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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的影響 

 

繼老牌報章《明報》突然撤換總編輯，由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傳媒工作者出任之

後，在一九六七年左派暴動期間，立場鮮明地譴責的商業電台，在沒有交代任何

理由的情況下，突然解僱經常在節目中批評政府的烽煙節目主持李慧玲。連同免

費報紙 AM730 聲稱因為政治立場而被抽起廣告等指控，梁振英領導的政府打壓

媒體，箝制言論的意圖昭然若揭。李慧玲被解僱的消息公開後，社交媒體面書

（Facebook）馬上出現「放棄舊媒體，轉用新媒體」的呼籲。像商業電台這樣的

廣播機構，由於須佔用大氣電波廣播，因此受政府的通訊管理局監管。當事人李

慧玲對自己被解僱一事的解讀就是商業電台的牌照即將屆滿，須要續牌，解僱李

慧玲無非為了能成功續牌。無論李慧玲的解讀是否正確，一個專制的政權可以運

用各種手段打壓和箝制傳統的媒體。新媒體則不然，像面書，用戶人數高達十億，

一個專制的政權要箝制面書上的言論，最極端的方法莫過於像統治中國大陸的中

共政權那樣，不淮國民使用之餘，容許人們使用一些中國大陸獨有的社交網站，

而這些網站則受網絡警察監視。 

 

香港自詡是國際大都會，如果禁止人們使用面書或 Youtube 等國際上流行的社交

媒體，則無疑承認香港已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中共政權似乎還不至愚蠢到

要做出損香港而不利中共的事，新媒體暫時仍是有土共之稱的梁振英無法觸碰的。

但新媒體的影響力能否與舊媒體相提並論？今期的專題文章正好探討新媒體的

影響力，其中一個探討焦點是新媒體透過成立群組所發揮的影響。不過關於新媒

體，最值得探討的課題應是取消了作者和讀者的界線。這一點其實是新媒體最突

出，甚至可以說帶有革命性的！取消了作者和讀者的界線，人人都是讀者，也可

以隨時變成作者，簡直就是烏托邦一般！但人人都是作者的同時，作者的身份卻

往往是虛擬的，因而催生了受人金錢的「五毛黨」，進行有如泥漿摔角的網絡戰

爭！恰好因為這樣，新媒體的影響是一個既重要，亦逼切的課題。香港的傳統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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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正一步、一步被箝制，新媒體或許可以讓人們創造新天新地，但首先要有嚴謹

的理論探討！今期的專題文章不過是投石問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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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cycling via Facebook: Altruism or Self-interest 
Poon Hoi-yu Polly 
 

Introduction 

“Freecycling”1 is a concept promoting the act of giving away usable unwanted 

items to others for free instead of disposing of them in landfills. “Oh! Yes! It’s 

free” is a platform founded in Kong Kong in 2012 grounded with the vision of 

freecycling2; riding on Facebook.com allowing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coordinate the exchange of goods in local geographic setting. 

 

Mainstream media generally described the act of giving initiated by this 

Facebook community as an altruistic act for saving environment or community 

caring. However, some scholars in media studies share a different view.  They 

suggested self-interest of individuals is the key motivation in perpetuating the 

online gift economy1. The act of giving is regarded as a rational economic 

action: self-interest, calculation, weighing of cost and benefits and 

maximization of predefined utilities with ambiguity in reciprocity. 

 

I pursue this line of enquiry by examining the opposed claims above.  

Whether the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s interestedness or disinterestedness?  

This paper is to unfold the motivations of the act of giving and explore the 

motivation from self-interest and altruism. 

 

Background 

Oh Yes It’s free Facebook Community 

Idea of freecycling is a concept initiated by online communities from the U.K. 

and the U.S.2 for promoting the act of giving away usable unwanted items to 

others instead of disposing of them in landfills. It is grounded with the concept 

of gift economy with the goal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nd community.  The 

founder of Oh Yes It’s Free also described the project with a freecycling vision. 

Besides, the deeper vision of the community is to arouse the individual 
                                                           
1 Freecycle.org is one of the largest freecycle groups in the world.  It is made up of 5,098 groups with 9,388,691 members around the world. It's a grassroots 

and entirely nonprofit movement of people who are giving (and getting) stuff for free in their own towns. It's all about reuse and keeping good stuff out of 

landfills. 

2 Apple Daily dated 27 Jan 2013 and Apple Daily date 19 Au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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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eness on over-consumption and anti-consumerism. The community was 

founded in May 2012 and member base increased rapidly in 3-month time 

with members up to 8,0003, which have attracted media attentions.  Currently, 

there are over 60,000 members in the community up to May 2013 in Hong 

Kong4. 

 

“Oh! Yes It’s Free” is a community riding on a social-technical system, 

Facebook.com to facilitate and coordinate the exchange of goods in Hong 

Kong.  According to a research from comScore in 20095, an average Hong 

Kong Internet user spends more than 25 hours online per month, making it 

one of the most engaged Internet markets globally.   Social networking 

occupied one of the highest shares of Hong Kong Internet users’ attenti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Hong Kong was led by facebook.com which 

recorded with nearly 2 million people accessed, reaching over 50% of the 

online population in Hong Kong in Aug 2009. Besides, with the start of Web 

2.0,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shifts its position to create a collaborative 

medium, a place where people can meet and read and write.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from scholars in Computing,  “Facebook has now adapted the 

use of social web services as a vital means of interacting, communicating and 

sharing, thus enhancing human connectivity and sociability (J. Hart, C. Ridley, 

2008)3” 

 

The act of giving away usable unwanted item can be understood as 

reciprocity or exchange in a broader sense.  This will be further elaborated in 

the later sections. Many existing and emerging online systems allow people to 

coordinate the exchange of goods in local geographic setting. In Oh Yes It’s 

Free,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Items are allowed to donate at this platform 

such as goods, services, skills, opinions etc. Apart from using Facebook as a 

channel to coordinating an exchange between individual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have also self-initiated on-site communities’ events at different 
                                                           
3 Apple Daily dated 27 Jan 2013 

4 No. of members in the community is 64,355, dated 31 May 2013  

5 Hong Kong Internet Users Spend Twice as Much Time on Instant Messengers as Counterparts in Asia-Pacific 
Region, Oct 2009, 
http://www.comscore.com/Insights/Press_Releases/2009/10/Hong_Kong_Internet_Users_Spend_Twice_as_Mu
ch_Time_on_Instant_Me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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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s promoting via Facebook asking people to come up on the street 

bringing along their usable unwanted items to form a temporary flea market to 

giving out the items6. Scope of the study in this research is to focus on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act of giving through online platform - Facebook to 

coordinate an exchange between individuals. 

 

Second Hand Exchange in Hong Kong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ntext, let’s review second hand exchange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Second hand exchange is referred to both monetary 

and non-monetary exchange here.  As most of the items posted on “Oh Yes 

It’s free” Facebook community are household goods or furniture7, the second 

hand exchange on household goods and furniture will be the focal point in this 

study.   

 

Second hand exchange in Kong Kong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 

branded / high value goods and unbranded low value items.  Household good 

and furniture falls into the second category.   The exchange markets of 

branded/ high value items such as property, car, branded handbags and 

watches are flourish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change of relatively low-

value household goods and furniture are very quiet in Hong Kong.  Majority of 

people choose to simply throw away these household items even though they 

are still in good condition, if they have to get rid of them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options available other than directly disposing of them to the landfills.   

 

The options available include donating, selling or bartering via non-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websites or other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One of the perspectives of inquiry in exploring the motivation of participation is 

to make sens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h Yes it’s free and other exchange 

options available in Hong Kong.   

 

Generalized Reciprocity with vagueness of obligation to return 

Donation to “Oh Yes It’s Free” can be understood as an indirect exchange, 

                                                           
6 Oh Yes It’s Free Onsite Event Page: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ohyesitsfree/events/ 
7 Based on the past 3 months counts, most of the items uploaded are household goods or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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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is referring to an act of giving is not contingent on receiving gifts or 

favours in return4. This is an idea of reciprocity within a community instead of 

with one’s direct exchange partner (A. Lampinen, V. Lehtinen, 2013).  Indirect 

exchange can also be described as as network-generalized reciprocity. which 

refers to putatively altruistic transactions, the "true gift" marked by "weak 

reciprocity" due to the vagueness of the obligation to reciprocate (Sahlins, 

Marshall, 1972)5. 

 

Generalized exchange is an economic system practiced long ago by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Coast of Canada and United 

States. They organised potlatch events which was a gift-giving festival based 

on generalized exchange of items such as dried foods, sugar, flour, or other 

material things, and sometimes money.  Members at “Oh Yes It’s free” give 

out unwanted items without any expectation of return from the party receiving 

the items.  This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otlatch-like gift giving activity within 

a community in a virtual space at Facebook platform, operated based on a 

generalized reciprocity with vagueness of the obligation to return.   

 

Interestedness or Disinterestedness? 

The act of giving out unwanted items for free was framed by most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as an altruistic and disinterest act for the sake of other’s or 

group benefits. Saving environment and Caring community are the key 

headlines that most of the media used to describe the objective of “Oh Yes It’s 

free”. However, some scholars in media studies share a different view.  They 

suggested self-interest of individuals is the key motivation in perpetuating the 

online gift economy (B, Richard , 1998)6. The act of giving is regarded as a 

rational economic action: self-interest, calculation, weighing of cost and 

benefits and maximization of predefined utilities with ambiguity in reciprocity. 

 

I pursue this line of enquiry by examining the opposed claims above.  

Whether the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s interestedness or disinterestedness?  

It is to investigate how members came to star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 of 

giving activities in the Facebook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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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We chose a qualitative approach for this research in order to build a rich 

understanding on the topic.  The research included interviews from ten 

individuals who are members of “Oh Yes It’s Free” and have been involved 

the indirect exchange act of giving through the Facebook platform at least 

once. This paper has an assumption that people who are at least somewhat 

aware and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reasons for their action. 

 

Result 

Altruistic Motivation 

Almost all participants from the study expressed that they gave out usable 

goods with no expectation of any compensation or benefits.  Majority of them 

expressed that they gave out stuffs as they would like to help others in need, 

or just because of saving the environment. It seems like an act with an 

altruistic with no expectation of any compensation or benefits. 

 

“I have studied in Australia for 2 years.  Using second-hand stuff such 

as desk, bed and even household appliance is very common.  I think it 

is a good practice to reuse the items which i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s for 

saving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I have no expectation of any 

benefit as I don't need it anyway…..” 

 

“I like the concept of giving away the unwanted stuff to the person in 

need as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very big in Hong 

Kong. Just like a donation, I do not expect any return……“ 

 

However, when we asked the participants to recall in details what 

considerations that have popped up in their mind before their participation.  

They started to share some other perspectives of motivations.   

 

Self-interests with Economic,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ideration 
Economic Rationality – Minimize Time and Cost Investment 
The calculation of cost of investment in terms of time and cost incurred is one 

of the crucial areas of considerations that drew peoples’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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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Turnover Rate, Minimal Time Investment 

One participant who are a social worker in late 20s, described himself as a 

time sensitive person.  He expressed that what he has considered is only time.  

From his elaboration, there are 2 aspects of time: the amount of time that he 

needs to spend in the coordination work and how long it took for the whole 

process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item.  He actually has observed the 

interactions at Oh Yes It’s free for a few days.  He found that the items 

turnover is quite fast in Oh Yes It’s free. Most of the items posted were able to 

be identified adopters within 2-3 days.  Besides, what he needed to do to 

participate is just to take a photo using his mobile photo, upload the picture 

online, and write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items, which only took him about 

15 minutes.   

 

It is obvious that part of his motivation in participation is due to high turnover 

time and low cost of investment in time.  When we asked him to explain why 

he do not choose other second hand exchange solutions such as donation t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selling or bartering at other web platforms, he 

quickly replied that he will not choose these alternative channels mentioned 

above as he believed time required to invest in delivery or co-ordination in 

these solution should be heavier.   

 

 

• No Registration, Fast Turnaround 

One of the respondents, who is at mid-thirties working on Information 

Systems industries.  He shared he has considered to try 28house.com.hk8 

one year ago. It is a web platform allowing individuals to post their properties, 

household good or furniture at the website to coordinate exchanges, with or 

without monetary transaction. He impressed by a feature call “For Good” (仁

義), which is about giving out items for free out of compassion and justice for 

those in need.  The targets of this feature are mainly to those who can provide 

a proof to show that their family is currently receiving Social Security 

                                                           
8 29hse.com is a second hand property and household products exchange platform, http://furniture.28h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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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respondent was originally interested in 

this, however, it just turned him away after he checked out the procedure of 

account registration and uploading an item.   

 

 “it just took me an hour to register, and figure out how to use the 

system, and I have to wait for people’s feedback” .  It seems the 

turnaround time is not fast enough.   

 

• No Extra Cost for Donation 

Another participant, Jake, shared he has thought about both time and cost 

before he started posting his first items on the community Facebook page. 

The time dimension he mentioned is similar to the above discussion.  While 

he has raised another an interesting consideration which is about cost 

involved in the exchange process. 

 

 He had an unwanted microwave after moving to his new apartment, but it 

was still in very good condition.  He was thinking to give out the item to 

somebody in need rather than selling or bartering with something else as the 

item only costs a few hundred dollars.  He has heard of a programme called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WEEE) 9  Recycling at the 

beginning.  But when he started to search online, he founded that the process 

is so complicated. 

 

WEEE is a programme organized b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with St. James' Settlement accepts WEEE from the public at designated 

collection points.  He briefly search information online, and founded out that 

there is only 6 collection points in New territories.  Jake is living in Yuen Long, 

but the collection point is not that close to the place he lived.  Thus, it means 

he has to take this own transportation to bring the item to the collection point.  

Apart from the effort and time required, he raised another consideration is 

about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9 Waste Reduction Programme organised by the Government,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en/workplace/weee_intro.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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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ying a 20Kg microwave to the collection point is not easy, I 

probably have to take a taxi, which will cost about $60 for this donation.”    

 

Although Jake does not bother to sell out the microwave for a few hundred 

dollars; however, he will be turned away when he realized that he has to 

spend extra on a donation.  He finally chose to simply upload a microwave 

photos to the Facebook community “Oh! Yes it’s free” and clearly stated out 

the free give-out condition that required the item adopter to pick up the 

microwave from this apartment 

 

 “I am impressed by the whole exchange process. I identified an 

adopter 1 days after I posted the photo on Facebook, and the item got 

picked up the following day.  The whole process is just so easy, 

convenience, fast, and no extra cost required.” 

 

Economic rationality is about cost and time that need to be invested in the 

participation.  High turnover rate, fast response, easy to upload, no 

registration and no transaction cost are the positive attributes that have 

identified in this area. These are such rational economic calculations. Maybe, 

the disinterested objectives also require rational economic calculations to 

support and justify . 

 

Social/ Cultural consideration - Recognition from peers 
Linda is in late twenties who is working in a bank.  She has no previous 

experience involving in second hand exchange.  The reason she participated 

the community is to tell her friends that she is also involved in Oh Yes It’s 

Free community.     

 

“Two of my colleagues who have participated in Oh! Yes it’s free.  They 

shared their activities at office and also forwarded their posts they 

uploaded to the freecyling Facebook community to their friends’ 

network at Facebook. To be honest, part of the reasons I started to 

participate is because of them. I would like to be part of them – being 

recognized and gained “likes” from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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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more, some of the respondents advised that they do enjoy receiving 

“Likes” from their friends through uploading their freecycling activities to their 

Facebook page. As such, free cycling activities can also be seen as a 

motivation for accumulating recognition, cultural and social capital. 

 

“I always shared my uploaded items at Oh Yes It’s free to my network 

of friends at Facebook as it is just so easy to “share”, and I enjoyed to 

receive my friends comments or “like”……” 

 

“I always struggle what interesting things that can be shared to my 

friends at Facebook. I have shared my uploaded items to all of my 

friends, and gained heaps of “like”!” 

 

According to Bourdieu's thesis in "Distinction", taste or styles of life such as 

aesthetics, music taste, food preference etc. are primary means of social 

classification because they express distinction of life7. On the other hand, 

Bourdieu also suggested the pleasure deriving from consumption is only 

partly related to the material aspects; it also derives from the 'communicative' 

uses that consumers make of goods. This relates to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apital” which is closely in relations to taste, distinction, the pleasure of 

sharing the knowledge that confers power and status8.   

 

Here, freecyclying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tyle of life which expresses and 

promotes a distinct lifestyle of “Reuse, Reduce & Recycle”. Maybe, from the 

study above, the act of participation can also be seen as an art of 

consumption. The pleasure of participation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communicative” aspect which is sharing of uploaded items, through which the 

member may be able to accumulate social or cultural capital which confer 

power and status.   

 

Psychological Rationality - Self Rationalization 
A office ladies in early thirty who have no previous experience in involving in 

second goods exchange other than putting unwanted clothes in the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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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 in her estate area.  She answered: 

 

“I feel guilty of throwing the clothes away as they are still in very good 

condition, I would prefer to donate to those who need the items.”   

 

Another gentleman claimed: 

 

“the microwave is still in a good condition, usable, just my family has 

purchased a 2-in-1 microwave oven. I feel bad to throw it away……”. 

 

Rationality can be psychological rather than solely economical. A behaviour 

can be motivated by various different reasons under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Some respondents revealed that they participated in order to gain release 

from feeling of guilty to throw away a unusable item. Maybe, the platform 

creates a way out or excuse for them to continue to consume, and buy new 

stuffs even though the existing one is still in good condition.    

 

Fun and Playfulnes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call their own exchange experience at the 

Facebook platform “Oh Yes It’s Free”.  They were particularly asked to 

associate how they feel and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each of the actions 

throughout the journey. 

 

Respondents generally mapped positive experiences to the whole journey of 

a giving process which includes posting an item, sharing with friends, 

communicating and confirming the transaction with the adopters. Several 

respondents described the process of posting as “playfulness/ fun”.  They 

stressed on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responses and rapid interactions in the 

Facebook platform. 

 

 

 “Being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is fun. Last time, I uploaded a pencil 

case which I worry if anyone will adopt this.  But I quickly received 

several responses within the same day.  I just felt excited in ter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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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mpt responses and also unpredictability. Oh Yes It’s free 

changes my mindset of useful and useless. You regard something as 

useless that is actually useful to another one. This is a game, just 

upload and see!” 

 

“It is just so fun to be involved in this giving activity.  I didn’t have any 

particular things to give out originally. But I was motivated to review my 

stuff at home and see what I can donate through this platform.” 

 

 

The feeling of fun and playfulness can be one of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freecycling act. The respondent described the process is just like a game. 

Item adopters, like playing a treasure hunt, search for useable unwanted 

treasure. Donors are playing a game to discover the unpredictability.  Emotion 

of fun and playfulness is a psychological desire that didn’t reveal previously. 

 

Maybe, the positive experience of playfulness was partly contributed by the 

features of fast interactions, ease of use and huge community that Facebook 

provided. If the platform is not supported by such a larg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with about 2 million registratio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enabling fast 

interactions and responses, that might not be as fun as the respondents 

suggested.  

 

Conclusion 

This paper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motivation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act of giving away unwanted household items through the Facebook 

community “Oh Yes It’s free”. 

 

The ideal of disinterested giving emerged as a counterpart to the ideology of 

the market.  The dichotomy between disinterestedness/ interestedness, other/ 

self, group/ individual, gift/ commodity was structured to theorize human 

behaviour.  However, it was founded the motivations in participation are not 

lined up in a simple-minded opposition between self-interests and altruism; 

but a marriage of both. Self-interests are grounded on economic,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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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or psychological rationality; which are to minimize time & cost 

investment, gain peer recognition and fulfil self-rationalisation or emotional 

desire. In the study, it showed the disinterested objectives seem to require 

different individuals’ self-interests to support and justify. Maybe, as a 

philosopher Paul Bloomfield suggested, we ought not to demand disinterested 

motives that are not combined with self-interested motives, because such a 

combination still allows genuine virtue (B. Paul, 2008)9. 

 

Besides, motivation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in participation can be 

contradicted in nature.  Other than “Reuse, Recycle & Reduce”, the deeper 

vision of Oh Yes It’s free is to arouse the individuals awareness on over-

consumption and anti-consumerism.  Some respondents revealed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is for a sake of self-rationalisation; releasing them from a feeling 

of guilt of disposing the usable item. This may create excuses for them to 

continue to shop and buy, supporting the current consumption practices, 

which is in contrast to the vision of anti-consumerism that the community 

embraced.  It showed that the motivation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may or may 

not in line with the community vision, and that can be contradicted with each 

other.    

