial or 

property markets may be better alternatives. Those who remain in the music 

                                                        
16 Taking Universal Music HK (“UMHK”) as an example, it has the French media giant Vivendi as 
its mother company since 2000. Head of UMHK has to be accountable to the group finance in 
Santa Monica who laid down stricter and stricter financial policies as a result of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recent Eurozone debt crisis. Album projects with less than a certain % of 
projected profit margin are not allowed to kick start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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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re either people who have been doing this too long and having 

nothing else they can do, or those who are die-hard music fanatics. The 

addition of the latter type of person to the industry, especially young ones, 

may (but only may) revitalize it into one which aims not only at commercial 

return but also making quality music. 

 

All in all, the 90s seemed to be a much more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a song’s 

production than today. Interestingly though, the production routine wasn’t that 

different from nowadays: equally tight production timeframe, still 

“compartmentalized” mode of production in that the melody, lyrics, arrangement 

and production are usually taken up by different persons, and these persons can 

never communicate in the process in many of the cases (all coordinated by the 

record companies’ A&R staff), selection of melody and lyrics by record executives 

basing on their estimation of the mass audience’s taste etc. Also, as mentioned, pop 

songs in the 90s were criticized for being homogeneous in theme and structure17. It 

follows then KK’s statement did have a point when the 90s provided better 

conditions for bolder creative endeavor (in theory) but participants in the industry 

had them wasted. To understand why this happened, we cannot ignore the process 

of consumption regarding pop songs in HK during the period concerned. In fact, as 

will be unfolded later on, consumption even dictated how a song was then and is 

produced now. 

 

Consumption – From Karaoke to YouTube 

The example that the “hotline button” and “the second headphone jack” found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Walkman (which allowed 2 people to listen to the Walkman 

simultaneously and enabled them to talk to each other by pressing the “hotline 

button” dimming the headphone volume) were removed after discovering that 

Walkmans were used by the buyers very personally exactly shows how consumption 

                                                        
17 Wong, Jum-su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antopop: A Stud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1949-
1997),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Thesis, 2003,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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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shape the production of the Walkman18. In the case of a HK pop song, how 

listeners consumed it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its production. 

 

In the 90s, one of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pop songs’ consumption was karaoke. Songs 

seemed no longer to be for listening, but for singing along. As mentioned above, 

Wong criticized that the range of songs at that time were limited to 10 notes in order 

to accommodate the ability of non-vocally-trained karaoke customers19. I go further 

to content that karaoke customers generally derive their satisfaction by (a) showing 

off vocal techniques to fellow participants, whether acquainted or not; (b) feeling 

able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y of a song; and/or (c) projecting themselves to the 

songs’ lyrics, thereby venting their emotions in cathartic manner20. In order to fit for 

the karaoke market, popular songs have to serve one or more of the above purposes. 

Consequently, most of these songs (especially “plug songs” in media) were ballads. 

Melodic range may be narrowed, but the contour invariably starts from low notes in 

the verse to frequent appearance of high notes in the chorus. The greater the 

difficulty of performance the better. For lyrics, in order to generate the greatest 

resonance from the greatest number of audience, they were invariably related to 

love and relationship matters, thereby making them easier to be identified with. 

“Break-up” became the recurring theme 21. Musical form usually adopted the 

ABCABC-Bridge-C form (perhaps modulating to a higher key at the final C section), 

satisfying the usual requirement of easy remembrance by repetition while 

prolonging the singing experience. Arrangement may be just functional in providing 

a music background or ornamental, with usual piano and string parts over a standard 

rhythm section (drums, bass, guitar), and a short music breakdown before entering 

the final chorus so as to create a suspense before the emotionally heightened final 

chorus22. In short, a large number of pretty standardized songs were created during 

                                                        
18 du Gay, P., S. Hall, L. Janes, H. Mackay and K. Negus, Doing Cultural Studies –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 59. 
19 Wong, Jum-su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antopop: A Stud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1949-
1997),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Thesis, 2003, p. 155. 
20 周博賢，糊賢亂語，《香港經濟日報》，2011 年 7 月 28 日。 
21 Wong, Jum-su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antopop: A Stud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1949-
1997),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Thesis, 2003, p. 178. 
22 Many of the “plug songs” of the “Four Kings” (四大天王) bear these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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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90s. Wong even went to say that despite the rapid increase in composers and 

lyricists from 1977 to 1997, they could hardly handle the huge demand for popular 

songs during the 90s, and hence many of them had to deliver works of marginal 

quality within short time frame2324. 

 

Record buying and karaoke “playing” might go hand in hand in the early 90s. 

However, as the audience got bored by karaoke songs’ over-standardization, they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view that records and songs were not worthy of buying (and 

owning). Consumption slowly tilted towards mere karaoke “playing” with the songs. 

With digitization of music getting more popular by late 90s, people can get access to 

free music on the internet much easier than before. So-called “internet piracy”25 

became the principle and habitual pattern of consumption. On counteracting 

“piracy” alone, the record companies could have better laid the ground work for 

legal digital music download so as to dilu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llegal download. 

Since 2000, iTunes has held numerous rounds of talks via its delegates with the 

records companies in HK with a view to set up paid legal download network. I 

worked in one record company having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delegate (a 

Japanese music company) during the 03-04 round of talk and was given to 

understand that great difficulty was met in getting the HK record companies to trust 

the delegate, to release their master recording rights to the delegate for iTunes’ 

selling, and to agree on the % share of the revenue. As a result, these talks failed 

again and again. It was only in 2012 that iTunes could finally launch in HK, meaning 

that at least ten-some of years have been left in vacuum during which people had 

developed the habit of illegal music download26. It would be extremely difficult 

today to suddenly reverse their habit from non-paying to paying type of 
                                                        
23 Wong, Jum-su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antopop: A Study of Hong Kong Popular Music (1949-
1997),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D. Thesis, 2003, p. 156. 
24 Part of the wordings in this paragraph was borrowed from my CUS501 Term Paper “From 
Local Popular Music Industry to Hong Kong’s Cultural Formation: A Sketch for Further Research”, 
2012. 
25 Music industry people have always attributed record sales slump to “piracy”. It is contented 
that piracy only accounted for that in part. Deterioration in quality of musical product thereby 
driving customers away was more likely to be the main reason. 
26 There have been local efforts during the period concerned to set up legal downloading or 
subscription network similar to iTunes like Moov and EOL Asia, but they just failed to achieve the 
popularity or coverage similar to that of iTu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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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It also means that with record sales slump being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vive (at least not within a few years’ time), pressure on record and/or artiste 

management companies to look for other ways of survival just keeps growing, which 

in turn impacts on the production of pop songs in ways mentioned above. 

 

YouTube is a good current case in point. One principle form of non-paying 

consumption of pop songs nowadays is viewing their MVs on YouTube. Equipped 

with hit rate count, the “like/dislike” button and the comment column, viewers can 

participate in constructing the “popularity” of the song. These information, 

especially hit rate, are highly valued by record executives and artiste managers. They 

even use it as a benchmark of popularity and bargaining chip when soliciting deals of 

sponsors, TV commercials, live performances and product endorsement (bearing in 

mind the present purpose of promoting a song is to promote the artiste for artiste 

management jobs). Clients of these potential deals believe in hit rate as well. Thus 

this way of people consuming pop songs significantly shape how a pop song is 

produced now: to attract viewing and boost hit rate. 

 

Internet users, especially YouTube viewers, are young to middle age people27. Music 

content viewers in particular are mostly youngsters. If hit rate is of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music tailoring for these people become a crucial production strategy. 

Taking the 2011 HK pop song “Pinky Swear”（《勾手指尾》）as an example, it 

records a YouTube hit rate of 3.9 million to date (which is considered very high by HK 

pop song’s standard). The song itself is quite an ordinary duet ballad performed by 2 

entirely new singers, with a simple memorable melody and its theme about the 

promise of 2 young lovers. Undoubtedly it has its mass musical appeal, but what 

makes it stand out perhaps is its MV and promotion campaign. Pretty faces of the 2 

singers are only standard ingredients of the MV. What’s more interesting is its 

shooting method: done via an iPhone App with 3D visual effect which was used to 

shoot a commercial pop song MV for the first time in HK. Also, the main theme of 

                                                        
27 According to Nelson NetView Audience Profile Report of March 2013, over 30.6% of US 
monthly YouTube viewers is within the age group of 18-34, while 25.7% within that of 35-49, 
20.9% within 50-64, and about 10% for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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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iPhone App “Whatsapp” featuring dialog bubbles between the 2 exchanging 

parties was reproduced to display the lyrics in the MV. This again was a new attempt 

in HK MV. All these elements of iPhone, 3D Shooting App, Whatsapp, together with 

other visual signs in the MV (pretty faces, colorful casual wears, nice food, romantic 

venues for dating etc) sent out nothing but 2 messages: youth and trendiness. The 

MV was so tailored for young audience. 

 

Apart from the MV, its promotion campaign has to be given huge credit for the 

song’s success. At the time of the MV’s release, there appeared in YouTube a 

number of other short videos featuring the singers. Some of them were pre-sequel 

to the MV story and some expressing either the male or female viewpoint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re were even videos like “Shopping Guide for Valentine’s Day” with 

the 2 singers solving audience’s queries. Much creative effort has been channeled to 

boost the online awareness of the pair in YouTube. Also, by inviting audience to post 

questions about where to buy gift in Valentine’s Day, audience’s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thereby boosting their sense of “ownership” over the matter they 

participate in) is encouraged. 

 

Speaking of audience participation, “voting system” in media’s music charts is of 

growing popularity in recent years. Each media will calculate audience’s votes to 

different extent in their own music charts. As chart position of a song is a “selling 

point” when soliciting clients for potential artiste management jobs, record 

executives and artiste managers today are even more conscious of whether a song 

can attract audience’s vote in these charts when deciding what songs to be selected 

for production and for media plugging. A recent real life experience of mine rests my 

case. One day a record executive having close connection with a TV station told me 

that number of audience vote for my song (a song which I co-wrote and is performed 

by my company’s artiste) in that TV station’s quarterly music chart final ranked lower 

than some other very karaoke-friendly-with-mass-appeal-melody songs. His advice 

was I better wrote that kind of song if I wanted better chart position at that TV 

station’s year-end music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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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it karaoke in the 90s, or such later evolved consumption patterns as free music 

download, YouTube MV viewing and audience voting in music charts, one thing is 

clear: production of pop song in HK has always been heavily molded by the 

audience’s consumption and tastes. In the 90s where the environment was more 

friendly in terms of sales, creative flexibility (in theory) and bargaining power of 

record companies, producers of pop songs should be more privileged in resisting the 

“market”. They should even be in the position to lead the market by introducing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owever, not only did they not do so, but they also were 

too driven by commercial rationality and produced overwhelmingly karaoke-friendly 

songs which were pretty standardized. Nowadays when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the music industry is much worse than the 90s, such privilege seems to be been 

completely wiped off. Producers of pop songs seem to have no choice but to 

succumb to whatever the audience like and follow strictly their consumption pattern. 

We should be seeing even more songs with “mass-appeal-melody” and the theme of 

love/break-up. For some reasons though, this is not exactly the case. Is it still fair to 

uphold KK’s statement in its entirety without qualification? 

 

Regulations: From Royalty to Loyalty 

Unlike the Sony Walkman, there seems to have not much trace of “producer 

intention” in the pop songs of HK. Production of pop songs has always been dictated 

by how people consume them, not how the producers want them to be. 

Nonetheless, it is contented further that there is another process which has been 

and playing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a song’s production: regulations. 

 

As briefly mentioned in the production section above, calculation mechanisms for 

artiste royalty and songwriters’ mechanical royalty are sales linked. The more the 

records are sold, the more the income they get. For artistes then, during the heydays 

of the 90s, they enjoyed considerable income and needed not engage in too much 

non-music related jobs. Now that record sales drop drastically, they have no choice 

but to work on other better paying “side jobs” in order to survive. They have less 

time to do recording, not to mention training for perfecting singing and performance 

skills. Similarly, a songwriter in the 90s could share huge split of royalty if he/she 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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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ck to have a work recorded by some grade A artistes. Today it’s practically 

impossible for them to feed on royalty generating from writing alone even if they 

have all their works sold to Eason Chan. They either have to work on part-time jobs 

or write crazily and non-discriminatively (in terms of style and their own personal 

preference) in order to get as much work sold as possible. They have little resistance 

to clients’ demands. All these impact on the quality, style and originality of the music 

produced. 

 

How about stepping backward a bit and ask “can these people’s income not sales 

linked”? For artiste royalty, this sales revenue sharing mechanisms (5% to 15% of a 

disc’s wholesale price) was more or less determined by tradition. True that an artiste 

may bargain for a different remunerating system, but an artiste usually starts off 

signing with his/her record company as new comer who has no bargaining power at 

all. He/she who conforms to this system of remunerat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can 

hardly think out of the box even after growing “big” later on. For songwriters’ royalty, 

it is even more ridiculous. It was as mentioned laid down by some industry 

agreements which were concluded by a bunch of music publishers and record 

companies. Songwriter has never been in the loop of nor consulted during such 

negotiations. It would be quite a miracle if one songwriter can come up someday out 

of nowhere to break this sales-linked remunerating system. 

 

Another set of regulations which has an even more direct impact on pop songs’ 

production is the corporate and financial policies of international record companies. 

As pointed out above, these policies are growing more and more stringent nowadays 

given the downturn of glob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Local record subsidiaries are 

left with no choice but to be more financially conservative in their projects. 

Corporate heads and staffs inside have to play safe in order to keep their jobs. No 

bold attempts in terms of musical and lyrical experiments are encouraged. They tend 

more to follow what they think the mass wants, and as a result further pushing pop 

songs towards mass-appeal and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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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theless the most noteworthy regulations that sneak in as a result of the 

industry’s “north turn” are the cultural policies and rules of China. As HK record sales 

kept falling, record companies were forced to restructure to become all-in-one 

entertainment entity since 1999, earning income principally from artiste 

management jobs. However, opportunities for these jobs were coming more and 

more from China in the past decade. Songs are hence being produced with the China 

market in mind. If an artiste has a song which suits the mainland tastes, he/she can 

be promoted in China and attract mainland job opportunities. However, to get a 

song imported to China, one must get prior governmental approval. The Cultural 

Bureau of the PRC has laid down strict rules of censorship on cultural products, 

prohibiting anything with religious, political (especially subversive), pornographic 

and violent content. Contravention will result in the product being rejected (a 

“problematic” song to be taken out from an album) on the bright side, or the artiste 

carrying such product be totally banned from the China market for an unknown 

period of time in the worst case. Hence producers of HK pop songs nowadays are on 

high alert against these policies and dare not to take risk by incorporating “sensitive” 

topics. I once wrote a song called “The Cross”（《十字架》） in 2008. Despite 

having no religious implication whatsoever, it was ordered to be taken out from the 

album’s China edition for religious concern. With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over HK 

affairs thereby causing increasing emotional turmoil of the HK people in recent years, 

expressing “China sentiments” seem to be a natural response for local writers. 

However, these China policies and the “risk-free” consideration of record 

companies/artiste managers just curbed any such urge. Writers are left with either 

not expressing such sentiments or doing so by innuendos or parodies. These policies 

just limited what can be expressed in HK pop songs. 

 

“Music Scene” in the Making 

As unfolded above, production of HK pop songs has been and still is heavily shaped 

by the processes of consumption and regulations. Looking at KK’s enshrined 

statement, if the lack of songs’ variety is one proof of the non-existence of a “music 

scene”, the statement may be true. It was especially so at the time of its utterance 

when the music industry was strolling in a more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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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mpt, experiment and pursuit (but none of them materialized as a result of the 

industry’s short-sighted commercial calculation). Criticisms on the then industry 

were justifiably made, and the industry people well deserved them. Now that the 

environment is getting much worse, pop songs should be getting more 

“standardized”, average and safe. They should be going to a dead end. But as Chu 

observed, 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lyrics alone widened and improved in the past 

decade28. More and more artistes (like Eason Chan, Rubberband, Kay Tse, MastaMic, 

Fama etc) record songs with themes other than love/break-up, but socially conscious 

ones. If one looks at the weekly No.1 songs of the 2 leading radio stations for the 

past few years, (per Appendix), one can discover increasing variety of songs in terms 

of musical style and theme. In face of the aforesaid China factor, there is even 

growing number of songs with political innuendos or direct political critique29. What 

happened? What makes “production” seemingly break from the tyranny of 

consumption and regulations? Are the other 2 processes of the circuit of culture, 

namely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coming in to play more significant roles? No 

answer can be given before we go through that 2 processes. But judging from what’s 

been discussed, I would submit that KK’s statement needs to be refined: there was 

only entertainment circle in HK, but the music scene is in the making. 

