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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和陌生的香港 

 

雖然香港只是彈丸之地，但七百萬人口比起世界上不少國家還要高。如果大自然

是自然風貎的雕塑家，那麼城市的人口則是城市風貎的締造者。其實這是一個十

分顯淺的道理，單看旺角西洋菜街，自從政府宣佈由亞皆老街至豉油街的一段西

洋菜街為行人專用之後，吸引了不少街頭藝人到該處表演，頓時成為不折不扣的

藝墟。香港既是世界上其中一處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人群的作用絕不限於西洋菜

街，只是關乎香港社會的探討，很少在城市裏的人自發的舉措方面著眼。當今據

稱民望甚高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擔任發展局局長時，推出「活化工廈計劃」，

消息公佈後，活躍在觀塘一帶的藝術工作者嘩然，因為他們早已看準空置的工廠

大廈，租金較為便宜，沒有理會部份單位仍從事工業生產，毅然進駐發展自己的

藝術生涯；空置的工廠大廈早已被這些藝術家們活化了。由林鄭月娥負責推行的

所謂「活化工廈計劃」根本忽略香港的一群藝術家在香港這個不甚重視文化藝術

的城市裡，追尋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談到文化藝術，有人會認為高不可攀，飲涼茶則幾乎是每個在香港長大的人在大

熱天時的習慣。雖然今日不難見到涼茶舖，但一般設在橫街窄巷，上世紀七十年

代時，九龍彌敦道曾有一家「單眼佬涼茶舖」；店舖的名稱突顯了那個年代，任

何人（即使是身體殘障的單眼佬）也可以創業。那個年代的涼茶舖更往往設在大

型戲院附近，除了提供涼茶，更設有唱機，供人點播歐西流行曲。這類涼茶舖的

顧客通常時買了票等待到附近戲院觀賞電影的人士。今期的專題文章討論熟悉和

陌生的香港，而所謂陌生的香港無非是一些被人忽略，或不受注意的活動締造的

城市空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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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涼茶舖追尋香港本土文化 

伍潔盈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10706/15405021） 

 

引言 

當談起童年往事，首先浮現於眼前的總是我淚眼汪汪地坐在一家涼茶舖裏，拿著

小鐵匙，吃著深紫色的啫喱的情景。那是舅父跟我在公園玩追逐遊戲，把我絆倒

在地上受傷以後，他為了安慰我而帶我去吃的啫喱。事隔多年，那種帶著衝擊和

委屈，同時被一口一口冰凍香甜的啫喱撫慰的心情仍然深刻。當時涼茶舖內，電

視正播放著卡通片，我們一直坐到接近黃昏時份，傷口不再流血了，我也不哭了，

才慢慢步行回家。 

 

現在跟舅父已沒有聯絡了，回想起這件童年往事，除了懷念那段跟他最要好的時

光外，還有那玻璃小碗裏，帶有果肉的啫喱，和混著草藥與茶葉蛋香氣的涼茶舖。

回想以前，家中附近有不少涼茶舖，媽媽有時候會給我幾毛錢，給我蹲在舖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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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櫃前擲金錢龜，任我怎樣用毫子擲牠的龜殼，牠總是一動也不動。記憶中涼

茶舖總是人來人往的，總有幾張熟悉的臉孔在店裏跟老闆聊天，店外總會有幾個

人經過，拋下一些零錢，然後打開瓷碗上的玻璃蓋子，站著一口氣地地把涼茶喝

掉。涼茶舖曾經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套用法國思想家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所提出的三種空間製造，涼茶舖就是香

港人的空間實踐（ social practice），是對香港本土文化有象徵意義的空間

（representation space）。 

 

可惜十多年以後，在今天的香港，這種空間實踐已變成碩果僅存的事物了，取而

代之的是地鐵站售賣樽裝涼茶的連鎖店，及連鎖的咖啡店或快餐店。空間實踐是

從日常生活製造出來的，每個人都參與其中，亦參與空間製造，因此空間實踐是

城市文化的精髓。涼茶舖的日漸式微，連帶著怎樣的文化一起消失？本文將透過

追溯涼茶舖的歷史，和香港人在涼茶舖的空間實踐，從空間了解文化，尋找香港

本土文化的根源，及此空間實踐的式微，反映香港文化怎樣的轉變。 

 

涼茶舖：結合醫館與娛樂的空間 

涼茶是中國嶺南地區獨有的飲品，由常見的中草藥結合而製成的，有清熱解暑的

保健功效。據說涼茶早於清朝已經出現，後來王老吉在香港開店，把涼茶引入香

港。
1
而涼茶舖真正在香港流行，大概是由五十年代開始。由於當時香港較少西

醫，而且診金不便宜，所以當時一般巿民每當身體不適，都會自行到藥材舖買藥

材煎藥，或飲用具藥療效果的苦味涼茶。一八六九年的《香港政府憲報》內登載，

當局規定每艘運送中國勞工往美國、澳洲、南岸等地稱為「豬仔船」的船隻，須

有一至兩名中醫師及相當數量的指定中藥材，以備航程所需，當中大部分是「廿

四味」及「十八味」涼茶的材料。由此可見，涼茶是十九世紀市民的主要治病藥

                                                      
1 參考維基百科「涼茶」條目 http://zh.wikipedia.org/wiki/涼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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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2
於是涼茶舖便應運而生，而每家涼茶舖的配方都略有不同，依舖主的經驗

和對草藥的認識而調配，不少涼茶舖更有中醫註診，猶如專為升斗市民而設的醫

館，變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其中尚屹立於中環閣麟街的春回堂藥行便是這類醫

館涼茶舖的好例子。 

 

到了六十至七十年代，涼茶舖更演變成巿民休閒的娛樂場所。當時電視機尚未普

及，有些涼茶舖會安裝電視機，吸引顧客來光顧，一眾顧客集體看電視，儼然一

個小型電影院，他們會一直流連至接近凌晨，即電視台收台為止。
3
此外，由於

當時唱片的價格並非一般市民可以負擔，唱機也不普及，一些涼茶舖為了招徠更

多客人，便在舖內擺放巨型的坐地點唱機，唱機內置數十隻唱碟，大部分是當時

的歐美英語流行曲，包括貓王及披頭四（Beatles）的歌曲。這唱機使涼茶舖成為

當時年青人最時髦的約會地點，他們常會投幣進點唱機點唱給朋友來憑歌寄意，

或點選一些恰恰舞（Cha Cha）的音樂及或是貓王的歌曲，為的就是在涼茶舖表

演舞步，吸引異性的目光。
4
配合這一轉變，也為了招來更多顧客，涼茶舖也兼

賣很多小食，包括茶葉蛋、咖哩魚蛋、魷魚、啫喱等。 

 

這個結合平民醫館與休閒娛樂的空間，正正體現了香港歷史學家 科大衛（David 

Faure）所言：「香港的文化，承襲著中國的傳統，也同時承襲英國的，影響同樣

強大。」（Chinese tradition in Hong Kong was as much a British heritage as it was 

Chinese.），香港一般巿民相信中國傳統的醫術，以涼茶保健治病，而同時受著殖

民者英國文化的影響，喜歡聽歐美的英語流行曲。在涼茶舖裏，邊呷著一碗華南

文化獨有的涼茶，邊聽著披頭四的歌曲，便是香港本土獨一無二的中西混合的文

化。 

                                                      
2&3 參考網頁

http://www.thevoice.org.hk/thevoiceOnline/article.asp?Position=7&ToPage=3&Class=11 
 
4 蘇真真 (2011 年 3 月 7 日). 潮人講古﹕「潮爆」涼茶舖.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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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大戲院旁都會有家涼茶舖，例如北角新光戲院旁的益壽堂
5
及元朗戲院的

許留山老舖，還有很多不具名氣的涼茶舖在西營盤高陞戲院
6
及真光戲院、李鄭

屋邨仙樂戲院
7
等大戲院旁，我認為這是當時香港低下階層運用對策（tactics）而

製造出有象徵意義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例子。首先，當時的戲院規

模都非常大，最大的戲院可容納三千多名觀眾，因此每次戲院開場前後，必然吸

引大量人流，因此也造就涼茶舖得以客似雲來。另外，這些人流也吸引了很多小

販在戲院門前擺檔，他們售賣小食如煨魷魚、鹽水花生、栗米、竹蔗、糖葱餅、

炒栗子、鹽焗蛋等
7
，都是些惹味香口的食物，光顧小販的人或怕口喝或上火，

自然也會到涼茶舖買涼茶下火。綜合以上，就是因為戲院能帶來很多做生意的機

會，因此涼茶舖都開在戲院旁邊，是低下階層為維持生計的對策，是從生活有機

而成的空間。而小巿民的對策，正正是本土城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反映了當時小

巿民以一己的力量維持生計，甚至養活家庭的智慧和精神，也是小巿民在城市的

權力壓迫下，靈活變通的體現。從民間醫館、平民娛樂場所、以至低下階層的靈

活對策，可見涼茶舖是極富本土文化特色的空間實踐。 

 

涼茶舖的式微：資本累積方式轉變與全球化下本土文化的消失 

八十年代以後，電視開始普及，唱片不再是奢侈品，涼茶舖作為娛樂埸所的角色

慢慢淡出，變回了保健醫館。資本主義建基於無止境的資本增長的信念，以傳統

模式於舖內煲涼茶，對資本來說增長有限，因此於八十年代，鴻福堂成為首家引

入生產線製作涼茶的涼茶舖，以福特主義的形式生產傳統涼茶，把涼茶以膠樽包

裝在便利店及超級巿場出售，於二零零二年更開始在地鐵沿線開店。這種大量生

產的模式使購買涼茶更便利，光鮮亮麗的店面感覺也較傳統涼茶舖清潔衛生，吸

引上班族、女士以至年輕一輩購買涼茶，這為涼茶舖的生態帶來重大轉變，傳統

                                                      
5 參考網頁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20212/00407_042.html 
6 http://www.thevoice.org.hk/thevoiceOnline/article.asp?Position=7&ToPage=3&Class=11 
7 蘇真真 (2010 年 12 月 6 日). 潮人講古﹕「潮爆」涼茶舖.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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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舖在競爭下難以生存。千禧年以後，涼茶舖更經歷後福特主義的轉變，不再只