 
                                                           
1 Barbrook Richard. The Hi-Tech Gift Economy. First Monday, [S.l.], dec. 1998   
2 Freecycl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ecycling, dated 31 May 2013 
3 Jennefer Hart, Charlene Ridley, Faisal Taher, Corina Sas, and Alan Dix. 2008. Exploring the facebook 

experience: a new approach to usability. In Proceedings of the 5th Nordic conference on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building bridges (NordiCHI '08). ACM, New York, NY, USA 
4 Airi Lampinen, Vilma Lehtinen, Coye Cheshire, and Emmi Suhonen. 2013. Indebtedness and 

reciprocity in local online exchang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 '13). ACM, New York, NY, USA, 661-672. 
5 Sahlins, Marshall (1972). Stone Age Economics.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p. 193-4 
6 Barbrook, Richard. The Hi-Tech Gift Economy. First Monday, [S.l.], dec. 1998   
7 Bourdieu, Pierre (1984). Distinction. Routledge 
8 The Sag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studies by Chris B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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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群組如何以媒體中介的形式介入了日常生活，影響我們的行為」──

以個人在 Le Creuset X Miele X 敗家情報專區群組的經驗進行分析 

區敏華 

 

 

（圖片來源：wow.esdlife.com） 

 

前言 

近年來面書（Facebook）已幾乎成為人

人也用的網上社交系統，它作為一個

另類的媒體，有別於電視、報章，它

改變了人與人的溝通方式，把地域的

界線模糊化，亦把時間的概念抹走，

在面書中可以不分晝夜、地域與身份。

面書的普及（Popular）以及其普及性

（Popularity）令我們參與其中的每一

位都在其內共同產製意義，我在此引

用尼克．庫德瑞（Nick Couldry）在

“Question of Value－or, why do cultural 

studies”中，以對雷蒙德．威亷斯

（Raymond William）的理解說明，雷

蒙德．威亷斯認同所有人在共享文化

下的共同經驗，而這種文化經驗是有

價值的，
1
而我們今天在面書下相互溝

                                                        
1 P25. Couldry 20-43 “Question of value or , 
why do cultural studies” 
“it means positively valuing every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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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這種共同文化經驗的產製行為，

引用尼克．庫德瑞的理解，這種文化

的產製在於「溝通不只是訊息的傳送，

更包括接納及回應」；
2
我們在面書中的

共同活動，除了接收親友張貼（Post）

出來預設的內容外，我們還有主導權

可以積極參與，可以按讚（Like）、分

享（Share），甚至留言與對話，中間經

過複雜的訊息交流，面書已成為進行

溝通的場域。 

 

而根據史瓦史東（Roger Silverstone） 在

“Why study the media？”
3
對媒體的解

析，媒體在日常生活中起了關鍵的作

用，它不單單是一些機構、產品或者

                                                                            
common experience in a shared culture, treating 
everyone’s experience of culture as valuable 
((ibid.:306)).It was this sense of valuing each other 
that was missing, according to Williams, in 1950s 
Britain” 
2“Why study the media？”P78-P85,Dimension 
of experience Consumption  
3 P25. Couldry 20-43 “Question of value or , 
why do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level of 
understanding how culture works, this meant seeing 
“communication’ in a much broader way than 
conventional literary studies allowed. 
Communication was not just the transmission of 
some predefined content (which could be read of 
from the text) but a much more complex process 
involving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readers or 
viewers of the message. As Williams put it 
succinctly: Communication is not only transmission; 
it is also reception and response’ 

科技，而是三者的結合，並且在我們

生活之中協助傳遞、反映與展現我們

日常生活的經驗。故此，我們可以把

我們在面書中的活動經驗同時視作一

個中介的過程，而是次研究便是想從

個人在二零一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這半

年間，在面書網上群組的參與經驗，

去解構面書除了作為社交工具加強了

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外，亦同時成為了

另一種中介把個人與消費活動連結起

來，參與及建構出流行文化，甚至塑

造自己，建立社區文化。在面書中我

們會發現形形色色的媒體文本，來自

你的朋友、家人或工商機構，而在別

人分享的文本中有些不單是文本，也

有傳送媒體的文本，如廣告和短片；

當我們作為受眾，閱覽面書時，這些

媒體訊息像潮水一般湧過來，在文本

中我們能看到來自親友或不認識的陌

生人留言，自己很多時也會參與其中，

面上的交流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也讓我們被媒體中介而不自覺。

我嘗試以史瓦史東在“Why stud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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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中對經驗的討論，以消費、

媒體與消費的關係──付費、遊戲與

展示去分析普及文化中大家在網上的

活動背後之原因。 

 

正文 

「入谷」  

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因為朋友的邀請，

我加入了一個面書群組（ Facebook 

Group）──Le Creuset X Miele X敗家情

報專區，
4
由於英文‘Group’與中文

「谷」同音，所以文章將以「谷」來

簡稱這個「Le Creuset X Miele X敗家情

報專區X敗家情報專區」，這個谷是由

五個活躍於網上的著名本地博客

（Blogger）所創立及管理的，她們分

別是玻璃朱、維維媽、鬼嫁手帳、Cheeze 

Cheeze及僞主婦。
5
這五位博客經常在

網上分享食譜及生活趣事，在網上有

一定知名度。而這個谷的主題是分享 

                                                        
4 Le Creuset X Miele X 敗家情報專區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5726205627832

96/?fref=ts 
5玻璃朱、玻璃朱城．www.bonniechucity.com 
鬼 嫁 ． 鬼 嫁 料 理 手 帳 ．
http://oniyomeryori.blogspot.com/ 
僞 主 婦 ． 僞 主 婦 的 生 活 日 記 ．
http://kikidaydreaming.chiba78.com/  
CHEEZE CHEEZE ． 芝 士 的 生 活 點 滴 ．
http://cheeze.chiba78.com/ 
維維媽．http://waiwaima.chiba78.com/ 
 

 

以法國Le Creuset鑄鐵鍋煮烹飪的心得

以及一些敗家情報（消費情報），雖然

自己很少下廚，而且覺得 Le Creuset 這

個鍋又重又貴，但因為是朋友邀請，

加上谷中經常分享食物照片，看上去

還不錯，所以便加入了這群祖。谷中

只有二人是我現實之中真正認識的，

分別是Glady Lam以及 Vinky Cheung，

二人均是我的舊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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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書群組──多人參與的公共空間 

根據面書的設定，一旦進入群組以後，所有在群組中會員張貼的內容也會同時張

貼在我個人面書的動態消息中，而這些來自谷中的貼文，內容大約分成以下三類：

一、食譜：詳細教授食物製法；二、購買平價 Le Creuset 資訊；三、拍攝自己的

烹飪作品。（見圖一至圖三） 

（圖一：詳細教授食物製法）（圖二：購買平價 Le Creuset 資訊）（圖三 ：拍攝自己的烹飪作品） 

（以上圖片由作者提供） 

 

我對谷中文本的詮釋 

入谷的初期，我只是觀看圖片，對文

章內容並沒有細閱，也沒有回應，但

慢慢有些貼文中的用辭吸引了我，在

貼文中經常會出「jm」、「 C6」、「62」、

「99」 的用語，因為很好奇地想知道

箇中意思，所以開始閱讀內文，嘗試 

 

了解上述意思，原來「jm」是代表姊

妹；「C6」 代表「死佬」（老公的暱稱）；

「62」是代表老爺；「99」 是代表奶奶。

最特別的是，所有谷友會稱其他谷友

為「jm」，但大家在現實中根本互不相

識，但一旦用了「jm」這個稱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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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便不再陌生，而是有一種特別的

關係，好像有了某種連結。在面書裏，

群組會劃分出一個鮮明的界線，區分

出不同的區域，在這個多人參與的公

共空間中，建立出另一個公共空間，

而在這個空間之內，大家除了擁有其

同的興趣（Le Creuset）外，透過稱呼

別人作「jm」似乎令大家不再陌生，

就像一家人一樣。我慢慢開始回應不

同人的貼文，看到別人張貼可口的食

物時留言讚美，對 Le Creuset 的興趣隨

著「jm」的留言，一天較一天提高。

當閱讀谷友們的文本時，我不斷收取

的直接資訊是：一、用 Le Creuset 煮的

食物很美味；二、儘管是新手，用了

Le Creuset 煮食，新手也可以煮出美味

的菜式；三、儘管失敗也不打緊，其

他「jm」會教導你邁向成功的方法。

在 Le Creuset 香港分店慶祝三周年時，

谷中鋪天蓋地全是谷友張貼半價購買

Le Creuset 的貼文，而我在看到半價的

消息後，亦覺得價格很便宜，而 Le 

Creuset 的鍋具又好像很好用，於是便

成為了 Le Creuset 的使用者，並漸漸開

始貼圖文，展開面書上的對話了。 

 

若從史瓦史東（Roger Silverstone） 在

“Why Study the Media？＂一書中借

用史坦納（George Steniner）以詮釋學

（Hermeneutic）的過程的角度去分析我

由旁觀者至參與者行為中之思想變化，

在於這個面書群組中，持續接收不同

的文本（貼文），而這些文本不停以信

任（Trust）、入侵（Aggression）、轉化

（Appropriation）與還原（Restitution）

的程序被谷友們產製與交流，文本的

意義持續以不同的方式呈現， Le 

Creuset在此谷中有與它相關的一套論

述。首先，那些不同的貼文，我對它

們的信任之大簡直難以置信，任何人

貼上「是日晚餐」的相片，我立時相

信那些食物便是他們當天親自烹調和

享用的晚餐。事實上，每一個貼文的

谷友都是素未謀面，是完全陌生的人，

她們的貼文根本無法知道真偽，但我

從不會懷疑貼文的人是否真的參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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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製作過程，也沒有懷疑那些製作

方法是否能如實調製出相片中的美食，

我沒有半分懷疑便信任了它們。當我

看著那些貼文，我以自己的方法入侵

文本，我腦海中已經有一連串有關貼

文的意義，但那些意義在貼文上並沒

有出現。譬如說，我認為貼文中的食

物味道可口，而且全是用Le Creuset煮

的，作品只有成功不會失敗（文本中

沒有提及，是我自己想像）。我在解讀

文本時以自己的想法入侵了文本，以

個人經驗（因為其中一些貼文是我同

事張貼的，她們真的以Le Creuset作為

用具煮食）和理解去解釋文本上的內

容。慢慢地，我改變了我對Le Creuset

的相關看法，以往只覺得它們是一個

昂貴笨重的鍋具，但現在覺得它不單

實用而且用途廣泛，就這樣我轉化又

還原了Le Creuset的意義，並且接受了

伴隨它的一套論述，例如它雖昂貴但

卻物超所值，半價購買是難得的機會

等等。當看到周年半價活動時，我立

時採取付費（Pay）購買行動。現在回

想，回到最初接觸文本的時候，我對

Le Creuset並不喜愛，但在面書中不停

接收到訊息，以及看見相片的分享及

討論後，令我不經不覺轉變了自己的

態度，開始參與了這個同好分享的遊

戲，某些意義亦開始深植於思想中。

當我以自己煮食的經驗來看谷友的留

言時，更多意義不斷改變並加入我腦

海之內。我被媒體的力量吸引住，被

它說服了。
6
而在這個特殊的場域中，

我希望縱向延展面書群組對自身經驗

的討論，並集中討論在消費、媒體與

消費的關係──遊戲（Play）、展示

（Display）與消費（Consumption）。 

                                                        
6 P21﹣P28．媒介概念十六講．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譯．韋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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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展示與消費 

根據學者津加（Jan Huizinga） 在一九

七零年為遊戲下的定義來看，遊戲是：

一、自發性活動；二、遊戲不會普通

或者真實的生活；三、遊戲的隔離性

（Secludedness）：跨出真實，完全進入

一個暫時性的活動範圍。
7
而我在面書

參與的這一個谷，完全可以視為一個

遊戲的據點，而我在此遊戲據點中出

現了卡洛瓦（Roger Caillois） 所說的

發暈（Iinx）以及模仿（Mimecry）。
8
 

 

發暈 

當我首次買入了Le Creuset的鑄鐵鍋後，

我差不多每一天也會用兩小時在網上

查看有關 Le Creuset 的資料，包括不停

查看谷中的貼文。此外亦會在雅虎

（Yahoo）拍賣網、意大利的亞馬遜

（Amazon）網站和日本樂天拍賣網尋

找價格廉宜的鍋具，和谷友競賽誰能

找到最低價，像參與了尋寶遊戲一樣

                                                        
7 P91．媒介概念十六講．Roger Silverstone 著

陳玉箴譯．韋伯文化 
8 P92．媒介概念十六講．Roger Silverstone 著

陳玉箴譯．韋伯文化 

尋尋覓覓，好像著了魔一樣地喜歡 Le 

Creuset。 

 

模仿 

當我買了鍋子後，我反覆查看谷中的

貼文，大部分買了新鍋的人也會把第

一次煮食的成品連著同鍋具一同拍照，

然後張貼成為「開光文」，這種「開光

文」的「儀式」在網上群組十分盛行

（例如攝影同好者會為新購入的相機

拍照並撰寫「開箱文」）；而當我用 Le 

Creuset 第一次烹調豉油雞時，我也模

仿谷友們從薑蔥下鍋開始、接著放入

豉油和雞隻，直到上碟的過程，每個

過程逐一拍下照片，然後撰文張貼在

群組之內（見圖四至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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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五）                     （圖六） 

（以上圖片由作者提供） 

展示 

現實中的我在煮食時根本沒有時間拍照，也不會為由食材開始把每個步驟一一記

錄，但加入了這個谷後，展示成果便是我們的遊戲方法，後我不停模仿其他人擺

設和拍照的方式，使用同樣的廚具，製作了相同食物並把相關相片展示在谷中。

以下便是我看到很多谷友貼上製作砵仔糕、清酒煮蜆的相片。（見圖七、圖八） 

（圖七： 清酒煮蜆）               （圖八：砵仔糕） 

（以上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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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做自我身份（Identity shaping） 

隨著我的貼文得到了其他谷友按讚後，

我開始頻密的烹調更多從未煮過的菜

式，在反覆操練中不停演出（Perform），

不論成功與否，也個人面書的動態和

群組貼文，在演出中不停修正，我在

過程中獲得愉悅（Pleasure）。當我的貼

文得到了「讚」和留言讚賞後，我自

覺我的行為和能力得到認同，愉悅的

感覺油然而生；同時，當親友或「jm」

向我查詢烹調方法時，儘管只製作過

一次，但也總會裝作很富經驗似的去

回答問題。我偽裝出另一個自己── 

 

 

一個時常製作美食的我。這一個我並

不是真實的我，但我很享受自己參與

設計和重新書寫的這個「我」，就在這

種不停重覆操練，從失敗中學習以提

升水準的過程中，我從網上的場域帶

到了日常生活，一開始明明只是作為

網上群組的觀眾，但文本引起了我的

反應，我在媒體這個界定出的空間中

進行遊戲，並塑做自我身份。群組，

儼如一個社區（Community），大家透

過溝通（Communication）找到大家的

聯繫（Connection），然後產製出意義

（Making meaning）。 

 

消費 

隨著我入谷的日子增長，我看到更多別人的貼文，她們貼文中的相片很美，食具

的顏色和食物擺放的角度，宛如廣告一樣。（見圖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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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些美麗的圖片給了我一個幻想（Fantasy），圖片中充滿白色、粉紅色和粉藍色

的 Le Creuset，這些顏色的組合很清新潔淨，擺設中的花和蠋臺令我解讀出另一

種意義。根據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神話學是一種獨特的符號學系統，

有別於傳統符號學，以符號學的基本概念，運用索緒爾（Charles Sanders Peirce 

Saussure）的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的符號建構程序，來解釋消費文

化所建構的神話系統的運作模式。 

                                                          

如果以神話學分析圖片九： 

1. Signifier 

粉彩顏色 Le Creuset 

2. Signified 

清新潔淨的廚具 

 

3. Sign 

I. Signifier 清新潔淨的廚具 

II. Signified 

愉快的煮食 / 幸福的家庭 

III. Sign 

愉快的煮食 / 幸福的家庭 / 家庭崗位與性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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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中的 Le Creuset，不再像以往的廚具那般黑沉沉，總是充滿肥膩的油污，而

是清新潔淨的，這樣便有愉快地享受煮食過程，而在愉快背後是一個幸福、快樂、

和諧的家庭。其中的煮食行為亦令我聯想到女性在家庭崗位與性別行為中的特

質。 

 

史瓦史東亦有提及過消費的特質。消費是隨時隨地在進行的，有時和朋友，有時

獨個兒；有時是網上購物，有時是在假日時購買。在我獲得有形的物質（Le Creuset）

與無形的地位時（我書寫的自己），我得已在世界上生存、立足，但物質與地位 

卻無法撫平我再次購買Le Creuset的渴望、需求以及慾望，因此，我開始在世界

各地購入一個又一個粉彩色的Le Creuset。當我作為谷友和消費者的同時，一方

面藉由消費建立個人的意義，一方面連結了個人與團體，我透過消費界定自身，

與谷友分享了彼此的品味、地位，或者需要。
9
 

 

  

                                                        
9 Roland Barthes．Mythologies．Les Lettres nouvelles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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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持續表述（Abiding rhetoric of everyday 

life） 

在現今的社會中，消費早已成為我們

日常生活中的支柱，人們每天進行數

之不盡的消費，而當我們進行消費時，

我們獲得與消費相關的經驗，當我購

買Le Creuset時並不是單純付款與獲得

貨物這麼簡單，在進行消費的選擇時，

我在媒體的引領下，嘗試界定自身，

建立出自己希望別人認同的「我」，儘

管這個「我」在真實中未必存在。我 

 

 

 

 

有我自己的品味及個人面向，我借助

消費的選擇，在群體之中塑造出不一

樣的自己，這時媒體便協助消費作為

中介，讓我產製出自我的意義，令我

在存活的世界中得以立足。當我進行

別人眼中炫耀性消費及過度消費的行

為的背後，其實我以此在日常生活中

持續表述，借助消費顯示幻想（The play 

of fantasy）及展示身份（The display of 

identity），達致演出的效果（Acting out），

透過消費為自己創造形象。 

 

「消費與時間的關係」 

正如史瓦史東所言──我們正在消費

的物品，「具體實現了一種複雜、矛盾

的中介時間（Temporality mediating）」
10
，

「廣告總是教導我們去想念那些從未

失去過的事物，大眾消費成為一種規 

                                                        
10  P115﹣ P126．媒介概念十六講．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譯．韋伯文化 

 

劃時間的練習。」，
11
我在媒體中不停

歇的消費組成了生活，創造了時間，

引用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的文

章（Consumption, Duration, and History）

所提出的重點──「消費作為現代性

                                                        
11 行 23，P.120，經驗的場域 ﹣消費，『媒介

概念十六講』． 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

譯．2003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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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人們在連結過去與現在的消

費行為之鍊乃是「消費與時間的關係」。

若果以Le Creuset作例子去說明，我為

了籌備新的Le Creuset「開光」時會忙

著進行一連串的消費，如購買雞隻、

薑、蔥、香料等食材，也進行了許多

不同形式的行為，如清潔廚房、佈置

桌子，這些種種不同的消費全為了進

行開光「儀式」而產製出來的。 

  

商品化的時間（Commodified time） 

隨著面書在日常生活中的頻繁使用， 

面書成為網上社交的場地，我們每天

沉浸於無數的消費與媒體中介之中，

在被商品化的時間中我如其他人一樣

消費和參與慶典，並經常在網路中參

與有關消費的討論，發現媒體會協助

商品中介，以及建立當今消費文化的

主角。除了媒體本身外，還有接受媒

體召喚的我們，被引領享受娛樂、參

與其中，把時間的數量轉成為時間的

品質。互聯網提供了二十四小時無間

斷的消費空間，和炫耀物質的場所。

時間及空間的界限在此被打破，而且

訊息的傳播速度極短，消費行為不斷

循環永不休止。我們在這個虛擬的地

方創造時間，而非由時間控制，我們

為自己進行書寫並為社會建構文化而

不自覺，在媒體中消費的同時媒體也

在消費我們。 

 

在面書這個大眾流行文化的場域中，

充滿著各種具有遊戲性質的群組，且

界定出另一個時空，我們雖然在中間

會出現模仿的行為，甚至虛假的自己，

但其實這並不是想欺騙別人，我們動

用很大的能力去消費、設計、行動，

原因是我們希望從媒體看到的幻象中

的某些特質，能真的能成為自己的一

部分，至少在別人眼中如是。現在的

文化是積極的展現自己在別人面前，

我們每天生活的行動其實只是希望與

社群中的其他人進行溝動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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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社交媒體的文本特性帶進傳統雜誌的中介過程 

《100 毛》的文本和中介過程 

吳諾雯 

 

研究目的和背景： 

此研究希望透過分析年青人週刊《100 毛》作為文本，籍與傳統雜誌（如《JET》）

及社交媒體（如面書（facebook））作比較，思考其中介過程（mediation process）

因着其文本的特性而產生的分別。《100 毛》外在形態與普通週刊無甚分別，內

容卻是一百條像在面書或微博發布的條目（feed）。其口號為「每週一百條最注

目話題，看得完，剛剛好」。縱觀整本雜誌，《100 毛》裏沒有一篇有完整起、

承、轉、合，或是完整六「何」（「5W1H」）的文章，每條條目不會超過二百

字。其主編接受訪問時被問及：「本書咁薄都賣十蚊？」時，主編即時回應：「咁

想睇字去睇字典。仲抵。」，
1
他們的內容表達以短問答、圖表、二次創作的惡

搞圖為主，資訊的性質特性與平常在面書所看到的資訊沒有什麼分別，分別只在

面書中的朋友名單可能有多達三百人，卻只有幾個人會發出有趣的條目，而這些

條目你也未必能及時看見（因為可能已被後來者淹沒）；而《100 毛》的內容，

全都是有趣的，引人發笑的的題目。若你擁有這本雜誌，更可以重複翻閱。這些

有趣的資訊當然不是常人在面書刊登出來的條目，而是經精心編輯設計的。 

 

明顯《100 毛》的目標消費群是以使用社交媒體的一代，《100 毛》用他們慣常、

容易接收社交媒體格式，實體化地呈現在一本價值十元的雜誌上。《100 毛》的

                                                        
1 2013/4/27 蘋果日報—雜誌進化論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20130427/1824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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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過程有別於傳統雜誌，也與面書不同。對讀者來說，這是新的媒體中介經驗，

也是新的消費中介經驗，因為這些條目資訊本來在面書已有很多，但總有消費者

願意每週花十元去買一本他們覺得好看的面書條目（feed）。 

 

《100 毛》在二零一三年三月出版第一期，售價十元，就是「100 毛（毫）」，

逢週四出版。全本雜誌約六十頁。此研究主要會以《100 毛》第十四期（二零一

三年六月六日出版）作文本分析，研究範圍包括其封面、封面人物的訪問，以及

這期封面主題在面書上的中介過程。 

 

這期的封面是藝人林盛斌（以下會以其英文名簡稱為阿 Bob）仿效張家輝在電影

《激戰》赤裸上身的拳手造型照─—這本來是《JET》月刊六月號（二零一三年

六月一日出版）的封面。 

 

（左）阿 Bob 的仿效版（右）張家輝以電影《激戰》拳手造型  

（圖片來源：tweets.serap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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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雜誌的封面用社交媒體的中介 

一個抄襲卻嬴盡讚（like）的封面 

這裏會先討論此期《100 毛》的封面的中介過程，由於這封面是建基《JET》張

家輝封面在面書的中介過程裏所產生的討論和意義而設計的，所以我會先解釋這

兩個封面在面書傳播流通的時序，和兩個文本互動的關係（intertextuality），而

不會獨立地以這期《100 毛》封面作為文本去分析。這是因為尼克．庫德瑞（Nick 

Couldry）在 “Questioning the text”一文指出，
2
我們需要自覺在一個複雜文本環

境（textual environment）中。 

 

《JET》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其面書專頁登出張家輝以《激戰》拳手

造型展示肌肉，宣傳六月號（六月一日出版）的新書。之前有報道已指出張家輝

為這次電影艱苦鍛鍊，曾嚴重受傷（斷手指尾），大眾對他在拍武打片需有印象，

不過沒有特別大的迴響，直至這輯圖片在面書傳播，不少人在面書轉載分享這輯

造型照，大家看見這個被中介的影像（mediated images），因着攝影棚燈、攝影

師的角度和演員的演繹，終於被這一身漂亮的肌肉感染，引來少留言：「真男人

就是堅持！」，「太棒了，支持你！」。這輯照片和這些留言討論，也在面書被

分享轉載，因而更多受眾經驗這個中介過程。 

 

 

                                                        
2 Nick Couldry, (2002) Questioning the text, Inside Culture: Reimagina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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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輝因拍《激戰》受傷報道照，傳播者不及 JET「悉心」中介影像，傳播效果

遠遠不及 JET 封面造型照。 

（圖片來源：hk.on.cc） 

 

（圖片由作者提供） 

過了幾天，《100 毛》在其面書專頁登出阿 Bob 的仿效封面，不論構圖、燈光，

編輯們甚至也用把阿 Bob 也塗成跟張家輝同一個膚色，也塗上健美比賽用的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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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標題的擺位也跟《JET》一樣，哪管是完全不同兩件事，張家輝的專題題

目是〈超大隻 打鑊勁〉，阿 Bob 個是〈好笑到 有朋友〉。兩幅圖放在一起，

觀眾很自然就忍俊不禁，也會看出最根本的分別，阿 Bob 身上沒有六塊腹肌，只

有一大塊肚腩脂肪，他的頭沒有深刻的輪廓和稜角，而是像西樵大餅一樣圓。 

 

但阿 Bob 這幅圖比張家輝有更多的迴響，難道令人笑的影像比鼓勵人發奮的更有

影響力，傳播得更遠？有些人更是因為先見阿 Bob 這個封面，才知道有張家輝刻

苦訓練後的肌肉造型。《100 毛》承着《JET》所中介的影像和信息，再下一城，

做出更大的效果。 

 

庫德瑞在“Questioning the text”
3
一文提議我們「重新思考一個較闊的文本環境，

將文本當成一個具社會性的物體（social object），那是說不只是要假設，而是實

際地查考意義流動的系統（not simply assuming the status that texts have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re are systematic orders of meaning.）」於是，文

本的環境，應該最少由三個向度的流動組成，就是一、文本的流動；二、意義的

流動；三、受眾在兩者之間的流動，而受眾每一個都在這些洪流裏不同的地方

（each of us stands at a different point of flow）。（參下圖） 

                                                        
3 Nick Couldry, (2002) Questioning the text, Inside Culture: Reimagina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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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一期《100 毛》以模仿拳手造型的封面，捕捉了原先《JET》封面的神態，在

面書牽起了較原本張家輝照片更多的反應、意義，文本的流動。有人將他們二人

的頭調換，也有把頭換成梁振英的再造惡搞圖，在面書引發另一輪瘋傳，也有新

的意義流轉。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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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由討論張家輝的刻苦鍛鍊，轉而同時記起阿 Bob 引人發笑的造型。也有人由