 

                                                        
28朱耀偉、梁偉詩《後九七香港粵語流行歌詞研究》（香港：亮光文化，2011）, pp. 10-16. 
29 Like “Open Your Eyes” by Rubberband and the series of songs by up and coming rapper 
Mast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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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Weekly Champion Songs at the 2 Leading Radio Stations of HK from 2009-2013 

 

 

 
Commercial Radio 903 RTHK 

2013 
  

06/07/2013 盲愛 - 劉德華．鄭秀文 周末畫報 - 薛凱琪 

29/06/2013 另眼相看 - 容祖兒 爆 - 鄭融 

22/06/2013 周末畫報 - 薛凱琪 另眼相看 - 容祖兒 

15/06/2013 好好 - 黃家強 好好 - 黃家強 

08/06/2013 最好的時刻 - 謝安琪 如果這是情 - 王菀之 

01/06/2013 說一句 - 連詩雅 同舟之情 - 張學友．陳奕迅 

25/05/2013 身邊人 - 陳柏宇 說一句 - 連詩雅 

18/05/2013 餘生一起過 - 劉德華 錯過 - 蔡卓妍 

11/05/2013 Thank you - 雷頌德 最好的時刻 - 謝安琪 

04/05/2013 音樂殖民地 - C Allstar 餘生一起過 - 劉德華 

27/04/2013 So In Love - 官恩娜 音樂殖民地 - C Allstar 

20/04/2013 青春頌 - 許廷鏗 雲圖 - Kolor 

13/04/2013 青春頌 - 許廷鏗 夭心夭肺 - 陳柏宇 

06/04/2013 Hate Me - MastaMic So In Love - 官恩娜 

30/03/2013 The Science of Crying - 何韻詩 青春頌 - 許廷鏗 

23/03/2013 皮外傷 - 陳慧琳 陶瓷娃娃 - Robynn & Kendy  

16/03/2013 夜機 - 張敬軒 哥歌 - 王菀之 

09/03/2013 陶瓷娃娃 - Robynn & Kendy  孱弱 - 關楚耀 

02/03/2013 一首情歌 - Mr. 讓子彈飛 - 陳柏宇 

23/02/2013 Imperfect - 周柏豪 一首情歌 - Mr. 

16/02/2013 皇后餐廳 - 王菀之 皇后餐廳 - 王菀之 

09/02/2013 明明就 - 周杰倫 夜半敲門 - 馮允謙 

02/02/2013 So Hot - 陳慧琳 Imperfect - 周柏豪 

26/01/2013 The Present - 吳雨霏 So Hot - 陳慧琳 

19/01/2013 校園歌手 - 盧廣仲 蝸居 - 許廷鏗 

12/01/2013 方向感 - Mr. 起跑 - 連詩雅 

05/01/2013 過後 -  Supper Moment 街燈晚餐 - 衛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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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9/12/2012 雙子情歌 - 羅力威/容祖兒 愛立刻 - 方大同 

22/12/2012 冷笑話 - 薛凱琪 冷笑話 - 薛凱琪 

15/12/2012 無力挽回 - 周柏豪 你是我的一半 - 鍾嘉欣 

08/12/2012 留白 - 王菀之 無力挽回 - 周柏豪 

01/12/2012 時空 - 周國賢 留白 - 王菀之 

24/11/2012 一首歌 - 小肥 支柱 - 陳柏宇/洪卓立 

17/11/2012 正氣歌 - 梁漢文 人非草木 - 吳雨霏 

10/11/2012 加大力度 - 容祖兒 正氣歌 - 梁漢文 

03/11/2012 山頂既朋友 - 草蜢/軟硬 一首歌 - 小肥 

27/10/2012 無淚眼 - 林憶蓮 加大力度 - 容祖兒 

20/10/2012 為執著乾杯 - 藍奕邦 千紙鶴 - 方大同 

13/10/2012 千紙鶴 - 方大同 完 - 陳奕迅 

06/10/2012 告別我的戀人們 - 古巨基 從此我的世界多了一秒 - 孫耀威 

29/09/2012 我是個地球人 - 周國賢 告別我的戀人們 - 古巨基 

22/09/2012 斬立決 - 周柏豪 Goodbye - Dear Jane 

15/09/2012 睡火山 - 許志安 我和秋天有個約會 - 張敬軒 

08/09/2012 狠狠 - 吳雨霏 Slow & Easy - RubberBand 

01/09/2012 重新找到你 - 農夫 今天終於一人回家 - 李幸倪 

25/08/2012 Wanna be - 林二汶 呼喊青春 - 盧凱彤 / Shine  

18/08/2012 第一行 - 草蜢/軟硬 告白  - 吳雨霏 

11/08/2012 戀無可戀 - 古巨基 戀無可戀 - 古巨基 

04/08/2012 BB88 - 方大同 活著為求甚麼 - 李克勤 

28/07/2012 重口味 - 陳奕迅 親 - 楊千嬅 

21/07/2012 活著為求甚麼 - 李克勤 What have U done - 鄧紫棋 

14/07/2012 愛你 - 陳芳語  重口味 - 陳奕迅 

07/07/2012 What have U done - 鄧紫棋 紅黑紅紅黑 - 黃貫中 

30/06/2012 睜開眼 - RubberBand 睜開眼 - RubberBand 

23/06/2012 紅黑紅紅黑 - 黃貫中 第五類 - 鄭融 

16/06/2012 正好 - 容祖兒 明明 - 蔡卓妍 

09/06/2012 心照不宣 - 許志安 我懷念的你 - 衛蘭 

02/06/2012 同伴 - 農夫 我這一代人 - 關楚耀 

26/05/2012 爛命鴛鴦 - 劉浩龍 樹藤 - 林欣彤 

19/05/2012 All you need is me - 薛凱琪/方大同 一生愛 - 劉德華 

12/05/2012 樹藤 - 林欣彤 All you need is me - 薛凱琪/方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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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5/2012 Yellow Fever - Dear Jane 蜉蝣 - 容祖兒 

28/04/2012 Falling - 李幸倪 最冷一天 - 陳奕迅 

21/04/2012 最冷一天 - 陳奕迅 Someday I'll fly - 鄧紫棋 

14/04/2012 柚子 - I Love U Boyz 昨天 - Mr.  

07/04/2012 昨天 - Mr.  一世回味 - 太極 

31/03/2012 Easy - RubberBand Easy - RubberBand 

24/03/2012 一點光 (Shine a Light) - 譚詠麟  金絲雀 - 楊千嬅  

17/03/2012 9:55 pm - 薛凱琪  一點光 (Shine a Light) - 譚詠麟  

10/03/2012 鎖骨 - 麥浚龍(Feat.關淑怡 ) 想一個人 - 洪卓立  

03/03/2012 佔領 - 關楚耀 / MastaMic  命案 - 陳柏宇  

25/02/2012 想一個人 - 洪卓立  臨崖勒馬 - 謝安琪  

18/02/2012 說到愛 - 蔡健雅  乘著光影戀愛 - 狄易達  

11/02/2012 卡嚓 - 盧凱彤  面具 - 許廷鏗  

04/02/2012 下次愛你 - 王菀之  人一世物一世 - Mr.  

28/01/2012 花花 - 何韻詩  黃昏音樂會 - 小肥  

21/01/2012 人一世物一世 - Mr.  在你名下 - 關心妍  

14/01/2012 大男人情歌 - 梁漢文  井 - 張敬軒  

07/01/2012 你在煩惱什麼 - 蘇打綠  Lady Copy - 方皓玟  

   
2011 

  
31/12/2011 一個人回家 - 盧凱彤  那邊見 - Swing  

24/12/2011 神奇化妝師 - 陳奕迅  牆紙 - 容祖兒  

17/12/2011 那邊見 - Swing  厭棄 - 許廷鏗  

10/12/2011 藍寶 - 盧廣仲  死去活來 - 張智霖  

03/12/2011 牆紙 - 容祖兒  神奇化妝師 - 陳奕迅  

26/11/2011 水百合 - 王菀之  仍然 - 關心妍  

19/11/2011 你們的幸福 - 謝安琪  那些年 - 胡夏  

12/11/2011 癡情司 - 何韻詩  我本人 - 吳雨霏  

05/11/2011 我本人 - 吳雨霏  水百合 - 王菀之  

29/10/2011 孔明燈 - 李克勤  孔明燈 - 李克勤  

22/10/2011 那些年 - 胡夏  Once Upon A Time - 古巨基  

15/10/2011 花千樹 - 容祖兒  配角 - 鄭欣宜  

08/10/2011 由他去 - 官恩娜  你們的幸福 - 謝安琪  

01/10/2011 瑪莉殺死小綿羊 - 張繼聰  洗澡 - 林欣彤  

24/09/2011 一再問究竟 - 梁漢文  花千樹 - 容祖兒  

17/09/2011 全民合拍 - 農夫  由他去 - 官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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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2011 玩得開心啲 - 林海峰  一再問究竟 - 梁漢文  

03/09/2011 Rising Star - Dear Jane  新預言書 - C Allstar  

27/08/2011 火鳥 - 楊千嬅  全民合拍 - 農夫  

20/08/2011 陽光燦爛的日子 - 周國賢  愛在當下 - 鄧紫棋 / C Allstar  

13/08/2011 十二月二十 - 謝安琪  3650 - Twins  

06/08/2011 天河 - 李克勤  火鳥 - 楊千嬅  

30/07/2011 末日 - 王菀之  天河 - 李克勤  

23/07/2011 兩大無猜 - Mr.  13 點 - 容祖兒  

16/07/2011 最後派對 - 陳奕迅  螞蟻 - 許廷鏗  

09/07/2011 懶音哥 - 梁漢文  懶音哥 - 梁漢文  

02/07/2011 Can't Bring Me Down - 黃貫中  那誰 - 蘇永康  

25/06/2011 廢話會 - 野仔  十二月二十 - 謝安琪  

18/06/2011 那誰 - 蘇永康  藍色星球 - 洪卓立  

11/06/2011 Smiley Face - 周柏豪  末日 - 王菀之  

04/06/2011 好不容易 - 方大同  零時起哄 - Mr.  

28/05/2011 窮我一生 - 古巨基  Smiley Face - 周柏豪  

21/05/2011 出走 - 許廷鏗  無心快意 - 劉德華  

14/05/2011 六月飛霜 - 陳奕迅  壯舉 - 張敬軒  

07/05/2011 雀斑 - 盧凱彤  好不容易 - 方大同  

30/04/2011 Kiss Kiss Kiss - 鄭融  樂天女孩 - C Allstar  

23/04/2011 樂天女孩 - C Allstar  戀上外星人 - 張智霖  

16/04/2011 唇印 - 薛凱琪  六月飛霜 - 陳奕迅  

09/04/2011 雞蛋愛石頭 - 吳雨霏  陪著你走 - RubberBand  

02/04/2011 因為你 - 方大同  唇印 - 薛凱琪  

26/03/2011 Take It - 鍾舒漫  年年 - 蔡卓妍  

19/03/2011 安多芬與我 - 林海峰  後援 - 周柏豪  

12/03/2011 後援 - 周柏豪  明日之謎 - 狄易達  

05/03/2011 苦瓜 - 陳奕迅  愚公 - Kolor  

26/02/2011 三分拍 - 張學友  因為你 - 方大同  

19/02/2011 年年 - 蔡卓妍  半份關心 - 鄭欣宜  

12/02/2011 Tonight Tonight - Mr.  苦瓜 - 陳奕迅  

05/02/2011 樂壇風雲 - 溫拿  我傻女 - 吳雨霏  

29/01/2011 In The End - 何韻詩  樂壇風雲 - 溫拿  

22/01/2011 戀後感 - 古巨基  我們的胡士托 - C Allstar  

15/01/2011 再見 - 謝安琪  夢伴 - 李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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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2011 永遠愛不完 - 郭富城  P.S. I Love You - 張敬軒  

01/01/2011 空港 - 容祖兒  有故事的人 - 鄭欣宜  

   
2010 

  
25/12/2010 我係我 - 楊千嬅  永遠愛不完 - 郭富城  

18/12/2010 Get Over You - 鄧紫棋  中鋒 - 梁漢文   

11/12/2010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 劉德華  破相 - 容祖兒  

04/12/2010 Go - Mr. / 譚詠麟  以身試愛 - 關心妍  

27/11/2010 忘了‧忘不了 - 許志安  無忘花 - 林二汶  

20/11/2010 Deadline - 張敬軒  Go - Mr. / 譚詠麟  

13/11/2010 別怕失去 - 陳柏宇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 劉德華  

06/11/2010 有時 - 周國賢  天梯 - C Allstar  

30/10/2010 脆弱 - 謝安琪  Deadline - 張敬軒  

23/10/2010 破相 - 容祖兒  Simple Love Song - RubberBand  

16/10/2010 Water of Love - 鄭秀文  再見穿梭機 - 李克勤  

09/10/2010 Simple Love Song - RubberBand  重新出發 - 關心妍  

02/10/2010 講男講女 - 陳奕迅 / 露雲娜  講男講女 - 陳奕迅 / 露雲娜  

25/09/2010 斗零爭 - 楊千嬅  人辦 - 劉德華  

18/09/2010 Woooh - 林海峰  斗零爭 - 楊千嬅  

11/09/2010 字花 - 薛凱琪  字花 - 薛凱琪  

04/09/2010 詩與胡說 - 何韻詩  綠野仙蹤 - 容祖兒  

28/08/2010 車路士的男孩 - 黃耀明 / 普普樂團  約翰人生 - Mr. / 譚詠麟  

21/08/2010 時代 - 古巨基  時代 - 古巨基  

14/08/2010 乞丐王子 - 周柏豪  Color My Road - Mr. / RubberBand  

07/08/2010 金鐘罩 - 許志安  男人信甚麼 - 衛蘭 / JW  

31/07/2010 罪人 - 李克勤  罪人 - 李克勤  

24/07/2010 中學生應該談戀愛 - 野仔  一步一步愛 - 鄭秀文 / 陳奐仁  

17/07/2010 無如果 - Swing  合唱歌 - 側田 / 鄧紫棋  

10/07/2010 細街盃 - RubberBand  屈尾十 - Hotcha  

03/07/2010 飲酒思源 - 楊千嬅  飲酒思源 - 楊千嬅  

26/06/2010 亂世佳人 - 張繼聰  你們好 - 王梓軒(Feat 歐陽靖 ) 

19/06/2010 Rap Along Song - 農夫  一年 - 關楚耀  

12/06/2010 超人不會飛 - 周杰倫  細街盃 - RubberBand  

05/06/2010 一絲不掛 - 陳奕迅  一絲不掛 - 陳奕迅  

29/05/2010 獨男 - 古巨基  I Sing - C Allstar  

22/05/2010 心足 - 王梓軒  獨男 - 古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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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2010 開籠雀 - 王菀之  愛的習慣 - 側田  

08/05/2010 心甜 - 鄧麗欣  地球的心聲 - 劉德華  

01/05/2010 茶想曲 - 張敬軒  如果生命還有歌 - 孫耀威  

24/04/2010 眠眠 - 農夫  開籠雀 - 王菀之  

17/04/2010 如果生命還有歌 - 孫耀威  十二個音 - 張學友  

10/04/2010 Double Trouble - 張學友  你好嗎 -  洪卓立  

03/04/2010 異流 - 方皓玟  雨過天陰 - 謝安琪  

27/03/2010 陀飛輪 - 陳奕迅  愛莫能助 - Big Four  

20/03/2010 十二個音 - 張學友  陀飛輪 - 陳奕迅  

13/03/2010 藝妓回憶錄 - 謝安琪  歲月輕狂 - 李治廷  

06/03/2010 迷你 - 張學友  春秋 - 張敬軒  

27/02/2010 桃色冒險 - 容祖兒  無限大 - 側田  

20/02/2010 I Believe U Can Fly - 農夫  迷你 - 張學友  

13/02/2010 黑色狂迷 - Mr.  黑色狂迷 - Mr.  