生產迎合大眾需要的傳統涼茶，而開發更多針對小眾巿場需要的飲品，以延續資

本的無限增長。例如傳統涼茶舖同治堂，於二零零零年改名為健康工房，與鴻福

堂一樣以生產線大量生產涼茶，但它不只售賣傳統涼茶，就如其創辦人吳少珍所

說：「以前顧客買涼茶，多數只是長 口瘡、牙瘡等上火問題。但隨著社會變化，

生活壓力愈來愈大，普遍涼茶已經不能滿足顧客……現在客人會告訴我有睡眠不

足、胃痛、飲食失衡等都市病，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清熱，還想要更多」，
8
因此

其產品有為女士活膚養顏的、減肥消脂的、改善睡眠等等，著重創新與靈活性，

一改人們對傳統涼茶的概念。這樣的轉營使涼茶業面臨更激烈的競爭，加上香港

的租金地價在二零零零年以後急劇增長，不少涼茶舖單靠售賣涼茶難以生存，逐

漸被淘汰掉，剩下的大部分是大型連鎖涼茶舖。雖然這些大企業連鎖店依然售賣

傳統涼茶，但其重視的是制度化及標準化，使其可以不斷擴張，如鴻福堂已在深

圳開分店，也加入了英文名稱「HFT」，因此難以繼續本土文化獨特的空間實踐。 

 

（圖片來源：marketing.mingpao.com） 

 

這個充滿香港本土特色的空間日漸式微，加上全球化的推動下，使人們在家以外

的憩息場所，變成咖啡店或連鎖快餐店。這些空間造就香港成為「另一個國際大

                                                      
8 參考網頁 http://www.com.cuhk.edu.hk/ubeat_past/061175/healthwor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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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邁向國際化同時卻失去了本土特色。在星巴克喝咖啡可以在世界上任何

一個大城市發生，但在涼茶舖邊把脈喝涼茶，邊聽外國歌，卻是唯有在香港才能

體驗的事，是香港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色。這理應值得我們珍惜及重視的空間實踐，

香港人對它的式微甚至消失卻視而不見，不但沒有支持及保衛，也沒有為它作正

式記錄，除了於香港歷史博物館一個模擬涼茶舖佈景以外，相關的正式文獻也少

之有少，就如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說，香港人對本土文化有一種逆向

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明明在我們眼前出現又失去的獨特文化，我們都彷

彿沒有看到，讓本土文化無聲無色地消失。 

 

這種逆向幻覺，也許是因為香港人存在一種精英主義（elitism），認為街頭文化不

夠「高尚」，因此總不大重視，忽略了我們的本土文化，就是來自與生活最接近

的街頭。也許是受殖民統治的影響，香港人總有一種祟尚外國文化的心態，惟有

得到外國文化的欣賞及認同後，我們才會對本土文化重視及宣揚。例如鐵皮檔在

香港是低下階層購物的地方，本被視為混雜低下之地，但因在外國人眼中充滿異

國情調，而被外國旅遊雜誌介紹，吸引外國遊客前往拍照及購物，才得到香港人

的重視，更被香港旅遊發展局推薦為香港重要的旅遊景點。又如，魚蛋一直都是

草根階層的小食，因前港督彭定康到訪一家粉麵店，試吃魚蛋而成為代表香港的

美食。 

 

涼茶舖亦然，惟有得到外國旅遊指南報導以後，吸引外國旅遊前往喝涼茶，及為

店內獨特的佈置拍照後，才得到香港人的重視，紛紛前往光顧及拍照。另外在佐

敦開業四十多年的梁仲良涼茶舖，一直寂寂無聞，惟於二零零三年一新加玻遊客

在港期間患上感冒，經酒店侍應推薦後前往喝了一杯感冒茶，發現功效非常顯著，

回國後製作網頁向人推薦涼茶舖，才使這家低調平凡的涼茶舖為人所知，更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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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前往採訪。
9
既然涼茶舖一直都在，為什麼是得到外國人的推薦，香港人才

加以重視呢？這種文化輸出至外國，得到外國文化的認同，才能得到香港人重視

的過程，證明香港人根本不清楚本土文化，亦是香港人逆向幻覺的有力證明。涼

茶作為嶺南地區獨有的飲品，涼茶舖是嶺南地區獨特、富有文化意義的空間，而

香港的涼茶舖更曾是獨特的中西混合的空間，盛載著重要的本土文化，不單得不

到普遍香港人的重視，即使香港旅遊發展局，對這重要的空間也隻字不提，難怪

這麼多年來，香港的特色都只能流於「購物天堂」、「美食天堂」、「東方之珠」等

老生常談。 

 

總結 

由五十年代開始，涼茶舖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演變，是草根階層的醫館、是集體消

閒的空間、也是年青人消費的空間。它象徵著民間醫藥的智慧、集體娛樂的文化、

香港獨有的中西混合文化、還有小巿民靈活變通的精神。如此富有本土特色的空

間實踐，隨著資本累積方式的轉變，及全球化的入侵而逐漸式微，可惜香港人的

精英主義及對本土文化的逆向幻覺，使涼茶舖的出現與息微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

視及維護，而惟有得到外國文化所認同的少數，才能到巿民及媒體的關注，但從

香港旅遊發展局對涼茶舖的忽略，可見香港主流對這個極富本土文化象徵的空間

始終未有受重視，以至香港對本土文化認識的不足，被誤解成只有經濟奇蹟的文

化沙漠，始終無法展示出文化的獨特性。長久以來，香港忽略了從空間實踐追尋

本土文化，涼茶舖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從以上對涼茶舖歷史及發展的了解，

此空間與人們生活的連繫，可見香港的本土文化著實獨特而豐富，因此我們必須

擺脫逆向幻覺，在街頭的空間實踐，尋找尚待我們認識的本土文化。 

                                                      
9 參考網頁 http://herbaltea-hk.trip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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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街道空間初探：以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為例 

許子華 

 

一、導論 

高密度──如人口、建築、交通與資

訊流動等──是城市的重要特徵之一，

而香港更是世上數一數二的高密度城

市，單憑數字也可見一斑：人口七百

多萬、面積一千零六十八平方公里，

在二零一一年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

六千五百四十四人；其中油尖旺區更

達四萬四千零四十五人，為十八區之

冠（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2），單是旺角區便超過十萬人。另

一方面，香港的建築物，不論是住宅

或是商用，皆緊密相連，向高空發展，

「石屎森林」之印象深深刻在世人腦

海中，而繁忙混雜的街道亦是香港人

的寫照。故此，實際上不論貧富老幼，

香港人不免要活在各種高密度環境之

中，以不同方式體驗高密度生活。換

言之，高密度環境是孕育香港都市文

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高密度卻並非單純的物理現象，正如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所言，若

果視高密度城市為人生產出來的社會

空間，那麼它既是物質在某空間中的

狀態，也是所有城市人日常生活實踐、

想像、意義與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如關於空間的抽象、理性知

識、概念、論述、法律等）交雜和相

互影響、競爭的場域 （Lefebvre, 1991）。

統計數字只道出固定不變的人數與物

理空間之關係，彷彿人是處於不動、

無時間的狀態。可是，人群在城市中

是流動的，如在狹窄擠迫的街道上，

人會按其目的行走、停止、集中和作

出不同行動，密度也隨之而變。故此，

香港高密度的街道景觀，也是市民大

眾的空間實踐的結果，包括重覆、慣

常地使用空間的行為、活動、日常生

活節奏和方式，以及集體行動、流動

和溝通的模式 （Bulter, 2012）。本文

目的旨在探討香港高密度街道空間實

踐的形式和意義，以旺角西洋菜南街

行人專用區──一條人口密度極高的

商業街道──為案例，透過筆者實地

觀察與經驗，加上各種傳媒報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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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與政府資料，嘗試分析現在此地空

間實踐之來由、政府如何施加空間表

徵，來制約空間實踐，以及其造成各

種空間的意義、矛盾與競爭。 

 
 

圖一：旺角行人專用區位置（左方藍色為西洋菜南街） 

（圖片來源：運輸署 

http://www.td.gov.hk/tc/transport_in_hong_kong/pedestrianisation/pedestrianisation/

mong_kok/map_for_mong_kok/index.html） 

 

二、西洋菜南街及其行人專用區之現

況 

本文集中討論介乎奶路臣街與登打士

街之間的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路段

（如圖一示）。以下先簡述西洋菜南街

的情況、物質環境與行人專用區設立

狀況。西洋菜南街無疑是現時香港最

繁忙的街道之一，尤其是行人專用區

下午正式開放的時段，人流流量極高。

加上交通便利，有地下鐵路與其他類

型的陸路網絡連接，可達度極高，對

從事商業活動者是不可多得之地。街

道兩旁以多層商用大廈為主，呈現高

矮、新舊交雜狀態。某些樓宇底層及

地庫為商場，在其之上則以商業單位

形式出租，地面面向街道處則為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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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單位。另有商住混合式大樓，樓

上為住宅，地下為商業用途。樓宇彼

此緊密連接，形成如高牆般將兩邊行

人路及馬路包圍的景觀。置於大廈外

牆的大型廣告橫額，以及向街邊方向

突出的招牌隨處可見，構成為人熟悉

的典型香港商業舊區空間。至於街道

則由兩側的行人道與中間馬路所構成，

兩邊行人道闊度大約只有三、四米，

路牙與馬路間約有兩米的地方塗上了

多條黃色平行斜線，作為貨車停泊及

上落貨的區域。街道並無任何休憩空

間或設施，如長椅，故明顯西洋菜南

街是以流動為目的的商業街道。 

 