阿 Bob 的造型，開始發現原來張家輝為電影健身，然後又有一連串的惡搞圖出

現，社交媒體使這個文本環境：文本，意義和受眾的流動更複雜，當然，也有非

面書使用者是在報攤或便利店的雜誌架看見這兩本雜誌的。這引證了庫德瑞所

說：「我們每一個都站在這些文本，意義流動中的不同的地方和立足點。」 

 

由這點引申到另一點值得留意的是，以模仿拳手造型的《100 毛》封面，需要曾

經見過《JET》的張家輝封面才懂得笑點在那兒。因為需與原先的封面作比較，

才能達到傳播者《100 毛》想達到的中介效果。所以《100 毛》也很「聰明」，

恐防在報攤的朋友未必有用面書的習慣，於是編輯將原先《JET》封面也印在自

己封面上。 

 

（圖片來源：freewe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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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傳播者（《100 毛》）意識到（或者是直覺吧）在傳播過程裏，每個讀者的

起點和站立點都不同，他們嘗試照顧不同位置的讀者，也為了肯定能達到自己設

計的傳播效果。 

 

第二部分：兩本雜誌封面故事的文本比較 

不論傳統新聞寫作，或者軟性的人物訪問，在一開始都有標題，導言，通常雜誌

人物訪問的導言都會把這個人的第一印象，和這篇文的主題和角度扣連，吸引人

去看。內文的寫法，視乎記者講故事的次序，將被訪者的話直接引述（direct 

quote），或間接引述（indirect quote），和一般的文章一樣，好的人物訪問也需

要設計好「起、承、轉、合」，每個部分或要點，可能是幾個段落，都會以小標

題讓人讀時，清楚文章的走向。雜誌裏好的人物訪問，也是好的現代文學。「須

知道人訪能夠收編入現代文學一種，既包括資料整集和受訪者回應，亦有記者的

個人感受，而且方式多變，一問一答、代受訪者作第一身自述、全由記者敘述加

受訪者精彩語錄，邊敘邊述加受訪者話語節錄，要求記者本身有豐富的情感、快

捷的思維、深厚的文學根底，三者缺一不可。」
4
 

 

這個研究不會評論《JET》和《100 毛》的封面人物故事是不是「好的現代文學」。

我希望透過由分析和比較這兩篇封面故事的結構，文本的中介過程，看看《100

毛》如何改變了人物訪問的既有的文體和文本性。 

 

                                                        
4  《我的七日七夜‧韓連山─鄭美姿》 

http://mongrocery.blogspot.hk/2012/09/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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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路」的雜誌專題：張家輝人物訪問 

《JET》訪問張家輝，導言由黃秋生在剛過去金像奬公開以「高大」來跟他開玩

笑開始說起，記者一開始先說起張家輝的先天不足，然後再說他捱了二十年終於

由二線演員升上一線主角的位置，但仍追求角色上的突破云云。更用一時流行的

《進擊的巨人》動畫，比喻張家輝在「自我進擊」，自我挑戰。 

 

至於內文的結構，是解釋他操練的心路歷程，和拍這部電影身體和心理承受的壓

力。然後，回顧他年少時期的背景，張家輝曾當過警察，後來輾轉才加人演藝圈，

亦曾因拍戲受過情緒病的困擾等等。一篇多於五千二百字的人物訪問，令人明白

到這一身肌肉背後的辛酸和血淚故事。 

 

一篇五千多字的人物訪問，專心地不停看也需要用上十五分鐘。問題是誰會有耐

性看這種長度的專訪呢？它肯定不是庫德瑞所說那種可以隨時「放下」 

（putdownable）、可以分心消閒、可以「不用腦」的媒體產品。在張家輝的訪問

之後緊接就是兩個「專業大隻佬」──國際健美比賽公開組參賽者和健身教練的

訪問，讓人對「血肉建築」有了更立體的了解。傳播者（《JET》）為一個知名

演員身體（張家輝）的變化拍攝一輯突顯其肌肉線條的照片作切入，專訪則詳細

記錄了這個演員的演藝歷程和心理掙扎，加上兩位健身人士的訪問，《JET》這

次專題是完整的，目的是以真人個案讓讀者對肌肉和健身有更實在的了解。 

 

接近八千字的專題，傳播者挖空心思寫了出來，但有幾多人會花時間細心閱讀和

消化？我們普遍對「大隻佬」和「健身」都有或多或少的常識──很辛苦地苦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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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克制飲食，我們總有一些印象，傳播者用幾個個案的經歷去拉闊我們對於操練

身體的常識，或新的討論角度。
5
 

 

觀乎面書上的留言，大家對於這次專題的反應，討論就只是停留在張家輝的「六

舊腹肌」，也許因為普遍的人只停留在透過面書去接收影像，當中只有少部分人

掏了三十元買了《JET》來看，當中也不會人人都把這八千多字的專題讀過。 

（圖片由作者提供） 

                                                        
5 「經驗的結構」，《媒介概念十六講》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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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與封面可以沒甚關係的封面故事：《100 毛》的〈好笑到 有

朋友〉 

《100 毛》用阿 Bob 作封面專題〈好笑到 有朋友〉，專題的第一頁也是模仿《JET》

的排版，阿 Bob 的姿態也是模仿張家輝的。《100 毛》〈好笑到 有朋友〉作為

專題題目，主要是以朋友為題，這是參考年青人常用的句式──在一個形容詞後

加上「冇朋友」三字，意即是達致非常的程度，據說是由「冇人有」的諧音轉化

而成的，與其意思相通。 

 

專題〈好笑到 有朋友〉編輯除了用了與《JET》一樣的排版設計，與《JET》討

論身型的專題卻是全無關係。如果把《JET》與《100 毛》的專題分開來看，《100

毛》無端端找個胖子配上這個造型和排版設計，是完全不合理，不搭配的。若果

沒有了與《JET》的專題比較，便傳達不到引人發笑的效果，這樣的製作只會使

人摸不著頭腦。又或者，過了一些時日，人們再拿這本《100 毛》出來看，那些

沒有看過張家輝原圖的人，因不知道這兩個文本的互動，必不明白當中傳播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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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毛》的內容大部分以廣東話口語為主，有時也會用上書面語，當然也有香

港人常用中英夾雜的說話模式以作表達，「文章」像廣播稿，有時也像朋友之間

的短訊。〈好笑到 有朋友〉這個專題的導言也不例外。 

 

「…世上有些人就是特別多朋友，像阿 Bob。你話：『梗係啦，條友咁 X 好

笑！』……OK，其實可能真係陳淨心多啲（朋友）……但，anyway, 其實交朋結

友是一門學問，一種修行，從好笑到有朋友，笨唔係你諗得咁簡單。今期《100

毛》就特別請來人好圓兼好好人緣的阿 Bob 為大家擔任客席援助交友導師，深入

淺出教你增加親和力，讓你得朋友，得天下。」 

 

《100 毛》除了內容少外，也從不遮掩自己的「膚淺」，
6
亦對不會說大道理而自

豪，《100 毛》怕在令人開心，能夠引人發笑。以〈好笑到 有朋友〉的導言來

說，一段字和十段字，不會有任何分別，這個導言最大的作用，是模仿《JET》

導言的扉頁的視覺效果。 

 

緊接著導言後的題專題的內文，那便是全書一百條條目裏的第十三至二十一條條

目，共六頁。除了第十三條外有提提阿 Bob 的想法外，其他#也是編輯的創作內

容，與訪問內容完全無關。以下我會選取一些作為分析。 

                                                        
6 2013/4/27 蘋果日報—雜誌進化論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20130427/1824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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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第十三條的內容「直接引述」（direct quote 或者 sound bite）

了阿 Bob 的看法。在一般的訪問稿中，記者會用不同的敍述串連整篇文章，但《100

毛》這個專題根本沒有完整的結構可言。在第十三條條目中，編輯用了不同文字

的大小顏色去標示四個標題，再在下面寫上自己的看法和評語。這跟放四張圖再

在下面寫說明（caption）的做法是根本沒分別。這四個「直接引述」就像四幅不

同的圖片，你可以四張都仔細看，也可以只看其中一張，亦沒有觀看的次序。其

實阿 Bob 對交朋友有怎樣的看法對編輯，對讀者來說重要嗎？大家真的想知道

嗎？看完這條目後，可以說和未看之前是沒有很大分別。

 

而阿 Bob 在這一期的《100 毛》的角色在這個時候也可說是功德圓滿了。第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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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至第二十二條的條目只有五頁，都是編輯創作的內容，與阿 Bob 的訪問內容完

全無關。這裏以其中幾條條目作討論。 

（圖片由作者提供） 

  

第十四條條目是一幅統計圖，訪問香港人「是非內容」的比例，以餅圖（pie chart）

形式表達，統計資料來源是「你公司個茶水間阿姐」，沒有人會認為這是一個真

的統計，所有內容和數據當然是由編輯創作的。《100 毛》連免責聲明（disclaimer）

都省下不寫，只想大家看完笑一笑，沒甚意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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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第十六條是說「借嘢畀朋友」，編輯設計了一個流程圖，把要「借嘢畀朋友」的

不同可能性和應該有的回應用流程圖表達。例如當中提到（圖右）朋友問你借刀

的原因是「借刀插返你」，你的回應是不是應該是「問人借刀插返佢」？這不是

適當的回應，只是惹笑和幽默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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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第二十一條說的是和朋友「講嘢唔好無 Q 端端加英文」。文中以表格形式表達，

把港人口語常用的英文助語詞列表，而用所有英文助語詞的背後意思也是「我英

文好叻」，要表達這個情況真的要做一個表才能表達嗎？當然，這也是一種幽默

手法。 

44



 

 

最後是第二十二條，是兩條由阿 Bob 提供的「無聊 IQ 題」，因為智力題「最好

就是在朋友間用來搞氣氛」。縱觀整個專題，無聊是絕對肯定的，這在朋友之間

的受歡迎程度有沒有幫助，則無從稽考。 

 

第三部分：分析《100 毛》的中介過程 

《100 毛》和《JET》的「可以隨時放下的（putdownability）」 

之前說過，庫德瑞在 “Questioning the text”一文說過，
7
有些媒體作為文本，是

「可以隨時放下的」，他以肥皂劇和雜誌作例子，它們不同於戲劇性較長的劇集

／電影或小說，這些媒體可以隨時放下，而在任何點再加入再看，基本上沒有問

題。《100 毛》明顯較傳統雜誌如《JET》的 「可以隨時放下的」的程度更高。 

 

一個封面故事（八頁）的專題，訪問主要的內容只佔三頁（有一頁是大圖），其

餘每頁，或每半頁，都是每條可以獨立存在的條目，跟一般雜誌比，閱讀《100

毛》的專題，更不需要連貫，其實只是閱讀十多條不同的笑話而已。 

 

《100 毛》的做法是參照面書上發放的條目作為藍本。面書上每條條目不能超過

四百二十個字母（不論中或英）。事實上，面書上受歡迎，得到很多讚的條目也

不會很多字，通常也是以圖為主，文字描述為副。由上述例子所見《100 毛》是

以這個準則來設計內容的。 

                                                        
7 Nick Couldry, (2002) Questioning the text, Inside Culture: Reimaginaing the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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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之前提及，過了一些時日，假如是十年。將來的人再拿這本《100 毛》出來

看，沒有了張家輝的原圖作對比，人們是不會明白當中傳播的意義，因為他們不

會明白《100 毛》和《JET》兩個文本的互。，十年後的讀者看到這本《100 毛》

一定沒有今天的傳播中介效果。 

 

但今天，誰又會在意這些？哪管今天你在面書分享了一則笑話，有幾百人按讚，

一年後你自己也不會再記得此事吧？《100 毛》的吸引之處和面書最相似的是在

於讓人有即時的愉悅，讀者不用怎麼消化，也不用說什麼吸收。 

 

今天這一代人，差不多每人也有一部手機，隨時也可以獲得面書上的資訊，得到

在日常裏暫時分散注意力、得到小愉悅的空間，甚至有人叫這一代做「低頭族」。

這個行為和人們在家裏看電視的動機是很相似，John Corner在 “Pleasure”一文

以電視為例，
8
指出由於電視是最易接觸的媒體，人們每每在工作與工作的之間

休息便是回家看電視，電視是一個「愉悅的火爐」（Pleasure of the hearth），一

家人晚上下班就一起圍著休息，獲得愉悅，看了什麼肥皂劇，內容是什麼，並不

是最重要。這當中也有性別和年紀的因素，電視台會因為普遍家庭成員（男人／

主婦／老人／孩子）的不同作息編排節目。

 

今天，由面書取替了電視，擔當了「愉悅的火爐」的角色，面書的內容由自己的

朋友分享出來，大家也把自己看了覺得開心的東西分享出來，加上朋友會對你的

上載的東西讚好和留下評語，這些互動也是愉悅感的來源。

 

雖然大家不是同一時間圍著「火爐」，但由於智能手機的普及，大家每每在工作

                                                        
8 John Corner(1999) Pleasure, Critical Ideas in Televis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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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之中也會偷點點時間到「火爐」獲取愉悅，較電視更易於接觸的。同樣，

內容是什麼，誰讚了誰，上午看過，下午可能就忘了，這個不是最重要的，而是

在當中有機會從現實中抽離一下，休息一下。面書給我們的不單是這種愉悅和休

息，當人們習慣了用這個模式充塞和抽離，面書的文本性，它會吸引我們的條目

更在影響我們閱讀的容量（capacity）和習慣。《100 毛》的創辦人就是看準了這

點而生產「紙版面書」《100 毛》的。 

 

第四部分：將網上的文本變成潮流消費品 

你在面書分享的條目得到多少讚好亦只是浮雲，因為在不斷更新的訊息中，條目

可謂是「後浪推前浪」，條目很快便會被新的取代，新的又陸續有來，人們在這

系統裏因為愉悅去互動，去參與媒體。社交圈子裏總有一些人較受歡迎，社交媒

體裏也是一樣。有些人會掌握到潮流和朋友喜歡的資訊，分享的東西較多人讚好

和轉載，有些朋友的面書裏較多這種朋友，有些人則較少。 

 

《100 毛》毫無疑問就是這種人，拿阿 Bob 的封面照做例子，《100 毛》的作品，

遠較《JET》得到更大的迴響和討論，甚至再改圖。《100 毛》將人們在面書喜

歡他們作品的愉悅，由得到讚變成賺到錢。 

 

因為種種原因的不「信任」，可能對網上收費系統的猜疑，很難要人在網上消費，
9

《100 毛》將他們賺取讚好的內容變成印刷品售賣，不但是賺取了售賣書刊的錢，

也賺到了廣告商的錢。他們用了網上內容的文本性，用傳統媒體的方法賺錢生

                                                        
9 「消費」，《媒介概念十六講》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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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面書上的得到讚好，卻不是長久的，專題題目的時效是十分短暫。但錢，確

實是被它賺到了。
10
 

此外，雜誌定期出版的時效性也令讀者產生了消費和閱讀的期待。面書隨時可以

看，儘管你喜歡某些人的分享，你也不能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上載，《100 毛》以

週刊形式出版，這個節奏教導了讀者期待新的出版，而社交媒體配合的宣傳，是

不可或缺的。 

 

結論 

這個研究以比較《100 毛》和《JET》的封面和封面故事，分析《100 毛》如何用

社交媒體的文本方式，以傳統雜誌的方式經營。以及它如何在雜誌和面書之間進

行中介，達到傳播效果，同時也產生動機令人消費雜誌，讓這個媒體能夠活躍社

交媒體，繼續經營和生存。這幾年，不少的傳統媒體都希望進入電子書市場，這

是因為智能手機的普及，人人「低頭」，看起來人們對資訊很渴求似的。因為人

們從手機、平板電腦或面書獲得愉悅，於是人們會由網上下載雜誌放進手機看

嗎？《100 毛》的中介過程示範了跟這個想法逆向的走法，他們設計了在面書應

該會很多人喜歡，多人轉傳的資訊和圖片，不是放在網上任人看，而是印在紙上

賣。

 

這至少證明了在面書多人喜歡的條目只要印在紙上，也是有市場的。因為人們對

收費電子媒體產品的不信任。「紙版的面書」較「電子版的雜誌」應是更吸引人

消費，於是社交媒體流行的文本方式，將會在文本環境有更大的影響力。  

                                                        
10 2013/4/27 蘋果日報—雜誌進化論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20130427/1824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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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畫壇的中國符號和香港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周穎端 

 

 

（圖片由作者提供：劉國松《日月爭輝》，一九七二。） 

羅永生在《殖民無間道》中指出，香

港人主體性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正

在於為那種「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保

留更多積極性和可能性：「即是要保

衛一個既在外，亦在內的獨立批判空

間。而這種自主性而非排他、異議，

亦非隔絕的思想和情感空間，也是與

殖民經驗的反省批判互通的……要指

出的是，離散華人民族主義主要是由

空間敘事為主軸，它有非常突出的空

間性，它述及的是一系列關於遊子／

歸鄉／復國等等關於空間遷移的故事

和想像，有時甚至是沒有實體對應物

的幻想。香港人作為一個離散華人社

群，長期以來都是活在由這種離散華

人民族主義所提供的政治地理想像空

間中，去尋找自己的身份定位。換句

話說，作為一套拉康（Lacan）所謂的

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離散華人

民族主義，往往作為地方主體性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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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大寫他者（Big Other）。因此，

香港的自我認同也有強烈的空間性。」
1
 

 

羅永生引用濱下武志考察亞洲地區以

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如何與歐洲

殖民主義的擴張過程產生互動，構成

一個東亞地區的貿易網絡的研究，來

反對韋伯的觀點，指出不能單純「以

西方／國族二元對立的觀點，或者簡

單的中心／邊緣的觀點，來為香港定

位。」
2
他指出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統治

下，同時對中國有著重要作用：「香

港並非中國自身發展出來的城市，所

以在英治的一百五十年內，不能以一

般亞洲或中國城市看待」但他緊接下

來即書：「當然，在香港重新投入作

為中國一個城市之後，在中國關於城

市的傳統想像下，能否走出韋伯所述

的亞洲／東方城市的宿命，乃是後

話。」
3
 

一向以來，我認為香港的當代畫壇較

                                                           
1《殖民無間道》，羅永生著，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年。 132 至 133 頁。 
2 同上，48 至 49 頁。 
3 同上，56 頁。 

其他文化形式，更容易看到在香港這

個特殊的時空，人們對於自己作為大

寫他者身份的著迷，令到他們不能自

拔地在中西文化之間尋覓，當中有人

尋覓失落的桃花源，有人尋覓中國的

現代性，有人尋覓香港的主體性，有

趣的是，當中並不包括香港的現代性。

尤其是回歸以後，香港當代畫壇表面

上借中國風（China Chic）謀求出路，

細看之下，原來卻是藉中國性反映此

刻香港社會被逼面對自己那種：離散

華人民族主義矛盾性的探討。就著這

主題，本論文將會以五十年代南來藝

術家發起，被今天官方認為是香港畫

界代表風格的「新水墨藝術」，到今

天充斥著強烈中國符號但卻無不顯出

香港本體性的石家豪、管偉邦、梁嘉

賢、張雅燕、韋一空（Frank Vigneron）

這批藝術家的作品，來看香港社會如

何解讀離散華人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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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梁嘉賢作品） 

 

香港主體的被消失 

近年，作為一個藝術市場，香港在外

圍環境上已被中國吞併了。在外國藝

術研究單位（如 Artprice）和大陸（還

有政治正確的一眾香港傳媒）手下，

香港「被消失」了，我們只見到在「中

國在二零一零年已經取代美國成為全

球最大的藝術市場」的大風景下，香

港被排在北京、上海的屁股後，我們

一眾香港人只得像受盡委屈仍需裝作

大方得體的小媳婦一樣，眼睜睜看著

明明是全球第三大藝術市場的自己， 

 

成為全球藝術市場「金三角」裏的一

個梅香小角。如果我們從歷史入手，

會看到在七十年代之前，就是香港社

會本身也未對香港這地方有太大的歸

屬和認同意識。舉個例子，那些成名

於上世紀八十世紀之前的藝術家，無

論在香港住了幾多年，市場上都會被

標籤為中國畫家，如張大千、溥心畲、

黃般若、趙少昂、丁衍庸、林風眠等。

若純粹從市場角度來看，當然跟價位

有關，但更是跟香港過去的歷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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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外國雖然有收藏中國藝術的習慣，

但價位一直不高，故都是對中國文化

傾慕的收藏家收藏的，故這些畫家被

定位為中國畫家；此外，當時這些南

來藝術家都不認為香港是他們的家，

正如羅永生指出，在國共北伐後，香

港那種以殖民城市為中心的城市政治，

有違以大一統為重心的民族主義，而

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更跟當時大陸

流行的反帝國主義口號相抵觸，因此

香港被邊緣化。
4
儘管有了像陳福善這

種從三十年代已經具備香港主體性概

念的畫家，或在七十年代開始，以描

繪因當時經濟起飛而生的都市寂寞見

稱的朱興華，但香港的市場實在太少

了，根本沒有足夠主體性認知的藝術

家讓巿場持續被注視。尤其是在中共

建政後，這群被看作陳腐、落後，甚

至邪惡的文化難民，抵港後大都抱著

一股前朝遺老的頭巾酸氣，他們只有

將自己置於道德高地才能有力量回望

收容他們的小島，才能稍為舒緩被祖

                                                           
4 同上，58 頁。 

國拋棄的痛楚。正正是去國的悲情，

讓他們認清要言行小心，才能保有這

個依傍著祖國裙邊的立身之所，所以

他們高舉「愛文化、不愛政權」的口

號，藝術家益發逃到藝術世界來迴避

現實，當時藝術市場的收藏家，鍾情

的也只是中國藝術或西方藝術，本土

性議題根本不入潮流，比較幸運的是

「新水墨藝術」，也全因打著現代化

水墨畫的旗號。時至今日，在中共操

筆的藝術大歷史中，對那批藝術家（如

丁衍庸、黃般若、鄧芬……等）移居

香港後於創作風格有所改變的事實，

幾乎從不提及，而所有香港畫家亦自

動變成「中國香港畫家」或索性稱為

「中國畫家」便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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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朱興華《我在廟街的日子》，一九九九。） 

 

企圖革命卻被傳統俘虜的新水墨藝術 

香港經濟在五十年代開始起飛，社會

普遍有著擁抱未來的樂觀看法，當時

香港文藝上中西交流開始頻繁，在受

到西方思想和生活模式影響下，一些

藝術家如呂壽琨、張義、文樓、劉國 

 

松、王無邪等，由探索現代主義開始

思考究竟什麼是現代性。像呂壽琨早

在五十年代晚期已開始半抽象和抽象

化的創作，「以豪邁書法性線條，水

墨渲染的抽了象化造型繪畫……在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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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理念上，他將中國道家、佛家的思

想與儒家精神相融合，以筆墨造型為

載體，創造了『禪畫』，成為新水墨

畫的標誌」。
5
呂氏和另一位旅居香港

多年的台灣畫家劉國松，致力把水墨

現代化，他們的教學方法、理論和主

張啟發了不少畫家，成為「新水墨藝

術」的濫觴。必須一提的是，自十九

世紀後，香港殖民政府在政治上著力

培養一群受西學訓練的華人作為間接

管治，令他們意識到自我的主體性，

而在文化生活上，中國傳統文人對雅

玩作為怡情養性方式的生活習慣，卻

影響著這群由政府扶助的精英，因此

這群理性和感性訓練俱足的代辦精英

階層，藝術鑑賞的方法跟傳統士紳的

口味不太相同，他們對藝術的要求也

不太一樣，當他們生活在資本主義下

的現代社會，他們察覺到藝術不應只

作為一種辨別階級的社會形式（由賞

玩形式建立士人的高雅形象）而存在，

                                                           
5《承傳與創造——水墨對水墨》，「新水墨

時空：香港視野」，鄧海超作，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出版，2010 年。46
頁。 