06/02/2010 玩樂 - 方大同  不要驚動愛情 - 鄭秀文  

30/01/2010 無人之境 - 陳奕迅  無人之境 - 陳奕迅  

23/01/2010 寂寞嘍囉 - 李克勤  無可厚非 - 陳柏宇  

16/01/2010 Big Four - 許志安 / 梁漢文  寂寞嘍囉 - 李克勤  

09/01/2010 人生有幾個十年 - 古巨基  玩樂 - 方大同  

02/01/2010 活著 - 謝安琪  信者得愛 - 鄭秀文 / MC 仁   

   
2009 

  
26/12/2009 妮歌 - 何韻詩  Show You - 江若琳  

19/12/2009 小團圓 - 王菀之  雙冠軍 - 容祖兒  

12/12/2009 雙冠軍 - 容祖兒  活著 - 謝安琪  

05/12/2009 原來過得很快樂 - 楊千嬅  沒有腳的小鳥 - 古巨基  

28/11/2009 發現號 - RubberBand  A.I.N.Y. - 鄧紫棋  

21/11/2009 娛樂圈殺人事件 -  農夫  發現號 - RubberBand  

14/11/2009 Yes & No - 張敬軒  Yes & No - 張敬軒  

07/11/2009 罪與罰 - 鄭秀文 / 24 味  女麻女麻 - 李克勤  

31/10/2009 給自己的信 - 鍾舒漫  妳太善良 - 張智霖  

24/10/2009 月亮說 - 王菀之  我在橋上看風景 - 楊千嬅  

17/10/2009 地球很危險 - 古巨基  蝙蝠 - 劉美君  

10/10/2009 窮得只有愛 - At 17  Game Over - 鄧紫棋  

03/10/2009 一撇 - 泳兒  地球很危險 - 古巨基  

26/09/2009 你瞞我瞞 - 陳柏宇  狂潮 - 方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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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2009 永和號 - 張繼聰  Red Bean - 方大同  

04/07/2009 B.O.K - 側田  沙龍 - 陳奕迅  

27/06/2009 沙龍 - 陳奕迅  讀愛 - 譚詠麟  

20/06/2009 搖擺 - Mr.  你瞞我瞞 - 陳柏宇  

13/06/2009 相對論 - 張敬軒  B.O.K - 側田  

06/06/2009 報告總司令 - 周柏豪  如果時間來到 - 林峰  

30/05/2009 I Will Be Loving You - 陳柏宇  相對論 - 張敬軒  

23/05/2009 阿波羅 - RubberBand  相對論 - 張敬軒  

16/05/2009 搜神記 - 容祖兒  I'm Sorry - 蔡卓妍  

09/05/2009 年度之歌 - 謝安琪  請問 - 鄭融  

02/05/2009 以你為榮 - 古巨基  七百年後 - 陳奕迅  

25/04/2009 七百年後 - 陳奕迅  搜神記 - 容祖兒  

18/04/2009 別說話 - Dear Jane  年度之歌 - 謝安琪  

11/04/2009 人愛世人 - 草蜢  愛深過做人 - 衛蘭  

04/04/2009 披星戴月 - 張敬軒  以你為榮 - 古巨基  

28/03/2009 不呼不吸幾多秒 - 薛凱琪  披星戴月 - 張敬軒  

21/03/2009 無言無語 - 側田  不呼不吸幾多秒 - 薛凱琪  

14/03/2009 二缺一 - 蔡卓妍  可歌可泣 - 容祖兒  

07/03/2009 祝英台 - 謝安琪  祝英台 - 謝安琪  

28/02/2009 亡命之徒 - Superband 縱貫線  你是我所有 - 劉德華  

21/02/2009 歡天喜地 - 農夫  Allegro Opus 3.3am - 陳奕迅  

14/02/2009 你傷風我感冒 - 許志安  我的回憶不是我的 - 泳兒 / 海鳴威  

07/02/2009 Allegro Opus 3.3am - 陳奕迅  唔使驚 - 李克勤 / 譚詠麟  

31/01/2009 甜蜜蜜 - 薛凱琪  黑白 - 方大同  

24/01/2009 美空雲雀 - 何韻詩  I Wish - 劉德華  

17/01/2009 黑色禮服 - 蘇永康  黑色禮服 - 蘇永康  

10/01/2009 如果愛 - 方大同  曝光 - 張敬軒  

03/01/2009 富甲天下 - 農夫  甜蜜蜜 - 薛凱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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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分享行動在社會上的經濟及文化角色 

曾醒祥 

 

引言 

今年二月坊間有一本名為《平等．分享．行動》的書面世，記錄了一群網民這兩

年在各區自發進行平等分享行動的經過和心路歷程。平等分享概念自二零一一年

起，在不同階段斷斷續續地號召了一群互不認識的人，由虛擬網絡踏上行動之

路。平等分享行動主要透過網民曾志浩（下以英文名 Benson 稱之）在面書

（Facebook）號召，還有一大群難以統計確實人數或人次的「他者」在網上留言

回應、讚好（按 Like）及分享（Share）；當中分享的文章或相片甚至會被一些非

主流媒體（香港獨立媒體及主場新聞等）轉貼出來，在進一步推波助瀾下，平等

分享的訊息便在網絡無限延伸。 

 

（圖片來源：//stedu.sthead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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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son 的面書今天已累積逾四千位朋

友，一群認同平等分享理念的人漸漸

由朋友成為了戰友。縱使當中的行動

者並不是來自同一個年齡層、性別、

地域、職業或文化背景等，但在面書

的連結之下，這班不相干的人都在網

絡上融合在一起。Benson 的面書雖不

致於成為一種新媒體的角色，但隨著

他引申的「行動」和參與者轉發出來

的貼文或相片愈來愈多，實在不能低

估平等分享正不斷衝擊著某一社群固

有的經濟及價值概念。 

 

平等分享所傳遞的價值觀，各有領

受；我尤其欣賞行動粉碎施與受的階

級概念，以一種人民自發及參與的覺

醒運動形式去組織。身為外展社工的

我，儘管經常帶領義工服務，了解基

層生活的艱難，亦深知社會上貧富懸

殊的嚴重程度。然而，待在社福界若

干日子後，已漸漸被非政府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縮

寫：NGO）的行政管理文化或資助撥

款制度馴化。一切的運作過程只能跟

隨資助指來做，而所有施與受的參與

者需在配合下淪為演員，製作一個又

一個滿足資助者（Funder）的形式活

動。 

 

過去一年，我持續地參與了不同地區

及不同形式的平等分享；平等分享予

我而言已不只是一個行動，而是一個

追隨和實踐的精神。本文將嘗試以觀

察及訪問，研究平等分享行動對傳統

講求中環價值的現實社會有否帶來衝

擊，並探討它所引申的經濟和文化功

能。 

 

平等分享行動是什麼一回事 

平等分享行動的行動者喜以「一盆散

沙」自居，縱然在過程中反覆強調沒

有組織，但無可否認坊間普遍視

Benson 為發起人；至少在網絡搜尋引

擎器鍵入平等分享行動的字句，便會

自 然 聯 想 到 ：「 平 等 分 享 行 動

Benson」。 

 

二零一一年三月，室內設計師Benson

不滿政府非理性派發六千元，
1
發動親

                                                 
1
 「$6,000計劃」

http://www.scheme6000.gov.hk/chi/index.html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 2011年財政預算案，起初

建議每個強積金戶口注資六千元，被議員及公眾批

評沒有將資源用於社會中最缺乏的群體及最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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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一起善用這些錢，買物資和飯盒派

發給深水埗的無家者和孤獨長者。此

後每月定期行動，參與者由最初的幾

個，到如今每次行動都吸納百多人參

與，既有派飯、又有十八區收集多餘

月餅、為無家者剪頭髮及在各區開拓

愛心飯店等……
2
Benson一直也是以面

書作為行動中介，平等分享早期主要

恆常地集中在深水埗每月進行一次。

Benson先在面書以該月平等分享為題

開設一個活動（Event），向面書的朋友

作出邀請，如有興趣便按參加（Join）；

當人數到了若干數目後，例如一百五

十人，Benson便會在面書公佈額滿（現

在有時候會有近二百人參加）。 

 

行動前不會有個別通知，也不會有人

確認參加者是否已報名，一切只是「靠

個信字」；相反，參加者即使報名不

來，也毋須通知，更不會被追究，參

加者只要在行動當日到指定地點集合

                                                                   
要的項目上；後因輿論壓力，改為全民派發六千元

現金。《平等．分享．行動》，Benson & Friends

合著，突破出版社，2013。 

2
 「社企廊」專題

http://www.etnet.com.hk/www/tc/seg/features

_detail.php?newsid=191。由深水埗明哥的愛心飯

店作參考，「平等分享」參加者聯絡區內平價飯店

合作推出飯票，將有心人的金錢化為飯票轉贈予拾

荒長者或無家者分享，希望做到「區區有飯開」。 

即可。活動當天，Benson 會進行約四

至五分鐘的行動簡介（Briefing），之後

百多人就會分成大概二十多個小組，

每組六至十人不等。每個小組會獲分

派五百元現金，用於購買指定的物

品。同時，現場會進行自願湊錢，如

經濟上有困難可以不參與湊錢，唯一

規則是不得超過二百元，確保每位參

與者都是平等的。 

 

各小組之後便會自行到區內的小店購

物，除了指定要光顧獨立小店，謝絕

大財團和連鎖店外，更要求大家分散

購買，不集中在同一間店舖購物，目

的是要「把資金分散到各小店，以幫

助小店鑄造寶劍來對抗大財團的狼牙

棒」。
3
 

 

各小組會按指示購買麵包、罐頭、餅

乾、飲品及生果等十多種物品，聯同

在愛心飯店早已預訂的飯盒，送到橋

底準備分發給有需要的人。各人會按

簡介時的指令，自行將物資分類，返

                                                 
3 出處來自 Benson 在「平等分享行動」簡介時的提

問：「你想壯大連鎖集團欺壓小商戶的狼牙棒，還

是幫助小商戶鑄造一把小小寶劍來抗衡大財

團？」。 

113

http://www.etnet.com.hk/www/tc/seg/features_detail.php?newsid=191
http://www.etnet.com.hk/www/tc/seg/features_detail.php?newsid=191


 

 

回分組時被安排的崗位，讓排隊的無

家者或長者，一個跟一個在行動者攙

扶下領取食物及物品。坊間曾有人批

評平等分享彷彿是另一個「盂蘭派米」

活動，但參與過行動都知道，「行動者

並非將一大袋物品硬塞給無家者或長

者，而是讓他們有選擇權和拒絕權；

過程中會讓老人家提供貴賓服務，一

對一，手牽手，噓寒問暖。」
4
 

 

選擇權也是一種尊嚴，行動不會為了

加快運作進度而硬把飯盒推給有需要

的無家者或長者，而是會問他們：「想

吃什麼飯？牛腩？雞肉？燒肉？苦瓜

炒蛋……」、「水果要香蕉、蘋果、還

是橙？」、「飲品可以可樂、維他奶、

朱古力、檸檬茶，甚至到茶水檔喝杯

熱飲。」
5
通常不消一小時，三百五十

個飯盒和所有物資便很快清光。飯

後，無家者和長者還可以挑選二手衣

物。而行動者則自動自覺在橋底找無

家者或長者聊天，分享他們的故事。 

 

                                                 
4《舉手之勞，遍地開花》，記者：陳伊敏，＜明周

＞2302 期，2012 年 12 月 22 日出版。 
5《舉手之勞，遍地開花》，記者：陳伊敏，＜明周

＞2302 期，2012 年 12 月 22 日出版。 

最後，過百的行動者會在橋底圍圈進

行解說（Debriefing）。Benson 在簡介時

已表明很重視這個圍坐的分享，鼓勵

大家盡可能參與，而不是「消費」了

大半天，覺得自己做了好人好事，自

我感覺良好便離開。 

 

解說的意義在於讓參與者分享行動過

程的所見所聞及感受，從而討論當下

現象背後的種種根源：地產霸權、舊

區重建、房屋政策、老人福利、無家

者的狀況等……Benson 在《平等．分

享．行動》一書指出：「因為有交流、

有議論，這些議題現在已成為我們最

關心的事，因為這是我們土生土長的

地方，我們內心深處也愛護這地方的

人和事。」（Benson & Friends，2013） 

 

行動的起源地在深水埗，但二零一一

年至今，很多行動者參與過後，便將

之複製到居住的社區，他們稱之為「遍

地開花」。
6
除了深水埗，現時北區、大

                                                 
6 「平等分享．遍地開花＠年廿九」：行動者在農曆

年廿九於全港十二區進行「平等分享」，向拾荒者、

無家者、外判工人及長者分享年糕及其他心意食

物。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

151334930884934.479993.572574933&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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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元朗、九龍城等地區均定期有平

等分享招募，加上不少行動者已將行

動變為生活，平日逛街見到無家者或

拾荒者也會實踐平等分享，並習慣將

行動感想配以相片及文字紀錄，再放

上面書傳揚開去。 

 

平等分享行動就在這種情況下，由最

初的幾個人，到現時每次行動有百多

人參加；又由原本的深水埗，發展至

多區進行。平等分享行動發起人Benson

雖然一直強調，這不是機構團體，完

全自發，不設群組，互不從屬，毋須

贊助，不須組織；他甚至用「一盤散

沙」來相稱，以表示大家沒有默契，

也不專業。
7
然而，即使沒有刻意經營，

平等分享顯然在不知不覺間為社會重

新建構經濟及文化的價值定義。 

 

平等分享衝擊固有經濟定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

是一套以小政府大市場、私有化

（ Privatisation ）、 去 規 管 化

（Deregulation）為名的意識形態，實際

                                                 
7 《舉手之勞，遍地開花》，記者：陳伊敏，＜明周

＞2302 期，2012 年 12 月 22 日出版。 

是選擇性地支持大企業而遏抑福利的

一套劫貧濟富政策。這套被美國學者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稱為富人

的復仇大計的新自由主義，在過去三

十多年間急速擴大了全球性的貧富差

距（許寶強：2013）
8
。 

 

深受美國文化影響，並在戴卓爾夫人

任內仍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自然難

免承接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缺乏民

主普選的香港，較英美等地更容易滋

長劫貧濟富的分配制度，具備了成為

貧富懸殊最嚴重城市的條件。在新自

由主義肆虐的年代，量度貧富不均程

度的本地堅尼系數由一九八一年的零

點零四五一上升至二零零一的零點五

二五再上升至二零一一年的零點五三

七（許寶強：2013）。 

 

隨着財富不斷往中港工商富豪手上集

中，部分則流入主要為他們服務的專

業中產階層，這些佔人口少數的中上

                                                 
8《罷工、佔中與本土運動的政經根源》，撰文：許

寶強，＜明報＞，2013 年 4 月 22 日。 
http://hk.news.yahoo.com/%E8%A8%B1%E5%AF%
B6%E5%BC%B7-%E7%BD%B7%E5%B7%A5-%E
4%BD%94%E4%B8%AD%E8%88%87%E6%9C%A
C%E5%9C%9F%E9%81%8B%E5%8B%95%E7%9
A%84%E6%94%BF%E7%B6%93%E6%A0%B9%E
6%BA%90-2116441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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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的經濟政治力量也急劇膨脹。權

力孕育更大權力，金錢衍生更多金

錢，他們影響政府決策，佔用公共資

源，改造社會制度，建立不平等的遊

戲規則。在香港，經歷了二、三十年

的劫貧濟富，不平等的政經實力進一

步擴大不平等的分配。由少數中港中

上階層掌控或主導的政治影響力及購

買力，壓縮了本地百姓的生活空間，

窄化了價值的準則（許寶強：2013）。 

 

平等分享行動就是以愚公移山的方

式，讓參與者重新審視這種以為生活

必然如此的價值準則和態度。以下兩

章將探討平等分享如何為「經濟」及

「生活文化」作出新的解構。 

 

金錢再分配 

有關平等分享行動，簡而言之就是將

有多的金錢、時間、物資等資源重新

分配給欠缺的人。在平等分享的圍坐

解說、平等分享紀錄片
9
或媒體報導等

經常會聽見Benson有這樣的詮釋：「只

                                                 
9《同是山下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_ZGWDWrZEw
。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比賽 2012「最佳紀錄片」及

「最受歡迎紀錄片」。 

要任何人願意擠一丁點時間，付出若

干心意和金錢，根本誰也可以做得

到。更何妨平等分享行動並不是為了

自我感覺良好而去做的，其重點在於

傳遞一些因社會生病而被遺忘了的簡

單訊息——人與人之間，根本不應存

在任何高低階級之分。」從古到今，

社會總喜歡以財富、成就及能力等將

人分級，而平等分享就是要打破等級

的隔膜，行動者和無家者或拾荒者如

平輩／朋友的看待。 

 

Benson 重申平等分享行動是一個行動

名，但更確切地說，是一個信念。行

動強調不存在高高在上的施與受，彼

此是分享平等的關係；故某些字眼幾

乎每次行動都會聽到：「不是施捨／不

是同情／不是幫人／不是義工／不是

善事／不是服務／不是搞煽情」，沒有

「我正在做慈善」的姿態，連「社會

關懷」這字眼也避用；實情只是簡單

將自己多出來的東西，分給社區裏有

需要的朋友。 

 

平等分享早期主力分享日用品如：飯

盒、罐頭、飯票、飲品、餅卡或超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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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券之類，及後演化為每次「行動」

後，召集人便會將早已預備了數以百

個的「二十元心心」分派給參加者，

鼓勵參與者回到自己社區時，將這個

「二十元心心」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Benson在面書以「齊心．開心．去散心」

一文講述行動者將二十元紙幣透過

「摺紙」摺成心心，把金錢變作心意，

分享給有需要的人；當然「行動者」

可以按自己能力換成五十元或一百元

等。心心的目的是不以錢的角度來看

待這個施予行為，以免無家者或長者

尷尬、不舒服或被矮化。相反，心心

可稱為開心／關心，一方面令行動者

調整不是做善事的心態來分享，另一

方面也讓有需要的人較易接受這份

「關心」的心意。
10
 

 