 

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由二零零零年

八月開始啟用，目的包括改善空氣污

染及交通擠塞等問題，由運輸處負責

管理相關事宜（運輸署，2008）。西洋

菜南街屬於「部分時間行人專用街道」，

原先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下午四時

至午夜十二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中

午十二時至午夜十二時。後來油尖旺

區議會以嘈音及光污染為由，決定由

二零一二年七月起，將結束時間一律

改為晚上十時。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其交通運輸委員會按油尖旺

民政事務處對行人專用區存廢作諮詢

及調查之結果，通過將開放日數縮減

至僅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開放（蘋

果日報，2013-11-22）。 

 

（圖片來源：orientaldaily.on.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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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理解上述空間與政府政策之互

動所帶來的影響和意義？筆者嘗試以

下列觀點入手：政府設立行人專用區，

企圖使原有的社會空間順從於政治權

力製造的空間表徵，以改變使用者的

空間實踐、社會空間想像和對其賦予

之意義。但空間實踐不只是由權力者

所創造，其意義是多元而可互相矛盾、

不兼容，故空間使用者須與他人競逐

使用和生產空間的權利，這種空間上

的矛盾不只存在於使用者之間，也在

於使用者與有權力者和知識製造者之

間 （Molotch, 1993）。以下討論將詳細

地帶出此等關係。 

 

三、空間實踐的差異與變化 

可以設想的是，在設立行人專用區（或

者在尚未開放的時段）之前，西洋菜

南街行人路之空間實踐比較單純。因

為此處為商業零售集中地，來到此地

者的活動主要是休閒和物質消費，大

量人群於兩旁行人路流動為其主要形

式，尤其是下午商店開始營業及晚上

下班時間（即行人專用區開放時段），

在狹窄街道加上龐大人流情況下流動

自然緩慢，甚至有人車爭路之情況。

當然，對路人而言，偶有停止的時刻，

如等待朋友或站在食肆門前進食等

（這也是消費活動，更妨礙和減慢人

群流動），但主要依然是走動為主。街

道亦是貨物流動之地方，運輸工人在

馬路停泊貨車，並在行人路落貨及運

送到大廈與商店中，這些每天不斷重

複的空間實踐和節奏，確保了西洋菜

南街的商業空間之存在。亦因如此，

高密度的行人道的功能變得單一化，

限制其他更多活動之可能性。它如工

廠輸送帶般不斷將消費者及貨物送入

商店中──就如進行機械加工──消

費完結後則再由「輸送帶」運走。對

商業為主的街道，輸送帶式流動、線

性來回的走動，是不可或缺的空間實

踐，因為可確保人流足夠，不會停滯，

以製造最大商業效益（駱穎佳，

2003:18）。反之，從街道的視角觀之，

相對地靜止的地方便是行人道兩旁的

店舖，店員只須等待顧客進入即可，

當正式進行消費，如選購物品和接受

服務時，才會有靜止的活動。簡言之，

在上述時段，狹窄、高人口密度的西

洋菜南街行人路，是不太容許靜止的

空間實踐，因為停止意味著停滯和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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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他人行動（情況就如位於現時西洋

菜南街交界的登打士街，由於行人路

狹窄，只有約兩米多，卻有數間小食

店在旁，結果常有顧客停留，造成「樽

頸位」，緩慢流動主宰了行人路，而消

費的靜止與行動之間的界線也頗為分

明而有規則。 

 

行人專用區的出現打破了這種界線，

它將更多新空間實踐帶進西洋菜南街，

容許更多靜止的活動，它不再只代表

商店式消費，而與原有的流動交雜共

存，既改變這類舊區商業街道純粹流

動的特質，也意味著空間實踐與意義

面臨更激烈的競爭。開放行人專用區，

令馬路成為行人道一部分，理論上可

擴闊道路而人流數目不變，應更有效、

更快疏導人群，這亦是設立行人專用

區的原意，但更廣闊的路也正正把靜

止活動合理化，因為有容許人停留的

公共空間──實際上原先用作車輛停

泊的黃色區域，恰好如劃出了靜止活

動的範圍，用作設置各種攤檔，形成

兩邊行人路及馬路中心讓行人走動，

夾雜兩條平行的活動空間，情況就如

深水埗的固定攤檔，只是後者馬路中

心依然有行車，前者則無。這當然是

最理想的狀況，實際上人與物呈現更

不規則的空間實踐。 

 

現時西洋菜南街路邊店舖以大型連鎖

電器店、電訊服務、時裝店及食肆為

主，繼續吸引大量本地客和遊客，尤

其是自由行人士逛街。行人道依然保

留流動功能，但行人可隨時脫離「輸

送帶」，也同時受靜止活動的「干擾」：

商店員工擺放數以百計的「易拉架」

於行人路邊作宣傳，排列一致，宛如

城牆；食肆員工手拿大旗幟或標示板，

輔以擴音器作宣傳；網絡與電訊公司

職員坐在行人路或馬路中心，一邊把

玩智能電話，一邊等待顧客；宣傳人

員向路人遞上宣傳品或單張；西裝筆

挺的公司職員截停行人作問卷調查；

尚有賣棉花糖和爆谷的小食攤檔、賣

手機配件，和收買電器的小攤等，靜

靜等待行人光顧；甚至乞丐也有謀生

的地方。遊客也多了可以在商店門外

歇息的空間。馬路兩旁也成了謀生或

展覽的空間，如攝影、繪畫、印度紋

身的攤檔擺放了小桌和椅子方便工作，

又以三腳架擺放作品，吸引途人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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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停留觀賞。上述活動將商店內需要

的靜止以新型式帶到街上，讓流動與

靜止直接「碰撞」。 

 

另一方面，各種藝術表現在西洋菜街

可謂是百花齊放，話劇、雜耍、魔術、

舞蹈、音樂等各自精彩，表演者只需

隨意擺放器材，如擴音器、樂器或橫

額鋪在地上，馬路便成了舞台。藝術

表演對行人流動的影響最大，每次表

演開始，一部分行人會在馬路上停留，

變成觀眾並包圍著表演者，形成一個

個環狀人群，若果人數更多──如每

天於某電器店門前表演的 3L 樂隊，經

常吸引大量群眾──觀眾甚至會站上

行人路，以不規則方式干擾流動，使

原有行人路更顯窄狹，行人速度更慢，

要逃離行人道擠迫情況，則要在馬路

區域穿插，避開攤擋、易拉架及停留

的人群。以上活動皆成為日常空間實

踐，而其他類型活動，如街頭論壇、

社會運動、示威、團體展板，雖然不

定時舉行，但同樣經常出現，聚集群

眾，並突然改變人群流動方式與行為，

如警察會阻止行人自由流動或改善走

動方向等。行人的角色也由原先單純

的消費者，隨時化為觀眾，換言之，

在行人專用區中身份是可以不斷轉移

的。 

 

 
（圖片來源：lifestyle.etnet.com.hk） 

15



 

總括而言，將行人專用區帶入西洋菜

南街，意味著更多類型的空間實踐，

打破純粹商業街道空間的形式：店舖

式商業活動要求相對地線性、單一且

高密度的人群流動，務求更多人可以

暫時停留在營業空間中消費，換言之：

街道的靜止是不必要以及多餘的；反

之，新的空間實踐，如藝術表演或社

運、政治活動，則要求在街頭上有直

接的靜止，視西洋菜南街為文化交流

空間，是與人群進行訊息交流，如聲

音、意念、視覺等的場域，「副作用」

是干擾流動的規律；攤檔式商業活動

雖有與店舖式活動的邏輯，但也同樣

直接影響流動。每一個人皆要製造空

間以滿足自身需要，並賦予空間各種

意義，但在有限的物理空間中，增加

更多的空間實踐交錯於街道中，結果

便是空間意義間的矛盾與競爭。要將

它們分辨出來之餘，更重要的問題是

甚麼過程促使這些矛盾出現？ 

 

四、西洋菜南街的空間意義及矛盾 

若純粹以現象的角度而言，雖然流動

與靜止是糾纏在一起，但實際上只是

行人受到障礙物或靜止活動干擾，導

致流動不順暢而已，始終人流尚在，

可以支持商業活動繼續生存之餘，也

讓社會、文藝活動有觀眾支持，故雙

方皆可共存。但若果從不同人或群體

的空間意義與當中的矛盾來看，情況

則大為不同，引發的可以是「不是你

死，便是我亡」的衝突。  

 

最大的空間矛盾，來自於政府，而且

是始作俑者。明顯地，政府抱守的空

間意義，是純粹商業的經濟邏輯：店

舖營業、貨物上落、人流消費的循環。

這可從政府文件中反映出來：按政府

的空間意義設計行人專用區，以法律、

規劃、行人流動準則等空間表徵施加

於西洋菜南街上，以製造特定的空間

實踐和秩序。根據運輸署之說法，行

人專用區的設計概念和目的，包括「改

善行人流通」、「改善整體行人環境」、

「人車分隔」、「減少人車爭路的情況」

（運輸局，2000:1；運輸署，2008:2），

藉以將行人路及馬路完全由行人佔據，

使人流極大化和加快人群行速的意圖

非常明顯；在構思初期選擇行人區地

點時，更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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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現正研究的三個地區，都是商

業、零售業和其他經濟活動頻繁的地

方。這些活動會帶來不少交通需求，

例如上落客貨、使用公共交通服務、

出入停車場等。因此，在區內永久封

閉多條街道，不准車輛駛入，並不可

行。」 （運輸局，2000:2）；「為了照

顧該區交通、行人及商戶上落客貨的

需要，行人專用區只在部分時 間實

施。」（運輸署，2008:2） 

 