也不光只具備讓人逃避現實的功能

（文人畫是受盡壓迫的士人階級用來

宣洩的色情藝術），對他們來說，藝

術應回到最基本的意義，除了喚起人

對現世的情感，藝術也令人思考生命

的意義——這種覺悟可說令中國藝術，

尤其是書畫方面，放到時間和空間的

座標上，是促進市場產生自我更新條

件的背景，這也解釋了之後為什麼「新

水墨藝術」運動不是在其他地區，而

是在香港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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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呂壽琨《禪畫》，1970。） 

 

因此一開始，「新水墨藝術」在視界、

理論、技巧上對傳統書畫作出了很多

試驗性的革新，內容甚至放眼於香港

的都市風景，看上去跟大陸當時流行

以文藝服務政治、以高大全表達執政

權威的水墨革新方向不同，跟傳統水

墨更有明顯分野。而在表像下，「新

水墨藝術」由於藝術家都是從中國大

陸南來，這就限制了他們的思想模式。

但他們當時的革新的確反映到當時候

香港社會對中國的觀點，由「飄泊離

散的悲情」開始轉變成「還鄉式的殖

民凝視」。冷戰時期，大陸正處於三

反五反到文革等的人禍時代，同樣壓

抑，同樣疏離，令香港跟中國隔離了，

但現實裏卻是不時有一批又一批的難

民帶著傷痛逃來香港，他們跟南來文

人（無論左或右派）一樣，不是將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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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祖國想像成失落了的桃花源，就

是把中國是一個比邪惡香港更美好的

烏托邦，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認為要

解救／歌頌美麗河山，必須令中國（無

論現實或想像）朝向現代性，於是「新

水墨藝術」就在這種想像中出現了。

但這些文人和百姓跟市場上的本地精

英對藝術的要求稍有不同，這些南來

人士雖然也有接觸西方文化，但他們

心底還希望現實世界是儒家那一套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人安份守紀的

和諧神話，儘管在外地接受教育，但

心底裏他們也認定西學只能為用，從

情感上認為西方當時的成功只因為那

些船堅炮利的實用理論，卻沒想過西

方自啟蒙時代開始，經過百多年的理

性洗禮和資本主義後，有關於文化藝

術的討論，已習慣以理性邏輯角度去

省視內在世界。由於幾千年來中國文

化為感性思考方式建立，這些南來人

士對當時「新水墨藝術」以及對相同

困難程度的禪畫作的實驗思考不夠，

只著迷於紙上空間和老莊、宇宙等所

謂自然之間的探討，雖然會畫一些當

下事件的感想（像方召麐的《怒海浮

沉》或王無邪的《香江幻彩》，或朱

興華早期系列對香港在現代化過程產

生的痛苦強烈感情），但往往以抒發

感情為主，又一次錯過對現代／現實

和哲學之間的探討，我想這是因為當

時最「進步」的學者不是已被批鬥，

就是乖巧地受中共收編，專心緊隨黨

中央人民服務的主旋律，於是「新水

墨藝術」慢慢又墮入感性妄想永恒的

泥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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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王無邪《水長流十九》，二零一零。） 

中國＝桃花源 

這群藝術家跟社會是有落差的。雖然

能夠和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作文化交流，

但外在形式變了，最核心的母題卻仍

一樣，在虛實和天人合一以外，畫家

沒有正視過自己在現實的位置，也沒

有考慮到其他人與時代的關係，事實

上，水墨畫雖然刻意強調線條，認為

筆墨可以透視作者的修養，但那種修

養的追求就是要讓桃花源從最初開始

已經排除任何人、任何時空，呈現一

種與宇宙同生的絕對虛無，而既然是

「無」，那當然談不上現代性——因

為現代性正是一種藝術家對時空和本 

 

體性之間關係思考的結果，當你選擇

站在永恒，自然沒有現代、古代和未

來之分別。而對於當時西方認為藝術

唯一重要的任務便是顛覆，這些人的

「新水墨藝術」只能完成了外相的顛

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之後的顧

媚、靳埭強、王無邪，以至結合了數

碼映像和水墨的梁巨廷，他們每一個

都是呈現自己心裏那個沒有衝突的桃

花源，這種情況在中英會談香港前途

問題到回歸前後更為明顯，這時期的

香港畫壇，基本上連之前呂壽琨和劉

國松時代的前瞻性也談不上，根本就

被九七和消費主義兩大問題再次綁死

在桃花源的想像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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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靳埭強《琴心》。） 

 

（圖片由作者提供：梁巨廷《遊觀＋數碼》，二零一一。） 

我們不要忘記將同時候移民到的中國

藝術家，和這群居於香港進行改革的

香港藝術家作個對比。像朱德群和趙

無極，他們以西方的語言（油畫）去

畫山水，不是要重現山水，而是透過

山水探討自己的內在如何反映到現實，

借用水墨畫強調筆墨，把情感毫不掩

飾的暴露出來，由於對主體性有了自

覺，才具備了現代性，而他們的山水，

某程度上卻捕捉到中國文化在先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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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那種同時具備詩意和生活觸覺的活

力，但他們卻是脫離了離散華人民族

主義軌跡的自由人。究竟為什麼香港

市場當紅的本地藝術家，尤其是回歸

後的，會愈來愈走不出桃花源？ 

 

羅永生在《殖民無間道》指出：「香

港在二十世紀進一步向商業和工業城

市轉化，由內地移居香港的人口上升，

也沒有把香港的城市市民，和他們原

來從屬的氏族和鄉里組織中脫離出來，

反而在頻繁的遷徙流動中，這些關係

更形密切。」他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完

整意義的城市，因而倒退至稀薄定義

的「密集的『聚落』」，而五十年代

的冷戰割裂了對中國的政治認同，我

認為這就限制了「新水墨藝術」對於

城市和現代性的視而不見，同時偏安

一方的香港立即被那群南來藝術家對

號入座，視為小農社會的理想世

界——桃花源。雖然在六十年代後，

香港人有了本土認同和歸屬感，但同

時也產生對中國國家（幻想）的認同，
6

令「新水墨藝術」在慢慢成長時，對

代表中國的水墨表像更為執迷——如

果我們把它對照當時香港電影會更容

易看到，在普羅層面如張徹等不斷強

調忠義，但又脫離歷史時空的武打片，

或李小龍那種義和團式武打片能夠大

賣，從市場認受性來說是社會把武打

快感轉化成「中國已經站起來」的錯

亂想像，他們認同的，是一個不曾存

在的中國。因此愈到後期，縱使使用

的筆法題材有所不同，但由於藝術家

沒有經歷西方理性思想的嚴格訓練，

一下子要從重神韻寫意的中國模式，

跳躍至西方藝術在百多年裏因文化演

進的不同階段，以「前現代」（或唯

心論）去理解整個由「再現客觀」、

                                                           
6 「然而，嬰兒潮一代終究在與中國相對隔離

的香港成長，其文化風俗、生命歷程均有異於

同代的中國人。他們對中國的感情，純粹建基

於學術理論上的認知，與日常生活的經驗脫節。

他們與其說是受中國民族主義吸引，倒不如說

是因對日常遇到的殖民主義不滿而投靠中國。」

擇自「嬰兒潮一代的身份認同」，徐承恩撰，

《明報》2013 年 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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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主觀」到「呈現自然／本真」，

未免囫圇吞棗，一知半解。所以，當

後來「新水墨藝術」遇上後現代的「呈

現自然／本真」，便馬上陷入手老莊

藝術、中國傳統藝術情景融合和禪宗

的俗套去。尤其是當你在香港一個極

安穩兼小得可容你刻意忘掉現實的城

市中生活，你可選擇只跟同鄉或相同

經歷的小圈子交往，沒有太大的文化

衝擊，格局益發窄隘，感情益發空洞，

「新水墨藝術」又重蹈過往中國文化

那種內耗性收縮的覆轍。再加上當日

殖民地政府的架構，令香港產生了一

些所謂高等華人的身份，雖然這些高

等華人最初令「新水墨藝術」市場出

現，但隨著「新水墨藝術」愈來愈離

開現世，但對虛空的探討又未見有發

人深省的真知灼見，市場除了單純欣

賞那些形式表現外，或許會將之想像

成是一種（相對）現代化的中國印象，

相比起其他藝術，收藏這些「新水墨

藝術」的價錢也的確相宜，因此形成

這一個小而持續的市場。 

 

直到九七前後，香港社會對中國的想

像，陷入一個既想保持自我，但又知

道自己無能力改變要回歸的現狀的迷

思，因此只好專注於相信中國的經濟

發展而帶挈香港風生水起。而在藝術

品市場方面，過往中國藝術市場門檻

甚高，主要是由知識份子、附庸風雅

的商人和一些外國仰慕中國文化的人

為主，由於中國向來有悠久的贋品歷

史，故收藏中國藝術品需要對中國文

化有相當修養才不會被坑，很多時這

些收藏家本身是一些有高超品味的玩

家，在跟藝術家交往時會對藝術家作

出影響，或玩家會自己親自創作，不

免會影響到當時的創作潮流。隨著六、

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市場內商人數目

上升，他們初時還是按傳統邊學邊玩，

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一些由金融炒

賣起家的新富貴落場，他們收藏目標

不是要怡情養性，而是一種投資和彰

顯身份的手段。所以他們買入的東西

很廣泛，從潮流產物（如當時西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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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藝術裏價錢最高又最具像的作品，

相反，簡約主義對他們來說太深邃而

不入流），到保值潛質的項目（如瓷

器書畫）都有；那時候，通常是一些

世家的年輕一代對「新水墨藝術」青

睞，他們都對傳統中國藝術和西方當

代藝術頗有認識。我們從當時「新水

墨藝術」中堅份子的作品中，可以看

到這些藝術家雖然走不出傳統中國畫

的感性世界，但涉及的題材和表現手

法也較多元化，從方召麐豪邁奔放的

筆墨、王無邪以西方線條肌理光線結

構借來營造的東方山水、靳杰強經過

理性分析的寫實、磅礡筆法，刻意追

求達到文人畫要表達心中意境的境界、

梁巨廷以山水結合多媒體去探索空間

的「虛實」……而成為這批藏家的藏

品。順帶一提，這班收藏家從他們對

不屬於香港「新水墨藝術」的傅抱石

（以其灑礬水再加墨表現雨水的新技

法）和徐冰（「天書」系列）等具創

新精神的藝術家青睞，足見他們的慧

眼。而到了回歸後，市場出現了新一

批藝術家，如石家豪、管偉邦，和頗

為特別的梁嘉賢、張雅燕，以致生於

香港的法國人韋一空等，他們不約而

同地運用到線條、白描、水墨或氤氳

等充滿中國情味的符號，同被市場歸

類為「新水墨藝術」，明顯見到這班

藝術家的作品較諸前兩輩香港「新水

墨藝術」的藝術家，更義無反顧地沉

溺於細眉細眼的格局和感受。 

61



 

 

 

（圖片由作者提供：方召麐《壯麗山河》，一九八八。） 

 

（圖片由作者提供：靳杰強，White Water XX，Ink & color on paper，一九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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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詭的中國身份 

我曾訪問過代理這些畫家作品的畫廊，

他說收藏這些畫家作品的都是一些在

外地讀書／長大的三十來歲的精英份

子（引其語），這班人對中國的想像，

深受「大國崛起」一類宣傳影響，他

們的「中國」，基本上是一種空中樓

閣，尤其是當你連文言文也未讀得懂，

又談什麼對中國藝術的理解？而這些

藝術家都有個特點，那就是大部分都

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或是在香港開

始有本土意識的年代，同時還有一個

特點，就是他們不是畢業於香港中文

大學，就是在那裏任教（像韋一空）。

要知道當年香港中文大學是南來文人

的「新儒家」基地，當中強調的中國

文人價值，絕對跟這派藝術家不約而

同以中國符號作為表達語言大有關係。

再加上，正如羅永生在解釋香港在八、

九十年代對香港本體的認同所說：

「……往往只是把舊日殖民地城市的

想像遺產循環再造，以努力掙脫一種

即將來臨的，強勢的中國主權觀和民 

 

族想像。也就是說，這種基於九七機

感建立起來的城市共同體感覺，並沒

有深化香港人對自身的歷史處境的認

識，更沒有加深香港人對不斷變動中

的中國及全球變化，發展深厚的了解

和批判視覺。於是，香港人認同往往

建立在浮淺的態度或性格上的選取，

而不是不可或缺的感情價值連結，或

者共同理念或事業的開拓。」
7
而這種

浮淺態度影響到新一代藝術家／市場

在失落的香港本體之後，選擇探討中

國身份作為一種對香港主體性的探索，

但究竟什麼是中國？無論在香港或中

國傳統均已失落，我們也實在信不過

大陸所宣揚的中國價值，於是香港的

藝術家便從一些對比自西方的藝術觀

念來重塑我們的中國藝術，他們對中

國的理解，更多的是在反映香港眼中

的中國。 

                                                           
7 《殖民無間道》，6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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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韋一空的 Le Songe Creux，二零一三。） 

 

這就解釋到為什麼這批藝術家都集中

於對線條、白描、水墨或氤氳等充滿

中國情味的符號的運用，因為這些都

是相對於西方藝術而言，具有中國特

色的藝術表現，而為什麼不採用潑墨

或大寫意等形式？因為相對於工筆，

潑墨和大寫意對心性和技巧的配合更

為嚴格，工筆白描較多規範可以依從，

他們很多時會利用這種不帶感情的筆

觸來帶出自己的主題。像石家豪筆下

的人物通常不會帶出任何思想，有的

只是一種給觀眾的情緒（例如《美洲

豹烤肉架》以一種傳統中國年畫人像

的二維畫法帶來異域感），或是一種

似五、六十年代報告廣告的畫法（如

《誰是阿爺》），然而正是工筆那種

一絲不苟，就讓他的畫作帶點戲謔的

成份，充份顯示出香港人的犬儒性格；

而管偉邦則用傳統工筆畫畫的香港山

水，但那種有如煙雨江南的水天一色， 

無論事後解釋得如何天花亂墜，看在

眼裏的，是香港本體性的喪失，至於

他口裏說自己是現代人，但從他的作

品我們根本看不到「現代」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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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同意其棄傳統中國畫的聯形式，

而將拼貼模式及窗和畫格等幾何圖形

引用便說成是很「現代」，很能代表

香港地窄人多的視覺，如果真要表達

這種香港特性，為什麼畫的是沒有香

港地理色彩的山水？像曾有記者說他

「畫中細節非常豐富」，「類型也一

直在重覆」，根本就說到到了重點。

從回歸以後，我們看到的是不斷重覆

的議題，因為所有問題都源於不能從

基本處解決，於是過去香港人的務實

變成今日的聰明，社會瀰漫著一片虛

應拖延的風氣；至於梁嘉賢，她作品

吸引人的，是畫裏對女性身體自覺的

描寫，更是那種大而化之又別具巧思

的獨白，頗有以前香港順德媽姐的精

景韻味，她反而是最反映到一部分香

港性格——從來在香港的藝術中，女

性是缺席的，儘管周綠雲和方召麐，

他們的視野是從男人的、文人的觀點

出發，而對於女性，有的只是對作為

男性慾望的投射。梁嘉賢雖然利用工

筆，但卻另闢途徑創作出一個奇幻又

真實的世界。 

 

（圖片由作者提供：石家豪《誰是阿爺》，二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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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石家豪的《美洲豹烤肉架》，二零零三。） 

 

（圖片由作者提供：周綠雲《仲夏》，一九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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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燕早年師承楊善深習畫，所以她

對畫面構圖、取材和設色的看法跟年

輕一輩（如管偉邦）有分別（像二零

零三年時她替地鐵中環站創作的玻璃

磚壁畫《山高水長》設色便十分雅淡，

頗得宋畫神緒）。事實上她的作品會

以一些傳統名畫，如《富春山居圖》

或宋徽宗趙佶的《瑞鶴圖》跟當時的

香港作空間對比。到了二零一零年的

作品《No Man is an Island》，張雅燕創

作了一組十二張像清未西洋畫家畫的

香港風景畫，那種遙遠的地平線上，

分別畫上了代表香港的中銀大廈、匯

豐銀行和立法會，或更遙遠的天星碼

頭和鐘樓，又或浮沉在水平線上大得

不合比例的凋零洋紫荊……儘管張雅

燕試圖用一種疏離的角度去描畫香港，

在這組畫中，而且只有一張畫上了中

國象徵，就是把洋紫荊壓得死死的金

紫荊雕塑。然而，整批畫設色沉鬱和

充滿孤寂感，的確是最具有香港人對

主體性被侵犯的時代寫照；韋一空這

名生於香港的法裔藝術家和學者，由

於年幼時離港，一直到一九九零年才

回到香港。而他筆下的煙雨氤氳，那

種遙遠和朦朧，提供了一種幻覺似的

氣氛，叫人想到十七、八世紀，流行

中國風格（Chinoiserie）時的外國人以

鋼筆模仿中國水墨山水時那種有如莫

札特音樂般輕快的想像，細而密的線

條，往往令人覺得是古代中國人畫的，

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輿地圖，因而

墮入不知今夕何夕的時空。他之所以

受歡迎，除了因為看上去大方得體外，

還因為畫中的不具體令人產生無限想

像，但就是這種外人對身處中國的疏

離感受，在處於中國以外的香港人眼

中，實在非常貼心，在那種不確定的

霧靄中，成為香港可以暫時迴避中國

民族主義者責難不夠愛國的避難所，

就是那種遙遠和「中國得來不太中國」

反而帶來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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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明代揚子器跋輿地圖摹本。） 

 

（圖片由作者提供：管偉邦描寫西貢風光的《沔彼流水》，二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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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張雅燕二零一零年的作品《No Man is an Island》） 

 

正如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在

《時間與他者》中這樣定義「我」和

「他者」：「他者和我截然不同，但

他者與我一同參與生活中的經驗。和

他者的關係不像與人敞開心靈促膝長

談時那樣地悠閒和諧；也不是一種設

身處地的同情瞭解，把我們自己放在

他者所處的位置。與上述兩者不同，

我們承認，他者與我們確有部分相似，

但是他者卻在我們之外，和他者的關

係，就如同與未知之謎的關係那樣模

糊難測。」當下，尤其是年輕的，只

經歷過殖民地政府開明而進步的一代，

看到香港被中國不斷侵犯主體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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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今天畫壇雖然流行中國符號，但我

們見到的卻是一種用作第三者敘述自

己感情的手段，是否令人聯到金兵壓

境時還一片雅逸與寫實並重的北宋畫

壇？隨著中國對香港愈來愈失去耐性，

直接干預愈來愈不避諱，現時這種充

滿中國符號，取態或輕巧或反映小民

樂趣的「新水墨藝術」，按充滿大陸

術語形容為「小資情調」——即一種

像在溫室裏安全和平靜的狀態去傷春

悲秋，正顯示香港人那種離散華人民

族主義的大寫他者心態，因為香港人

被迫變成自己本體的他者，只能犬儒

化／戲謔化地將自己的感覺「他者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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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口秀中的真性情：比較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與《城市論壇》 

湛國揚 

 

（圖片來源：zh.wikipedia.org） 

 

導論 

《城市論壇》（City Foru）是直播的時事脫口秀（talk show），屬個人意見節目。

每逢周日必有香港傳媒俗稱「維園阿伯」的長者到場，於公眾席中作現場觀眾。

「維園阿伯」現象有其出現條件，是電視媒體的普遍功能與香港特殊的歷史時空

互相交錯而出現的。「維園阿伯」──一批普通的市民，通過節目中的激烈表現，

真性情（raw emotion）顯露，嘗試由普通人（ordinary people）變成名人（celebrities），

引起社會關注，其背後意義值得探討。普通人在電視時事節目亮相，是跨越了所

謂媒體／普通人界線（media／ordinary boundary），由普通人場域的界線（boundary），

進入媒體場域界線內，坦白地發表意見，而對於他們來說，這種機會其實不多。

「維園阿伯」或其他普通人期望於電視上亮相，除滿足做名人的心理外，還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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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故事、意見，通過節目這種儀式（ritual），得到公眾認可，從而增加自信，

把個人的事務轉化成為具有特別及代表性的意義。 

 

法國哲學家福阿（Michel Foucault）分析，促成這種演變，導致人們會自我供認

／自我揭露（self-confession），坦白發表意見，當中涉及一種權力不對等關係（power 

differential）。儘管福阿並無直接討論電視脫口秀，但認為人要處於一個擁有促

使自己坦白供認權力的伙伴（partner）面前，才會供認。醫生和神父能令病人或

辦告解（confession）中的信徒向他們坦白就是這個道理，而電視台亦具備同樣權

力。假設電視台是社會中心，也是人們與真實世界的接觸點，因而擁有這種權力。

如在美國備受爭議的 真人脫口秀 The Jerry Springer Show，邀請性傾向小眾主動

地揭露私人關係，帶出真實感覺，《城市論壇》雖不是討論私人關係的節目，但

「維園阿伯」的激情表現，亦呈現節目真實的一面。本文嘗試利用庫德瑞（Nick 

Couldry）的媒體中介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理論，採用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和《城市論壇》為文本（text），尋找他們的異同，並以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的性小眾嘉賓和城市論壇的「維園阿伯」作對比，分析真性情元素如何在兩個脫

口秀節目呈現出來，以證實《城市論壇》雖無「真人秀」之名，卻擁有部分「真

人秀」之實。 

 

《城市論壇》簡介 

一、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於一九八零年四月首播，主要以維園等公眾地方進

行直播 

二、 類型為時事脫口秀，個人意見節目 

三、 逢周日中午十二時，借無線電視翡翠台直播，然後在其他有線及免費頻道

錄播 

四、 議題以政治，民生為主 

五、 現今主持為謝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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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嘉賓以政治人物、意見領袖、學者、專業人士為主 

七、 現場觀眾為兩間被邀請中學的學生、政黨代表、市民 

八、 眾席開放給市民，「維園阿伯」就是其中部分的現場觀眾 

 

《城市論壇》節目設計 

一、節目全長約四十五分鐘，分四節播出 

二、首兩節為嘉賓發言 

三、第三及第四節為台下觀眾發言，以及嘉賓回應 

四、公眾席不需申請，不會篩選觀眾。而無綫電視節目的觀眾則需要申請 

電視媒體的普遍功能 

電視媒體跨越社會局限，使私人與公共的範圍連結。大氣電波是免費的，貧者富

者皆能參與。電視是以圖像及聲音為主要媒介的，文字佔極少比例，不會因為是

文盲而不能觀賞。 

普通市民親身亮相電視節目的機會少之又少，因此能在電視亮相是很有吸引力的。

傳統電視節目上，包括時事脫口秀的嘉賓，大都是知名的電視明星，政商界人士、

意見領袖、學者、專業人士等。嘉賓不一定是富人，但多為在各自領域中能獨當

一面者，例如工會領袖。有人認為，能夠有機會在電視亮相，可以賺取名利。 

「真人秀」（Reality Television） 

「真人秀」在歐美等國大行其道，人人都有機會在節目上釋放真性情；人人也有

機會滿足偷窺、品評別人的慾望，尤其是因為電視節目上的人本是普通市民，無

形中打破了電視明星的神話。 

The Jerry Springer Show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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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人秀」的類型（genre）中，其中最備受爭議的節目之一是The Jerry Springer 

Show，它是真人秀的輕裝版本，不會派攝影師隊到嘉賓家居或辦公空真實地紀

錄生活。
1
  

節目型式是邀請性傾向小眾，即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變性人士，在

主持及現場觀眾面前，自我披露私生活。主持會先安排一位嘉賓到台前，訪問他

或她，讓其自我揭露私生活，然後再請一位或以上與第一嘉賓有恩怨的人上台對

質（confront），雙方很多時會因言語不合而大打出手，需要現場保安上前分隔。

廣告時段後，另一組嘉賓會上台，用同樣方式試圖解決糾紛。整個節目過程中，

現場觀眾會喝采或喝倒采。節目結束前，主持人會作總結及評論。由於節目一反

傳統，嘉賓時有粗言穢語，甚至裸露身體，所以需要把錄影再審查，用影音效果

處理過火的部分，符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的尺度後方可播放。 

 