大財主 VS 小店 

購買物資過程中，看似簡單不過的購

物瑣事，平等分享也在嘗試顛覆主流

價值。大財團或連鎖店的廣告經常鼓

吹城巿的消費習慣：「消費要精明、慳

                                                 
10 
http://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01512
69193874934.475019.572574933&type=3 

得一蚊得一蚊、要平靚正快」。平等分

享卻倒行逆施，即使大型連鎖店、超

級巿場真是最低價，平等分享都鼓勵

參與者拒絕光顧，改為走進舊社區，

光顧小士多、小辦館、小麵包店、小

生果舖，因為他們都被大連鎖店和狂

飆的租金壓得透不過氣。（Benson & 

Friends，2013） 

 

換言之，把物資分享給生活困難的弱

勢社群之前，平等分享已將集合的金

錢先回饋在經營困難的弱勢小店之

中。Benson 簡介時的提問：「你想壯大

大財團欺壓小商戶的狼牙棒，還是幫

助小商戶鑄造一把小小寶劍來抗衡大

財團？」便形象化地衝擊著我們思考

到底要站在哪一方。 

 

方便或便宜有時的確是難以抗拒的洪

流，惟當想想大財團這份優勢是源自

資本主義的剝削和欺壓時；高牆與雞

蛋，助紂為虐與社會公義，便會衝擊

著行動者思考選擇哪一方？況且，舊

社區小店林立，人情味濃厚，社區網

絡依靠人與人的關係緊緊相扣，故光

顧小商戶同時也在頌揚人與人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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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傳遞。街坊買東西時除了關心金

錢價格，還有人情味的考慮，已超越

一般消費購物的層次，這是和連鎖機

械式多謝無可比擬的。 

 

五餅二魚的奇蹟 

平等分享並不擔心金錢和物資的壓

力，因為藉著面書的傳播，經常產生

五餅二魚的奇蹟。集腋成裘是平等分

享的原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就

算經濟上有能力，也規定最多只能付

出二百元；經濟有困難的朋友，光是

出力已經足夠了。行動也婉拒外來的

支票捐款，因為不是親力親為參與其

中，感受完全不同，單單以支票作支

持的話，根本不會知道行動裏的故事。 

 

除了食物，平等分享不主張為派送而

特意購買全新的東西，每次收集的舊

物，由電話、收音機、衣物、日用品、

餅卡、購物券，應有盡有。平等分享

同時想鼓勵富足的香港人好好運用手

上的東西，將資源再分配，既可分享

也不浪費。 

 

有關資源方面從零開始的故事總是不

斷發生，試過行動中得知無家者想在

冬天享用熱水，然後一個有奶茶咖啡

的茶檔便在橋底開業。有朋友只是簡

單說句：「不如分享雞蛋」。一下子便

來了二百隻雞蛋。平等分享曾經出現

過二百磅栗子、四十磅蕃薯、六十對

鞋、二百五十份蘿蔔糕、三百隻糭子、

四百個甜筒、四百個龜苓膏、四百個

自製麵包、七百個雪朵、四千多個月

餅等等。（Benson & Friends，2013） 

 

而自從各區發掘到不少「愛心飯店」，

在網絡傳播效，以及媒體的報導後，

坊間漸漸明白飯票是什麼一回事，陸

續有有心人大量購買飯票作分享之

用，這些彷彿都是五餅二魚的奇蹟。 

 

重新審視財富不均的源頭 

平等分享每次行動都很重視圍坐解說

部分，讓行動者分享所見所聞和感

受；在互相撞擊的情況下，自然地被

引領到「為什麼」這個根源問題：「為

什麼是由一群普通巿民來派飯？」「為

什麼有這麼多基層的朋友要來取

飯？」（Benson & Friends，2013） 

曾經有一位行動者在深水埗分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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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恃國際大都會，動輒要數百

萬買一個房屋單位，又自詡七百萬人

中有百分之三十三百萬富翁，為什麼

貧富懸殊竟然可以可怕到如斯地步？

為什麼有這麼多長者及無家朋友要為

了一個飯盒而排隊幾小時？為什麼會

有長者領取一盒飯後，竟然仍要盤算

如何將之再分為三餐去食？」 

 

另有行動者分享：「一個月三十二萬養

一個局長的香港政府，到底扶過什麼

貧？香港人除了看得見股票價格、樓

巿價格，可不可以看看自己除了賺

錢，還可以為社會做更多事？」 

 

其中北區一次的行動者分享：「政府官

員總覺得自己已經鞠躬盡瘁，實在很

想邀請高官們親自到來看一看。如果

政府的政策是這般完善，為何八十多

歲的婆婆仍然要每天待在火車站閘口

去爭乘客看完的報紙？為何她們寧願

多步行半小時到另一條邨，為的是賺

取每公斤多幾毫子的紙皮回收價？為

什麼她們寧願捱著餓也不捨得買一個

幾元的麵包？為什麼她們不能安享晚

年？一星期七天，每天最少十二小時

都要捨棄尊嚴地翻垃圾桶和拾紙皮？

到底是政府衷心覺得自己的政策無懈

可擊？還是高官們選擇做一個裝睡的

人呢？」 

 

Benson 常說：「對弱勢伸出援手，對強

權伸出拳頭。」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追縱到財富不均的源頭，成為了其中

一個凝聚平等分享社群的建構，也讓

參與者反思貧富懸殊是否必然。 

 

平等分享對生活文化的解構 

凹罐頭的意義 

平等分享行動的重點在於傳遞一些因

社會生病而被遺忘了的簡單訊息：人

與人之間，根本不應存在任何高低階

級之分。從古到今，病態的社會總喜

歡以財富、成就及能力等將人分級，

而我們就是要打破等級的隔膜，大家

如平輩／朋友的看待。 

 

平等分享其中一個符號象徵，就是有

關購買凹罐頭的教育。解說環節會指

示大家分批到小店購物，並教大家進

度後的開場白：「請問有冇凹的午餐肉

／回窩肉／豆豉鯪？」其中所帶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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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思考是：「我們又不是吃鋁罐，凹罐

頭內的食物和正常罐頭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社會主流價值要『歧視』撞凹

的罐頭？」 

 

凹罐頭再引申的反思是：「人的價值如

何分類？」看外表？衣著？學歷？地

位？財富？（Benson & Friends，2013）

其中一位青少年外展社工就曾在行動

後於面書留言：「不知從哪時開始，我

們便習慣了無時無刻在生活範圍自訂

一場又一場的優勝劣敗競賽，高矮肥

瘦，扁平大小，圓方長短，老少攣直，

什麼也要對比一番；彷彿每一個人都

只能跟隨一個完美樣板去改造自己，

人的獨特性變得蕩然無存。 

 

凹罐頭正正就像我同行的年青人，他

們常被標籤為垃圾、廢物、破壞者……

的確，他們讀書不成，他們外形標奇

立異，他們試過誤入歧途；但他們也

有獨特的才能，也有自己的夢想，也

希望社會能接納他們。可是，有誰願

意花少少時間去聆聽他們的生命故

事？『凹痕』，就是他們生命曾經跌倒

過的印記。他們有凹過，但沒有變壞

到需要人道毁滅的程度，他們仍然和

其他罐頭擁有相同價值。 

 

同理，無家者也好，拾荒者也好，你

們都是獨特的，可愛的；你就是你，

不存在次等。凹罐頭也有尊嚴，也可

活出理想。 

 

凹罐頭成為平等分享一個入門的符號

操作，衝擊著社會上將人簡化好與壞

定義的標籤文化。 

 

社會服務的衝擊 

沒有參與過的人，會把平等分享行動

視為一般的義工關懷活動。自從媒體

的廣泛報導，不少社福機構都注意到

這個主題行動的「吸睛」能力很強，

因它齊備了坊間申請基金撥款的有利

元素：社區關懷、共融、義工服務及

不同類別服務的混合（Crossover）等，

而且服務人數及人次數字肯定可觀，

多個社福機構均以不同方式欲分一杯

羹。然而，當平等分享行動滲入任何

社福的管理哲學的時候，在行政交代

上就必然要考慮，包括如何宣傳？如

何組織？如何招募？如何分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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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如何確保物資質素？如何監察

食物安全？秩序安排？保險問題？集

會安排？保安？場地申請？籌款申

請？向警方申請？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食環署）申請？衛生署申請？

康文署申請？財務每一關卡的交收驗

証？等一大堆行政管理方面的問題。 

 

平等分享的成功，正正諷刺著今天的

社會服務到底在幹什麼？這些問題顯

示社會福利體制的慣常操作方式，所

有考慮都由行政出發，難怪會令社福

界的運作癱瘓。 

平等分享行動註定只能以一種人民自

發及參與的社會運動形式去組織，才

能夠持續推行。行動一旦涉及社福機

構或資助撥款，便會被行政化蠶食。

由自發和共同參與來開始活動的話，

那麼所有參與者也會變為員工，也許

受惠的人能得到同等甚至更高價值的

物資，但整個行動不強調施與受的階

級概念已經變質。 

 

平等分享行動是一面社福界的照妖

鏡，今天的服務到底是行政為本？管

理為本？形象為本？還是以有需要的

人為本？ 

 

信徒的衝擊 

平等分享行動沒有宗教背景，不過去

年聖誕節發生的「平安夜冷漠報佳音」

事件 11引起了極大迴響，為信徒帶來

震撼的衝擊。事緣去年聖誕節，一班

信徒在深水埗街頭「報佳音」，正在附

近進行平等分享行動的Benson把握機

會拍下照片，相中的這班信徒正對著

「空氣」報佳音，而在他們旁邊卻有

一個瑟縮街頭的露宿婆婆，但信徒們

視若無睹，畫面極為諷刺。 

 

陳士齊博士（齋 Sir）在一個神學分享

會曾說：「當信仰忘記窮人的時候，就

是信仰淪落的時候。」（Benson & 

Friends，2013）聖經裏不斷提及窮人，

愛與關懷都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

信徒的本份就是要親近弱勢，包括

貧、病、老、弱、孤、寡、傷、殘、

被邊緣、被遺棄的人群。陳士齊博士

補充：「在金碧輝煌的建築物內，你不

                                                 
11「輔仁媒體」：陳到，《報佳音：一個犬儒觀點》，

2012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2/12/25/27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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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看見耶穌；在弱勢社群的臉上，你

便會看到衪了。」 

 

平等分享行動也就是陳士齊博士形容

的「無牆的教會」，行動衝擊著教會的

弟兄姊妹，除了在金碧輝煌的聖堂敬

拜唱詩歌和奉獻，教徒是否應該走出

教堂，行入社區？教會推祟的「十一

奉獻」習慣，到底應該直接奉獻於社

區，還是給教會花在粉飾教堂和一大

堆無謂的行政支出？平等分享同時挑

戰著信徒們，有沒有在「消費」信徒

的身份。 

 

重新思考社會責任或個人責任 

看無家者或拾荒者現象，尤其當我們

對一切施政失誤視若無睹，讓不義政

策得以推行，容許當權者千方百計壓

住弱勢聲音以求社會穩定和諧的時

候，有時要看看從哪一個角度作起

點，否則只會淪為政府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打手」。 

 

社會上一些生活安穩的人，會將貧窮

這個社會問題，單一地指控為個人責

任；甚至將「儲蓄」神化為足以應付

任何人的晚年生活，這明顯是有欠宏

觀探討整個貧富懸殊和通貨膨脹現象

的脈絡（Context），所謂的「個人問題」

無可避免地同時牽涉著制度如何影響

他，令他作出露宿或拾荒這個選擇。 

 

一般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階層，在長時

間被「制度」馴化下，容易會因迷失

而遮擋了看見弱勢實況的視線。如果

以社會工作的角度去解讀，也就是說

有沒有提升至為無家者及拾荒者強調

充權（Empowerment）及倡導（Advocacy）

等社會公義。 

 

重新審視執法人員的法理 

無家者也好，拾荒者也好，他們都與

紙皮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這些可為

無家者或拾荒者換來血汗錢的紙皮，

在執法人員的法例眼中是實實在在的

垃圾，沒有情理可言。 

 

平等分享行動顯然在過去兩年令人大

大增加了對無家者及拾荒者的關注，

二零一一年八月開始，楓樹街球場晚

上十一時後觀眾看台會拉閘上鎖，並

且不容許巿民在長凳上打瞌睡（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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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2011）。二零一二年六月，民政

事務總署、食環署和警方，採取聯合

清潔行動，粗暴踢醒露宿者，並丟棄

他們的身份證、回鄉卡、衫褲、眼鏡

及牀褥等私人物品（明報，2012）。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一名拾荒婆婆被食

環署職員企圖清走所有紙皮，幸得路

人據理力爭，職員改以作出限時處理

的警告，才不致將紙皮即時充公（蘋

果日報，2012）。以上事件均引起執法

人員權責與人情之間的廣泛討論。 

 

從前發生這些事情，處於弱勢的無家

者或拾荒者恐怕被無理對待後最終只

會不了了之；惟隨著參與過平等分享

行動的人日益增加，行動者的網絡力

量雖不致於成為一種新媒體的監察角

色，但隨著轉發出來的貼文或相片愈

來愈多，實在不能否定這股傳播的威

力，其對文化產生的影響絕不可看

少。平等分享漸漸成為了一股重新審

視政策、當權者或執法人員的新勢

力，並擔起監察角色。 

 

質疑平等分享的一群 

平等分享行動，各有領受。上文已提

及了平等分享在社會上的功能，然而

平等分享畢竟是一個顛覆主流的行動

及思考模式，一下子難以推翻人類過

往持之以恒信賴的巿場定律或中環價

值；正如香港浸會大學講師邵家臻所

言：「在香港人說要『佔領中環』前，

『中環價值』早就佔領了香港人。」。
12

平等分享行動運作以來，外間也有一

些非議聲音，本章將會闡述這些批評

要點。 

 

負面標籤 

在平等分享的圍坐解說、平等分享紀

錄片
13
或媒體報導等經常會聽見這樣

的詮釋：「平等分享行動並不是為了自

我感覺良好而去做的，其重點在於傳

遞一些因社會生病而被遺忘了的簡單

訊息——人與人之間，根本不應存在

任何高低階級之分。」行動強調不存

在高高在上的施與受，彼此是分享平

等的關係；故某些字眼幾乎每次行動

都會聽到：「不是施捨／不是同情／不

                                                 
12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邵家臻於 2013 年

5 月 21 日在「我係社工．我要佔中」論壇上發言。 
13《同是山下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_ZGWDWrZEw
。國家地理頻道紀錄片比賽 2012「最佳紀錄片」及

「最受歡迎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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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幫人／不是義工／不是善事／不是

服務／不是煽情」，沒有「我正在做慈

善」的姿態，連「社會關懷」這字眼

也避用；實情只是簡單將自己多出來

的東西，分給社區裏有需要的朋友。 

 

然而，以上這套行動者的自我詮釋，

與外間人看見行動後如何轉化，並且

再現另一套演譯又是另一回事。很多

人在過程中看不到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及情感拉近，只看到施與受的關係，

這是不爭的事實。其中前立法會議員

勞永樂醫生就曾在報章專欄提出以上

觀點，認為這種令受者在全無貢獻就

獲取成果的行為，會大大打擊受者的

自我效能感，替他們內化無用的感

受；甚至認為這是在社區營造不勞而

獲的風氣，鼓勵社會「養懶人」。 

 

另外，平等分享行動可以說以網絡開

始及維持的，行動者大多在行動的過

程拍攝紀錄；事後除了在面書分享相

片，也會撰寫一篇小故事或個人感

受，將這些關於無家者或拾荒者的故

事，透過鏡頭和文字揭示社會中的不

公義。儘管強調在面書分享相片不是

為了炫耀，也不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

而做；但很多人看在眼裏，第一個印

象就是覺得這些照片在製造標籤，拿

低下階層人物的生活放大在大眾面前

成為另類消費。 

 

如何訂定「派」的準則 

幾乎每一次行動都會有新參與者問，

什麼人才是我們的分享對象？經常有

人質疑平等分享，為什麼要將物資送

給那些未必是最有需要的老人家？質

疑這是亂派一通，浪費資源。每人心

裏在確定「派」與「不派」時，都會

有一把自己設定的尺，用以量度「需

要」的準則。大部分人在多年社教化

下一直也將合理解讀為秩序、管理、

行政、交代、指引、審查及價錢等，

以個人經驗來目測決定別人的階級或

企圖，將老人家幻化成一個個與資產

劃分的符號，讓每一個步驟和每一個

動作看起來可以有根有據，跟隨指引

去做才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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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願回歸施與受的關係 

雖然平等分享是想打破社區隔膜，回

歸人與人之間理應重視的直接溝通，

建立關懷社區。然而，的確有部分受

的對象是較沉默寡言，不喜歡平等分

享這類熱情慰問。尤其有些無家者或

長者曾有被欺騙的經驗，對陌生人存

有戒心，他們會寧願回歸施與受的純

粹關係，彼此在情感交流上不相往還。 

 