政府選擇不在西洋菜南街設立全日行

人專用區，正正要維持商業運作的節

奏，但從時間選擇上（星期一至五下

午四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中午十二

時開始）可見，尚有一個隱藏了的原

因──這段時間正是消費與人流高峰

期，是商店開門營業和放學、下班時

段。另一方面又設立所謂「行人舒適

度」的量化指標，要求某單位時間內

行人流量及行速必須達到某個令人滿

意水平（每米每分鐘少於三十四人）

（運輸署，2008，附件二）。這樣，政

府便將他們精心設計的空間及時間使

用方式，化為不可逾越的規則施加於

西洋菜南街的空間上。換言之，政府

對西洋菜南街所抱守的空間意義，純

粹著眼於不容許以商業為主的行人專

用區有讓人流靜止之可能，以及商業

運作之持續性，對行人專用區出現帶

來的其他可能性，隻字不提。可想而

知，這與現時行人專用區中攤檔式商

業活動、社會文藝活動空間實踐之間

存在著極大的矛盾，甚至不能共存。

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昧於實施行人專

用區後種種可能出現之影響，無考慮

擴闊了的公共空間可讓人停留的問題，

「錯誤地」──對政府而言──將預

想以外更多新空間實踐植入於西洋菜

南街。已投射在此地的空間意義是不

能逆轉、不能輕易抹去的。當附近居

民與行人區使用者控訴街頭藝人表演

產生噪音、易拉架、以及電訊公司職

員等謀生者妨礙行人流動時，矛頭直

指這些「製造麻煩者」，網上附和的聲

討意見不絕，要當權者把這些空間實

踐徹底消滅──偏偏無人指出這種

「錯配」正是由政府一手一腳造成！ 

 

空間衝突既成定局，而街頭表演、攤

擋與擺放宣傳品等空間實踐帶來的

「副作用」又漸漸浮面，政府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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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睜一眼，閉一眼，要嘗試消滅它們，

以修正其失誤，企圖將西洋菜街的空

間實踐「撥亂反正」。筆者認為這表面

上是順應不滿者的要求，實質是商業

邏輯的「復仇」，以圖重奪理想的流動

規律。最初政府只能單憑原有的空間

表徵，即法律手段來阻止空間實踐再

臨，將謀生與藝術一概貶為「違法」、

不受歡迎的行為，如派食環署人員檢

控「違法者」，清除街頭上的易拉架，

動用警察停止街頭表演；先用噪音條

例起訴街頭樂隊、又以阻街為名控告

雜技藝人不果，現再以「非法販賣」

罪名加諸在繪畫、攝影等攤檔身上（蘋

果日報，2013-7-4），將這些活動污名

化。 

  

當然，正如上文所指，已紮根的空間

實踐當然不會輕易消失，既然政府不

能以保留行人專用區的方式重奪純流

動式的商業邏輯，那麼只能玉石俱焚：

「「殺街」」，雖然實際上只是減少日數，

原因可能是政府不能直接表現出對街

頭藝人與謀生者之敵視態度，故無法

徹底、永久取消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

區，以擺出關心他們使用空間權利的

姿態。現有法律手段成效不彰，就只

有利用空間意義的矛盾，借油尖旺區

議會與民政事務署之手製造新空間表

徵──製造論述、量化的民意調查與

諮詢，用數字將「「殺街」」決定合理

化，而阻街與噪音問題便成為製造表

徵的「材料」和藉口。噪音問題無疑

也是兩種空間意義的衝突，行人區附

近民居需要寧靜生活環境，不需要過

量聲音；而街頭藝人需要較大的聲音

吸引人群和作交流。這裏並非要否認

行人專用區發出聲音與攤檔、易拉架

等宣傳品對該區居民居毫無影響，但

重要的是，前者在新的空間表徵中幾

乎負上了全部責任，更被塑造成一切

問題源頭。最初動議「殺街」的油尖

旺區區議員仇振輝，諷刺地形容旺角

的行人專用區為「無政府狀態」、「亂

象」，簡單地將政府自身問題輕輕帶過，

說成「法例不完善」，而大肆抨擊街頭

藝人與謀生者嚴重影響居民日常生活，

苦不堪言，因此行人專用區應殺之而

後快，卻無提及如何解決雙方空間矛

盾之方法（仇振輝，2013）。後來民政

事務本署進行地區諮詢及問題調查，

將調查問題集中在是否滿意行人區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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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及藝術表演是否擾民等，最後製造

出八成人支持縮減行人專用區的開放

時間，成為幾乎全體區議員支持「殺

街」的依據，說是為了「尊重民意」。

除了有論者發現問卷調查方法極不嚴

謹（如回應及取樣人數不足且有偏頗、

問題含糊、流於空泛等）及有引導性

等問題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調查本

身繼續預設了問題根源完全在於街頭

藝人與謀生者，只是程度有別，更遑

論讓人討論「殺街」以外之可能性，

從問卷題目便可見一斑：「建議縮減旺

角西洋菜南街一帶行人專用區的實施

日數」（劉軒，2013）。結果，政府利

用權力和空間表徵轉移視線，以論述

及量化數字代表整個西洋菜南街空間，

掩飾了其「錯誤」──無意中植入更

多空間實踐──和背後更大的空間矛

盾，引導大眾將目光放於噪音、阻街

問題與藝術表演的衝突，並遷怒於街

頭藝人及謀生者，強調其活動對市民

產生負面之處。他們企圖重奪店舖式、

純粹人群流動與消費的商業邏輯，而

抹殺一切想像如何調和各種空間實踐，

以及尋找另類實踐之行動。但可預見

的是，在行人專用區尚存的前提下，

這些空間意義衝突根本未能解決，只

會延續下去。 

 

五、總結 

從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的案例可見，

高密度的城市空間，尤其是街道，除

了是有限的物質空間外，也可以是多

重空間實踐及意義交雜及相互影響之

場域，同時意味著衝突與矛盾。這涉

及「誰有能力製造空間」和「誰可使

用空間」等問題，也牽涉到日常生活

實踐與意義、權力、表徵之間的角力，

如靜止與流動、商業與社會文化、藝

術、寧靜居住環境與熱鬧的藝術空間、

政府、有權力者與市民大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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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獨立音樂的發展──從 Hidden Agenda 說起 

文己翎 

 

自從香港工業北移後，在觀塘、大角咀、葵芳等工業區，租金相對低廉，且空間

寬敞，因而吸引了一批藝術家和音樂人進駐。在東九龍，數音樂人為最多。觀塘

的音樂生態圈，由樂器買賣、維修、樂隊排練、錄音製作、表演場地等，一應俱

全，如同一個自然發展的本土音樂村。不過，政府的「起動九龍東」計畫以創意

經濟、拓展文化藝術為口號，實際卻是透過市區重建，將原本空間改變，將原有

的社群連根拔起。二零零八年開業的獨立音樂演出場地 Hidden Agenda，受政府

政策的影響，四年來搬了三次家，不過，Hidden Agenda 愈受打壓支持者卻愈多，

超過五百隊本地及外國獨立樂隊曾在此表演，更被雜誌 Time Out 評為本地最佳

音樂演出場地。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 

 

本文以 Hidden Agenda 作為切入點，嘗試探討觀塘音樂圈的形成與變化。本文會

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觀塘音樂圈形成的過程，社區內不同單位的互動和關

係又是怎樣的。第二部分，在近年政府的政策下（包括活化工廈政策和起動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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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計劃），使很多工廈使用者面臨加租和被逼遷的危機。在這樣的環境下，觀塘

的音樂圈會有怎麼樣的變化？而當中是否能產生出一種的反抗力量？ 

 

研究方法與局限 

本文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訪問內容，以及筆者因為玩音樂和工作需要，常常遊走

觀塘一帶，對觀塘所得的觀察。現時，觀塘區大約有超過二千隊樂隊，要完全了

解觀塘獨立音樂的生態，除了因為數量多而造成研究上的困難外，更是由於在現

時的法例下，很多工廈也不能用作錄音室或樂隊練習室，使很多使用者也不願意

公開他們租用工廈的原因。雖然Hidden Agenda以及由Hidden Agenda連結的社群，

並不能反映觀塘獨立音樂圈的全貌，但是，我希望以 Hidden Agenda 作為切入點，

能夠以小見大重朔觀塘獨立音樂圈的形成過程。而 Hidden Agenda 所代表的，儘

管不可能是觀塘獨立音樂圈的全部，亦可視為圈裏面的其中一種特質。 

  

觀塘藝術村與Hidden Agenda的起源 

正如雪倫．朱津（SHidden Agendaron Zukin）在《裸城》對威廉斯堡的描述，威

廉斯堡是紐約最為工業化的一區，正因如此，這區在八十年代最難吸引縉紳者，

而政府則任由它的工業凋零。
1
正如觀塘工業區一樣，自從本港的工業北移後，

觀塘區的倉庫和工廠便逐漸撤空，即使仍然運作的工廠也逐漸減少生產。藝術家

和音樂人遷進工廠區的原因，可以利用Michel de Certeau的生存技倆（tactic）解釋：

在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邊緣市民在權力主導下，自求多福，在建制的縫隙下，

抓緊所餘無幾的辦法維生。藝術家和音樂人因為低廉的租金與較大的創作空間而

遷進工業區。而除了藝術家，這些新居民還包括了負擔不起商業區高昂租金的小

商戶和傳統行業。雖然獨立樂隊是因為低廉的租金與創作空間而遷進工業區，但

是無用的頹廢工廈卻又極像獨立音樂強調主流文化以外另一種選擇以及自己動

手做的精神。許多青年樂隊與三五好友租下工廈某一層，租金便宜、空間大、又

                                                      
1 SHidden Agendaron Zukin, <祼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群學,2012,pp.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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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任意吵鬧，自行隔間，自行佈置。他們房租一起攤分，吃飯開伙節省支出，

大小需求互相照應，發展自己的文化與思想，形成了一種工廈式的特殊鄰里結構。

在工廠相繼關閉後，這些新居民創造了與以前不同的社區和鄰里形象。 

 