（圖片來源：http://www.youtube.com/watch?v=IBbAIfLnjgk）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2B1jWgV-9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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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論壇》節目設計本非真人秀，它是以時事為主題，也不會說及私生活。然

而，節目是直播以及公眾席是開放的，普通市民可參與其中，發表意見之餘，可

一嘗亮相電視的滋味。 

產生「維園阿伯」的香港特殊歷史時空 

「維園阿伯」大多七、八十歲，大多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教育水平低，

大部分人經歷過日本侵華、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以及對香港戰後歷史其中最重

要事件之一的六七暴動等大事件。特殊的歷史時空影響了當時香港左派，特別身

處權力最邊緣的左派命運。曾幾何時，他們參加工人運運、學生運動，呼叫著革

命的口號，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隔著深圳河呼應，和殖民主義者鬥爭。他們認

為自己在港英政府統治年代下是被壓迫的一群。 

「維園阿伯」在政治上沒有權力，在經濟上沒有資本，且學識少，大多是香港的

低下階層，不受社會重視，沒有社會發言權。他們演說技巧大多很差，咬字模糊，

邏輯不嚴謹。他們的論點多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欠缺全面的分析，也往往在其

他討論者的發言期間出言插入。 

「維園阿伯」以親建制的姿態出現於《城市論壇》，逢反中共必反。藉著該節目

對外開放、舉辦地點（大部分時間在維多利亞公園）交通方便、讓市民自由進出

的參與討論的便利，便三五成群，積極參與 《城市論壇》，與他們認為反對中

國政府的泛民主派及同道者作「敵我矛盾鬥爭」。每個星期只要扭開電視，便能

見到他們坐鎮論壇的身影。 

儘管「維園阿伯」的政治取向與本地傳統左派相同，但他們欠缺參政及獲邀做嘉

賓的條件，日常生活中並無公開議政機會，意見未受傳媒重視，《城市論壇》節

目成為他們唯一公開論政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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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大氣電波，「維園阿伯」能有機會暢所欲言，真情流露，並不一定是打架，

它可能是喜怒哀樂，以及愛與恨的各種表現釋放在《城市論壇》上。他們透過與

其他人的激辯，能再為中國共產黨立功，晚有所用，自感光榮。他們往日曾在很

多香港傳統左派運動扮演了一個角色，對中國共產黨，有深刻的情意結，熟稔革

命的口號，如今借參與 《城市論壇》的機會，期望再讓他們能成為政治舞台的

焦點。（東週刊, 2013） 

評論家李怡曾經這樣形容部分與他同時期的香港傳統左派人士：「還有不少一生

緊跟左派的同學，雄心壯志逐漸在現實消失，最後覺醒時，已經掉落社會的低下

層。」（蘋果日報，2012） 根據李怡的標準，維園阿伯並未到達「最後覺醒時」

的一群。一般而言，電視節目嘉賓多是政商界人士、意見領袖、學者、專業人士

等，他們或有政治考慮及計算，而「維園阿伯」則比較單純。 

庫德瑞的自我供認／自我揭露理論 

普通人亮相電視的分析 

一、從私人空間走進公共空間 

二、把私人經驗交給有權力的一方，即電視台 

三、 儀式化、顯著化、合法化 

四、不保證成為名人 

五、禮儀化過程不會改變，普通人與電視台之間永遠存在權力不對等關係 

六、普通人對亮相電視的想像 

 

一、從私人空間走進公共空間 

學者庫德瑞把從私人空間（private space）走進公共場域（public sphere），在脫口

秀作嘉賓的普通人的過程，稱之為跨越了所謂媒體／普通人界線（Couldary, 2003, 

p120）。普通人之所以這樣做，原因是現代生活社會空虛，缺乏朋友，傳媒變成

唯一分享、傾訴和表達意見的地方（Couldry, 2003, p116）。 他又指普通人在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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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秀表演，即作嘉賓，猶如跨進了一個罕有地可以進入受公眾注意的空間 

（Couldry, 119），另一學者 Priest 也形容此舉是跨入（step in）一個有，「價值」

的地方（valued place），因為在電視亮相可給予人一種有地位的感覺。脫口秀被

假設成為一個如此有「價值」的地方，正因在媒體之中，進入它的界線內就是由

普通世界踏入媒體世界。 

 

《城市論壇》的公眾席不設任何限制，採用先到先得的方法，無需申請。「維園

阿伯」，一群普通人，每個星期天可以自由進入論壇，由普通世界踏入媒體世界，

成為電視節目現場觀眾。這個電視節目，亦是全港唯一對入場觀眾無需作任何挑

選程序的定期節目。據了解，設有最多現場觀眾的無綫電視，市民要申請才可成

為現場觀眾。而且，《城市論壇》是直播的，不經刪剪，現場觀眾幾乎保證可以

亮相，發表的言論可以傳播給香港所有觀眾。 

 

二、把私人經驗交給有權力的一方，即電視台 

庫德瑞認為普通人向傳媒傾訴，等於把自己個人的經驗交給在中介過程中的權力

層面（power dimensions）（Couldry, 116）。The Jerry Springer Show 的嘉賓與《城

市論壇》的「維園阿伯」本屬不同類別，前者多為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

者等性小眾人士，後者是差不被社會遺忘的傳統左派長者。兩批人在他們生活的

社會，曝光機會同樣的少，且缺乏表達意見的渠道。一旦可以在電視節目亮相，

面對場內場外觀眾，暢談己見，就有如從隱蔽中走出來（emerge from invisibility）。

正如庫德瑞引述一位學者約書亞‧甘森（Joshua Gamson）的論述： 

 

It is because of the cynical use of ‘real people’, people who feel themselves to be 

disrespected and in need of television affirmation, that talk shows have offered the most 

diverse visibility for gay and lesbian and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 available （i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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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son 1998: 215, original emphasis） 

 

誠然，自覺不受尊重的人，極需要在電視上曝光來肯定自己，脫口秀正好提供一

個廣泛的曝光機會給性傾向小眾人士，讓他們自我揭露私人恩怨。另外一位學者

Laura Grindstaff 則指出，類似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的節目之所以吸引，皆因它

們讓性傾向小眾等普通市民亮相。之所以造成這個局面，一般來說是直接與電視

台建構的權力架構，以及人們對權力關係的定位有關。它是一個象徵性的權力不

對等問題。「維園阿伯」非性傾向小眾，但 Grindstaff 的分析也適用於他們身上。

一批社會最低階層的人，當然亦有權發表政見，但社會不會重視，傳媒，包括電

視新聞，通常都不會報導。在《城市論壇》成為現場觀眾，則保證家庭觀眾以致

全港市民見到他們的容貌，聽到他們的聲音的地方。因為進入了電視節目，等同

接受電視台的權力，經過節目儀式中介，把自己個人經驗，包括意見，交給電視

台傳播出去（Couldry, 118）。 

 

三、儀式化、顯著化、合法化 

電視脫口秀節目型式其實是一套儀式，設有一種儀式界線（ritual boundary）。參

與節目的普通人，全部需經歷這種儀式（ritualization）的洗禮，儘管這種儀式是

否給予他們永久性質上的改變，即變為名人，是沒有必然關係。然而，這種儀式

的地位，是建築於普通人與傳媒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上，傳媒的權力總比普通

人高得多。因此，一旦進入了儀式界線之內，參與者／表演者的角色會變得顯著

（significance），因為這個儀式原先只是給名人參與的，普通人現有機會參與節

目，便有變成名人的想像。若然雙方的權力是對等，根本不需要進入這條界線內。

進入儀式界線也帶來了合法化（legitimization）（Couldry, p122）。合法化其中一

項體現，就是通過亮相的儀式，使其故事或言論得到確認或保證（validated or 

certified），使普通人相信。儘管傳媒仍然只會報導「維園阿伯」在《城市論壇》

中的行為，而不是他們的言論，但他們仍相信自己的說話，一如其他透過電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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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其他訊息，同樣能獲得公眾重視和確認，因為所有這種訊息都有其合法地位，

在其他場合做同樣的事，沒有這般效果。由於亮相電視會帶來如此的轉變，更加

確定（confirm）媒體／普通人界線的存在。 

 

四、不保證成為名人 

當然，絕大部分的普通人都未能夠憑這種脫口秀的中介儀式，一夜成名。電視節

目是可以令普通人成名，但絕非保證。The Jerry Springer Show 中的每一組嘉賓到

台上只能表演十至十五分鐘，隨即便會換上另外一組，與製造名人必需一套穩定

以及長期亮相的模式，背道而馳。《城市論壇》的節目設計則有所不同，「維園

阿伯」每人發言時間雖然只有最多一分鐘，但他們每個星期天都能夠到場亮相，

具穩定性，加上言詞激烈，因此，他們或多或少也擁有輕微知名度，但只是有名

氣，而不是金錢。知名度來自香港傳媒，甚至部分海外傳媒報導「維園阿伯」現

象，偶然更有專題報導（東週刊，2013）。但「維園阿伯」的言論質素乏善可陳，

他們的知名度就只有徘徊在輕微的程度。 

 

五、儀式化過程不會改變，普通人與電視台之間永遠存在權力不對等關係 

媒體／普通人界線，亦反映在嘉賓／現場觀眾與製作人員的關係上。庫德瑞認為，

電視台製作人員和主持經常指導各人用何種方式表現自己，要求嘉賓（普通人）

必須在節目上以此方式來表現自己，以得出非凡的（extraordinary）的效果（Couldry, 

2003, p121） 。這樣無疑存在著一種等級制度，權力不對等界線清晰可見，兩者

之間有著身份地位距離。若權力對等，則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要求。 

 

六、普通人對亮相電視的想像 

 一夜成名 

 故事（意見）獲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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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相於電視上會增強他們的重要程度，例如學者 Priest 引述一位脫口秀的嘉

賓（普通人）說：「我覺得自己已為社會做了一些事 （Couldry, 2003, p121）。」

至於《城市論壇》的「維園阿伯」，他們更認為這個媒體世界，是晚年再為

國家民族立功的場所。兩者皆被一種社會上超卓力量（transcendence of society）

的想像所感召（Couldry, 2003, p126）。 

 

不過，儘管主觀上普通人成名之夢難以因於電視亮相而實現，但這種中介儀式，

起了一個轉化作用，把他們從前只是個人（personal）的事，變成很特別（special）

以及具代表（representative）的事（Couldry, 2003, p122）。這個分析對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的性小眾嘉賓與「維園阿伯」同樣可以應用。 

 

普通人亮相電視為何會自我供認／自我揭露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分析普通人自我供認的權力關係 

 

在“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福阿寫道： 

 

The confession is a ritual of discourse in which the speaking subject is also the subject of 

the statement; it is also a ritual that unfolds within a power relationship; for one does not 

confess without the presence （or virtual presence） of a partner who is not simply the 

interlocutor but the authority who requires the confession, prescribes it and appreciates it, 

and intervenes in order to judge, punish, forgive, console and reconcile; a ritual in which 

the truth is corroborated by the obstacles and resistances it has had to surmount in order to 

be formulated; and finally a ritual in which the expression alone independently of its 

external consequences, produces intrinsic modifications in the person who articulates it: it 

exonerates, redeems, and purifies him…（Foucault 1981a: my emph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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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阿分析自我供認條件的要點： 

 需要一位擁有足以促使人坦白供認權力的伙伴（partner），無論是真人或虛

疑人物（神）； 

 使人坦白供認的人既是對話者（interlocutor），也是一位可以提供指引、欣賞、

及干預下作出判斷、懲罰、安慰及和解的人； 

 在儀式中，克服障礙和抗拒才可把事實確定； 

 不論外在效果如何，儀式中製造了內在轉變（intrinsic modifications），經歷者

可以免受指控，亦可獲贖罪及潔淨 

 

沒有權力不對等，就沒有坦白供認。醫生和神父亦具備同樣權力，能令病人或辦

告解（confession）的信徒向他們坦白就是這個道理。福阿並無評論電視台脫口秀

中的權力關係，但學者Mini White就首先應用他的論述來分析脫口秀。但她認為

此類節目有別於與醫生、神父在診斷及聽告解的一對一工作，因為出席脫口秀的

嘉賓會面對不同的情況（Couldry, 2003, p123）： 

 

 站在台上要面對主持及電視台內的觀眾，同時要面對家庭觀眾； 

 節目中坦白供認的結構亦不一樣，此與電視台的經濟及規限有關 

 

至於電視脫口秀促使嘉賓坦白或自我揭露的權力來源問題，庫德瑞認為主持（host）

本身並無此力量。儘管他或她本身是名人，但大多數欠缺了一種更廣的文化或個

人權威（a broader social and personal authority）。反之，電視台被假設成為社會中

心的代表，以及與社會真實情況（social reality）最重要的接觸點。脫口秀是一種

儀式，在節目中，主持和現場觀眾就代表了這種假設儀式裏的權威（authority）

（Couldry, 2003, p123）。 

 

脫口秀中的真性情（Raw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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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口秀是真人秀的一種，既然要真實（real），製作人員便要做到真的真實（really 

real）。據庫德瑞引述Gamson和Grindstaff的分析，電視台要在有限的經費下，從

難以預測的「人性原材料 」（unpredictable human ‘raw material’）中取材製作

脫口秀，致使一種任意性（arbritrariness）和人為性 （artificiality）的效果就出現

在節目中，所以有失控場面出現亦不足為奇，例如在The Jerry Springer Show出現

的打鬥場面（Couldry, 2003,125）。這樣，製作的性質已經改變了，從前製作人員

需要控制節目，盡力使節目不會有失控場面，但現在脫口秀製作人員反而刻意設

計一套增加出現失控場面機會的節目。不過，他們認為失控不一定是壞事，反而

視之為黃金鏡頭（golden shot）。當出現這些真性情時刻（moment of raw emotion），

他們則可向外宣稱，這些畫面足以證明脫口秀如何真的真實，沒有作假。Grindstaff

引述一名製作人員稱，失控鏡頭如何真實，且甚具威力：“there was so much 

emotion there. It was a wild card and we got lucky.”他更認為，能夠在節目裏出現失

控是一種幸運（Couldry, 2003,125）。 

 

脫口秀如The Jerry Springer Show節目之所以有如此突出的表現，除了是基於節目

本身的設計外，其中一個原因，是電視台製作人員和主持經常指導嘉賓（普通人）

用何種方式表現自己，要求表現非凡效果。當然，並不是所有節目皆像The Jerry 

Springer Show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般突出，有意料不到的真性情，但製作

人員往往聚焦於衝突時刻（moments of confrontation），希望出現極端情緒爆發，

以求逼真，達到他們認為的真人秀效果，一條由真實感（reality）與情緒（emotion）

組成的聯繫線（link）因此而自動形成（Couldry, 2003,125）。美國如此，香港又如

何呢？ 

 

《城市論壇》中的真性情 

香港曾經出現過以衝突時刻和極端情緒爆發為賣點的電視和電台時事脫口秀，例

如亞洲電視的《龍門陣》，以及商台的《風波裏的茶杯》與《政事有心人》。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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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四年「封咪事件」後，這類型的節目完全結束了。與The Jerry Springer Show比

較，香港的時事脫口秀沒有類似或相近於自我揭露的場面，同時，除《龍門陣》

外，其他均沒有安排現場觀眾。而由一九八零年啟播的《城市論壇》則是唯一開

放式，設有現場觀眾的定期時事脫口秀。每個星期天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在論壇

節目中，「維園阿伯」對台上被視為反對中共及特區政府的泛民人士或疑似持親

泛民人士喝駡、辱罵，甚至動手，成為了香港一個現象。 

 

案例一（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三日《城市論壇》）： 

當日議題：香港記者在新疆採訪時被毆打事件 

網上短片標題：《維園阿伯齊齊發癲果然全部係食屎

狗》http://www.youtube.com/watch?v=eUoSLSMgryI   

此Youtube片段是由節目第二節開始，當時，相信不止一位「維園阿伯」未能安

坐，正擾亂節目程序，不讓其他人發言，節目因而無法進行。謝志峰努力嘗試維

持場內秩序，多次勸喻／警告要安靜和遵守規則，可惜無效。結果，香港電台的

工作人員把他們驅逐出場。相信香港絕大部分經歷過小學階段的人，都會對這種

情景似曾相識，就像老師正在維持課堂內秩序，勸喻／警告頑皮學生要安靜坐在

座位中，不聽話的便要趕出去，在班房門外罰站立。「維園阿伯」正是那些年裏

的頑皮學生的老年人版本，謝志峰則是那位維持課堂內秩序老師，他企圖以他的

權力控制的場面、恢復秩序。「維園阿伯」表露出與主持不合作的態度，同時在

衝突（confrontation） 場面中表現出真性情（raw emotion），電視直播把驅趕「維

園阿伯」出場的畫面傳送給家庭觀眾，是何等真實，亦是一種黃金鏡頭。 

 

當日台上的一位嘉賓──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麥燕庭，被視為親泛民人士。「維園

阿伯」站起來質疑為何香港記者在大陸採訪頻頻發生事故，又引述主持謝志峰指

香港記者在內地犯規。謝志峰隨即反駁，稱並無說過此話。其實當時建制派也要

求中共政府跟進事件，查明真相，台上嘉賓葉國就是其中之一。但「維園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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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認為，大部分香港記者也是親泛民，他們刻意針對中共及特區政府，既然麥

燕庭為他們的代表，於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

我們就要反對」文革年代的鬥爭心態就湧上心頭，不分事非黑白，總之，香港記

者就是不對！應被痛駡一頓！活該!「維園阿伯」其實並無質素可言，但比諸於

政客，他們有話直說，快人快語，顯示了真性情的一面，因為不少人相信，政客

說話是經計算過的。 

 

案例二（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城市論壇》）： 

當日議題：中國人身份民調引起學術自由問題 

網上短片標題：《城市論壇 陳士齊比人擲電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pdnRNGXv2s  

這集是討論香港大學學者鍾庭耀的民調計劃對香港人身份調查引伸的學術自由

問題，在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陳士齊與前港區全國政協前委員劉

夢熊，爭論關於港人質疑中國人身份以及香港獨立問題時，陳士齊稱自己是愛國

者。節目進行過程中，有人向陳士齊投擲電芯，幸未被擲中。雖然鏡頭未有拍攝

到誰人所為，但由於當日議題涉及香港人身份這具爭議的題目，陳士齊又是泛民

人士，而在他發言期間，「維園阿伯」叫囂不斷，由此推論極可能是有人因憤怒

而向陳士齊投擲電芯。 

 

這裏再次以學校生活作比喻，在中小學課室內學生投擲各種物品的事情並不鮮見，

但這是青少年時期的行為。在一個以成人世界模式進行的電視節目《城市論壇》

裏，呈現青少年在課室的行為，儘管它未必受欣賞，或者應被譴責，但極端的情

緒，亦顯示其真性情的一面。因為在一個儀式中，包括上課或節目，投擲各種物

品也屬於失控場面，同時亦是真性情的時刻（moment of raw emotion）。真性情

會產生真實感，而真實感出自真性情，兩者是連繫起來的 ! 家庭觀眾目睹這種

畫面，亦會被具真性情的真實感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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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福阿理論分析兩節目 

The Jerry Springer Show和《城市論壇》的主持也具權威，因他們是社會中心的代

表，以及與社會真實情況的接觸點，足以使性傾向小眾嘉賓或「維園阿伯」坦白

發言，同時可以用權力控制場面。兩批人士之所以聽從或大致上聽從主持的安排，

是因為他們把自己個人的經驗交給在中介過程中的權力層面──電視台的主持

和現場觀眾。在權力的不對等下，主持人主導了整個節目的進程，只有在他們發

出命令時，嘉賓或台下觀眾才有機會發言。儘管他們發出命令時態度客氣，但畢

竟是一道命令。The Jerry Springer Show的主持人Springer有時會面露微笑，以示欣

賞嘉賓的說話，可能是節目題材各異，《城市論壇》的主持謝志峰則甚少這樣做。 

 

在處理粗言穢語方面，The Jerry Springer Show因為節目是錄影進行，因此製作人

員會行使權力，會以影音效果修飾處理後才播出。直播的《城市論壇》則無這種

奢侈，謝志峰會作出判斷及干預，命令有關人士停止發言，不聽從者要馬上離場。

在The Jerry Springer Show的打鬥場面，電視台的保安會上前分隔與制止，同樣地，

若《城市論壇》出現疑似打鬥或推撞的情況，主持或已獲授權的工作人員會制止。

由此可見，電視台雖不是執法機構，但對進入節目這種中介儀式的人，的確可向

他們運用有權力。 

 

在電視節目中面對鏡頭發言，把自己的意念清楚表達出來絕非一件易事，對普通

人來說無疑是一項挑戰。兩節目中的性傾向小眾和「維園阿伯」確實勇氣可嘉，

具膽識接受挑戰，克服面對觀眾的壓力。經歷這種中介儀式洗禮，猶如火鳳凰，

令他增添自信。「維園阿伯」接受其他傳媒訪問時的態度，亦充分顯示出這份自

信。（東週刊，2013） 

 

出席脫口秀的性傾向小眾嘉賓及發言觀眾如「維園阿伯」，是從私人空間走進公

共空間，道出他們難以在其他場合告訴別人的私事或觀點。這種過程一方面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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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釋重負或不吐不快的效果，另一方面在他們的思想裏起了內在轉變，原本是

私人的事經發表之後，公道自在人心的想像，假設廣大觀眾已作出了裁決，是非

黑白有了定案，把這一切轉化為重要且合法的事了。  

 

結論 

《城市論壇》的節目設計基本上是沉悶的，主持甚少發及表個人意見，也無明顯

立場。他與嘉賓之間，很少互相駁斥，主要是一問一答的形式。嘉賓們相當聽從

主持的引導，輪流發言，很少中斷對方說話，互駡情況亦不多見，事實上，亦無

這種安排。它的設計與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邀請兩位或多位有恩怨嘉賓互相對

質的衝突場面比較起來，理應欠缺很大的吸引力，唯獨現場觀眾中的「維園阿伯」

的真性情表現，在整個節目中的叫囂，對泛民人士採取「敵我矛盾」態度，發表

質素低且邏輯欠奉的言論，客觀上注入不少娛樂性元素，改變節目沉悶的氣氛，

大大增添吸引力。《城市論壇》沒有真人秀之名，但擁有部分真人秀之實，因為

真人秀必具備真性情的元素。真性情為節目帶出一種逼真的感覺，因為真實的世

界就有這種赤裸裸的愛與恨，沒有掩飾和包裝的極端情緒表現，儘管不一定常見。

無證據顯示，《城市論壇》的製作人員刻意設計節目形式，讓維園阿伯發言和干

預，增加失控場面的機會，吸引觀眾。節目形式多年來沒有多大改變，只是在上

世紀九十年代出現了「維園阿伯」一類現場觀眾，加上香港自回歸問題出現後，

涉及中國或中共的議題無日無之，「維園阿伯」現象只是這個特定時空裏應運而

生的產物。也許有人形容如此一個現象是城中的笑料（joke of the town），但從

另一角度看，它反映了香港社會言論自由和對弱勢社群包容的一面，畢竟，「維

園阿伯」差不多處於社會最低層的一群。 

 

「維園阿伯」現象也帶來另外幾項要思考的問題，教育水平與勇於在公眾面前發

言，兩者在香港是否有必然關係呢？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否忽略訓練公開演說的

技巧呢？美國的 The Jerry Springer Show 模式的電視節目，在觀眾面前自我揭露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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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為何沒有在香港出現呢？中國大陸已經有自我揭露家庭問題的電視節目，內

容涉及不給家用的糾紛等現實社會題材，但被稱為自由開放的香港社會，是否存

在著較中國大陸更保守的一面呢？這是傳統華人問題，還是香港廣東人過於世故

的考慮呢？若果真正達到普選，全面民主化後，電視節目會否更開放呢？這一連

串的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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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回家與家：從媒體中體現家 