「關你乜事？」 

參與平等分享以來，最常遇到「非行

動人」的詢問是：「這班老人家／無家

者和我非親非故，『平等分享』了也不

見得世界有所改變，與我何干？」在

這些疑問當中，很難單憑情感呼召說

服別人：「社會上有這些有需要的人，

有能力的我們就去幫他們吧。」 

 

如沒有平等及公義概念的人，很容易

將貧富懸殊解讀為：「世界就是這樣

的」。因此，真實的生命故事就成為了

行動者繼續平等分享的重要元素；每

接觸一次紙皮婆婆或無家者，每聆聽

他們背後的故事，就更鞏固繼續做／

應該做的信念。大部分參與過平等分

享的人，經歷了和紙皮婆婆的接觸，

聆聽了她們的故事後，便會覺醒，因

為很難再不睬不理。沒有這種平等及

公義概念的人，自然就會覺得事不關

己。所以，真實的生命故事就成為了

平等分享很重要的元素，每接觸一次

紙皮婆婆或無家者，每聆聽他們背後

的故事，就更鞏固了我自己繼續做／

應該做的信念，更加覺得這個階層與

自己不可分割。這就是我們想回應，

如何與一班長者／無家者，由非親非

故到與自己扯上關係。簡單來說，我

認為：「世界不應是這樣的」，貧富懸

殊不應誇張到如斯地步。 

 

阻街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名拾荒婆婆被

食環署職員企圖清走所有紙皮，幸得

路人據理力爭，職員改以作出限時處

理的警告，才不致將紙皮即時充公。

事件引發大量網民在面書討論事件，

《明報》和商台節目《左右大局》也

到該區訪問街坊意見，普遍巿民認同

食環署做法，並謂「不是不讓妳拾紙

皮，但不要影響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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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無家者或拾荒者，香港很多巿民

均出現一種叫 NIMBY（Not In My 

BackyYard Syndrome）的現象，直譯大

意是「別放在我家後園」症候群。

NIMBY 指的是巿民認同社區應該有焚

化爐、堆填區及污水廠等厭惡性設

施，但請不要將選址落戶在我的社

區，以免帶來環境、經濟及社會的負

面影響。香港的經典例子還有麗晶花

園反對興建愛滋病中心，麗港城反對

精神病康復者活動中心，梅窩居民反

對正生書院遷校等。 

 

無家者或拾紙皮的長者，就是這批人

心目中的 NIMBY。他們理直氣壯，盡

顯包容，聲稱沒有趕盡殺絕。縱然有

反駁指即使無家者可以趕走，拾荒者

可以趕走，但貧窮始終是趕不走的。

但仍有一批人同意即使要犧牲把公共

空間的權利交回由上而下的政策，也

寧選一個秩序井然的城巿，以取代由

街坊之間的包容和體諒堆砌出來的人

情味。 

 

這些人很有錢 

目測決定別人的階級或企圖，將老人

家幻化成一個個與資產劃分的符號，

說：「這個婆婆其實好有錢」，「那個婆

婆搵錢買花帶」……平等分享另一最

常被挑戰的是：「你們被人欺騙了，我

認識那個拾荒婆婆，她戶口很多錢，

她拾紙皮過日晨而已。」在中環價值

的社教化下，我們往往被訓練對「數

字」尤其敏感，尤其對「金錢」的數

字；當我們看見一個長者，很多時就

扣連著他的戶口有幾多錢去聯想。平

等分享重視的不是身家的數字，而是

老人家的年齡數字；行動者透過與拾

荒長者的相處，轉為留意公公婆婆臉

上的皺紋，留意他們駝著背的腰肢，

觸碰他們冰冷的手，聆聽他們的歷史

故事。 

 

平等分享的物資，並不是只代表實質

的食物；禮物是包含著人與人之間的

愛，包含著行動者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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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etnet.com.hk/www/tc/seg/features_detail.php?newsid=133） 

 

真實個案 

本章將會透過多個拾荒者及無家者的

訪談，記錄他們的生活，以及與平等

分享行動者相處的過程，好讓更立體

地展示平等分享在現實世界有關經濟

及生活文化的衝擊。 

 

1. Ａ婆婆 

A 婆婆，八十歲，獨居於粉嶺區公屋。

北區平等分享在某個週末早上進行

時，遇到正前往賣紙皮的 A 婆婆，行

動者隨即向她送上罐頭和麵條等心

意。A 婆婆分享，在長者生活津貼通

過之前，每個月只有一千零三十五元

的生果金，屋租佔了一半，仔女都有

各種困難無法供養她，餘下的錢就是

基本生活費。在這經濟窘迫情況下，

如不執拾紙皮，她根本無法維生。而

且，她必須祈求自己身體健康，否則

連僅餘的飯錢也要賠上給醫生。A 婆

婆平日吃飯靠十元八塊自煮一餐，想

吃豐富一點，便會到老人中心吃一個

十四元的午餐或晚餐。 

 

一位從事長者服務的社工曾為這件事

與平等分享的人爭辯，他第一個反應

是：「她無理由沒有綜援的，而且長者

很多生活費用都可獲豁免，婆婆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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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不可能差到這個地步。你想也想到

吧，如果真是幾百元一個月，怎可以

生活下去？她的子女應該或多或少有

給她家用，這些婆婆通常都有『私己

錢』，只是不跟你們說罷。」 

 

部分社工自豪於專業為本，把活生生

的真人故事化作個案分析報告，用個

人經驗來處理個案問題。當專業取代

了關懷，就會失去好奇心，失去興趣

問：「一個婆婆每天營營役役去拾紙

皮，為的只是每公斤六毫子的回報，

到底是什麼原因？」「生活在一個婆婆

為了十四元吃一餐也覺得是負擔的地

方，我們真心覺得社會已待她們不

薄？」 

 

2. B 婆婆 

B 婆婆，七十多歲，住在黃大仙，但特

意每天走到深水埗拾紙皮，她說這裏

收穫較豐富。B 婆婆是在一個的寒冷晚

上遇上行動者的，她折叠紙皮時累得

坐在紙皮睡著了。 

 

B 婆婆說要十一時許才可以下班，大家

以為她做著外判的清潔工作……說著

說著，原來她視拾紙皮為上班工作。

婆婆原來午飯也沒吃，收下行動者的

熱維他奶後，她立即大口大口的喝，

行動者說替她買飯盒，她急急搖頭，

生怕耽誤了別人的時間，大家最後只

好放下飯錢要她收下。之後，婆婆滔

滔不絕地分享她的家庭狀況，以及年

輕時做過的工作等等。 

 

B 婆婆收下由紙幣摺成心心的飯錢

後，道出感嘆：「金錢和食物對我來說

固然需要，但一個飯盒最多也只是填

飽我一天的肚餓；最重要的反而是您

們和我聊天，關心我，我平日一個人

在家，一星期也說不到十幾句話，很

孤獨的。」 

 

如引用 Mauss 對禮物（Gift）的解讀，

建立贈與行為必包括：送禮、收禮和

回報，而這連串交換行為的運作都是

促進溝通（Communication）的重要方

法。有指平等分享並沒有渠道讓這些

拾荒者和無家者作出回禮，會強化他

們被施捨，甚至失敗者或次等的身分

認同，構成前文所說的負面標籤。然

而，當無家者或拾荒者樂意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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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故事坦誠分享，那其實已經是最

大的回禮，誰說回禮必定是具體而物

質的禮物？當無家者或拾荒者無條件

的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這就是真正

的平等分享，並非巿場的等價可以衡

量的。 

 

3. C 婆婆 

C 婆婆八十九歲，獨居，住在遍遠的上

水鄉郊，約半年前認識平等分享的行

動者，並轉介予老人中心跟進。C 婆婆

生果金入不敷支，以拾紙皮維生多

年；隨著年紀開始年邁，身體有不少

毛病，婆婆現在連家門也出不了，老

人中心社工早在半年前開始協助婆婆

申請綜援。社署職員開始時以婆婆仍

有拾紙皮能力為由，說她有工作，拒

絕申請；及後婆婆身體日差，社署職

員考慮接受婆婆申請，但要她親自申

請，連老人中心同事代勞也不行。其

實 C 婆婆本來就是身體不適才不能出

戶執拾紙皮，結果她就一直待在家裏

一拖再拖無法完成申請。 

 

平等分享行動者剛剛五月上門探訪 C

婆婆，這間屋關上門後一個小窗也沒

有，屋內的燈泡都是社工幫忙安裝

的，在此之前家中晚上也是漆黑一片

的。婆婆的家，離她的工作點至少有

二十分鐘的步行距離，婆婆因行動緩

慢的關係，需要約四十五分鐘才能抵

達目的地。她每天、每晚推左手推車，

上天橋、下隧道，為的只是每天多廿

幾蚊。這樣的生活她過六年，還要過

多久？不知道。婆婆租住的樓梯底單

位，六月開始由二千一百元加至二千

五百元。C 婆婆這間屋連一個小窗也沒

有，空間只夠容納一張牀，連桌子也

不能放下；縱使屋租價格對婆婆來說

已非常吃力，但現實情況她已沒有可

能找到更便宜的屋租了。 

 

在為 C 婆婆申請津貼時，一直受到社

署的刁難。婆婆的丈夫三十多年前丟

棄這個家出走，婆婆說「他是否死了

我也不知道」，但社署硬要她出示離婚

文件証明自己沒有說謊，原來社署早

在幾年前已以假離婚為由拒絕了 C 婆

婆綜援及公屋的申請。也就是這些繁

複的文件及申請程序，婆婆的困難沒

有得到職員主動援助，一直得不到妥

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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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對於有人陪 C 婆婆到社署感到訝

異，社署職員以非親屬為由拒絕行動

者陪同婆婆入辦公室，到婆婆出來

後，婆婆拿著一堆被圈了要填東填西

的複雜表格；職員著她自行填寫，並

提醒婆婆小心街上的陌生人，以防受

騙。婆婆拿著一大堆表格，滿面狐疑，

後來婆婆告訴我們，她是不識字的，

但職員卻堅持要她自行填寫，這也是

她每每申請也是無功而回。婆婆的丈

夫三十幾年前便離家出走，留下婆婆

一人，何來一張離婚證書？社工卻

說：「婆婆，你說自己已離婚，但卻沒

有離婚證書，怎能証明你說的便是事

實？」婆婆今年八十九歲，已拾紙皮

六年，想申請綜援、公屋，但社工說：

「你有工作能力，儘管綜援批核了，

也需要扣錢。」 

 

十月份我們在街頭認識婆婆，當時社

署以假離婚拒絕婆婆申請，後來找到

老人中心（NGO）社工和婆婆一同處

理，再得到一些不明不白的回覆。近

日，社署突然再改口，說可以考慮，

但是需要婆婆親自上辦公室解釋經濟

來源、婚姻狀態等等問題。 

4. 無家者 KK 

KK 在我家附近露宿，原本任職售貨員

的他，今年四十五歲，擁有中七學歷，

因長期病患而不能繼續工作；在失去

工作後無法再負擔租金，只好露宿街

頭。獨身的 KK 家中有四兄弟姊妹，排

行最少，由於哥哥姐姐的學業成績出

眾，自卑感為他帶來很大壓力，自從

搬離原生家庭後，已有十多年沒有與

他們聯絡。 

 

KK 之前在深水埗唐樓居住，現在則於

原區露宿，但他並非露宿在大量無家

者聚居的玉石巿場天橋底；他考慮了

很多因素，包括治安、清潔、嘈音及

街坊接納程度等，結果選了大南街一

個較少人使用的公園。大南街公園和

荔枝角道公園相連，中間隔著一條冷

巷；荔枝角道一邊位處天橋旁邊，長

期有車輛熙來攘往，而大南街一邊則

在街角，並不開揚，故並非使用率很

高的公共空間。 

 

KK 搬離原有租住單位時，由於大部分

傢俬電器都無法帶走安置，只得廉價

變賣，最後只餘兩個紅白藍袋載著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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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衣服和財物。KK 不是那種與骯髒劃

上等號的露宿者，而且沒有任何不良

嗜好，甚至沒有吸煙習慣；他在公園

住了大約一星期，已有街坊認得他，

附近一些餐廳工人甚至會在關門時給

他小食或麵包。 

 

據 KK 透露，他開始時主要使用大南街

公園內其中一張長椅；由於缺乏安全

感，故他那兩個紅白藍袋必定會隨

身，不會隨處亂放。即使他去較遠的

地方拾荒，他都寧願帶著兩袋財物同

行。總之，當他不在公園時，就不會

把雜物遺留下來。然而，在公園生活

了三個星期，終於有康文署職員將他

趕離開這個公園。職員以「公園不能

擺放雜物」為由把他趕走，但職員卻

沒有解釋何謂「雜物」；職員又在尚未

接到投訴的情況下向他說：「你不能在

這裏留宿，如果有人投訴怎辦？」。 

 

KK 起初也有嘗試與職員爭論，但對方

表示若他不離開便會找警察處理，KK

礙於自己的無家者身分，自覺低人一

等，即使覺得有理據都不敢力爭。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簡稱康文署）職

員告訴他，他們負責管理公園，一定

不會讓他在內露宿，但公園之間的一

條冷巷歸食環署管理，可以睡在那

裏，他們不會干涉。不過職員警告

KK，如果他走入公園內，他們會通知

警方及食環署行動。 

 

我第一次見 KK，他就是在只有攝氏八

度的晚上睡在後巷，不敢造次。當時

寒風凜凜，冷巷位置很大風，我勸他

走入公園涼亭避風，並指出公園是巿

民享用的權利，但他卻生怕得罪任何

一個部門。我問他康文署或食環署通

常什麼時候到來，我可以代他去理

論，甚至可以將事件向傳媒披露，揭

露政府趕絕無家者。然而，KK 卻懇求

我不要把事情鬧大，他表示就算法例

上他能爭取進入公園，但若得罪了這

些執法人員，他們會想辦法找其他部

門來整治他。他之前試過對康文署的

職員作出口頭反抗，即日便遭到食環

署人員清洗他身處的冷巷，及後又有

警察搜查他，他生怕連最後的居所都

被趕絕，故要求我這件事連面書都不

要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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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試過勸喻 KK 入住無家者宿舍，但

他表示宿舍有很多刻板規矩，而且入

住的人來自三山五嶽，既有吸毒者，

也有惡霸；而他最害怕還是治安欠

佳，被偷財物。與其提心吊膽，他寧

願繼續露宿街頭。KK 的想法，同樣是

大部分無家者繼續選擇流浪街頭的主

因。 

 

之後，我每過幾天便去探望 KK，為他

送上熱飲、熱食、外套、頸巾及暖包

等。試過一次，我去探望他時剛好下

了一整天大雨，他就是一直瑟縮在冷

巷內一個有帆布作頂的小小地方，也

不敢「放肆」走入公園。我曾建議 KK

入住禦寒中心，但他指出禦寒中心只

會在深宵時間開放，直至翌日早上七

時，那些原本是社區會堂的中心便要

歸還公眾使用，入住者必須執拾所有

行李離開，直至晚上公眾使用時間完

結，他們才可以再折返。這種安排，

尤其對本身露宿位置遠離禦寒中心的

無家者，大多寧願選擇繼續留在街頭

與寒風搏鬥，這些細節都是我們不親

身感受無法知悉的。 

 

我曾經見過街坊特意為 KK 送上全新

衣物或飯盒，甚至願意站在冷巷與他

傾談；有些願意聆聽他的遭遇，有些

則鼓勵他積極振作，儘快擺脫人生低

潮，可見街坊並不像康文署職員般嫌

棄他。KK 的反應，說明了權力與治理

如何在他身上構成力量。從康文署禁

止 KK 進入公園，到警察即場街頭翻弄

他的財物，這些都是不同程度的權力

表現。 

 

KK 的主體性不知不覺就被不同的論

述所操控，例如無家者的地位低人一

等，以致自我形象極度低落，據理力

爭也沒有用。甚至，連他也在無意識

中認同了政府「整頓巿容」較讓巿民

「安居樂業」更重要的治理目標；以

壓倒自己的困境狀況，來成就執法機

關的方便，以達致政府的航道方向。 

 

平等分享是社群抗爭行動 

平等分享行動常說不是一般的社會關

懷行動，他們強調自己只是一班沒有

組織、沒有領袖、沒有架構、沒有背

景、沒有長遠計劃，沒有既定責任承

諾的普通人，頂多只是「面對強權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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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拳頭，面對弱勢會伸出援手」的一

班志同道合的善男信女。然而，從上

文的種種分析，可看到平等分享這班

人在不知不覺間卻成就了一個進行社

會抗爭的社群。 

 

Benson 曾經這樣解讀：「我們把對社會

不公義的憤怒，轉化為愛與關懷的能

量作抗爭的動力，所以平等分享行動

是一個社會抗爭的行動。」 

 