其實早在十年前，已經有樂隊將樂隊練習房搬到觀塘工廠區。但那時樂隊在觀塘

的數目不多，當時人們說起獨立音樂，也不會聯想起觀塘。回溯觀塘獨立音樂圈

的產生過程與 Hidden Agenda 的出現有很大的關連。Hidden Agenda 最初的位置位

於舊式工廠大廈財利大廈一樓。Hidden Agenda 會在觀塘出現，並不是因為那時

觀塘是音樂人的集中地。正如上述的分析，租用工廈的原因大概是因為租金和地

方，那時與 Hidden Agenda 在同一棟大廈的，是印刷廠和釣魚工具店等等。Hidden 

Agenda 原本是一隊樂隊練習房，樂隊成員也在那裏共同生活。後來他們與其他

朋友一起把樂隊練習房變成了小型音樂廳（live house），這便是最初的 Hidden 

Agenda 了。獨立樂隊渴望擁有屬於自己的地方，現場表演本身就是獨立樂隊的

生活，而他們的家，就是那個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 的出現，改變了原本獨

立音樂圈的固有生態。在未有 Hidden Agenda 之前，也有很多地方提供給獨立樂

隊演出，但那些小型音樂廳與獨立音樂圈的社群沒有聯系。經營者不過是把場地

租借給不同的主辦單位，然後這些單位找不同的樂隊演出。Hidden Agenda 卻不

是以這種方式經營的。與其說最初的 Hidden Agenda 是在經營一間小型音樂廳，

不如說那裏是一群獨立樂隊的聚腳點。Hidden Agenda 並不是租借場地給予不同

樂隊演出，因為他們本身全部都是樂隊成員，他們便利用這個人際網絡，邀請身

邊的樂隊朋友，與他們一起舉辦樂隊演出。Hidden Agenda 當時的經營方式，在

當時的獨立音樂圈是十分新鮮的，但這種經營的方式，必然使 Hidden Agenda 成

為獨立音樂圈的核心，並且使得愈來愈多音樂人遷入觀塘。 

 

Hidden Agenda 透過人際網絡的動員，即是表演者與觀眾其實都是身邊相熟的朋

友。Hidden Agenda 原本不過是一隊樂隊成員的樂隊練習房，可以想像，幾個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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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年青人自己搭建舞台，將自己的家變成一間小型音樂廳，相對其他專業的

表演場地，這裏必然是簡陋而且設備不完善的。而它的酷卻正正是在於它的不完

善。最初的 Hidden Agenda 幾乎所有設備都是不完善的，燈光不夠、冷氣不足，

音響需要問其他樂隊借用，舞台的另一端竟是睡床。但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沒

有表演者、觀眾和工作人員的嚴格區分，又或是根本沒有受聘的工作人員。要使

表演能順利進行，表演者和觀眾必須合作幫忙。而在演出過後，表演者與觀眾又

會常常玩樂至翌日。透過 Hidden Agenda，他們連結了一群獨立音樂樂隊，即使

樂隊以往並不一定是集中在觀塘，卻漸漸愈來愈多樂隊進駐觀塘，直到現在，估

計觀塘有超過二千隊樂隊的驚人數量。而最初的 Hidden Agenda，它帶給獨立樂

隊是歸屬與認同感，因為那裏，不管是起初成立的年青人、表演樂隊或是觀眾，

那個地方就是他們共同建立真正屬於獨立樂隊的地方。 

 

（圖片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ulture/art/） 

 

觀塘獨立音樂圈的風格 

如今，談起Hidden Agenda，因為不同媒體的報導，人們現在眼中的Hidden Agenda

可以說是對抗活化工廈政策的符號。由Hidden Agenda以至觀塘的獨立樂隊在獨立

音樂圈的光譜是獨特，又或是這樣說，每個社區都有她獨特的文化，而在觀塘，

那種是抗爭性的文化。Hidden Agenda最初成立，並沒有刻意去反抗政府的政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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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資本主義的制度。她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的原創精神。

正如上述的分析，在工業遷移後荒廢的工廠區，一群年青樂隊在這空間共同建立

屬於他們的表演空間。Hidden Agenda並沒有刻意去建立反建制的形象，但政府和

地產商又必然會成為她們最大的敵人。一九三零年至一九六零年代，羅伯特．摩

西擔任紐約州和市政府主要開發機關的負責人。他奉行現代主義的都市規劃原則，

把紐約續漸成為現代化城市，將城市連結上全國高速工路系統，以新式公寓取代

破損的工廈。但這些宏大建設的背後，當地居民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新高速公

路穿過既有的街坊鄰里；摩登大樓破壞原有社區關係。諷刺的是，在現今二十一

世界的香港，特區政府常常說要把香港打造成「世界城市」，但特區政府對香港

城市規劃的思維，那些千篇一律的摩登大樓、坐在冷氣房內城市規劃師們那些井

井有條的草圖、由上而下忽視社區居民的規劃，根本是六十年代的紐約。珍．雅

各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了《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批評現代主義的城市設計和規

劃是破壞城市空間紋理、瓦解社區生活的殺手。
2
而政府現代主義的都市規劃思

維，與獨立樂隊由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的精神，必然產生衝突。 

 

受到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Hidden Agenda 被逼搬遷了三次。二零一零年，在政

府活化工廈政策刺激底下，財利大廈被財團收購，Hidden Agenda 被要求在限期

內遷出。在搬遷前，他們舉辦了一連兩天的「馬上封音樂會」。其後，他們更與

關心活化工廈政策的藝術家、關注觀塘市區重建的保育人士組成自然活化合作社，

更發起遊行，抗議政府的活化工廈政策。受到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與政府之間

的衝突的過程中，可以看到 Hidden Agenda 的轉變。由要一手一腳自己做的精神

去到成為反抗活化工廈政策的核心，這個轉變，是源於因為政府的打壓。受到政

府政策的影響，Hidden Agenda 選擇的是反抗，包括高調地經營，接受不同媒體

的訪問等等。正如公民抗命的理念是要透過不遵守一些不合時的法律而突顯制度

的不公義，Hidden Agenda 的高調經營也是如此。在現行政策底下，工廠大廈裏

                                                      
2 同注 1,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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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音樂展演空間、展覽、劇場等等都違法。Hidden Agenda 的高調，必然引

起不同政府部門包括地政署、食物環境衛生署，甚至連屋宇署的不斷滋擾，但同

時，卻有引起了各界的關注。在二零一一年，Hidden Agenda 再次被逼搬遷，他

們舉辦了一連四天的「搬遷救亡音樂會」，相對一年前第一次的音樂會，不管是

表演的樂隊以及參加的人數都大大增加。弔詭的是，隨著 Hidden Agenda 在媒體

的曝光，知名度的增加，它原本地下文化色彩卻減少了。「粗獷」的美學是來自

貧民區的創意，最初的 Hidden Agenda，它最能夠吸引獨立樂隊聚集是因為它的

粗獷與地下文化。但現在的 Hidden Agenda，它不再是凌亂不堪的狀態，沒有快

要掉下來的光管，以前以人際網絡動員的經營方式也改變了。這也許是成為了反

抗代表後的必然代價，但儘管如此，Hidden Agenda 成功在主流媒體曝光，自然

活化合作社的工作──每一篇文章、每一次遊行、街頭呼籲、簽名運動等等，確

是使更多的工廈使用者關心活化工廈政策。透過媒體的報導，外界也聽到他們的

聲音。同時，也是因為媒體的報導，加強了觀塘獨立樂隊的反抗形象。 

 

觀塘的純正性 

「二十一世界初期，紐約失去了它靈魂。有些人懷疑，這個城市曾經有過靈魂，

因為紐約一直是靠著甩掉過去、拆除舊街坊和打造新市街而不斷成長，多半得經

過一場又一場厚顏無恥的經濟利益之爭。其他人則聳聳肩，不置可否，因為現在

所有大城市都忙著抹除粗糙的紅磚與灰泥建築歷史，建造閃亮的未來遠景。倫敦、

巴黎和紐約的藝術家和縉紳者搬進了老移民區，一方面歌頌工人階級的酒吧和外

賣小吃攤，又將它們淹沒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咖啡店和精品店，以及隨後而來

的品牌連銷店中。結合資本與國家的經濟力量，以及媒體和消費品味等文化力量

而成的高檔成長普世修辭，是這些變化背後的推手，也暴露了城市居民渴望純正

的起源。」（雪倫．朱津《裸城：純正都市地方的生與死》） 

 

純正性的概念，來自《裸城》一書，雪倫．朱津借用了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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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復製性」的概念，認為因為科技、模仿新奇等，經驗愈來愈受到表象的

誘惑。一個城市，如果能創造起源的經驗，就是純正的。「起源」指的不是哪群

人最早定居在某個鄰里，而是一種讓人能在該城市落地生根的道德權利。這是能

居住在某個空間的權利，不只是將它當作經驗來消費。它是一種生活和工作的持

續過程，日常經驗的逐步累積，一種周遭鄰里和眼前建築明天依然會存在的期

待。
3
 觀塘獨立音樂的起源與昔日觀塘工業區在全盛時期的歷史沒有關係，它的

純正性在於在工業凋零下，獨立音樂人、街頭藝術家與社會上邊緣者共存的故事。

除了獨立音樂以外，觀塘亦是街頭藝術家的集中地，人們甚至能夠說出一些較有

名氣的藝術工作室，如“START FROM ZERO”、“GRAPIC ARTLINES”等等。

現在Hidden Agenda牆上的噴畫，都是附近街頭藝術家的作品。與獨立音樂強調「自

己動手做」的精神相似，街頭藝術展現的也是「粗獷」的美學。街頭藝術家一方

面要避開當權者的拘捕，另一方面則要在有限的資源與空間內完成作品。在觀塘，

並沒有很官方地說這裏就是藝術村，但不管是音樂人或是藝術家，又或是你只需

花點心機與時間在觀塘走走的市民，也能感受到這裏確是獨立音樂與藝術的集中

地。除此以外，在這個空間共存的，還有大概是在觀塘區唯一剩下的大排檔、為

了逃避小販管理隊而躲進工廈停車場擺賣的無牌小販、在天橋底空地玩滑板和跳

舞的年輕男男女女等等。不管人們是因為逼於無奈，受不了高昂的租金或是瘋狂

的競爭而遷入觀塘工廈區，他們都共同塑造了該鄰里的純正性。走在街上碰到認

識的音樂人和藝術家，光顧相熟的大排檔與小販檔，天橋底下自由使用來往的人

群，筆者嘗試了解這個社群的日常生活，發現這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瑣事，在香港

缺乏社區連繫的都市空間下，實在可貴。觀塘的純正性，不是獨立音樂樂隊與藝

術家塑造的文化氣息，而是這空間的包容，不同的人都能在這空間共存的權利，

包括社會上的被壓迫者。 

 