陳子欣 

 

（圖片來源：zh-tw.enc.tfode.com） 

引言 

媒體 （Media） 不斷地出現在日常

生活之中，而「家 （Home）」也是

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元素。每個人

自出娘胎，便在房子中居住，與家

人一起生活，每個人的根，大概均

是從家開始，這可見家的重要性。 

本文將以電視劇《愛．回家》作為

文本。它的主題曲、人物設定、劇

集內容、空間的前設均可成為中介

過程，與觀眾的個人經驗作出互動。

本文亦會以消費 （Consumption）及

表演（Performance）等角度去探討媒

體是如何設定一個理想的家。 

電 視 劇 是 其 中 一 個 中 介 文 本

（Mediated Text），透過媒體改變我

們 的 個 人 經 驗 結 構 （ Texture of 

Experience）。事實上，個人的經驗

也一直影響媒體在各個文本所生產

的中介意義（Mediation of Meaning）。

整個互相影響的過程會不停的衍生，

意義也會川流不息地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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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回家》示範了一個家的模樣 

《愛．回家》於二零一二年三月開

始啟播，為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的時裝處境劇，其播放時間為星期

一至五，晚上八時至八時半，由於

此時段被香港政府設定為合家歡時

段，播放內容必需適合一家大細收

看。劇集至今已播出四百多集，由

最初設定只有一百八十 集，到後來

因收視良好，得到贊助商的支持，

添加 至一百二十 集、二百集，直至

五百集，及後更宣佈添加次數不設

限期。 

劇集自啟播以來，平均收視一直在

二十三至二十六點之間，收視穏定，

以尼爾森獨立市場研究公司的標準，

每一收視點觀眾人數約為六萬四千

二百名，可見平均觀看劇集的總人

數約為十六萬。雖然收看的觀眾只

佔香港整體人口的少部分，不過從

其加添劇集數目的次數，可證明它

是有一群忠實的支持者，一直支持

此劇集，而廣告商亦得到其預期的

廣告效益，這才會促使他們繼續成

為劇集的贊助商。 

整部劇集均圍繞馬氏家庭開始，由

劉丹飾演的馬虎是為馬家的最高領

導人，最受後輩尊敬的長輩；郭少

芸飾演的馬柔，為其妹妹，性格獨

立，不受束縛，徐榮、林漪娸分別

飾演其次子及媳婦──馬強及勞麗

嫦，二人擔當一家之主，夫妻恩愛；

黎諾懿飾演的馬壯，為其三子，鬼

計多端，為查李施律師事務所的師

爺；羅天宇及蔣家旻分別飾演馬虎

的孫兒及孫女──馬子仁及馬子妮，

在爺爺及父母的眼中，他倆均是少

不更事的孩子。 

這個一家七口的設定，從爺、子、

孫均有清晰的角色性格。馬強、勞

麗嫦、馬子仁與馬子妮住在同一間

房子，而馬虎、馬柔、馬壯則住在

對面的房子。兩伙人經常在馬強的

家享用早、午、晚三餐，而馬壯的

家則多是用來召開家庭會議的，兩

間房子有著明顯不同的的功能，這

也是房子應該有的功能。香港人工

作忙碌，早出晚歸，房子只變成睡

覺的地方。除此以外，房子應該是

一個實際上與心靈上的避難所，一

家人無分彼此，分享回憶，這也是

《愛．回家》對於家的描述。 

馬家是一個既傳統又新潮的家庭，

長幼均聽從爺爺的說話，當爺爺動

怒的時候，全家總動員會為哄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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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花盡心思。一家人互相尊重，雖

有爭執的時候，但最後均以和氣收

場。回到來現實，究竟有多少個家

庭能夠像媒體中所呈現的畫面一樣，

這樣母慈子孝呢？根據平等機會婦

女聯席就香港婦女遭遇暴力的經驗

的調查結果顯示， 超過百分之二十

五點五的受訪婦女曾遭受家庭暴力，

當中近一成曾遭遇過十次或以上的

家庭暴力。 

就以上數字可見，即使媒體正建構

一個美好的家，但根據個人經驗而

言，並不是每一個家庭均是那麼圓

滿的。劇集內容的中介文本顯示了

中介過程不斷往來於事件（Fact） 

與幻想（Fancy）之間。故此，《愛．

回家》也會加插一些對家庭有負面

的劇情出現，但這些情節的主角均

不會出現在馬家的家庭人員中，因

為馬家被塑造成為一個標準而幸福

的家庭。  

 

電視機在家中的位置 

在《愛．回家》中，經常出現一家

人圍在一起吃飯的劇情，每一集平

均會出現最少一次。餐桌上還經常

出現「八餸一湯，白飯任裝」的情

景。在現實生活中，八時至八時半

這個時間，均是很多家庭正在享用

晚饍的時間。觀眾看著電視機，自

己正在吃飯之餘，劇中的人物也在

吃飯。 

當劇集中有用饍的場景出現時，很

多時是代表著馬家有要事要商討，

在餐桌上暢所欲言，既可以抒發己

見，又可以互相給予意見。除了吃

飯以外，馬家圍著電視機看電視也

是一個經常出現的畫面，這可能代

表了電視畫面會出現需要交代的劇

情，或只是單純需要一個一家人圍

在一起討論事宜或是談天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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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ihktv.com/love-home-to-love-something-more.html） 

電視機在劇集中是放置於一個最有

利的位置，好讓家中各人均能看見

電視機。無論劇情是否有需要用上

畫面中的內容，但電視機的確有其

傳遞消息及分享個人經驗的功用，

是家中不可或缺的電器。 

看電視是個人生活與家的回憶，也

將包括與媒體相關的回憶。無論這

些回憶是好、是壞，或根本不要緊。

所有這些經驗都是不斷發展、交織

的，對家而言，這些經驗是媒體的

中介空間。就本人作為觀眾而言，

看著劇情的發展，我們這一家也會

一同看著《愛．回家》，一同吃飯，

亦會一邊討論劇情。 

電視劇總是模仿著現實生活中的家，

故此，本人家中的電視機亦如劇集

一樣，擺放在家中最有利的位置，

雖然我家的面積不及劇中的大。但

同樣是一個讓人感到溫暖的家，一

家人享受著一同看電視的時間，劇

中有很多情節均有令人反駁的動機，

部分情節更是不合理的，例如：查

李施律師事務所的警鐘誤鳴，是因

為老闆查先生為避見客人已弄響，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無稽的劇情。 

在現實中，這些啼笑皆非的內容可

能會成為家人的話題，更可能會為

此討論一番。這可能是因為大家在

下班後，再沒有心力去討論一整天

在辦公室所遇上的快與不快，倒不

如投入電視機的懷抱，將自己對於

現實的經驗與劇情作為對比，這樣

還可以將自己與家人的經驗交織在

一起。因此，電視機對於本人的家

庭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它成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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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的溝通話題之一，面對此跟現

實生活相類近的劇集，大家更會分

享自己的經驗，在分享的過程中，

會產生不同的議題或火花，整個過

程會形成一個中介，成為家人的回

憶。 

當下次再遇上與《愛．回家》相類

似的劇情時，家人的討論可能會再

將論點重申一次，大家依然會樂在

其中。或者當下一次無線電視重播

此劇集時，一段段與家人談討劇情

時的回憶便會一湧而出。 

 

以消費來維繫情 

《愛回家》像很多無線電視的劇集

一樣，必須得到廣告商的支持才可

以繼續運作下去，廣告費成為支撐

各演員薪金的重要支柱。劇中其實

隠含了很多植入式廣告，以隱喻的

手法推銷相關商品，將產品的融入

至劇集中，使人不會一下子懷疑是

廣告推銷而引起反感。 

劇中其中一個最大的廣告客戶相信

是澳門鉅記餅家。馬柔的前度情人

梁彥芬在劇中是一間餅店的經理，

他喜歡以其店舖的餅乾作為零食，

閒時又會將其貨品作為送禮之用，

在大時大節的時候，他亦做到禮多

人不怪，將包裝精美的禮盒送到馬

家。 

馬家及梁彥芬均展示了如何成為一

個有禮之家，例如中秋節時，會出

現送月餅的情節。如果在月餅快要

吃完的時候，但節日還未到時，在

這個時刻，月餅便是一份很重要的

禮物。在其中一集的劇情中，馬子

妮快要吃完家中的月餅，她還在埋

怨為何今年只有這麼少月餅的時候，

梁彥芬便在這個時候出現，送上一

盒又一盒的月餅。這樣，觀眾便會

不其然受到演員的影響，增加了購

買月餅的意欲，以作為送禮之用。 

媒體與消費的關係不外乎：展示、

渴望、認同和付款。消費是某種形

式的中介，商品及勞動的價值與意

義轉化為私密的、個人的、獨特的

語言。消費除了自己可享受到整個

過程之外，還可以跟別人分享，雙

方將消費的經驗互相交流。 

劇中的另外一個廣告商是三星電子

（Samsung）。其中一集的劇情提到，

馬子仁因為在工作上遇上挫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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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低落，馬家為了幫他重拾信心，

便給予鼓勵，整個馬家不約而同的

買了四部同型號的三星平板電腦給

馬子仁，但對方又不知道原來各自

準備了相同的禮物，結果，馬子仁

將四部平板電腦均據為己有。 

這又是一個植入式廣告的例子，大

家均以消費來作為表示親情的一點

點心意，消費已經變成理所當然，

我們製造出自己的意義，經由不斷

地協商創造出自己的價值，在這些

過程中，我們為自己的生活創造出

意義。 

俗語說禮多人不怪，不過，在媒體

上出現廣告，其實是讓大眾消費成

為一種規劃時間的練習，強調消費

的重要，建構了生活中一個個連接

的規劃時刻。看見劇集中有年糕或

蘿蔔糕的出現，觀眾便會知道新年

快將來臨，它會不停重複又重複的

提示，直至你也進入了消費的模式，

欲購買送禮物品時，便會聯想起曾

在劇集中出現的送禮佳品，最終成

為它的消費者。 

《愛．回家》中不斷出現送禮的情

節，送給家人也好，送給朋友也好。

一旦進入了消費，文化與世俗的面

貌便不再由事物的本質所決定，反

而是消費組成了生活，以生活建構

出大大小小的儀式，也讓這些儀式

創造了時間。人與人之間的情從消

費中建構出來，送禮代表了心意。

事實上，大眾應該是由心出發的去

理解送禮的本質，而不是讓媒體促

成消費，將送禮變成指定而無意義

的動作。 

 

戲如人生 

此外，從《愛．回家》的主題曲的

歌詞中亦可窺探出家是一個充滿愛

的地方：「 在世間  遮風擋雨  有一

種愛  從六歲到八十也不更改  任我

飛天空海闊前望將來  寒或暖  有笑

容可一可再」，即使在外間遇上任

何的挫折或困難，回到家中，仍可

得到家人無限量的支持。明顯地，

劇集始終是劇集，演員積極將自己

現實中所經歷的搬到螢幕上，將經

驗跟大眾分享，而大眾亦將個人的

經驗累積，形成一個社會的整體經

驗，互相融合。 

劇中的演員在現實中是一個擁有支

持者及正面形象的偶像，而他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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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中的形象建構是在香港社會中，

努力為生活而工作的升斗市民。他

們在劇集中所演出的是發自內心世

界，把「我」跟觀眾分享，表象就

是真實，將私密（Intimacy） 跟真摯

連上關係。 

劇集中提到馬柔跟梁彥芬的一段感

情，兩人相識於微時，梁彥芬從小

便喜歡馬柔，喜歡她為人真誠，有

情有義。這段單戀的感情，直至有

旁人察覺到，才由暗戀變成明戀。

到後來，梁彥芬花盡心思，終於打

動了馬柔的芳心，成為情侣。到後

來一起經歷了很多苦與甜，終於成

為準夫妻，但又因為二人的身體狀

況的關係，預計到未必能擁有自己

的嬰兒，而暫時分開。在理智與情

感的掙扎下，二人覺得分手才是對

雙方公平的做法。結果，由起初朋

友變成情侣，再由情侶變回知己。 

這是一個既定的劇情流程（Flow），

從相識到相交再到深交，一幕幕的

演出打動了觀眾的心思，在現實生

活亦有很多相似的個案，觀眾將自

己的情感投放在這段男女的感情之

中。導演這名生產者會對劇情埋下

了一個伏線，有計劃地牽動觀眾對

於感情的經驗，引起其回憶，當中

的意義是由生產者編碼。但觀眾憑

著個人經驗，去創造出對劇集內容

的意義，由觀眾個人去發掘。 

 

 

（圖片來源：http://www.jingdianye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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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回家》也有其中一集的劇情

是描述馬虎及馬子妮這對爺孫的感

情。馬子妮平日十分孝順爺爺，認

為爺爺每個決定都必定有其原因，

兩爺孫雖有代溝，但狹縫很窄。有

一次，馬虎不小心將馬子妮心愛旳

公仔弄丟了，當馬子妮發覺知道的

時候，十分憤怒。當馬家各人還在

想辦法去彌補過錯時，原來爺爺已

經一馬當先，參加了電視節目，欲

贏取一個同類型的毛公仔贈回孫女。

同時間，馬子妮已經接受了這個事

實，不打算再去追究，但得悉爺爺

為了自己作出大膽的嘗試，感動萬

分。 

在劇集中，導演所編排的劇情，將

家描述成一個既溫馨又充滿愛的空

間。演員努力將自己的個人經歷，

融入於演出之中。就以兩爺孫的經

驗作為例子，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

嚴重，六十五歲以上佔整體人口比

例將會由二零零九年的百分之十三，

增加至二零一九年的百分之十七及

二零二九年的百分之二十五（統計

署香港人口推算 二零一零至二零三

九），長者將會缺乏照顧，政府亦

積極推出不同的措施，令長者得到

最妥善的照顧，例如：居家安老、

社區照顧等等的模式。 

當演員演出關於兩爺孫的故事時，

他們會否聯想起自己家中年老的家

人呢？觀眾亦會否因為這集的內容

而動容呢？ 媒體以日常生活為素材， 

將觀眾所居住的世界表現出來，大

眾會不自覺地模仿劇中人的行止，

將自己融入劇中的世界，既表現出

真實的一面，也反映了虛假的一面，

從 而 造 就 、 強 化 了 一 個 展 演 

（Display）的文化，在日常生活中

也演出這種文化。 

 

愛上自己的家 

《愛．回家》播放的主要目的當然

是凝聚觀眾，吸引廣告商的支持。

其主要劇情以家作為主軸，很大原

因是因為每個人對於家都有其自身

的經驗，上班、下班亦是香港人每

天的工作，這類型的劇情最能得到

觀眾的共鳴，讓他們投入個人的情

感於劇集當中。 

家對於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定義，可

能有人享往《愛．回家》的溫暖，

也可能有觀眾覺得溫情泛濫，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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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中根本不會發生。一家人圍著電

視機一邊吃飯，一邊討論劇情，又

會有幾多個家庭能一直做到呢？人

與人之間的感情不能經常宣之於口，

故此需要靠送禮以作表達。這正中

廣告商的下懷，以消費對人們進行

幻想工程，創造了時間，提醒觀眾

進入消費的時間。 

媒體幫助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傳遞訊

息、反映現實，表達、呈現大眾的

經驗世界。媒體成為一個中介過程，

就如《愛．回家》這齣電視劇，其

劇情把家形容為一個遮風擋雨的地

方，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愛護，珍惜

彼此成為家人的緣份。大眾對於家

都有其個人的經驗，他們可以質疑

劇集的真實性，又會參與劇集整個

中介形象的建構，而不是僅僅限於

生產者所建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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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信屋從反霸權到霸權抬頭 

鄧詠心 

 

 

（圖片來源：http://sparklingmission.blogspot.hk/2012/07/759.html） 

 

759 阿信屋（下簡稱為阿信屋）在二零

一零年成立。是一家引入價廉物美食

與日用品的日式超市集團。其母公司

為 CEC 國際控股公司。店名中的 759 

為 CEC 上市編號，而當中「阿信」名

字的靈感就是取自於一九八零年代當

紅日本電視劇《阿信的故事》中，主

角阿信的堅毅精神。在缺乏廣告宣傳

下，時至今天，阿信屋分店擴展多達

一百六十三間（還不斷擴展中），打破

傳統大型超市壟斷的局面，深受市民

歡迎。在這篇文章中將會探討阿信屋

作為受眾進行消費經驗的場域，是如

何建立自己與消費者的中介關係。他

們所得到的是優質的商品及愉悅的購

物經驗，或只是在中介的推波阻攔下

不斷麻木消費從而消費時間呢？日式

的店面與精美的進口包裝如何影響消

費者的對慾望的幻想與渴求？最初以

抵抗霸權及平作為理念來吸引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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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競爭者林立和通脹高企的今天

阿信屋還能主導市場成為新一代霸權

嗎？下文會對此作出探討。  

 

以阿信屋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本人是

阿信屋的忠實支持者。從個人的經驗

分析，阿信屋大受歡迎的主因並不是

因為它價廉物美，更重要的是它符合

史瓦史東（Roger Silverstone）對於消

費所提出媒體與消費的關係，也就是

「付費，遊戲與展示」這幾個特質

（P.115, Silverstone）。由於阿信屋的經

營理念有點像團購，所以必須以驚人

的入貨量才能維持薄利多銷以作為賣

點。在逼不得已下，阿信屋必須透過

不停擴張分店來促銷貨品。而且其貨

品種類繁多，很多歐日食品更是獨家

代理，包裝美輪美奐，像極在外國買

的紀念品，在本土或日資超級市場也

很難發現一模一樣的食品，有些受歡

迎的產品更是售完即止，我曾試過走

遍幾家阿信屋都找不到心頭好，慢慢

便形成了一種尋寶的心態。久而久

之，阿信屋便成為我跟同事午飯或下

班後朝聖的地方。雖然阿信屋賣的日

用品與零食在功能性與一般本土超市

的產品無異，但是卻能帶給我一種愉

悅、驚喜和新鮮的購物體驗。整個消

費旅程降低了我對本土超市產品標準

化的恐懼。陳列架上不再是維他奶、

陽光檸檬茶，而薯片的選擇不再是只

卡樂 B。我只要付出賣維他奶的價錢就

能 擁 有 旅 行 購 物 的 幻 想 體 驗

（imagination of comsumption）。無論只

是在阿信屋閒逛還是購物，都讓人有

一種逃逸的快感。就好像在營營役役

的社會節奏中找到一個角落放空，忙

裡偷閒。  

 

「媒體的作用就是吸引觀眾，將觀眾

與日常生活中不斷產生的困惑，區隔

開來。界定另外一個時空，讓媒體完

全依賴此種能力才得以運作，在我們

每一次使用媒介的過程中都有一個門

檻需要跨越，一旦跨過這個門檻就獲

得一種新的自由。當然也受到新規則

的約束，同時擁有新愉悅，驚奇與安

全感。在我們熟悉的環境中，這些新

事物帶來新的挑戰與風險。」（P.92, 

Silverstone） 

 

阿信屋爲了不讓貨品囤積，加快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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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回轉，他們都會把價錢分門別類，

包括正價、公價、街坊價、折扣價、

會員價等等。只要消費滿港幣一百五

十元以上就會發放會員卡。有會員能

享有折扣價與會員價的優惠，申請程

序簡單，並不像其他大財團要填寫個

人資料和核對身份。當了會員後，往

後購物全單就會自動有九折優惠。從

小到大，我在購物後並不會取單據，

因為過多的單據會令錢包過份飽滿，

令人覺得費時失事。因此，我從未想

過阿信屋的單據會成為我購物的原動

力。阿信屋正好抓住貪小便宜的人性

心態，每次在那裏消費後，我也會細

心地把每項消費品的名稱、折扣前後

的價錢有條不紊地列在收據上。每次

翻閱收據都會令我會心微笑。因為長

長的收據上都列明了我節儉的彪炳戰

績。再者，註冊成為會員的門檻很低，

又不用名字登記，因此我經常會把會

員卡借給朋友和同事使用。阿信屋慢

慢就成為了我在工作中與其他同事分

享經驗與溝通的橋樑。我跟其他同事

開始會相約一起吃午餐，主要的目的

是可以飯後連群結隊地去逛街買零

食，我們會在購物的過程中談天說

地，分享彼此的價值觀、興趣、家庭、

人際關係、感情問題等等，慢慢便形

成了一個女同事購買零食團的群組。 

 

雖然阿信屋的產品確實價廉物美，也

間接幫助我與同事間增加了不少話

題。但是我發現令我不能自拔消費的

原因便是由一張會員卡所引起，我在

阿信屋的首次購物經驗是來自於紙巾

和即食麵，那次共消費約七十多元。

後來店員遊說我說買滿一百五十元便

可以成為會員，可以享受標籤上的折

扣優惠，平均一個杯裝即食麵可便宜

百分之三十。我當時在想大部分貨品

都是日本直送，應該具有品質保證，

而且價錢亦不貴，更重要的是我觀察

到顧客大部分都帶會員卡付款，潛意

識告訴我當大部分人都以更接近成本

價來購物時，沒有會員卡的人必須分

擔成本。當時我便是抱著這羊群心

態，好不容易才把消費品拼拼湊湊，

從七十多元湊到一百五十元，正式成

為阿信屋會員。從此以後我便開始跌

入購買零食的深淵。現在回想起來，

我想不出是誰消費了誰？早、午、晚

三餐便能供給一天的營養，為何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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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填滿肚子？而且零食不能解決饑

餓這個問題。我們明知道阿信屋讓我

們消費了時間，消費了金錢，而且常

常讓我在購物后有種得物無所用的感

覺，爲什麽我對它還是產生一種熱烈

的追求與需要？或者布希亞的消費文

化理論能夠解釋這種後現代消費模

式。 

 

 

（圖片來源：http://www.jetsoclub.com） 

 

布希亞把「物件」看成一個複雜的符

號體系。他參照了索緒爾語言學上差

異系統來解析這個邏輯（P.94，陳瑩

巧）。生活在群體的語境中符號的意義

是來自於對事物的差異性。情形就像

阿信屋對應不同消費層的價錢牌與會

員卡制度一樣。會員卡並沒有給我帶

來與衆不同的階級感覺，但是沒有會

員卡確實會讓人有吃虧的無力感。作

為一個消費媒介，它較其他歐日雜貨

店出色的地方是建立一個參與度與認

受性高的會員制。阿信屋先把價錢定

高，然後再作折扣優惠。雖然價格確

實較其他競爭者優惠，但是這只是資

本主義社會運用的策略與手段，目的

只有一個──讓消費者不斷消費。而

消費與慾望兩者是有連帶的關係。媒

體介入讓消費者誤以為有更多的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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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所以需要不停購物來解決慾望的

逼切性。而習慣性的消費又會讓人覺

得沉悶，令人覺得千篇一律。所以資

本家總會利用層出不窮的包裝與玩

意，籍此帶出新的意義去維持這種差

異性。如果一件物件的意義與交換價

值跟它的用途無關，而在於物件與其

他事物的差異關係。這樣看來物件不

僅僅只是用作標示的商品，我們更像

是生活在一個以消費抽象符碼作主導

的群體中。而阿信屋就成為了過度消

費的幫兇。很容易變成極受歡迎的品

牌。 

 

只售兩、三元的檸檬茶已經消失於阿

信屋的陳列架上，取而代之是十多元

以上的日本牌子飲料，但是阿信屋為

何仍然如此強勢？那是因為它運用別

人的包裝來建立品牌獨立性。阿信屋

聲稱它的產品全經日本、韓國和歐洲

進口。每一件商品在陳列架的當眼處

都會標示來源地。例如寫著「日本直

送」、「歐洲製造」和「韓國原產」等

標記，包裝得非常精美。每一件看起

來跟電視、雜誌，以至從旅遊時看到

的物品也很相似，會讓消費者產生錯

覺，以為貨品真是經原產地製造。雖

然日本及韓國貨品質素高，但一般出

口量也有限制，且價格亦相對較高，

所以很大程度上日本流行文化普及是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相對價錢便宜的

「亞洲版」，只要仔細觀察包裝後面的

印刷說明就能看見端倪（P.176，李培

德）。 

 