事實上，近年有許多政制發展或不利

民生的社會議題上，無論以「溫和理

情」或「衝擊阻街」兩種方式向政府

表態，都因政府權力頃斜而失效；唯

平等分享的行動，可用另一種變奏形

式讓更多人親身了解社會的問題，令

公民覺醒。平等分享的做法，較容易

得到大部分人接受，願意分享甚至參

與；雖然不會很快見效，但這是一個

具深度而長久的抗爭。 

 

平等分享雖沒有宗教背景，但明顯地

是以愛作基礎，以「文火」讓更多人

親身意識社會問題；把對不公義的憤

怒由仇恨轉為愛，用倍數的力量抗

衡，這做法正面而且建立。行動者所

作的就是要讓更多人看到社會不公不

義，基於平等分享沒有自身利益，也

沒有架構和領袖，只要大家認真而持

久去做，當權者沒有任何方法可反

擊，不能用警察、鐵馬或傳媒抹黑等

技倆阻止。而一直以來各類型媒體的

報導或紀錄，已可見平等分享站在一

個道德高地之上；以行動去恥笑和羞

辱不公義的政府，這就是平等分享推

倒不義政策的抗爭方法。 

 

在一個講求「治理」及「巿場價值」

的社會，批判是一種權力，也是一種

反抗。政府最歡迎巿民腦袋一片空

白，因為政治者本身早已握有一切論

述的操控。然而，香港很多人以政治

為恥，以無知為榮；惟有走關愛路線，

才能引起巿民參與意欲，為自己身處

的社會思考，這是一個有深度而長久

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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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香港人在政府及商界吹捧的知識型經

濟社會下，習慣迷信只有經濟發展的

單一制度。主流社教化引導人們以學

歷、物質或財富來量度人的成就，總

之汰弱留強，成功要靠自己；在這種

功利和競爭計算下，將人的獨特性、

自我及真善美淪為次要。如果上述的

中環價值成立的話，正常人有時間都

會埋首工作賺錢，又或想辦法增值自

己競爭力。當人心變成巿場，人與人

之間變成了競賽，世界只會愈見冷漠。 

 

在互聯網及通訊科技一日千里的今

日，大抵新一代都很熟悉面書分享按

鈕的功能，但有幾多人知道分享是什

麼？平等分享值得欣賞之處是真正懂

得運用互聯網帶來的方便，以之動員

群眾。動員不一定只是呼喚上街遊行

示威，平等分享就發展出讓有剩餘的

人（包括物質、時間或勞動力）與有

需要的人分享，過程中不一定只重視

物質的幫助，更重要是這些分享行動

本身，重提幾乎被遺忘的人與人之間

面對面的關懷。幾句窩心的說話，一

個支持動作，往往勝過純粹金錢的補

助。 

著名英國導演堅盧治在二零零零年拍

了一部名為《麵包與玫瑰》（Bread and 

Roses）的電影，片中的名句：「我們要

麵包，也要玫瑰。」麵包，是要填肚

子活命的；玫瑰，則象徵尊嚴，對美

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的權利。 

 

主流社會重視經濟效益，事事講求競

爭；但有一群人，總在追求社會公義、

人權和個人的生活態度。平等分享就

是默默地做著一加一，希望有更多的

加一，在推土機前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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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區，兩個空間 

盧樂謙 

 

剛看過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刊登於明報副刊內的一

篇文章，作者是中文大學的教師周

保松，題目是〈生活達人：中大教

我用心看。〉
1
這篇文章細說他對香

港中文大學（下簡稱中大）對出的

吐露港填海的看法。當中最能觸動

我的是他對中大這個地方的感情。

在字裏行間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大這

個他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空間

的愛。而他對中大的這份感情亦令

我反思生活在香港的我們，有機會

可以愛上一個地方嗎？ 

 

近年我們經常聽到由政府至民間組

織舉辦不同大大小小以社區命名的

活動，例如社區大學、社區藝術和

社區共融等。雖然我們經常把社區

這個詞語掛在口邊，但我實在懷疑

香港現在仍然有社區這個概念嗎？

社區一詞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學

者，甚或至是居民本身也有着很多

不同的解釋，但在眾多解釋當中，

我比較認同十九世紀德國社會學家

滕尼斯（F.Tonnies）的說法。他認為：

                                                        
1
 http://hktext.blogspot.hk/2013/05/blog-post.html 

「社區與社會不同，社區指的是具

有根源、道德一致、親密及友誼的

聯結成員對團體的認同，社區應該

是具有生命共同體感的；與此相異

的是社會，他們沒有共同的根源，

以利益相結合，以契約當保鑣，其

特性是功利、權謀和私利。社區則

是以生存、生活和生涯發展為目標，

以友誼、互助和感情為特性。」
2
 依

滕尼斯的說法，他認為了解、認識

及定義一個社區不只以地域乘規劃，

當中還涉及到共同體感的社區，有

友誼、互助和感情的特點。這點很

重要，因為社區可理解成一群人共

同居住的一個地方。然而假若那地

方生活的人對該地方及同住在該區

的鄰居沒有感情，那該處還算是一

個社區嗎？情感因素對社區來說是

十分重要的。看看香港，香港有社

區嗎？在政府的邏輯上香港被分為

十八個區域，但這十八個區並不一

定代表是社區。這些區域的劃分某

程度上只是方便政府管理而已。由

一八五零年的英國政府時代到一九

                                                        
2
 林振春，〈凝聚社區意識、建構社區文

化〉，《社區發展季刊 69 期》，1995 年，

頁 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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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零年的香港日治時期，香港、九

龍及新界被多次劃分。及後到現在

的特區政府，只主力發展基礎建設

及經濟發展，以土地發展及經濟角

度來考慮社區發展。 

 

參照上文滕尼斯的理論以及現有政

府對社區政策的態度，我們在生活

上找不到一個可以愛的社區確實不

足為奇。試舉一個例子，在港鐵的

康城站，
3
一踏出港鐵站便可走進康

城範圍內的大廈大堂，然後坐升降

機到平台，再走到各自居住的大廈

內。在整個過程中，除了一起坐升

降機的居民外，根本不會經過任何

可以讓居民聚集的地方。而整個屋

苑也被高高的圍牆圍繞著，街道上

沒有店鋪，沒有任何讓居民可以坐

下來休憩的地方。之所以以康城為

例子，是因為在香港現在新建的樓

盤中，不論是公營或是私營，大部

分也是這樣作空間規劃的。他們不

一定與康城一模一樣，但在空間思

考上也沒有想到人和人之間的聯繫，

試問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下，我們又

如何對自己生活的環境產生一份感

情呢？ 

                                                        
3
 

http://www.mtr.com.hk/chi/properties/lohas_lohas

park.html 

因工作關係，我經常要思考在社區

中，人與人之間的運作模式。從二

零一二年起，我開始在灣仔藍屋工

作，主要負責在區內推廣文化藝術，

策劃不同文化藝術的活動及展覽。

在我剛開始接觸這份工作的時候，

我經常思考甚麼是文化藝術，而文

化藝術在社區內又是如何運作。記

得那時候我每天總會找一兩個小時，

站在藍屋對面的馬路，看着藍屋及

鄰近的居民，在石水渠街走來走去，

當中有在車房工作的人、有太太帶

著小朋友到市場買菜、有外籍人士、

有年青的學生們等。那時我在想，

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坐在池記

（麵店）的那位車房工人有甚麼故

事呢？而那位帶著小朋友的太太她

又喜歡甚麼藝術呢？這是我那時候

經常思考的問題。從前我在學校裏

接觸到的藝術，大概是繪畫、雕塑、

詩歌、行為藝術及各種模式的藝術

媒介。但太太們會喜歡詩歌嗎？在

車房工作的人會喜歡畫畫嗎？在經

過一段時間之後我終於找到了一個

答案，原來答案便在我面前。那些

車房工人，那些太太們，那些每天

在石水渠街走上走落的街坊，便是

最正確的答案。讓社區告訴我甚麼

是藝術，甚麼是他們的生活。原來

每天在社區內生活，活生生的跟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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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的居民溝通，聽他們說他們的故

事，互相分享，才發現這便是藝術

的本質──溝通。藝術不就是把訊

息和情感傳達的一種方法嗎？那時

候我想通了一點，不是我為社區帶

來甚麼藝術，而是要與社區溝通，

從中發掘一種由下而上，屬於這個

社區帶著生命力的溝通方法。放下

過往藝術家的身分，每一天與社區

共同生活呼吸，才能醞釀出一個具

歸屬感的社區。 

 

 

（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Blue_House_HK.jpg） 

 

要讓一個社區運作，成為一個具歸

屬感，開放以及能融入不同文化的

平台，除了內聚的能量外，社區外

其他公眾人士的參與也十分重要。

除了可讓公眾人士對本社區有更多

的了解外，當公眾人士來臨本社區

參與活動的時候，還可以在這些相

遇的場合上從中意識到自己在本區

的身分。他們在這些活動中可擔任

不同的崗位，例如協助活動進行，

或只是作為觀眾與來臨的公眾人士

溝通，透過這些活動讓他們意識到

自己是代表着本社區的人。 

 

媒體的運用在社區發展及營造這方

面擔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媒體在

對內及對外的運用也有着一些差異。

以下將會從方法、運作及成效三方

面，比較他們相同及差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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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看媒體在社區發展上，對內

及對外使用的方法。這是個很有趣

的當代題目。在開始的時候我確實

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

經過兩個月來的活動經驗後，發現

其實和區內及公眾人士溝通的方法

是很不同的，同樣地，吸收了一些

經驗後，發現要找到一些良好的溝

通方法先要明確理解每項活動的目

的。在藍屋建築群內，每星期也有

不同的活動，有些主要目的是向外

推廣藍屋，有些則是為了內聚街坊。

這些活動並不對立，很多時是在同

一個活動內完成兩個目標。所以在

每一次活動之前，先要明確清楚是

次活動主要想吸引公眾人士參與，

還是希望給區內人士參與。試舉

《黃昏音樂會》（圖一）及《街坊

靚靚》（圖二）作例子，《黃昏音

樂會》是藍屋每個月逢第二個星期

四舉辦的活動，主要是希望向外宣

傳藍屋。在活動中每次會有兩至三

隊本地音樂組合來表演。他們唱的

大部分也是自己製作的歌曲，而舉

辦地點是藍屋地舖，即香港故事館

門外，一眾街方及公眾人仕均會坐

在街上聽音樂人的表演。以音樂會

作為媒介，讓公眾人士及區內人士

也可在同一的情境底下享用藍屋這

個空間。首先，我們用了不同的方

法向公眾人士及區內人士宣傳這個

活動，因為資金的關係，在開始的

時候已經沒有想到運用報紙、電視

或雜誌這些媒體去宣傳這個活動。

我們預設《黃昏音樂會》主要的觀

眾年齡大約為四十歲以下的人士。

我們選擇了用臉書（facebook）這個

網上社交平台發佈音樂會的消息。

選用臉書作為音樂會主要宣傳的方

法，是因為會在臉書社交網上活躍

的主要為年齡大概由十五到四十多

歲的人士（圖三）。而要吸引這一

群人在臉書頁面上看到宣傳及前來

參與活動，我們在宣傳的相片上下

了一點功夫。首先我們會思考用那

一類型的圖片能在眾多圖片中突圍

而出，能吸引到他們的前來參與。

我們選擇了一些在藍屋石水渠街街

道上聽音樂會的照片作宣傳圖片

（圖四）。作出這個決定背後的原

因是我們反思現在香港要在街道上

進行任何活動也十分困難，而《黃

昏音樂會》舉辦其中一個目的，是

希望讓大眾在下班之後可在城市的

街角上遇上一些驚喜，希望大家可

以從營營役役的生活中，在街上找

到一點點樂趣。 

 

回想當年的香港，那時候我們不是

走在街上進行各式各樣的活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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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排檔，小販、寫生，甚或只

是坐在街上做功課或玩耍的小朋友。

就捉緊公共空間運用這一點，我們

在臉書頁面的宣傳主力運用在街道

上的活動圖片。這些圖片除了突顯

公共空間的運用外，背後其實隱含

着整個社區共融的意義。公共空間

的意思便是那一個地方不屬於任何

一個團體或個體，是一個大家可共

用的地方。而我們的活動在這些公

共空間內進行其實某程度上是向大

眾說明了，這些活動在社區內得到

一定程度的支持及贊同，不然其他

在社區內的街坊必會懷疑為何我們

可以使用這些公共的地方。 

 

除了公共空間外，我們還經常把街

坊幫忙的照片及故事發佈在臉書中。

因為藍屋這計劃重點在於由下而上，

大部分的活動決策也需要由居民一

同策劃。所以在臉書更加希望強調

由下而上這一點。街坊幫忙的照片

大部分是他們為音樂會煮糖水之類

的圖片（圖五）。這類型的照片是

讓大眾知道當晚的音樂會有甚麼糖

水之外，更加希望強調這街坊參與

活動的程度是相當高的。 

 

 

      

（圖一）（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二）（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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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四）（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五）（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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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說過我們如何透過新媒體宣傳

藍屋，現在我們談談在社區內宣傳

這些活動的方法。藍屋石水渠街附

近的社區，是十分有趣的區域。因

城市發展，由十八世紀起到現在，

灣仔總共經歷過四次填海。而石水

渠街一帶是灣仔最原始的陸地。灣

仔的結構很有趣，現在的會議展覽

中心附近一帶是商業區，再向內陸

方向的駱克道一帶是酒吧區。後到

軒尼詩道，是住宅及街市或一般商

舖。最後到石水渠街一帶，是舊式

唐樓，居住在那裏的很多是基層市

民。很多時他們都是住在劏房內，

這些居民便是其中一種我們經常會

接觸到的街坊。另外一種比較多接

觸的街坊，便是一眾太太們。他們

在接送孩子上學之後，便會來附近

的社區當義工。這兩種我們比較多

接觸的街坊，一般都不會經常上網，

甚至沒有上網設施。盡館他們不上

網，他們每天也活生生的接觸到這

個社區，他們對社區實際的情況瞭

如指掌。要讓他們來參與我們的活

動，及增加他們的歸屬感，一般圖

片是起不了甚麼作用。在社區中運

用的媒體跟與大眾接觸的媒體完全

不一樣。在社區中運用的媒體是實

際的情景及參與。例如一些連續性

的活動，以及每天真實的交流。在

社區中的媒體不再是電視、報紙或

上網這類型的媒體。而是連續性定

期的活動，這些活動不需要每一次

也主動向他們推廣，而是讓他們知

道有這些活動的存在，久而久之他

們多多少少會參與一下，然後便會

開始嘗試了解及參與其中。 

 

試舉一個例子《街坊靚靚》是一個

有關利用二手衣物作時裝設計的活

動。我們邀請了一位時裝設計師，

在社區內生活兩個月，讓他與社區

內的車衣隊溝通。再為社區內的居

民利用二手衣物作設計，最後在中

秋節當晚舉行街坊時裝表演。整個

活動在城區內只張貼了兩張海報，

但在街坊當中便引起了一陣騷動。

原因有二，首先區內的居民有很多

事基層的街坊，他們對二手的東西

十分有興趣。另外，因為在社區中

大部分經常出入的也是四，五十歲

的太太們，在她們年青的時候不多

不少也會縫紉這門手藝。所以當他

們一聽到有這個活動可以當模特兒

在中秋節晚會上表演的時候也很踴

躍報名。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

看到在社區中最有效的媒體，便是

實際的情景及當中參與的人。這些

活動他們可以實際的參與，同時亦

可以讓他們為社區出一份力。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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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提高他們對

社區的投入感及歸屬感。 

 

以上提到一些在社區中運用媒體向

內及向外的宣傳手法。現在看看他

們是如何運作的。首先是臉書中宣

傳藍屋的手法，每天也有大大小小

的事情在社區內發生，每天也會拍

下不同的相片及故事。在眾多的照

片及故事中，我們比較喜歡選取一

些有關街坊參與創作的故事及相片

放到臉書專頁內。除了這可讓大眾

更了解藍屋的街坊外，更重要是可

帶出這個社區很著重街坊真實參與

和自主性的創作。因為要放一張相

片及一段介紹文字讓大眾感受到街

坊的創作並不困難，但這必須是要

真實地發生的事情。不然當外界到

來社區參觀或參加活動的時候發現

社區內的氣氛其實與臉書上宣傳的

情況不一樣時，反而會有本末倒置

的效果。而要街坊自發地參與及創

作，那便需要做內部的安排。上文

提及過一些在區內運用的媒體及方

法，重點在於與街坊溝通的真實性，

以人傳人的方式讓訊息在區內流傳。

在運作上如何達致真實性的溝通呢？

當然有很多文書上的工作，但我們

盡量不會留在辦公室內，每天也會

找三至四小時留在故事館內，與經

過的街坊溝通。在這些溝通之中把

我們的活動及理念與街坊分享。回

到最基本，我還是相信在社區內人

是最有效及最真實的媒體。當街坊

感受到在社區內每個人也是向着同

一個目標，或一些共同理念前進的

時候，他們自然會嘗試理解及參與

當中一些活動。《黃昏音樂會》在

灣仔藍屋這個社區內運作了一年之

後，開始收到一些有關噪音的投訴。

我們舉行的時間是每個月第二個星

期四，下午七時半到九時。我們選

擇的音樂風格，大多也是比較靜態。

因此，當我們收到投訴的時候難免

會有點費解。雖然如此，還是需要

正面看待及處理投訴的。我們決定

找一位居民及一位同事到發出投訴

的家庭，親身感受在他們家中聽到

的噪音。此舉的用意除了親身去感

受及了解噪音之外，更主要的原因

是讓街坊與投訴者講解我們辦音樂

會的原意，希望她能了解我們的用

意。結果在我們到他家探訪之後，

她除了明白我們班音樂會的用意之

外，更主動提出會參與下一次音樂

會。從以上的例子可看到我們需因

應不同的群組而使用不同的媒體以

傳遞信息。 

 