第二部分 

                                                      
3 同注 1,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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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研究紐約城市文化的學者雪倫．朱津在她的著作《Loft living》和《裸城》中

講述由七十年代開始，紐約一些城中村變遷的故事。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蘇活區。

六七十年代開始，在經濟轉型下，紐約的工業發展漸漸凋零，其後藝術家相繼遷

入租金低廉的舊廠房。藝術家的聚集，取代了舊有的工業區的形態，他們的「閣

樓生活」形成了新開端的特色。漸漸，蘇活區以藝術家特區聞名，而他們這種與

舊有工業區完全不同的生活風格，在媒體的關注下，則被說成是藝術家的時尚生

活品味。聞名後的蘇活區，引來投資者的垂青，結果該區的租金大幅上升，原本

的藝術家抵受不了高昂的租金而搬走。最後，蘇活區變成了有許多大型連鎖店的

購物中心。雪倫．朱津將這種現象視為「文化仕紳化」。與紐約的例子相似，觀

塘藝術區有相似的歷史背景，同樣形成在經濟轉型下末落的工業社區，新居民同

樣創造了新的形態與文化風格。六十年代，因為反對紐約政府現代主義思維的城

市規劃，一些學者、社區居民以及藝術家等等，發動了一連串的城市運動。雖然

他們未能了解到即使沒有政府的主導，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巨輪下，他們當時珍視

的社區，現在市場的魔爪下，逐漸被消滅，不過，在當時，他們的反抗，確是迫

使政府放棄了現代主義思維的城市規劃，如保留了舊式廠房、合法化藝術家在蘇

活區的「閣樓生活」等等。而與紐約例子不同的是，由活化工廈政策、通過強拍

條例以至起動九龍東計劃，政府的政策正大力加快仕紳化的速度。觀塘正在面臨

巨大的仕紳化過程，不管是現在或是昔日紐約的城中村，這些純正的社區有共同

的敵人：地產開發商和政府官員。他們正在抹平城市面貌的粗獷與差異以及社區

的歷史與認同。
4
在這樣的背景下，觀塘的獨立音樂社群會有甚麼變化，而當中

產生怎樣的反抗力量，這正是本文第二部分的研究重點。 

 

觀塘音樂村的反抗力量 

二零一零年，Hidden Agenda 受到活化工廈政策影響而被迫搬遷，那時他們第一

次在 Hidden Agenda 發起記者招待會，並與一些藝術家與保育人士組成自然活化

                                                      
4 同注 1, 29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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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他們發起了「我們活生生被活化」遊行，有超過八百名藝術家與音樂人

參與。活化工廈政策影響的，不只是觀塘，其他地區的工廈使用者，亦同樣面臨

大覆加租或被迫遷的問題。Hidden Agenda 被迫遷，這件事產生了一個契機，使

原本沒有聯繫的來自工廈的不同社群連結起來，更多的音樂人與藝術家走上街頭

發聲。 

 

（圖片來源：riphk.blogspot.com） 

 

然而，眾合訪問資料以及自身對觀塘社區觀察的結果，在面臨仕紳化不斷擴張的

過程下，觀塘的社群確是產生了一種反對聲音，如自然活化合作社的組成，以及

更多的獨立樂隊與藝術家走上街頭抗議。但是這個反對聲音，卻並未能團結觀塘

的獨立音樂圈。又或是說，以 Hidden Agenda 為核心，連結的反抗力量不過是獨

立音樂圈的少數，而大多數的，眾合訪問內容，也許是以偏概全，筆者可以歸立

為兩種不同心態。其一是對問題視而不見的犬儒。不少樂隊選擇不理會活化工廈

政策帶來的問題。儘管遇上大覆加租或被迫遷時，也只會順從地搬走而不會出來

反抗。面對政策的影響，選擇以逃避的方式處理問題，其實與人們不相信自己有

能力改變社會政策有關。一直以來，香港公民社會的力量薄弱。雖然透過媒體的

報導，更多人關注 Hidden Agenda 被迫遷以及活化工廈政策帶來的問題，但是對

議題的關注，並未能轉化為更強大的公民力量。問題也許是社會上一貫的妥協認

命心態，在公民權利日漸收縮的政治環境下，人們不相信自己有能力介入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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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而犬儒這種好像看透世情的消極態度，是對自己意願的冷漠。另一種

的多數，是對抗爭形式的政治潔癖。雖然因為媒體的報導，多了獨立樂隊關注問

題以及發聲表態，他們會在社交網絡發表自己的看法，甚至會以遊行示威這種抗

爭方式表達對議題的不滿。不過，或者因為人們從來沒有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由下

而上的民主的經驗，雖然他們開始關心政策，意識到自己能夠發聲，但他們的政

治覺醒仍然停留在覺醒的層次上，即是將遊行視為假日節目，遊行完畢，大家就

回家了，儘管甚麼也爭取不到，儘管政策沒有任何改變，然後另一天，大家照樣

上班上學，卻是無法將街頭抗爭的意識形態或是民主價值轉變為日常的生活實踐。

這種態度認定了主流的生活與價值是唯一的可能，這使得遊行示威變成只是對某

一議題立場的表態，卻無法創造更多行動的想像力。兩種多數人的態度，殊途同

歸，其實也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社會政策。 

 

雖然獨立樂隊的反抗力量並未成為圈內多數，但若是把抗爭活動視為一個持續的

過程，則每次社群內的動員，也是對現有體制的衝擊以及孕育更多的反抗意識。

上述提及，獨立樂隊強調由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精神，而這種由下而上的共

治精神，亦體現在反抗運動上。也許香港沒有甚麼政黨關心活化工廈政策，又或

是獨立音樂圈強調的下而上的精神，與傳統依靠組織動員的理念並不乎合，獨立

音樂人舉辦遊行、在觀塘街頭擺街站，他們每次的抗爭行動也是全部自己規劃，

也沒有甚麼政黨組織支持。這有別於傳統的社會運動，是上而下的動員，遊行示

威由政黨、工會或是非政府組織發起，以組織的網絡動員。除了是行動有別於固

有的形態外，他們也不只會以傳統遊行集會的方式抗爭。在二零零九年，觀塘的

一群獨立樂隊嘗試在海濱長廊舉辦游擊演出，「游擊」的理念也是下而上的「自

己動手做」的精神，不會向政府申請、不會有商業贊助、沒有入場費、沒有單一

主辦人，不需要有特定的演出場地，在空地上，樂隊們把自己樂隊練習房的器材

搬到街上，就可演出。樂隊表演是樂隊的日常生活一部分，而游擊演出這種街頭

演出方式，其實就是透過樂隊的實踐，改變空間原本的規劃用途。不同的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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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討論音響、演出次序、舞台設計等等，由下而上共同參與完成一件事情。在

使用空間演出的過程中，需要與附近的鄰里協調，會遇上警察的阻攔，而這種自

己規劃的街頭表演，就是將樂隊的日常生活轉變成最直接的民主實驗。二零一三

年一月二十日，天橋底的「反轉一號場」開幕啟用。當晚，一眾的獨立樂隊以遊

擊演出的方式，表達對政府這種由上而下規劃的不滿。音樂本來就是一種訊息的

傳達，而搖滾的根本精神，就是反建制。獨立樂隊透過自己本身最熟識與擅長的

藝術形式介入去干擾社會。他們把他們日常的生活理念轉變成為反抗政府政策的

社會運動。從政府推出活化工廈政策以致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成立，這幾年來，雖

然獨立音樂樂隊去參與城市運動只是少數，但是，既然獨立音樂的精神訴說的是

主流價值以外的另一種選擇，是下而上的「自己動手做」的精神，也許獨立樂隊

有能力用多不同的方式，進行不同的民主實驗，創造更多未知的可能。 

 

（圖片來源：www.ekeo.gov.hk） 

文化轉向 

「星期四──玩轉駿業街」連續十二個星期四，在午飯時間和黃昏下班時間，在

遊樂場舉辦音樂會、文化活動、有機農墟等活動，吸引遊人進來，改變他們對於

這個公共空間的使用概念和習慣，因為有時候如果你不是踢足球，而這裏有很多

人正在踢足球，你便會繞過這裏而不會進入這公共空間。我們相信這應該是香港

第一次以明確的 城市設計目標，來帶動的街頭藝術及農墟活動。這是「起動九

龍東辦事處」創造的第一個「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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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動九龍東概念總綱計劃』中，提出了在九龍東城市轉型的過程中，我們

要尊重和承傳九龍東的工業傳統，因為畢竟觀塘是一個工業區。駿業街遊樂場將

會被改做為「觀塘工業傳統公園」。大家可以想像，這將會是一個充滿綠化、有

草地、有樹蔭的露天工業博物美術館，它既能承傳九龍東的工業傳統，亦將成為

觀塘商貿區上班一族喜愛的公共空間。這是香港第一次嘗試建立一個工業傳統公

園。」（政務司司長主持「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藝術」啟動儀式致辭節錄） 

 