阿信屋有不少商品都會出現日本代理

的名稱，然後左下角會出現阿信屋的

標記，但實際上是在亞洲設廠。這些

都是針對亞洲市場應運而生的商品。

而且經過九七年亞洲金融海嘯後，日

元疲弱。在這個環境下，像阿信屋及

零食物語這類以日本零食作主打的商

店才能絕處逢生。而且個人認為阿信

屋在能夠在短短幾年間在香港站得住

腳，成為其中一個流行文化的象徵，

是基於香港人對日本文化的信任

（Trust）與情意結（Memory）。七、八

十年代是日本零售公司大舉進軍香港

的黃金時代。由八十到九十年代，三

越百貨、東急百貨、八佰伴、崇光百

貨、生活創庫 （UNY）與西田百貨先

後在香港開設大型的日式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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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設有美食廣場、服裝部和超級市場

（P.151，李培德）。 對當時香港社會

來說，日式百貨公司是相對新潮的購

物形式。而適逢七、八十年代香港社

會急劇轉型，當時政府推出很多新的

社會政策，注重推動社會教育與強調

公平公義的社會價值。新一代在新觀

念的的氛圍下成長， 慢慢就形成新的

身份認同。日式百貨公司有別於傳統

的國貨公司，也不像以經營歐美商品

為主的連卡佛（Lane Crawford）。這正

好切合了當時香港人追求一些非西

方，但又不是傳統中國的東西來迎合

香港人這種身份形象。不少香港人第

一次接觸日本文化經驗都是在日資百

貨公司內發生的。第一次在美食廣場

吃到壽司，第一次擁有 Hello Kitty 卡通

人物的文具，第一次知道誰是幪面超

人。當然，香港人對日本文化的集體

記憶不一定是阿信屋普及的主因，但

是正如史瓦史東書中所說：「這些文本

的所具有的歷史意義絕不下於最初的

記憶。這些回憶來自於大眾，來自於

個人，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產物。在流

動多變的回憶中，過去具有複雜的面

貌，而非僅是單一的事實。」（P.183, 

Silverstone）這些前因後果為阿信屋的

成功帶來良好的基礎。  

 

阿信屋是以街坊生意為主。目標顧客

群也是以學生、家庭主婦、在辦公室

工作的女白領等等。其主席林偉俊也

是出身於基層，他深明定價必須要較

其他對手如惠康超級市場（下簡稱惠

康）、百佳超級市場（下簡稱百佳）、

零食物語等便宜才會讓顧客覺得與別

不同，物有所值。他把店名取名為阿

信屋就是希望和劇中的主人翁阿信一

樣，以不屈不撓的意志去經營這盤生

意。這種精神與七、八十年代香港人

守望相助，互助互愛的獅子山精神不

謀而合。 

 

阿信屋開業初期，在供應商與其他競

爭者的進迫下，唯有以減價促銷。最

為人所熟識的必定是二零一一年因罐

裝可樂定價太低，每罐只售港幣二元

七毫，較市面其他佔鋪便宜接近三

成，即時引起其他零售商向代理──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下簡稱

太古）投訴。太古懷疑抵受不了其他

零售商的壓力，其後更停止供應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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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品給阿信屋。雖然這件事發生後，

讓阿信屋不得不向日本、歐洲和台灣

大量購貨以確保穩定的供貨來源，但

是卻贏得不少市民的讚頌。草根階層

看見阿信屋不以謀取暴利為大前提，

紛紛稱阿信屋為「良心企業」。及後，

在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中，阿信屋對媒

體透露由於工潮拖累，令超過二十箱

貨柜的零食未能抵港。雖然此事對阿

信屋做成了運輸上的金錢損失，但是

林俊偉對媒體表示金錢損失只是雞毛

蒜皮的小事。他個人非常同情工人的

遭遇，希望資方能夠改善工人的薪酬

與工作環境。有一名自稱阿信屋忠實

顧客的網民更在阿信屋社交網頁上發

表一篇感謝信，非常感激公司能夠體

諒工人的苦況。毫無疑問，在主流媒

體的推崇與支持下，阿信屋有趣地與

碼頭工人事件中的勞方和和記黃埔有

很公司（下簡稱和黃）形成一個強烈

的對比。阿信屋以廉價、親民、美輪

美奐的包裝深得市民的喜愛，更重要

的是經過這兩次報道後，阿信屋成為

「對抗地產霸權」的代名詞。這點就

正中市民的主觀願望，與普羅大眾站

在同一陣線。霸權一詞根據葛蘭西在

一九三二年論文《霸權──青英的形

成》中定義，是指「一個團體，相對

於其他團體具有在國家和文化上的優

勢與統治地位」（P.46，陳瑩巧）。在香

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下，霸權就

是指像政府或者是李嘉誠，李兆基這

些富豪擁有最多社會與公共資源的財

團，表面上是更有利管治資源。事實

上就是透過既得的權力與資本來剝削

勞動階層的利益。他們很善於利用權

力來塑造唯一的社會規範模型。眾所

周知，香港的超級市場體系幾乎完全

被百佳（和黃集團）與惠康（怡和集

團）所壟斷。市民不難發現在和黃旗

下的屋苑就只有百佳，剩下的就只有

一些其他類型的小店與連鎖食肆。這

種地產霸權縮窄不少小本經營者的生

存空間。加上地產炒風熾熱，令很多

商戶百上加斤，就連阿信屋這些地產

霸權的犧牲者都只能選擇一些地理位

置稍遜的地方開業。林偉俊曾經在媒

體上說過：「開店選址要靠近租金相對

便宜和靠近民居的地方。讓男女老幼

都能享受到便宜購買優質產品的樂

趣」雖然他沒有投放大量資金作宣傳

與廣告，但是在三年內透過鋪天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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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開店效率與以訛傳訛的口碑，加

上傳媒的推波助瀾，兩篇與大財團抗

衡的報導讓阿信屋成爲了「反霸權，

價廉物美」的代名詞。 

 

不過，阿信屋經過這兩年湊效的經銷

手法，於二零一二年營業額達到接近

五億元。阿信屋的快速的擴張開始令

在它附近經營的小店結業，商戶叫苦

連天。阿信屋被視為低價市場的壟斷

者。但是阿信屋否認這是另一種霸

權。因為它大部分的貨品都是直接向

日、韓、台的供應商進貨，減少了供

應商從中取利，而也不會以低於成本

價發售，所以在它們當中並不存在霸

權。事實上，我並不同意這說法，難

道惠康和百佳這些傳統超市不是直接

跟批發商進貨？沒經第三者進口就不

是霸權？雖然阿信屋言之鑿鑿地說要

薄利多銷，惠澤市民。實際上，林偉

俊本身也是一間電子產品上市公司的

主席，財雄勢大。雖然沒有像李家誠

與政府般的雄厚資金，但是絕對有能

力把業務擴展下去，成為另類把霸

權。市民對阿信屋還是有新鮮感，至

於可否取代惠康與百佳的霸權地位，

還是像低價壟斷者裕記一樣清盤離

場？大家只丁拭目而待。 

 

文末，想跟大家分享史瓦史東在書中

的一句話（P.209, Silverstone） ：「媒體

有權力決定議題的輕重，有權力摧毀

一個人，有權力影響，改變政治的運

作，有權利提供資訊，有權力欺騙世

人，媒體的力量足以改變國家與公民

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生產者與消

費者之間的權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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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中的政治再現與符號運用 

蘭舒 

 

 

（圖片來源：http://bitetone.com/2012/07/22/）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至四月二十三日，達明一派在紅館連開四場演唱會，並

於香港特首選舉前期的八月十八、十九日在機場亞洲博覽館加開兩場演唱會。

這五場演唱會將香港社會近來的政治議題一一搬上舞臺。黃耀明本人在演唱會

上出櫃，學民思潮在舞臺上高喊：「梁振英，撤回！」，在身後大熒幕上不斷

滾動政客說過的話，打出「共產黨愛地產黨」、「梁振英是同志」、「香港人

愛執膠粒」、「法治死了，教育死了，未來死了，民主死了，香港死了，良心

不能死」等字樣，使得演唱會後各大媒體的報導中稱這是一場為香港而開的演

唱會，是一堂通識教育課，當然也不妨有人批評這只是一場政治秀（show）。

但不論是通識教育還是政治秀，這場演唱會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它將達明一派二

十三年前演唱頗具當時時代性的歌曲，與當下社會天衣無縫的結合在一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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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各大媒體的廣泛討論。作家廖偉棠更在明報上的專欄中有感而發：「香

港今日之種種波動與激盪，把達明一派又推上了時代的鋒刃上，他們無愧於昨

日之銳，哀音變徵、黍离之感猶在而不傷。」那麼達明一派昨日的銳為何能被

今日的波動推上時代的刀鋒，並且還不會讓人覺得他們只是一種感傷的懷舊情

懷？其音樂與現今香港社會的結合又產生了什麽樣的化學反應呢？這樣的化學

反應能起到多大的社會效用，且對達明一派的音樂本身是否會造成傷害？ 

 

流行音樂作為流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娛樂大眾，進行勞動力再

生產。但在當今消費主義盛行的資本主義世界中，流行音樂的主題通常局限在

大眾普遍認可的價值觀當中，異性戀戀情、真摯偉大的友誼、積極進取努力工

作的精神等等。這裡並不是指這類價值觀低劣於其它，而是歌中不斷出現這種

有局限、較為單一的價值觀是一種對佔主導的意識形態的鞏固。在當下香港的

流行音樂中，對各類感情進行歌頌，從而引發人們的情感共鳴成為了一種不一

定叫好，但能保證一定數量叫座的流行音樂產業運作方式。流行歌中情感的抒

發完全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操作手段，但去政治化的政治手段就在於其有效地分

散了人們的注意力，當人們的大腦被這樣的流行文化所佔據的時，便不會去注

意自己權利已經被特權階層操縱和私下分配了，或者即使是注意到了，也不會

反思這樣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 

 

近年在風平浪靜的香港流行樂壇中，達明一派的再次現身仿佛又激起了一點人

們對於打破香港樂壇死水一潭現狀的可能性的嚮往和憧憬。這可能是由於達明

一派的音樂一直存在顛覆主流價值的批判精神和敢於觸碰政治的勇氣。這也使

得達明一派成為了香港樂壇中一隊具有明顯政治標籤的樂隊，每當人們提及時

都會提及達明一派的政治性與顛覆性。 

 

達明一派的音樂風格與其所代表的政治與顛覆形象，是在初期成立時一步一步

地被建構和鞏固下來的。達明一派成立於一九八五年，由黃耀明和劉以達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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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人樂隊。他們的第一張迷你專輯《達明一派》在一九八六年三月發行，其

中收錄的四首歌曲均與政治無任何關係。但其第二張同名專輯即開始樹立起達

明一派獨有的音樂風格。其中一首《石頭記》採用古典文本、疊字疊詞，與各

種意象的穿插運用。這樣的古典文本配以黃耀明的低迴幽怨的演唱手法，以及

劉以達的電子編曲，營造出一種特有的古典與現代結合，但表達出來的卻是現

代人的感情風格。這是達明一派帶給聽眾溫雅的一面，在這種溫雅中充斥的是

「我在牆頭看，牆內一片亂紛紛」的出世之感，這樣的出世中確有包含了對於

世間的眷念和無奈。 

 

（圖片來源：http://www.hitoradio.com/newweb/8413album） 

 

但達明一派的形象絕對不是出世的。《十個救火的少年》的作詞人潘源良認為

這首歌由達明一派唱最為合適，因為達明一派能將歌中表達對六四運動的反思

傳達給聽眾。但爲什麽一定是達明一派而不是別的香港樂隊呢？達明一派成立

於一九八四年，即中英簽訂聯合聲明之後的一年，香港社會陷入即將回歸大陸

的集體焦慮中。這樣的焦慮引發了大部分香港人對自身身份的尋找，引發起自

香港身份認同的問題。達明一派的歌曲中恰恰包含了這兩種因素。首先，達明

一派的歌曲內容常常是關於現代都市，且是關於香港的，使用的也是香港的土

語言──粵語。他們的歌中雖然不會經常出現香港二字，但在歌詞中各種地名

和場景無疑是屬於香港本土的。歌曲《今夜星光燦爛》中的霓虹閃耀的街道，

歌詞中「皇后像公園裏，光芒密布结聚，遥遥望向對岸，海傍無點燈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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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大道諧音的「皇后大盜」，還有「溜冰滾族」中八十年代風靡香港的滾軸

溜冰，「迷惘列車」、「馬路天使」中遊蕩在都市街頭的男女。這些各種不斷

出現的意象，伴隨粵語的演唱，將香港都市的社會特色很明顯地呈現出來。 

 

不僅如此，達明一派對於香港都市的敏感，還來自於他們早期歌曲中，貫徹始

終的迷惘和困惑，以及對無法預料的未來充滿的焦慮與矛盾。這種焦慮與迷惘

一方面反映了青年人在年輕時對於未知未來的恐懼與困惑，放在當時的香港環

境中，卻成為了整個香港社會的寫照。在面臨要被自己經濟社會整體水平落後

的社會主義國家收歸之時，香港的未來成為了所有人眼中的未知數。雖然有

「馬照跑，舞照跳」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但港人對於這些承諾的信心，和實現方式還是存在著巨大的疑慮。香港社會在

一九九七年後必將經歷變化，走向成為了所有人的焦慮和困惑。在達明一派一

九八七年的歌曲《今夜星光燦爛》中，兩個遊蕩在皇后像公園附近的陌生人，

不問名字，一起乘著車不問去向地飛馳在燈火璀璨的香港夜色中，最後黃耀明

在飽含壓抑的爆發中唱出：「恐怕這個璀璨都市光輝到死」，正正戳中香港人

心中的痛處和困擾，在那一刻，香港人發現自己必須承認自己的香港身份，但

香港還會是從前的香港嗎？ 

 

達明一派在一九八八年與一九九零年發行的幾張專輯中，內容更明顯地與社會

與政治議題有關。一九八八年初發行的專輯《你還愛我嗎》當中歌曲《你還愛

我嗎》用第一人稱唱出了情人對於不確定的愛充滿擔憂和疑慮，歌詞「你還愛

我嗎？我怎麼竟有點怕，現況天天在變化，情感不變嗎？你還愛我嗎？沒變動

只怕僵化，習慣天天共對怎麼知道情會否簡化」。這首歌最常被解讀為香港對

於即將交替的政權的恐懼，「你還愛我嗎」既是問即將離開的英國政權，也是

問即將接手的中國政權。之後的歌曲《沒有張揚的命案》（一九八八）、《今

天應該很高興》（一九八八）、《禁色》（一九八八）和在六四之後，於一九

九零年初推出的專輯《神經》中的歌曲《天問》、《排名不分先後左右忠奸》、

112



 

《十個救火的少年》均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涉及了在當其時香港社會的移民

潮、性別議題，以及六四與對言論自由和未來更深厚的焦慮。 

 

在二零一二年的演唱會上，達明一派利用貫穿於他們歌曲中，具有政治修辭

（Rhetoric）的不斷論述（discourse）所構建出來的自我形象，再次用政治的符

碼與觀眾拉近了距離。如同戴維•馬歇爾（David Marshall）在《名人與權力》

中所說：「當代的歌星通過強調其演唱中具有自己特色的表演方式，來達到一

種演唱的真實性。歌詞中個人情感的表達通過歌星的動作和聲音傳達出來，同

時，在演唱中，觀眾的參與與回應被演唱時的場景佈置所激發。通過這種方式，

一種儀式化的對話得以在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維持。」 

 

（圖片來源：www.youtube.com） 

 

達明一派演唱會的佈景是一個老式的錄音機，佔據整個舞臺背景道具。當然這

道具不僅僅是道具，它還是一塊巨大的電子顯示屏。在演唱會舉辦的那幾晚，

這塊顯示屏上播放的錄像和滾動的字句，將達明一派的歌拉到了當下的社會環

境中，將他們演唱各個不同時期的音樂串聯到了一起，並且通過不斷滾動播放

政客、名人的說辭和網友的留言，與觀眾之間維持了一種對話，形成了仿佛是

一種儀式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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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ww.cmusichart.com） 

 

《你還愛我嗎》是他們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九日的演唱會的第二十首歌。如同上

文提及的，這首歌最先發行於一九八八年的同名專輯中。媒體對於這首歌最初

的解讀是：它表達的是香港回歸前夕，人們對政權交替產生的焦慮。但黃耀明

在採訪中曾提到，這首歌的初衷其實是想表達戀人之間的焦慮。在二零一二年

的演唱會中，當黃耀明唱完第一段時，轉身看著正在滾動網友留言的大螢幕：

「不愛啦 香港在慢慢大陸化／香港人開始有點自暴自棄／我還愛香港今天有上

網的自由，明天有民主的盼望／不知道怎樣去愛了……」。這些對香港十分感

性和個人的留言不斷滾動著，一直配合著達明一派演唱一首首歌曲。這首歌我

們看到兩層意義的轉化。由達明一派自己最初說這首歌是表達戀人之間的焦慮，

轉化到媒體論述的，是香港回歸前的整個社會的焦慮，在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又

再被達明一派詮釋為港人對於香港是否慢慢再被大陸同化，失去其自主性的焦

慮。在這樣的轉化中，我們看到這首歌所呈現出來的中介符號性，即為介乎不

同的符號系統之間、介乎語言文字與音樂樂譜之間、介乎閱讀與聆聽之間。 

（Ray Chou，1995）。這首歌在被媒體中介轉化的同時，也被賦予了某種符號

的意義，所以當黃耀明唱出「你還愛我嗎」這五個字的時候，由於主語的不確

定，這種焦慮得以有不同的詮釋，具備了中介符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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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還愛我嗎》之後大螢幕上出現了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峰與老師爭論國民

教育的激烈片段，黃之峰在老師拍完桌子表示不滿之後說出的一句：「我希望

老師冇拍檯惱我」被唱片騎師不斷重播，充滿了節奏感，變成了下一首歌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的開首。頸上系著紅領巾的二十多名學民思潮成員，

一邊隨著強烈的節拍走上舞臺，一邊與達明一派一起唱著“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這一首歌的舞臺符號運用得十分恰

當。在國民教育中，紅領巾是中國五星國旗的一角，而五星國旗是用烈士的鮮

血染紅的，所以佩戴紅領巾是一件十分光榮的事，顯然這是一種荒謬的說法。

將這種說法納入教育體系，灌輸給並不具有反駁能力的中小學生，自然就是一

種思想控制，因而引起人們的反對。這首歌曲的前奏和編曲密集而低沉，帶給

人一種十分機械壓抑的感覺，讓人想到國民教育中的學生就像生產流水線上被

統一製造的商品。當中學生佩戴著紅領巾，機械地走上舞臺上唱起“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的時候，整個演唱會被推入

了高潮。達明一派選擇與學民思潮一起唱這首老歌，自然而然地將觀眾帶入了

一種充滿反抗的政治性的場景中，而置身於這樣場景中的觀眾們猶如正在經歷

一場反對國民教育的集會。 

 

《愛的教育》是緊接著《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的另一首歌。這首歌並不是

達明一派時期的歌曲，它是二零零零年黃耀明個人專輯《光天化日》中的其一

首歌。這首歌一直以來都沒有解讀過有政治含義，它僅僅是作為一種對於教育，

普遍對愛的教育的迴避和忽略。不過在當天的演唱會上，這首歌成為了對國民

教育進行反思的一曲，因為在演唱之前黃耀明念了一段來自大陸網友對他個人

反對民族主義教育的留言：「國民教育今後在香港普及這是勢在必行，絕無取

消的可能。晚上回去問你老爸，你祖宗到底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還是中英

雜交的。」之後黃耀明稱這首《愛的教育》送給這些人，由此這首歌便和國民

教育扯上了關係，被置入了當時的政治語境中。當前奏響起，大熒幕上打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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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麽是你愛的教育」一行字時，愛字在此作為動詞和形容詞，將人們帶入了

一種對於國民教育和愛的教育的雙重思考中。 

 

但當人們在思考「甚麽是你愛的教育」的時候，還會全神貫注地聽音樂嗎？在

當晚舞臺的佈景中的大熒幕上不斷滾動著各種政治意見和言論，儘管不是政治

意見和言論的話語，在達明一派的演唱會中也會被當做在隱射什麽。當人們注

視舞臺的時候，最先注視到的就是大熒幕，而不是達明一派。這讓人不禁感到，

伴隨著大螢幕上滾動的字句，達明一派的演唱成了大熒幕中字句的配樂，而演

唱會的主角是進年來變化中的香港社會。 

 

縱觀達明一派兜兜轉轉演演唱唱會中，他們讓政治符碼貫徹始終，通過佈景中

的大熒幕呈現各種符號的方式，將過去的歌曲與當下的香港社會連接起來，將

聽眾的情感與往昔達明一派的政治性的形象連接起來。在這樣的連接中，他們

或是使用不同的符號賦予老歌新的意義，或是通過其歌曲所呈現的中介符號性

對當下的政治事件進行隱喻和反諷。這樣的演唱會方式一方面維繫了他們與觀

眾之間對話，讓觀眾感覺到達明一派的「昨日之銳」，另一方面又不會覺得整

場演唱會僅僅只是集體的懷舊。但另一方面，由於太過強調政治性和符號的使

用，在整個演唱會中達明一派音樂的本身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在現今流行音

樂產業中，一場演唱會的真實性與質量已不再僅僅是用歌星的演唱技巧與音樂

本身來衡量。如果只需要聽覺的審美，人們大可選擇在家中聽唱片。而演唱會

則更需要視覺的刺激與歌星個人的符碼來渲染其儀式性，製造共同記憶的分享

與慾望的發洩。達明一派則是恰好選用了政治作為其演唱會的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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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在香港 

陳惠英 

 

引言：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 15 日公佈本地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結果，由隸屬電

訊盈科的香港電視娛樂及隸屬有線電視的奇妙電視獲得牌照，大熱的香港電視 

（HKTV） 竟然落選。翌日，香港電視（HKTV）宣佈裁減 320 名員工。其後，

香港電視 （HKTV） 員工和網民呼籲，圍繞政府總部及發起遊行，要特區政府

向大眾市民交代不獲發牌的原因。 

 

正當城中對香港電視（HKTV）不獲發牌眾說紛紜之時，卻峰迴路轉，2013 年

12 月 20 日香港電視在聯交所發出通告以一點四億元收購中國一間電訊子公司，

取得流動電視頻譜使用權，往後推出OTT（Over-The-Top）平台和流動電視服務。

觀眾只要在市面上購買一個（約 100 多元至 800 元）的接收器，再插入手機、平

板電腦，即可觀看流動電視節目，不需要使用流動數據。 1  

                                                        
1  參考： 東方日報  2013-12-21  要聞二 A2 版  及  蘋果日報  2013-12-21  要聞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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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接收器，再插入平板電腦、手機、電腦等，即可收看流動電視節目。 

（圖片來源：www.appledaily.com） 2  

 

著名的 BBC、韓國、日本也有流動電視服務。相信對現今的 IT 一族和低頭一族

將會有更多的選擇。王維基宣佈將會盡快恢復綜藝資訊節目和劇集等製作，將於

2014 年 7 月推出流動電視頻道。他更表示絕不放棄免費電視牌照，定要提出司

法覆核。看來近年沉寂多時的香港電視圈又會再起風雲！有見及此，就讓我們談

論與分析香港電視的發展與當時的香港城市文化！ 

 

談論與分析香港電視的發展與當時的城市文化： 

香港電視的階段發展與當時香港的城市文化： 

 

1950-1970 年代： 

首間收費電視台： 

                                                        
2  2013 年 12 月 21 日  蘋果日報 要聞 A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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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香港麗的呼聲有限公司有線電視台（下簡稱麗的電視）「麗的映聲」正式