了解過宣傳手法及運作之後，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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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在社區中運用不同手法及媒體

的成效和影響。我們在臉書頁面的

宣傳策略，到現時為止可說是成功。

利用新媒體與較年青一代的大眾接

觸，把我們要傳遞的訊息宣揚開去，

吸引他們親身來到社區體驗不同的

活動。而在社區內以人及真實的活

動作為主要的媒體，有一定的成效。

雖然不是每一位住在社區內的街坊

也會參與我們的活動，但在社區內

確引起了一些關注，街坊與街坊之

間亦增加了溝通。 

 

上文從手法、運作及成效三方面看

到在藍屋是如何與區內的街坊居民

及區外的大眾聯繫。雖然上述在描

述區內與區外的宣傳手法及媒體運

用有所不同，但他們並不是對立的，

反而他們是一體的，他們互補並幫

助對方更了解社區及他們自己本身。

我們着重由下而上這個概念，一個

社區如果當地的居民沒有發聲的途

徑或沒有參與的話，是不能活起來

的。所以在藍屋這個社區中，我們

着重溝通，街坊及居民本身就是藍

屋的一部分，透過籌備、參與及宣

傳不同的活動讓他們能感到自己是

社區的一份子，這個「也有我的份

兒」的感覺在社區中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當今社會底下，我們每個人

可能也有很多不同的身分，但很少

有一個身分是我們自己樂於認同的。

市民在社會上擔當不同的職業，可

能是文員，可能是廚師，亦可能是

很多其他的職業，但在眾多的身分

中，又有多少個身分我們說出來是

引以為榮，具歸宿感的呢？一個具

歸宿感的身分的重要性在於──你

認為自己對那個地方有責任感、有

歸屬感，這代表你愛這個地方。 

 

這篇文章一開始以周保松的文章為

例，表明了你愛一個地方自然會關

心這個地方，為這個地方發聲。我

們的角色是建立一個平台讓街坊對

社區有更多的關心及幻想。讓他們

自發地參與及發展區內的活動，那

麼他們自然會成為當中的媒介，把

區內的訊息與信念宣揚開去。這一

點除了可以內聚街坊增強他們的歸

屬感之外，更加重要的是，當大眾

來藍屋這個社區的時候，他們見到

的是真實的一面，與平時他們在網

上看見我們的宣傳一樣。這一點很

重要，現在有時我們在網上看到一

些評論，一些網民很喜歡留言說：

「有圖有真相」，但實質上很多時

候一幅圖片並不是事實的真相。所

以如果我們只是依靠在網上發佈一

些街坊參與的圖片或訊息，但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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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到社區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們

便只是在消費街坊的情感。 

 

同樣在網上宣傳藍屋這個社區亦對

社區有很大的幫助。首先，最簡單

是讓大眾可以了解藍屋這個社區，

反思現在都市的生活是否適合我們。

但更深一層的意義在於，當他們來

藍屋參與活動的時候，不多不少會

與街坊溝通。在這些溝通當中，讓

街坊理解其他社區的情況或問題。

這樣能令街坊從這些對話中得知更

多其他社區的消息，從而與他們自

己的社區比較。這個情況就好像，

當我們成長的時候，很難為自己定

下一個形象，透過不斷接觸及經歷，

我們會從其他人及事情上面看到自

己的取捨，慢慢找到自己的喜惡。

所以當其他社區的人到藍屋參加活

動的時候，他們有時就像一面鏡子，

讓區內的街坊更加能夠清楚地看見

自己的定位。 

 

總括而言，以藍屋為例子，透過新

媒體或以最原始人傳人的溝通方式

是互補，而不是對立的運用媒體的

方法。當然在對外或對內的手法及

運用上有所不同，但最重要的還是

要緊記各個活動對街坊及大眾的意

義，透過各方面的參與，把訊息誠

實地表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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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人專用區政策研究，以西洋菜街為例 

魏天沛 

 

 

（圖片來源：http://lifestyle.etnet.com.hk/column/index.php/features/news/21318） 

 

引言 

根據沙朗·佐京（Sharon Zukin），地景

（landscape）為市場和地方之間的脆弱

妥協，
1
即地景的誕生是市場與之間的

對立及角力，如十九世紀歐美新建的

工廠城鎮代表市場規範下的社會—─

                                                 
1 雪倫‧朱津(Sharon Zukin)：《權力地景：從

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台北：群學，2010。
頁 6。 

空間結構化。 

 

地景不僅代表一般常用的實質環境地

理意義，也指涉物質與社會實踐及其

象徵再現的總合。狹義的地景代表強

權機構強加的社會階級、性別和種族

關係的結構。但廣義而言，地景代表

我們看到的整個全景……不論在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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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或實質上，地景都中介於市場暗示

的  （資本的社會—─空間的分化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與地方意

味的（勞工的社會—─空間同質性

（socio-spaital homogeneity））之間。
2
 

 

香港作為一個都市地景，可看到地方

為資本主義及市場服務的痕跡，例如

工業區的設立、房屋供應及新市鎮安

排等等。在不同時代，香港各地方有

不同的發展重點，當中發展軌跡，就

如基進經濟地理學者所言，地景是一

塊資本積累的白板，反映資本主義生

產 方 式 各 歷 史 階 段 的 空 間 性

（spatiality），
3
亦解釋了政府為何設立

工業區、旅遊景點及文化保育等等。 

 

行人專用區作為一個公共空間，不單

提供行人自由度，更可營造自由的空

間，讓人們在這個空間進行不同種類

及層面的活動。香港在十年前引入了

行人專用區，本文藉研究香港人對香

港行人專用區的運用，探究在這個地

景下，香港政府、商界及民間如何角

                                                 
2 雪倫‧朱津，頁 19。 
3 雪倫‧朱津，頁 23。 

力、及消費主義會否影響行人專用區

作為一個社會空間的功能等問題。
4
 

 

香港政府設立行人專用區的目的 

香港有系統建設行人專用區是始於一

九九九年施政報告。
5
在那之前，香港

也曾建設非永久性的行人專用區，例

如警方在平安夜及除夕夜把某些道路

列為暫時性的行人專用區。
6
以下我將

陳述香港政府推動建設行人專用區的

原因。 

 

第一，香港政府明確表示，政府是為

了減輕空氣及噪音污染程度而建設行

人專用區的。例如，政府在一九九九

年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我們計劃在維

港兩岸和多個新發展區闢設行人專用

區，還打算在人煙稠密和空氣污染的

地方擴大行人地帶，以減輕車輛產生

的污染……」。
7
運輸署也在其網頁中表

示期望行人專用區能「提倡以步行作

為一種交通方式、勸阻非必要的車輛

                                                 
4 雪倫‧朱津，頁 23。 
5 香港特別行政區 1999 年施政報告，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pa99/chinese/s
peechc.htm。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4 日埗 
6 聖誕新年增行人專用區。大公報。1998 年

12 月 7 日。 
7 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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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入及減少空氣污染等等。」
8
環保署

網頁也表示，減低噪音的策略性措施

之一是在中區、灣仔、銅鑼灣、赤柱、

尖沙咀、佐敦、旺角、深水埗及石湖

墟實施行人專用區計劃。
9
 

 

第二，政府是為了方便行人使用道路

及改善行人步行環境而建設行人專用

區的。運輸署網頁中表示，希望透過

建設行人專用區，「改善整體行人環境

及改善行人的安全及流通情況。」規

劃署也在其網頁中表示，期望「把香

港轉變為一個以行人為本的城市……

改善行人環境……增闢休憩用地及改

善市區的擠迫環境」。
10
 

 

第三，政府是為了鼓勵消費與商業發

展而建設行人專用區的。據規劃署網

頁所述，該署希望透過行人專用區的

                                                 
8 運輸署行人專用區簡介，

http://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
/pedestrianisation/pedestrianisation/index.html。
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9 環保保護署噪音規劃諮詢摘要，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
hk/noise/data/plan_advice_summary.html。下載

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10 規劃署行人環境規劃的概括大綱，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
g/full/ch8/ch8_text.htm。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建設「改善人流情況，為行人提供較

理想的購物環境……（行人專用區的

建設將使）購物環境將得以改善，還

可帶來更多商業機會……闢設行人專

用區應可促進零售業務，而不會減低

生意額」。
11
就如規劃署明言把油麻地

寶靈街規劃為行人專用區是為了「方

便市民逛街購物」
12
 

 

總括而言，設立行人專用區的目的是

為了減輕空氣及噪音污染、紓緩交通

擠塞、方便行人及促進人們費。由於

這些目的並非一致，故引發下列問

題：當行人把行人專用區當作公共休

閒空間時，會否與政府希望透過行人

專用區促進社會消費的目標有所衝

突？當類似的衝突發生時，行人專用

區應該優先發揮何種功能？這涉及政

府對行人專用區所作的定位，而我將

在下一部分探討相關內容。 

 

                                                 
11 同 8。 
12 寶靈街周日闢行人區。文匯報。1998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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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人專用區的特點 

香港的行人專用區較著重交通人士的

利益。根據運輸署網頁，該署制定行

人專用區計劃時，會考慮該處的行人

流量及安全問題，以及闢設行人專用

區對附近一帶來往車輛和大廈送貨服

務的影響。這涉及交通人士的需求，

及政府對來往車輛和大廈送貨服務的

關注，這表明了當設立行人專用區會

影響交通時，香港政府會慎重考慮應

否設立行人專用區。此外，運輸署曾

言：「雖然行人專用區對行人和環境均

有利，在設計行人環境改善計劃時，

前提是不可為附近一帶道路帶來嚴重

交通問題，否則只是將交通及環境問

題從某一地點轉移至另一地點，社會

並無實際得益。」
13
這明顯是將交通問

題等同社會得益。此外，運輸署分析

實施行人專用區的代價時，主要也以

交通為依歸：「實施行人環境改善計劃

亦須付出若干代價，因為此類計劃會

為某些行業帶來不便，使其活動受到

影響，例如送貨到行人專用區內的商

店時，會有較多限制；區內的路旁停

車位會被取消；以及公共交通的乘客

                                                 
13 同 8。 

上落點須予遷移。」
14
以上種種均顯示

出，香港政府在考慮設立行人專用區

時較著重交通人士的利益。 

 

香港的行人專用區較著重會消費的市

民和遊客和商戶的利益。根據運輸署

網頁，該署制定行人專用區計劃時，

會考慮市民的需求和土地用途，例如

該處有沒有商店或具特色之處，可否

吸引行人或遊客，以及環境和市容方

面的因素。這表示政府不單假設了全

部遊客及行人的需求都是消費，更界

定了街道的作用是消費。除了運輸署

有這樣的假設外，規劃署也有類似假

設。規劃署在〈選擇街道闢設行人專

用區的目標及準則〉內表明，希望透

過設立行人專用區，「改善人流情況，

為行人提供較理想的購物環境之餘不

會妨礙前往樓宇的通路」。
15
此外，政

                                                 
14 〈立法會 CB(1)924/09-10 號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
tp/papers/tp0122cb1-924-c.pdf。(2010 年 1 月 22
日)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15 當中有五項，其中三項分別是：第一，現有

／預期的商業發展視乎行人流量及能否吸引

大量顧客而定；第二，有關街道在闢作行人專

用區後，購物環境將得以改善，還可帶來更多

商業機會；第三，闢設行人專用區應可促進零

售業務，而不會減低生意額。資料來源：規劃

署行人環境規劃的概括大綱，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
g/full/ch8/ch8_text.htm#5。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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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說：「行人專用區計劃是政府的一

項長遠計劃，藉以改善整體生活環

境，這並非僅為香港居民而設，同時

亦可增加香港對遊客及海外投資者的

吸引力。」
16
由此看來，政府著重的是

遊客和消費。這正如油尖旺區議員仇

振輝所指，當初政府在西洋菜街四個

路段引入行人專用區概念，目的除了

是打擊流動小販外，更是希望提供更

多空間予行人舒適購物遊覽，打造旺

角成為消費集中地。
17
 

 

總括而言，香港政府在考慮設立行人

專用區時，除了看重交通人士的利

益，還著重意欲作消費的市民和遊客

和商戶的利益，也因此存在排他性。 

 

香港行人專用區具排他性，排除一些

有礙觀瞻的因素，例如小販擺買。這

可從政府的新聞公報略知一二。如運

輸署行人設施部工程師陳展榮所述：

                                                                   
12 月 18 日。 
16 〈行人專用區改善道路安全及市區環境〉,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203/24/0
322136.htm。(2002 年 3 月 24 日)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17 連達曦，是地產霸權蠶食公共空間？抑或政

府生而不養？ 誰種下行人專用區的使用矛盾. 
信報. 2011 年 7 月 5 日。 

「……若要行人專用區計劃成功，有

關部門採取執法行動加以配合亦很重

要。譬如當行人專用區的環境得到改

善後，若食物環境衛生署人員對非法

擺賣視若無睹，行人專用區很容易便

會淪為小販黑點。」
18
這說法排除小販

擺賣，不容許行人專用區成為小販黑

點。工程師的觀點反映了政府的觀

點，小販有礙市容，且並非正規及受

管理的商業活動。 

 

綜合上述特點，我們可知香港政府設

立行人專用區，不只是為了行人，亦

考慮了交通人士的利益，且有促進消

費的動機，而行人專用區內的消費活

動則是把小販排除在外的了。就上述

這些特點，我產生了以下的疑問： 

1. 為何政府會假定市民到行人專用

區去一定是希望進行消費？ 

2. 為何必須有商店或具特色之處才

能設立行人專用區？ 

3. 一條平凡或不具消費價值的街道

就一定沒有被劃為行人專用區的

需要？ 

4. 為何市容是設立行人專用區時須

                                                 
18 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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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的因素？ 

5. 為何行人專用區需要良好的市

容？ 

6. 良好的市容是否為了促進消費？ 

7. 為何小販一定是有礙觀瞻？ 

事實上，小販的出現固然是因為該處

人流充足。此外，小販的出現也有助

進一步增加該處的人流，這不就說明

了小販也有其正面的影響？為何行人

專用區不能接納小販？ 

 

其實，上文中提及香港行人專用區的

特點和就這些特點所產生的疑問，源

自於香港的都市地景作為代表市場規

範下社會—空間結構化。這種地景設

計符合了資本累積的形式，亦可見到

市場與資本主義的影響。 

 

這種 設計亦符合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空間 理論中空間的再現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這空間是一

種概念化的空間，是由科學家、規劃

者、城市規劃專家、技術專家和社會

工程師的構思（conceived ）而成的，

亦是任何社會上的支配性空間（ the 

dominant space in any society）。
19
然而，

實際運作與計劃不一定相符，列斐伏

爾 所言空間是由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及再現的空間（ representional 

spaces）互動而成的。所以我將在下一

部分以旺角行人專用區為案例對比上

述香港行人專用區的特點，延伸說明

行人專用區非計劃內的其他特點。 

 

案例研究：旺角行人專用區 

1. 有關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背景資料 

旺角行人專用區自二零零零年八月開

始以試驗形式實施為部分時間行人專

用街道，並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成為

永久實施的計劃。
20
運輸署發言人表

示：「路上沒車，走起來才覺安心、舒

適。行人專用區這概念自然也就可以

鼓勵市民盡量步行，養成環保生活習

慣。」「由於市民對該專用區計劃反映

良好，加上油尖旺區議會的全力支

持，我們略作調整，把試驗期間只於

                                                 
19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1. pp. 38-39 
20 〈旺角行人環境改善計劃〉，

http://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
/pedestrianisation/pedestrianisation/mong_kok/i
ndex.html。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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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實施的行人專用區安排也應用

到公眾假期上。」
21
 

 

旺角行人專用區範圍包括以下五段：

西洋菜南街 （介乎亞皆老街和登打士

街 ）、奶路臣街 （介乎西洋菜南街和

花園街）、豉油街 （介乎西洋菜南街

和花園街 ）、通菜街 （介乎亞皆老街

和登打士街） 及西洋菜南街 （介乎

豉油街和登打士街 ）。開放時間為前

三段是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至晚上十

一時及公眾假期中午十二時至晚上十

一時。第四段是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

至午夜十二時。最後一段為星期一至

六下午四時至午夜十二時及假日中午

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前三段在晚上

十一時結束是因為回應噪音及光污染

的關注及要求。
22
 

 