上述「星期四──玩轉駿業街」的例子，是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其中一項主辦的文

化活動。在政府的城市規劃藍圖，一直致力打造九龍東成為第二個商業中心區。

而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就是為了加快九龍東的轉型而成立的。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成

立而來，一直在觀塘以至九龍東舉辦不同的文化活動，例如上述的「星期四──

玩轉駿業街」、「香港製造──觀塘工業文化導賞團 」等等，以及資助不同的文

化機構。這造成了一種氛圍，文化藝術的發展與九龍東的轉型並不對立。要批判

政府只顧發展經濟而漠視城市文化顯得更加複雜。 

 

雪倫‧朱津在《城市文化》一書中提出象徵經濟的概念。當經濟轉型、傳統工業

凋零下，文化成為了新的經濟發展策略。象徵經濟指通過文化來進行經濟生產，

即是文化是有經濟目的，可以帶動經濟發展，正如政府大力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象徵經濟利用文化來進行經濟生產，這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空間的生產，二

是符號的生產。空間的生產是指對都市空間的改造，比如興建博物館、主題公園、

富文化氣息的購物中心等等。符號的生產是指將文化藝術活動或是文化藝術產品

轉變成有象徵價值的符號。透過參與某種文化活動或文化消費來反映特定的社會

身份地位。這些符號的生產，需要通過對都市空間的改造，才能夠落實。
5
 

 

藝術家與獨立樂隊運用創意，把工業區舊廠房變成文藝生產與生活的工作室。初

                                                      
5 SHidden Agendaron Zukin, <The Cultures of Citie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pp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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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在工業轉型下的工業區，工業相繼遷出，工業區給人破落、凋零的印象。雖

然藝術家不過是因為租金低廉而租用舊廠房，但當愈來愈多藝術家聚居，他們在

工廈的生活被塑造成一種時尚的生活模式。雪倫．朱津在《Loft Living》講述媒

體如何將紐約藝術家的「閣樓生活」，塑造成一種時尚的生活。香港歷史悠久的

生活潮流文化雜誌《號外》亦以類似的說法，描寫在後工業時期，火炭「藝村」

的故事。在媒體的塑造下，藝術家的生活是這樣的: 

「一班志同道合的人聚在同個地方，在附近的 cafe、空地、公園裏互相傾談創作

心得或辯論哲學上的問題，吹完水之後，大家便似有所得地回到家裏繼續各自創

作……」（《號外》：封面故事，393 期（節錄）） 

 

再看看上述「星期四玩轉駿業街之綠生活│藝術」啟動儀式致辭，政府對九龍東

規劃的想像，正正就是這種時尚的生活模式。「大家可以想像，這將會是一個充

滿綠化、有草地、有樹蔭的露天工業博物美術館，它既能承傳九龍東的工業傳統，

亦將成為觀塘商貿區上班一族喜愛的公共空間……」藝術家的在工廈的日常生活

被塑造成時尚的生活模式，而這種生活模式是有象徵價值的。這種時尚的生活模

式，與消費主義結合，人們透過參加不同的文化活動，比如到美術館溜達，欣賞

音樂會等等，或是購買不同的文化產品，來建立他們的社會身份地位。愈有消費

能力參與愈多文化活動和購買愈多文化產品，即代表他們愈是有時尚品味和格調。

而起動九龍東的規劃原景，其中一項便是文化承傳，所講的是強調如何能承傳區

內昔日的工業傳統以及近年的文化藝術，啟發公共藝術靈感，成為獨一無二的城

市設計元素。隨著媒體的大量報導，觀塘工業區因為藝術家與獨立樂隊聚居聞名，

不只引來的發展商的垂青，更成為政府重建規劃的文化策略。 

 

政府計劃將九龍東發展成第二個商業中心區，並透過文化藝術帶動經濟發展。正

如上述所說，由文化來帶動經濟發展的策略，需要透過對都市空間的改造才能實

現。起動九龍東要打造「文化城市」，政府由上而下的城市重建，必然會一步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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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這個由下而上打造出來的鄰里。現時，正在發生的，就是原本租用工廈的藝

術家或獨立樂隊，因為受到活化工廈政策影響而面臨大覆加租或是被迫遷的問題。

不過，政府這種都市規劃與設計，不只是它會瓦解原本的社區生活，更令人擔心

的是，它正在使觀塘的純正性變得模糊。 

 

例如政府對觀塘海濱長廊的規劃，就是計劃將空間打造成集消費與休閒的旅遊及

文化景點。 

 

「整個花園的建築物均以鋼材、玻璃及鐵線網等物料建造，營造了輕盈又通透的

感覺。在晚上，多用途廣場的特別燈飾，會隨著音樂而轉變顏色和閃動，再加上

地上散射的水霧及長廊的燈光效果，海濱花園予人一種超現實和浪漫的感覺。在

夏天，多用途廣場地面噴出的水霧，帶來涼快的感覺。我們相信這個風景優美的

花園會成為 另一個廣受市民和遊客歡迎的好去處。」《起東九龍東網站:觀塘海

濱長廊第一期》（節錄） 

 

觀塘海濱花園早在「起動九龍東」辦事處開展「觀塘海濱花園」計劃之前，觀塘

的居民、附近工業區內的藝術家與獨立樂隊，已常常使用這塊空地，例如舉辦音

樂會、展覽、踏單車、玩遙控車、跳街舞等等，共同由下而上的建構這個文化地

標與公共空間。弔詭的是，政府將原本橋底的公共空間改造成有咖啡廳有健身設

施的公園，但在另一邊海濱長廊的橋底，則參考民間在天橋底辦音樂會、辦展覽

的創意，將本來的廢紙回收廠改造為新的公共空間。 

 

「『反轉天橋底行動』的首個起動項目便是營建「反轉天橋底一號場」，目的是將

觀塘繞道下被圍封的都市空間重新釋放予公眾使用，場地採用開放式設計，保持

一個自由的環境，營造一個市民可暢意蹓躂的公共空間。這個非正式的文化及表

演場地，為不同的團體舉辦音樂、文化及展覽等各類活動時，提供多一個可供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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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的場地。」《起東九龍東網站：反轉天橋底行動》（節錄） 

 

然而，因為政府的規劃，人們失去了原本橋底的公共空間，但同時，隨著「反轉

天橋底一號場」的落成並開放給公眾使用，愈來愈多不同的樂隊以及文化藝術團

體在一號場舉辦文化活動。在這些規劃下，觀塘藝術村的純正性變得模糊，正如

現時政府常常聘請一些藝術家在觀塘街頭噴畫，當政府的作品與原本街頭藝術家

的作品並列於同一空間時，人們難以分清真假。隨著愈來愈多以假亂真的複製品，

人們將難以透過現在的城市空間了解觀塘獨立音樂藝術的原貌。或者說，會錯誤

地以為現在觀塘呈現的都市面貌，就是本來的生態。 

 

觀塘的仕紳化是正在發生的過程，筆者不可能假設當九龍東重建計劃完成後對現

在觀塘區獨立音樂圈的發展有哪些影響。以下，筆者嘗試以東京六本木新城的例

子作為借鏡，也許對現在觀塘區的發展，是不錯的參考。六本木新城是東京市內

最矚目的重建計劃。其重建計劃正是透過文化藝術帶動經濟的發展策略。在《Art, 

Design and the City Roppongi Hills Public Art Project1》中，清淅地把這個都市重建

計劃定位為「融和藝術、娛樂的完美都市空間」。發展策略包括日本傳統城市文

化之延續、由藝術誘發之品味生活空間和藝術作品街頭化。現在的六本木新城提

供了整全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除了購物商場和餐飲場地，更有美術館、圖書館、

露天廣場等文化場所。而六本木新城到處都有名藝術家與設計師的作品，製造空

間更多的文化氣息。在精心設計一個以藝術為主題的商業區，在六本木新城的結

果，我們看到的是「藝術的死亡」。在六本木新城所見的，藝術變成了藝術品，

它們自身不再帶有任何精神方面的價值。藝術品與它周圍的環境空間沒有任何關

係。藝術品不過是商場的裝飾品，透過文化藝術的包裝，提昇空間的象徵價值。

最後，因為商場的格調提升，商品也賣得更貴了。
6
筆者難以估計觀塘未來會否

                                                      
6 郭恩慈：《東亞城市/士空間生產—探索東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田園城市，2013，
pp.1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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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另一個六本木新城，不過觀察政府已經動工的海濱長廊工程，可以看見它與

六本木新城分享著類似的城市發展策略。透過空間的改造，利用文化藝術要建立

的，是一套「時尚的生活消費方式」。由此，在海濱長廊的設計規劃裏，必須有

步道、要有讓人喝咖啡吃蛋糕的咖啡室、有音樂襯托的公園水池、有文化氣息的

露天場地等等，這才能提昇空間的格調，吸引有能力消費和有「生活品味」的消

費者。而原本天橋底的空地、廢紙回收廠，廢紙、垃圾、吊臂、躉船這些象徵基

層生活，不會帶動消費的空間則必須被改造。已經開放公眾使用的「反轉天橋底

一號場」，政府投資約二百萬設計及建造，場地的整個設計利用工業元素為主題，

場內有一幅長四十米的塗鴉牆、以棄置油罐改裝而成的藝術擺設、用卡板造成的

座椅等。由場地設計到擺設，政府精心規劃一個充滿文化藝術氣息的公共空間與

表演場地。不過場地裏的藝術設計，以致這個空間卻是與觀塘的獨立音樂與藝術

社群沒有任何關係。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日的開幕禮上，政府原本邀請了多隊

獨立樂隊參與演出，卻因為樂隊全面杯葛使得主辦單位不得不臨時更改節目。由

此可見，不管是東京的六本木新城，或是起動九龍東規劃，不過是透過改變城市

形象，賺取與文化藝術有關的周邊行業的種種利益。然而，政府這種以文化發展

經濟的策略，是否真的是城市發展的妙方？ 

 