啟播，以收費形式提供電視服務。其後麗的電視於 1973 年改為提供免費電視服

務。3 

 

首間無線免費電視台：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 1967 年 11 月 19 日推出免費電視廣播服務。4 

 

第三間電視台： 

香港佳藝電視台在 1975 年 9 月 7 日首播，成為第 3 間電視台。在 1978 年 8 月

22 日因虧蝕而倒閉。5 

 

無線網路電視有限公司（下簡稱 TVB） 的電視製作： 

1960- 2000 年代： 

- 1968 年 12 月 05 日   夢斷情天（第 1 部電視連續劇）  

- 1976 年 06 月 28 日   書劍恩仇錄（金庸武俠小說改編劇集） 

 * 開始一系列的武俠改編劇集   

- 1976 年 11 月 01 日   狂潮（取材美國故事「午夜情」） 

 以酒店為背景的百集長劇，掀起追看電視劇的熱潮。 

- 1979 年 10 月 01 日   網中人（劇中由廖偉雄飾演的阿燦一角，有一經典場面： 

一口氣吃了 30 多個的漢堡飽，令觀眾印象難忘。）  

- 1984 年 10 月 29 日   新紮師兄（入讀少年警察學校，當警察的故事。）  

 * 其後開拍新紮師兄系列。 

- 1989 年 04 月 03 日   蓋世豪俠（主角周星馳為港人開創了「無厘頭文化」。）  

- 1992 年 04 月 19 日  壹號皇庭（用前立法局大樓即舊高等法院所發生的法庭故

                                                        
3  http://wikimedia.org/wikpedia/zh/e/e9/HK-tvb1967  
4  http://wikimedia.org/wikpedia/zh/e/e9/HK-tvb1967 
5  港澳當代大眾傳播簡史     柯達群著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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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 開始拍法庭戲劇系列 

- 1992 年 10 月 05 日   大時代（以股市為題材，掀起熱潮，多年來仍有「丁 

 蟹效應」）。  

- 1994 年             廉政行動（TVB 與廉政公署合拍） 

 * 廉政公署系列 

- 1996 年             西遊記（張偉健以生動鬼馬的手法重新演繹名著） 

- 1997 年 06 月 23 日   難兄難弟（懷舊喜劇） 

- 1998 年 07 月 06 日   陀槍師姐（女警的故事） 

 * 陀槍師姐系列 

- 1998 年 08 月 31 日   妙手仁心（醫生的故事） 

 * 妙手仁心系列 

- 1998 年 10 月 12 日   烈火雄心（消防員的故事） 

 * 烈火雄心系列 

- 1999 年 10 月 11 日    創世紀（100 集跨年長劇） （有些人為理想奮鬥，有些

人為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故事扣人心弦）  

- 2000 年 02 月 21 日    男親女愛（收視點 50）  

- 2005 年              大長今（外購韓劇）   6 

 

綜藝節目： 

1967 年 11 月 20 日至 1994 年 10 月 7 日的歡樂今宵，為全世界和香港電視史上

最長壽的綜藝節目。其主題曲 「日頭晚猛做，到依家輕鬆下…笑笑談談，我哋

齊齊陪伴你。」。 節目與主題曲道出埋首工作，拼命賺錢的香港人當年生活與社

會現象 。
7
  

                                                        
6   1950-2000 年代劇集資料 參考 http://wikimedia.org/wikpedia/zh/e/e9/HK-tvb1967  百度網站                            
7  港澳當代大眾傳播簡史     柯達群著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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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電視的製作： 

1970 – 1980 年代： 

- 1975 年      十大奇案   （改編自社會真實個案） 

- 1976 年      大家姐     （一群江湖俠義人士義薄雲天的故事） 

- 1977 年      大丈夫     （警務人員的故事） 

- 1978 年      鱷魚淚     （社會寫實劇） 

 * 以上劇集改寫了觀眾慣性收看「歡樂今宵」的神話。 

 

1978 年，麥當雄升為麗的電視第一台總監，將麗的電視台的台徽「RTV」三字

改變了顏色，要與TVB 一較高下！ 其後有一系列的劇集：「天蠶變」、「天龍訣」、

「沈勝衣」、「變色龍」、「武俠帝女花」、「少女慈禧」、「大內群英」等等，收視捷

捷上升，令TVB 急謀對策 ！ 
8
   

 

1980 年 9 月，麗的電視推出電視劇「大地恩情」，大受港人喜愛，收視遙遙領先，

令麗的電視一洗頹氣，TVB 只好腰斬當時的電視劇「輪流轉」。麗的電視乘勢在

九龍塘廣播道的欄杆掛上旗幟，迎風飄揚，以「千帆並舉」作為勝利的呼聲！  

 

佳藝電視的製作： 

1975 年- 1978 年 

- 射鵰英雄傳 （第一個將金庸武俠小說搬上螢光幕）  

* 帶動 TVB 亦開拍「書劍恩仇錄」、「神鵰俠女」等  

- 還有「金刀情俠」、「流星、蝴蝶、劍」等出色的武俠劇。  

 

討論及分析 1950 – 2000 年代的電視劇的深層意義： 
                                                        
8  參考：維基百科    ATV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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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70 年代，中國各地移居到港的人數日增，本地出生人口也漸増多，居民

視香港為家，彼此和睦共處。香港在民生、社會等各方面發展漸入佳境，加上香

港工業發達，經濟開始起飛，市民消費力提升。1970 年代，戰後第一代成家立

室，第二代茁壯成長。他們從現實生活來體驗香港這個工商業大都會的生活模式。 

 

1970 年代末期開始，植根於香港本土生活的普及文化產品大量湧現，從電視到

電影、流行歌曲、漫畫等等。從一個整體文化發展的角度來看，香港到了今天的 

確是已經建立了清晰的本土身份認同（香港人），和一套自足的 （Self-sufficient） 

符號系統。91979 年電視劇「網中人」的經典場面：劇中人物阿燦狂吞 30 多個

漢堡飽引來觀眾極大迴響，這場戲包含了身份認同。1974 年實施抵壘政策，往

後由中國各地申請來港定居人士，必需符合條件。（如：家庭團聚）劇中阿燦來

自國內，而兄長則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 ，兩者在身份認同和文化都有差異。自

此劇播出之後，香港人稱由中國來港定居的新移民為 「阿燦」！直至 2003 年

CEPA 實施之後，一些北上工作或移居國內的港人則被國內人士稱為「港燦」！ 

 

1960-1980 年代的香港社會，是一個年輕人的社會。社會上不單以青少年的人口

比例最高，青年人也因應社會經濟的急劇發展，可以有快速的個人事業進展。青

年壯年的人站在領導的崗位，也造就出我們的社會獨特的活潑、進取、衝勁、動

感和開放。 10 

 

香港開埠初期，警察有華人和印度人，當時很多中國人不大喜歡自己的親人任職

警察，常說：「好仔唔當差」。但 1984 年新紮師兄（入讀少年警察學校，其後憑

著毅力，終晉升為督察的故事）劇集好評如潮，為警察打造全新形象。再加上少

年警察訓練學校將會在兩年後關閉，很多年輕人看了劇集後，抱著積極進取和滿

                                                        
9  香港文化現象：理論探索的幾個方向   蔡寶瓊   P.60 
10  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     陸鴻基      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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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熱誠的心態，投考警察，願意為社會和市民服務。   

 

1970 – 1980 年代以來，社會上崇尚開放、自由。法治精神和客觀、大眾的「普

遍取向」雖然並非完全實現，但確已逐漸取代了傳統華人社會的「差序格局」。
11
 

 

香港廉政公署在 1974 年成立，提倡廉潔公正，肅貪倡廉，奉公守法，杜絕貪污。  

1994 年 TVB 與廉政公署合拍電視劇「廉政行動」，將一些個案拍攝出來，除了

警惕大眾市民切勿以身試法，要廉潔自愛之外，更重要的是讓市民認識到廉政公

署有完善的反貪機制和政策。香港需要一個廉潔的政府和他的團隊，並且向市民

灌輸反貪意識，成為社會上的共同價值。通過電視劇提高大眾對反貪的公民意識。 

 

一直以來香港有良好的公務員體系，廉潔的執行人員，制止官員貪污舞弊，保持

廉潔守法的核心價值。香港在全世界公正、廉潔地區中的排名都在前三位。香港

政府和大眾市民一直以來都以香港擁有法治和廉潔精神等核心價值感到自豪。但 

隨著前特首曾蔭權及前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涉及貪污事件曝光之後（事件仍在調

查當中），令香港市民一直引以為傲的廉潔公正，守正不阿的核心價值蒙上了污

點。 

 

1982 年正是中英談判的開始，在 1984 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在人民大會堂前跌倒，香港經濟和市民的信心也像她一樣跌倒。 

 

據聞在戴卓爾夫人跌倒之前，正與鄧小平商談有關香港前途問題，鄧小平堅決表

示一定要收回香港，令當時的港人信心大跌，也警覺到切身的問題 - 香港的前

途？隨著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 年不變」來安撫港人，但香港

市民還是憂慮。期間更掀起居英權和移民潮，但在 600 萬港人當中，能夠移居外

                                                        
11  香港歷史與香港文化     陸鴻基      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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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人，始終是少數。故大部份的港人只好接受事實，採取逃避現實，不問世事

的態度。 

 

1989 年蓋世豪俠播出之時，收視奇佳，男主角周星馳在劇中很多金句，其中一

句金句中的金句：「飲杯茶，食個飽」， 觀眾大為受落，感此劇集有新鮮感。周

星馳、吳孟達、吳鎮宇、梅小惠等演員演得維妙維肖。周星馳為港人開創了 「無

厘頭文化」，令觀眾暫時忘憂。 

 

1996 年由張偉健、黎耀祥、麥長青和江華主演的「西遊記」，張偉健飾演的孫悟

空除了生動鬼馬之外，還以另一種方法來演繹該名著，令人眼前一亮，帶給觀眾

歡笑，忘卻煩惱。 

 

後過渡期間，香港人一直為 89 和 97 回歸之事困擾，對一些中產人士留港建港還

是移民他方，面臨人生最大的抉擇。但有時亦想暫時忘記一切，讓自己有喘息的

空間，社會上，不論電影《92 黑玫瑰對黑玫瑰》和電視劇（1997 年 6 月的電視

劇：難兄難弟）都興起懷舊風氣，港人暫且放下 97 回歸之事，給自己有平靜的

一刻。 

 

97 回歸之後，香港一直強調自己是自主的全球化城市，但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令

香港經濟下滑，再加上樓市不景氣，只好北望神州，背靠祖國。當中國城市變得

比香港更資本主義的時候，香港再不能保有身處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優勢位置，中

國既已擁抱世界，香港的含混而又極富生產力的位置已經喪失。從前香港的急速

發展很大程序繫於其「夾縫」（in–between ） 位置。（Sinn 2009 : 295），「夾縫性」

的消失，磨平了香港的特色，重點轉移，獨特的文化亦一去不返了。 
12
   

 

                                                        
12  缱綣香港： 大國崛起與香港文化   朱耀偉 著    (前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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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斯（Ackbar Abbas）說過：「97 令香港出現 ，也同時令香港消失」（Abbas 

1997:70-71）， 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結果，香港兩個電視

台亦大力響應，故步自封，保持不變。亞視更因電視台長期積弱，沒有新的製作，

令 TVB 一台獨大，但 TVB 劇集及綜藝節目亦乏善可陳，近年收視下跌。如龜

兔賽跑，鄰近地區已超越了香港。 

 

2003 年沙士、23 條想立法等問題令民眾不滿，7 月 1 日 50 萬人上街大遊行，保

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台，中央決定開放自由行和 CEPA，香港一些電影和電

視工作者北上拍攝電影和劇集，也令香港人才流失，電影和電視製作亦原地踏步。 

 

2003 年 TVB 製作大型劇集「 衝上雲霄（1）」，劇集以航空事業和愛情故事為主，

到歐洲取景，俊男美女，收視不錯。令一些年輕人亦追逐飛行夢想，投身航空界，

為大眾服務，也為 2003 年的大事稍為降溫。 

 

前特首曾蔭權一直標榜香港是金融中心，希望香港可以成為「紐倫港」，經濟只

集中金融、地產等項目，連當年銳意推動 IT 的數碼港也變成了地產項目。當金

融危機出現時，香港的經濟就陷入谷底。 

 

1992 年劇集「大時代」，一開始就是鄭少秋所飾演的丁蟹因在股票市場慘敗，在

天台推四個兒子跳下來，內容圍繞股壇發生的大事。在回歸前，港人深信 97 後

「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50 年不變，可是事與願違，尖東昔日一帶的夜總

會的繁華不再，代之而起只有名牌商店。昔日璀璨的夜總會早已轉移到澳門。至

於近年股票市場亦因國際形勢波動而存在很多隱憂。每當股票大波幅下跌時，就

會歸咎於「丁蟹」，而「丁蟹」的名字早就成為了 icon, 隱喻為股票市場狂跌的

意思。更稱之為「丁蟹效應」。 

 

128



 

隨著上海金融地位日漸發展，國家開放給新加坡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准許新加

坡星展銀行在中國開業。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所轉變，故「紐倫港」只是一廂

情願的事，但卻導致香港回歸之後，在經濟、金融和競爭力等各方面均落後於周

邊地區和中國一些大城市。也令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差距更大，港人想獲分配公

屋的日子更是遙遙無期！ 

 

TVB 一台獨大神話破滅： 

1970-1990 年代，TVB 電視劇一直在全球華人地區銷量和收看獨佔鰲頭。但隨著

國內和鄰近地區的崛起，2000 年開始多了很多強勁的對手。韓國的電視業在國

家政府的協助下，近年蜚聲國際，早己超越了香港和日本。2013 年 12 月東方日

報國際版曾報導：韓劇在古巴很受大眾歡迎，尤其是著名的韓劇。（如：故事獨

特的「秘密花園」、收視高企的「繼承者」等等 ）。而另一個後來居上就是中國

各地電視台百花齊放的劇集和綜藝節目（如：湖南衛視製作的電視劇，如：「一

起看流星雨」和綜藝節目，如：「爸爸去哪兒」等等）。 

 

TVB 一台獨大神話破滅的原因： 

(1)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 15 日公佈增加兩個本地免費電視牌照，其中

電訊盈科的香港電視娛樂已經與中國合作拍攝電視劇，至於有線電視的奇妙

電視亦會製作節目提供市民收看，再加上 2014 年 7 月王維基的流動電視開

台，到時香港市民起碼有多些選擇，不再讓 TVB 一台壟斷。 

 

（2） 自從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產品出現後，你不用在電視機前收看，你可以

隨 

   時隨地隨心收看劇集，又可以在網上重溫，甚至利用手機下載一些免費程式 

   收看其他地方的影視娛樂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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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VB 劇集很多時會在不同時段出現近似的場面或情節，給人的印象就像是回

帶，重複又重複，毫無新思。 

 

(4) 小生、花旦老年化，他們的角色定型化，跳不出 TVB 的一貫風格，應讓他們

作多元化的嘗試，在演員方面，培育更多台前幕前的人才。 

 

(5) 戲劇題材公式化或只作微調變奏版，未能吸引年輕一代的觀眾。 

 

(6) 周邊鄰近地區的影視文化抬頭，早已走在 TVB 之上，再加上兩個免費牌照 

   和明年流動電視開台，TVB 四面楚歌，應大事改革。 

 

除了以上的原因，TVB 神話破滅的最大致命原因就是： 

(1) TVB 在 21 世紀卻實行 20 世紀的「福特主義」，以美國福特汽車流水作業的

生產方式來營運和製作： 

   劇集運作採取流水作業式製作，每天分兩更制，上午拍外景，晚上拍廠景。 

   不論幕前或幕後的工作人員都是不分晝夜地工作，就像電影「摩登時代」差 

   利卓別靈一樣，在流水作業的生產方式中，非人化地工作，而且只能賺取微 

   薄的薪金。 

 

（2）TVB 是上市公司，在資本主義社會追求永無止境的利潤增長，公司的業績 

不但要有盈利，而且今年的盈利必須高過去年，明年的盈利又必須高過今年， 

   如此類推，無窮無盡。131991 年政府全面禁止在電視台、電台和電影院播 

   放香煙廣告，加上一些新興媒體出現，要爭取客戶廣告非常困難。而年輕一 

   代，有其他的娛樂，因此令收視人口比例大為減少，TVB 只好開源節流，進 

   入制度化的年代，控制成本。 

                                                        
13  全面都市化的社會    作者：馬國明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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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製作過程中，分工變得更加仔細，令到創作人和編導的自主權大為降低。    

   在 80 年代，TVB 在製作方面，監製、編導是固定的組合。到了 90 年代採用 

   彈性制度，那就是編導們會委派與不同的攝製隊伍工作，令到製作人的工作 

   排期更為緊密，工作量大增和更為繁重。 這樣的運作，令到創作人和製作人 

   不但完成喪失工作上的獨立自主，更永遠不能在工作中，培養或形成過人之 

   處。
14
   

 

（3）「福特主義」的出現是資本主義一次改朝換代式的轉變，不過資本主義的改 

    朝換代有如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更替，換來換去都是專制獨裁的統治。
15
  

     

    2003 年實施 CEPA 後，香港 TVB 很多藝人約滿後，轉為北上拍合拍電視劇。 

    中國發展迅速，影視娛樂日趨成熟， 國內市場不論幕前幕後人才均需求量  

    大。2011 年 TVB 掀起藝人離巢北上潮，如：藝人佘詩曼、林保怡、鄭嘉穎、 

    陳鍵鋒等不再與 TVB 續約或改為以部頭合約形式。藝人陳鍵鋒曾接受電台 

    訪問時坦言續約時不獲加薪，而近年一線小生的薪酬也只不過是每集 2 至 3 

    萬港幣左右，相比國內的片酬偏低。一位已離巢在國內發展的前 TVB 藝員 

    表示，當年與 TVB 傾續約時，只是象徵式加港幣數百元，負責人表示如果 

    不滿薪酬，可跳槽到別的電視台，沒有酌情處理，令人感到 TVB 制度僵化， 

    以專制獨裁來統治。該前藝員在失望之際，正好 CEPA 剛實施，於是嘗試 

    入國內發展，成績不錯。 

    

    2009 年 7 月廣管局舉行公聽會時，有市民提出 TVB 與全港歌星簽約，這些 

    歌星沒有薪酬，出席 TVB 舉辦的節目每次象徵式獲得一些車馬費。 合約還 

                                                        
14  全面都市化的社會    作者：馬國明    P.44  
15  全面都市化的社會    作者：馬國明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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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不可以在其他電視台亮相，當接受其他電視台訪問時，不可以以粵語回 

    答，一律要以普通話回答。令人感到 TVB 專制霸道，壟斷市場，剝削歌星 

    的曝光率（機會）。16香港一直標榜為大都會，奉行兩文三語，所以，TVB 

    不應限制歌星接受採訪時，選擇行駛回應語言的權利！ 

 

香港收視與香港城市文化： 

收視率的高與低往往作為衡量一個電視節目成與敗的指標。也可決定未來節目製

作的方向。自 1991 年改為設置個人收視紀錄系統來計算。自 1991 年以來TVB

收視最高劇集為 2005 年韓劇大長今大結局、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大結局、宮心

計，均為 50 點，若按收視人數計算則為大長今為最高收視，至今仍沒有劇集可

以打破。 
17
 

 

一直以來亞視積弱，但回望亞視近年來亦曾有佳作，如 1996 年購買中央電視台

的三國演義，更用著名編劇秦天南為該劇撰寫解說，也首創人物、地域在螢幕一

角簡介，並附有中文字幕令觀眾更為清晰了解。更史無前例地找來財經達人馮兩

努作 5 分鐘的「三國演義」的計謀運用於人生、事業和經濟上，加上臨近 97 回

歸，古為今用，結果大收旺場，收視點一直高企（18-25%）多個星期 。由於事

前各方人士一直不看好該劇集的播放，TVB 更不屑一看，當劇集收視率公佈後，

TVB 才如夢初醒，急忙補救。 

 

而 1999 年購入的還珠格格，收視率由 12 點升至 23 點，TVB唯有變陣補救。最

漂亮的一仗就是 2001 年購入「百萬富翁」遊戲版權製作節目，特別版更有 39

點，將很多不看電視的觀眾重投亞視懷抱，打破慣性收視的定律！
18 

 

                                                        
16  http://zh.wikipedia.org/zh.hk/TVB  
17  http://zh.wikipedia.org/zh.hk/TVB  
18  維基百科及 ATV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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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TVB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大結局平均收視為 44 點，同亞視本港台的宗教

節目恩雨之聲竟然破紀錄 0 收視點，也令亞視步入「零收視」的黑暗時期。往

後，0 或 1 點的收視點節目接踵而來，慘被網民揶揄。亞視近年放棄原用的收視

統計方法，改為以港大調查數據來解讀為「六四之比」， 相信兩個免費電視台的

加入競爭，亞視更加岌岌可危。 
19 

 

2011 年亞視重播以往製作的節目日趨嚴重，同一節目在 24 小時內播出 4 次，為

免費電視前所未有之舉動，網友狂轟有欺騙觀眾之嫌。除了重播尋找他鄉的故

事、我要做特首、把酒當歌等節目外，在 2011 年 8 月竟重播 2010 年亞洲小姐競

選節目，遭到網民猛烈抨擊。  

 

自 2013 年亞視自行設置「歲月留聲」頻道，播放亞視過去經典節目，包括：綜

藝節目、戲劇節目和一些煙花匯演節目，在網上被網民狂轟！2013 年 12 月亞視

發言人葉家寶在商業電台「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接受主持人訪問時，解釋亞視一

節目一天播了 4 次，是因為現今的人作息時間各有不同，為了讓觀眾可以收看亞

視的節目，彈性處理，一天播出 4 次，滿足觀眾的渴求。主持人即時反應，追問：

「有重播 4 次的需要嗎？」葉家寶即說：「不是重播，而是重溫！」。看來亞視會

一直自欺欺人，繼續做「重播台」/「重溫台」 下去！ 

 

總結： 

送舊迎新，2013 年即將過去，踏入 2014 將會有「 免費電視爭霸戰 」，7 月還加

入流動電視開台，作為香港觀眾已經很久沒有期望電視製作有什麼奇蹟出現，但

因特區政府於 2013 年 10 月 15 日公佈只發兩個本地免費電視牌照，大熱的香港

電視（HKTV）落選。其後，香港電視（HKTV）員工和網民呼籲，圍繞政府總

部及發起遊行，要求特區政府向大眾交代不獲發牌的原因，特區政府沒有回應。

                                                        
19  維基百科    香港電台第 2 台  (星期二) 晨早節目 (電視劇集收視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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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料，王維基的香港電視（HKTV）絕地反擊，收購中國一間電訊子公司，取得

流動電視頻譜使用權，往後推出 OTT（Over-The-Top）平台和流動電視服務 。

TVB 一台獨大和在電視圈壟斷的局面，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和考驗！ 

 

2015 年將是 TVB 和 ATV 兩間免費電視台再續牌的關鍵時刻，一個是「重播和

零點收視的 ATV 台」；另一個則是「故步自封的 TVB 台」。如果兩間電視台製作

繼續毫無進展，就算特區政府繼續續約給兩間電視台，相信港人亦會以實際行動

向特區政府宣示「 我們要有得揀！」的意願。 

 

香港大學教授李歐梵認為：「香港大眾媒體缺乏承擔的責任感。他認為香港的公

共文化，其實就是一種大眾文化，它的作用是將大眾集體無意識深處的渴望、需

要、焦慮、困惑、夢想加以投射現實，利用形式來形塑目前大眾所關懷的日常生

活，並以此種方式表現出集體的分享，以及對文化任務的承擔。」
20
 現亦以此作

為對 2014 年與 2015 年幾個免費電視和流動電視的呼籲： 要有電視文化任務的

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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