 

2. 有關旺角行人專用區的特點 

第一，旺角行人專用區的商業與非商

業活動多樣化。如公共空間與文化公

                                                 
21 〈旺角行人專用區計劃永久實

施〉,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012
/13/1213120.htm。(2000 年 12 月 13 日)下載日

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22 同上。 

民──〈旺角行人專用區與地下鐵路〉

一文中顯示，「目前旺角行人專用區已

經成為一個公共空間，不同的活動、

推銷、意見均在此表述。」
23
信報所示：

「記者於一個星期日下午到訪專用

區，見街上有幾個政團論壇、手機推

廣活動，以及不同的新產品派發，如

沐浴露、新口味乳酪、豆腐花，就連

薄餅也在街上免費派發，造成一條街

道塞住了四條人龍的誇張局面。……

仇振輝更觀察到愈來愈多街頭表演者

在最近幾年前來這個公共空間表

演。」
24
商業活動在行人專用區也十分

豐富，如信報記者統計：「根據記者的

非正式統計，旺角西洋菜南街已經吸

引共三十一間電子產品連鎖店及十六

間大型化妝品店進駐；而橫跨四個街

口的行人專用區，兩旁的行人路在傍

晚六時正已屹立了共三百九十三個易

拉架」
25
從以上文字觀看，行人專用區

                                                 
23 詳細例子可參看 蔡雪華、孔令瑜、鄧寶山

和堵建偉著，〈公共空間與文化公民－－旺角

行人專用區與地下鐵路〉, 
http://www.ln.edu.hk/cultural/materials/MCSsy
mposium2006/Panel05/TooKinwai.pdf。下載日

期為 2011 年 12 月 19 日。 
24 連達曦，是地產霸權蠶食公共空間？抑或政

府生而不養？ 誰種下行人專用區的使用矛盾. 
信報. 2011 年 7 月 5 日。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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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多元的公共空間，商業與非商

業並重，但當中涉及不同程度的角

力，下文將闡述此種角力。 

 

第二，旺角行人專用區十分重視商

業，既促進旅遊，吸引遊客及本地消

費者，亦排除某些人。重視商業活動

的旺角吸引大量內地自由行，特別是

在中國內地假期的時候，如五一黃金

周為內地旅客來港旅遊高峰期，電子

產品及保健藥物成頭號搶購目標。在

那段期間，旺角行人專用區彷如「自 

 

 

 

 

由行特區」。
26
這情況一方面促進零售

業，另一方面改變當地的語言生態，

服務員為吸引更多遊客光顧，自然會

使用普通話來配合內地旅客，出現了

一種普通話的銷售環境。當內地自由

行帶來大量銷售額，如經本港返回內

地的張先生旺角掃貨……購買手機、

                                                 
26 內地客血拼購物無上限。東方日報. 2011 年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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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及黃金，他估計至少花兩萬多

元。居於深圳的鄭先生與友人來港一

天遊，主要於旺角一帶購買保健產品

及藥物，估計亦會花過萬元。」這些

情況一方面刺激使用普通話的語言環

境，另一方面排除了缺乏消費能力或

消費能力低的人。他們無能力在旺角

消費，自然減少涉足旺角。即使他們

願意在旺角逗留，只作櫥窗消費

（window shopping），但在普通話的語

境不但影響他們的逗留意願，而且在

自由行已製告了足夠人流和消費的時

候，櫥窗消費這種行為自然不被歡

迎。結果，這種排他性一方面有損消

費力低的人，
27
另一方面有損旺角行人

區作為公共空間的包容性。 

                                                 
27 當中的損害可看：「旺角行人專用區作為一

個消費和購物場所，缺乏消費能力在假日亦不

會涉足該處，因無力消費而產生的自卑感和不

安，只會使他們更自覺被排斥和邊緣化。消費

主義的積極擴張，對貧窮和邊緣社群的排斥更

加明顯，當港府不斷呼籲市民留港消費，挽救

香港經濟之餘，內地政府又容許多個省市居民

來港購物旅遊，對於社會上的綜援受助者和低

收入勞工而言，依賴政府福利或無力消費者，

實在無助促進本地經濟，是社會的負擔和包

袱，貧窮者被歧視和排斥，無法融入主流社會

而將貧窮延續至下一代，跨代貧窮的情況將令

他們難以擺脫社會的歧視目光。」原文來自蔡

雪華、孔令瑜、鄧寶山和堵建偉著，〈公共空

間與文化公民－－旺角行人專用區與地下鐵

路〉，

http://www.ln.edu.hk/cultural/materials/MCSsy
mposium2006/Panel05/TooKinwai.pdf。下載日

期為 2011 年 12 月 19 日。 

第三，行人專用區無助逗留。觀乎整

條行人專用區缺乏廁所及座位，就像

設計成當中的使用者—─行人，只有

行動及消費，不需在免費的公共空間

休息甚至駐足觀看，若有需要則到商

場消費了才能逗留。這種設計就如李

照興《香港後現代》表示：「設計上只

顧保持人流的不停流轉……只是包裝

一條輸送帶，讓人更容易走去店舖購

物，同時否定行人停留在街上的必

要。過份規劃的城市設計，只流露了

規劃者心目中理想的人群模樣（消費

群族），而同時排斥了另一些不想要的

路人（示威份子、以街頭作集散行動

的公民、無所事事的閒逛人）」
28
 

 

第四，旺角行人專用區仍存在排他

性。如第三部分所述，行人專用區拒

絕流動小販，但是非現金交易的服務

則不受此限，結果行人專用區商業活

動多元化，如街道上出現大量易拉

架，推銷及宣傳服務。這些活動同樣

帶來阻街的效果，雖然食物環境衞生

                                                 
28 李照興：《香港後摩登，後現代時期的城市

筆記》。香港：指南針集團有限公司，2002 年。

頁 214。來源亦參考〈公共空間與文化公民－

－旺角行人專用區與地下鐵路〉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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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下簡稱食環署）仍然會作出不同

程度的檢控，
29
但是如上段所述，易拉

架仍然持續「霸佔」路面，仍然受到

當地區議員及區民批評，如居於旺角

的陳先生直指有關街頭促銷對他的日

常生活造成極大不方便、旺角區區議

員陳偉強直斥食環署辦事不力：「食環

署成日話人手不足，所以巡查次數唔

夠，完全係敷衍塞責！」。
30
因此，如

上文所述，旺角行人專用區的排他性

在商業方面是排除政府不認可的小

販，不論是有牌還是無牌。相反，合

法的商業繼續繁衍。 

 

3. 分析 

本部分可觀察到旺角行人專用的特點

與政府設立行人專用原則無異：鼓勵

消費及促進經濟。但在運作上，行人

專用區不只有商業活動，尚有文化及

政治活動，反映了空間的再現不是絕

                                                 
29 食環署發言人指出，利用行人專用區展示易

拉架作商業宣傳用途均屬違法，該署會對違例

者發出千五元定額罰款通知書及移走宣傳品

及易拉架作證物，如有足夠證據，會考慮檢控

宣傳品受益人及追討移除費。發言人續指出，

今年對有關違規行為提出七百多宗阻街檢

控，並已經發出二十三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詳情參看：推銷街霸阻路食署執法不力。東方

日報。2011 年 12 月 11 日。 
30 同上。 

對性的。面對非構思內的活動，行人

專用區有制度的力量支持其排他性，

即市民或區議會投訴後，會由食環署

與警察執行排除「不適合者」，如涉及

阻街時，食環署引用《公眾衞生及市

政條例》（第一百三十二章）的有關條

文檢走在街道上非法展示海報，以及

有關的展示器具（例如易拉架或標語

牌）。
31
同時，該署亦會引用《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第二百二十八章）第 4A

條，檢控在街上設置推銷攤檔造成阻

礙的人。對於街頭藝人對他人及交通

造成滋擾及阻礙，或作噪音滋擾及不

雅、淫褻及令人反感及厭惡的表演。

警方可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二百二十八章）、《噪音管制條例》（第

四百章）或《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

例》（第三百九十章，向他們作出勸喻

或發出口頭警告，並可能要求當事人

終止表演甚至提出檢控。
32
亦因為「阻

街」，旺角行人專用區衍生了大大小小

                                                 
31 〈行人專用區的街頭藝術表演 (書面質

詢) 〉，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counm
tg/hansard/cm0113-translate-c.pdf。(2010 年 5
月 5 日)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32 連達曦，是地產霸權蠶食公共空間？抑或政

府生而不養？ 誰種下行人專用區的使用矛盾. 
信報. 2011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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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較著名的是「好戲量西洋菜

街街頭表演論壇」及「蘇春就街頭表

演」。下文將分析「蘇春就街頭表演」

事件，可看到市場與地方的角力。 

 

 

 

 

 

 

 

 

 

 

 

 

「蘇春就街頭表演」事件指街頭藝人

蘇春就被警方兩次票控。第一次於二

零零六年四月八日在旺角西洋菜南街

表演街頭藝術（吞火），被警方以《簡

易治罪條例》二百三十三條「進行遊

戲、消遣以致造成煩擾」的罪名票控。
33

在同年，七月十三日在九龍城法院獲 

 

                                                 
33 重出江湖街頭賣藝。蘋果日報。2006 年 8
月 20 日。 

 

 

 

 

 

 

 

 

 

 

 

 

 

 

 

 

控方撤銷指控，但原因未明。
34
四年

後，即二零一零年四月六日，在銅鑼

灣賣藝時阻街，無視警方兩次口頭警

告。警員供稱當時有逾六十人駐足於

路中心觀賞，途人須繞道而行，再被

票控，
35
在九月九日，法庭認為蘇春就

只是行使法例賦予的權利與眾同樂，

                                                 
34 街頭賣技藝人獲撤控罪。蘋果日報。2006
年 7 月 14 日。 
35 街頭藝人阻街表證成立。明報。2010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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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他阻街罪名不成立。裁判官表示

行人專用區不應只讓行人行走，應容

納其他文化活動，以創造一個活潑、

文明及開朗的地方，「讓市民成為都市

漫遊者……相信香港人有足夠文化水

平接納這些有限度的阻礙……劉官續

稱，根據《基本法》三十四條，市民

享有文學藝術創作及進行其他文化活

動的自由……廣義而言其行為屬其他

文化活動。」
36
 

 

此事件反映了在行人專用區街頭表演

有一定的風險，除了表演外，還需注

意控制觀眾，否則會招來警方票控「阻

街」的危機。第二，雖然蘇春就沒有

違法，但是票控過程除了令當事人承

受財政及心理壓力，更為其他街頭藝

人帶來票控的壓力，打擊進行文化活

動的意欲。第三，「阻街」的詮釋，裁

判官裁決時都表示有阻街，但裁判官

更放眼於文化活動的自由，這反映價

值觀的準則。警方控告其阻街是基於

人流管制及群眾安全，無視了文化創

作，但往往為何管理文化活動的阻

                                                 
36 街頭藝人脫罪官：港容有限阻街。明報。2010
年 9 月 10 日。 

街，無視其他商業活動的阻街的質疑。 

 

綜合上述，旺角行人專用區承擔了政

府所計劃的功能—─促進商業及消

費。但人們使用街道並不只於消費，

即使行人專用區的設立無助於人們逗

留在街道上，但是仍然有不同形式的

實踐，結果這些非構思中的實踐遇到

制度性的阻撓。這種空間中消費大於

一切的因由可參照陳景輝引用法國空

間理論家列斐伏爾的理論來理解：「都

市不斷生產出（to produce）有利於資

本主義運作的空間，這類空間以盈

利、消費、銷售商品及資本累積為原

理……城市人的空間需要遭約化至消

費、交易及盈利的單一需要。所謂行

人專用區的主要功能，說穿了就是滿

足 消 費 者 於 兩 旁 商 店 中 間 血 拼

（shopping） 的需要……行人專用區

不過就是擴張版的商店佈陣……但這

並未突破城市的空間困局……列斐伏

爾指出資本主義壓抑了人類多種多樣

的社會／空間需要。」
37 

 

                                                 
37 陳景輝. 菜街的空間問題. 明報. 2008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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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阻街的爭議及行人專用區的優次

安排可視為消費主義的盛行，消費主

義令人們重視消費活動，容許消費性

的阻街，不容許非消費性的阻街。消

費主義的出現及影響可參照戴維‧哈

維（Harvey David）的分析：「資本義展

開了對人的第二重更深層的控制，就

是消費主義對人的餘暇時間的規

劃……直接將人的需要……都將之物

質符號化，將之內置在符號化了的物

質的消費活動中。人於是產生了信

念，以為從事消費活動，將消費挪用，

便以為慾望得到滿足。」
38
同時，列斐

伏爾認為，人們在世的日常生活經驗

已變成對消費主義所營造的「勸信為

真實」（make believe）的認識、接受及

適應的（消費）過程。
39
城市的日常生

活完全被消費主義所控制，因此行人

專用區的設計原意是促進消費，空間

結構及管理也為消費主義所主導。  

 

總結 

從上述的爭議，可看到空間的角力及

                                                 
38 郭恩慈：《東亞城市空間生產：探索東京、

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台北：田園城市，

2011。頁 50-51。 
39 郭恩慈，頁 66。 

帶來以下意義。 

 

第一，這種角力可體現了政府及媒體

對公共空間的思維，必定是一個有秩

序的空間。在公共空間中發生的所有

活動，不管是娛樂或是休閒活動，都

要在執法者的監控下有秩序地舉行，
40

否則面對制度上的排斥。 

 

第二，街頭藝術的湧現可說是對空間

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的挑

戰，空間不只是構思，生活在其中的

人仍可實踐其他非計劃活動。  

第三，這種角力可體現一種新的公共

空間使用態度。可參照好戲量街頭表

演如何回應阻街的角力。於成立旺角

行人專用區之初，好戲量於旺角行人

專用區表演街頭劇，但都面對不同阻

滯，如店舖投訴、警方勸喻等。
41
至二

零 零 八 年 受 到 網 民 抨 擊 ， 面 書

（facebook）出現了「將好戲量踢出旺

角」群組，認為好戲量的演出阻街、

                                                 
40 郭恩慈，頁 238。 
41 從訪問中，楊秉基表示與警方有互動，互相

了解對方並配合改善。詳文可看朱凱迪，〈在

公共空間與警察互動──訪好戲量楊秉基

﹝一﹞〉，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1771。(2008
年 12 月 13 日)下載日期為 2011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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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專業；
42
同年八月舉行了論壇討論。

「經過解釋後，大家都接納我們，我

們更將橫額改細。」
43
這情況可視為公

共空間中民間的互動，互相了解要

求，亦可見到是公共空間的實踐，一

個由下而上的空間。 

 

第四，這種角力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定

義。如上文分析，資本主義令人們相

信生活是為了消費，不應做對消費無

益的活動。但街頭藝術的湧現令休閒

不只是由消費、交易及盈利所主導，

就如陳景輝所言：「這種街頭藝術似乎

為城市僵局打開了缺口，它生產出別

的（alternative）空間，因那裡最耀眼

的不再是奇貨可居的商品或宏偉的商

廈，而是宗教活動、街頭表演、政治

異見的呼召等。」
44
若再延伸下去，此

多元的現象可連結至列斐伏爾提出的

                                                 
42 網民不滿「好戲量」劇團主要有數點：一、

阻礙市民通過西洋菜街；二、高度騷擾性和強

迫觀眾參與劇場表演；三、私自劃定獨佔的表

演範圍，並驅逐進入範圍的其他使用者（由寬

頻推銷員、義工攤位，以至其他表演者）；四、

以藝術之名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將批評者抹黑

成打壓藝術；五、在場內進行非演出活動，例

如售賣 T 裇等。參資來源：方秋林。「好戲量」

佔用行人專區事件──談公民社會與公共空

間。明報. 2008 年 8 月 3 日。 
43 林子聰. 力撐街頭藝術 馬路變身文化綠

洲。東方日報。2011 年 11 月 7 日。 
44 同 37。 

城市的權利和差異的權利。這兩種權

利是回應現今日常生活被資本主義的

控制。城市的權利指的是城市及其居

民有權拒絕外在力量的單方面控制，

而差異的權利則是城市的權利的邏輯

的延伸，其內容是反對資本主義不斷

強加的抽象空間的同質性，也就是反

對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商品性所造成

的城市空間的類同，其最終目標是把

空間交由大眾掌握，為大眾服務。
45
因

此，更多的街頭藝術及非商業活動，

不單突破生活就是消費的框架，更為

重新認識生活及空間的多元性。

                                                 
45 張小鳴，〈空間與資本主義社會〉，

www.ln.edu.hk/mcsln/10th_issue/pdf/KeyConce
pts_02.pdf。下載日期為 201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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