「如果只是機械化地以『製造地方形象』策略來發展重建城市，卻沒有邀請本土

的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其中的話，這等策略只會產生相反或抗衡本土文化特色的

反效果。現今所謂文化更新活化策略，通常都是『依樣畫葫蘆』，衍生自同一條

公式，營造出來的，只是被吹噓為有文化特色的地區，多數皆是同一個模子複製

而成。這種發展、重建策略，最後只會使得不同城市的『文化特區』毫無特色，

大同小異」（Mc Carthy 2006:247）
7
 

 

在政府不停加快九龍東重建、改造城市空間的同時，Mc Carthy 對政府精心打造

                                                      
7 同注 5,p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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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城市的評語，更值得令人反思。 

 

結論 

 

在經濟轉型下，觀塘的獨立樂隊和藝術家共同創造了新開端的純正社區。然而，

在文化轉向下，文化和經濟變得糾纏不清。文化藝術往往又成為重建的開路先鋒，

瓦解原本的社區。在這環境下，重新思考雪倫．朱津所講「純正都市地方」的概

念十分重要。純正性所表達的，是一種城市權利，指的是能居住在某個空間的權

利，而不是將它當作經驗來消費。回看觀塘區獨立音樂社群的形成與變化，政府

的重建計劃，透過文化藝術打造「文化城市」的同時，受影響而失去城市權利的，

正正就是共同創造這個空間的音樂人、藝術家與小商戶。追朔觀塘區獨立音樂發

展的重要性在於：我們要了解社群的形成、社群的連結，以及認知這個地方需要

一種落地生根並留在地方的權利，我們才能恢復城市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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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訪問內容紀錄 

 

訪問一：黃津珏（Hidden Agenda 主辦人） 

問：為甚麼會選擇在觀塘開小型音樂廳？ 

答：大約在二零零八年，阿和（即許仲和，Hidden Agenda 創辦人之一）本來是

在旺角和銅鑼灣附近開店賣樂隊短袖衫，後來結業後便想與朋友一起租地方居住

和養狗，所以便和朋友一起合租了工廠大廈的一個單位。由於他本身是賣樂隊短

袖衫，也喜歡獨立音樂，便嘗試辦樂隊 表演。一開始甚麼都沒有，器材也是問

附近的樂隊借的。第一場表演他邀請一些香港和深圳的樂隊來表演。很有趣，那

時舞台在一邊，雙層床在另一邊。 

 

問：即是工作和生活是同時進行？ 

答：這並不是工作，而是娛樂和生活。舉辦了第一次後，便繼續辦樂隊表演。這

可以說是有組織地發生的，因為他本身並不是真的打算找個地方來表演。在租那

單住後約一年，愈來愈多人在附近組織樂隊。有一幢大廈叫叫作財利工業大廈，

六層高，沒有電梯，那時 Hidden Agenda 在二樓，對面是印刷廠，樓上有些賣釣

魚工具。活化工廈政策實施後不久，業主說會整棟賣掉，全部的租客都要搬走。

那時，我們便發現情況十分危急，原來已經迫在眉睫，我們這些需要使用工廈的

人面臨一個十分大的問題。結業前，我們舉行了兩晚《馬上封音樂會》的表演，

也是第一次在 Hidden Agenda 舉行記者招待會，當時我們組織了一個叫「自然活

化合作社」的組織，當中有兩個關鍵人物，一位是被稱為「觀塘專家」的袁智仁，

他本身是研究觀塘的，有十分多這方面的數據，亦是一位保育人士，十分反對市

建局的重建計劃。第二個重要人物是梁寶山，他是在火炭那邊從事藝術工作。這

個組合十分有趣，因為是音樂人、藝術家和關注市區重建的人走在一起，這拉闊

了我們很多的想像力，以前我們去說這些事，去不到一個很論述的位置，或是不

夠廣闊，但有了袁智仁，我們就多了很多數據可以說明，例如我們知道了二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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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政府計劃將三百多幢工廈清拆，只餘下一百八十多棟，差不多清拆了百分

之五，拆卸後變成酒店、商廈等。但這一半的工廈使用者去了哪裏？政府則沒有

說明。這些數據十分有用。而梁寶山的說法亦具說服力，因為觀塘與火炭的情況

十分相似，每次舉行開放日，都使一些藝術家失去了那個地方。有些買家藉著開

放日去參觀單位，然後便買了那個地方用作炒賣投機，所以有些藝術家後來也不

敢對外開放了。其實活化工廈政策是整個香港都受到影響的，而最先受影響就是

我們這一群靠低租金維持的音樂人和藝術家。 

 

問：是不是因為有了活化工廈政策才開始關心這些問題？ 

答：可以這樣理解，因為現時一些玩音樂和藝術的人和我們的公民意識是同步的，

你參與愈多，愈是會碰到很多這些問題。例如公共空間問題，你在街上玩音樂，

亦會觸犯不只一條，而是很多條的法例。你以為可以躲起來辦創作嗎？根本就不

可能，工廈也是會被人收購的，而且你也是觸犯很多法例。我們就是碰到這些很

大的障礙，才會發現，原來我們的公民意識十分薄弱。也許我會歸咎於以前八十

至九十年代香港的經濟太好了，所以香港人因此沒有公民意識，特別是上一輩的

人，他們也許是逃避政治責任或是受到迫害而來香港，他們不想碰政治，認為能

夠賺錢便可以了。所以他們只是拼命賺錢。而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因為經濟起飛，

他們確實是賺得到錢，但公民意識的薄弱卻帶來很多問題。你不參與規劃香港，

那些規劃便會與你無關。而面對這些「大怪物」時，我們才醒覺，因為發現自己

的論述不足，所以我才會去讀書。我們這些人，強項是玩音樂，那個表達意識是

強的，會願意出來批評的，你給他一個舞台和一支咪高峰，其實是會用得到的。

但是裏面的內容，我覺得是不足夠。我們辦第一次遊行──「生勾勾活化大遊行」，

是從在中央圖書館遊行去藝術發展局，遞交請願信，那次遊行差不多有千人參與，

而且幾乎全部都是藝術家和音樂人。我認為那次的確是一個創舉，因為一些藝術

家，他們真的願意走出來。他們以前大多是不願意走出來的，我想與本身的訓練

是有點關係。因為藝術家會將本身的想法放在自己的作品裏面，如一首歌或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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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你要他們以遊行的形式來表達，本身有很多人是很抗拒的，覺得很政治化。

但我會常常思考，除了寫一首歌以外，還可以做些甚麼，寫歌沒有甚麼問題，但

我們除了寫歌之外，是不是可以做更多事呢？我們或許可能需要多寫文章、說多

點、舉辦多些遊行等。 

 

（圖片來源：http://www.lau-sir.com/diary%28p85%29.html） 

 

問：可以分享一下 Hidden Agenda 的運作是怎樣嗎？ 

答：現在已經是第三代了，阿和始終擔當著主腦的角色，但我們並不會有一個指

定的人會說自己是負責人，我們會認為每個人都要對自己負責任，所以不需要有

一個負責人，或者說每個人都是負責人。我們以義工為主力，特別是第一、二代，

根本是沒有薪金，大家也是下班或放學後來幫忙的，有些人可能比較空閒，便常

常都在這裏。到現在有一些收入，便能夠支薪糧給兩至三個人，但其他的都是義

工，那兩三人便會很主力的做一些日常事務，例如安置音響，或一些行政工作，

如回覆電郵等等。其他也是義工，我也是義工，義工團隊大約有十人左右。當然

有一些新義工，也有些義工離開了，但都是維持大約十個義工在這裏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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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認識工廈的其他樂隊嗎？有互相合作嗎？ 

答：這幢大廈沒有其他樂隊。不過我自己本身樂隊租用的大廈便有很多其他樂隊

租用。那棟大廈叫高良工業大廈，只有八層高，但有兩層全層都是樂隊練習房。

所以有些新聞報導引述一些學者說觀塘區有超過一千隊樂隊，其實數字是我們估

計的，暫時沒有一個調查能夠抽到這些人出來，問題是因為政治冷感，很多人都

不敢去做訪問或者表達自己租工廈的用途，因為很可能是犯法的。其實很多工廈

都是不能夠用作錄音室用途的。我自己比較好一些，因為我自己都有做一些問卷，

因為我本身亦是工廈使用者，其他人會知道我是做甚麼的，就會比較沒有那麼抗

拒，但如果是學界或者媒體，是比較有戒心。 

 

問：與其他樂隊熟絡嗎？ 

答：因為我本身亦是組樂團的，到 Hidden Agenda 第一代末，我才和他們熟絡。

那時我住在附近，常常踏單車去看表演。在看表演的過程中，因為 Hidden Agenda

最初形成有很多問題的，你可以去幫忙的地方有很多，你想幫忙你便來幫忙。而

阿和這個人是有兩個特質的，很多時候他都不知道怎樣做，因為他能力不夠，你

是一定要幫他樣去營運一間小型音樂廳，如果你不幫他，便會結業，所以你便會

去幫他。第二是他十分友善的，誰人來幫他也沒問題，所以便形成了這樣的義工

團隊出現。為甚麼大家都會分文不收地去幫他？因為你會覺得不只是幫他，而是

一起去做好這件事。那裏附近有很多樂隊，其實不單只是樂隊，這裏有很多噴畫，

全部都是附近的街頭藝術家畫的。觀塘另一個重鎮就是辦街頭藝術的人，如

“START FROM ZERO”、“GRAPIC ARTLINES”、“308TATTOO”等，所以我

們有個習慣，不會打電話約朋友吃飯，在附近碰到便一起去吃飯，所以好像不太

需要用電話。這個社群就是這樣建立。並沒有一個很官方的說法說這裏是一個藝

術村，但我們卻感到這是一個自然形成的藝術村。特別是說 indie（即 Independent）

文化，很多樂隊、街頭藝術家、紋身、時裝設計、獨立電影等在附近。以前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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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Dirty Panda”在附近，是賣噴油的，所有人都是去那裏買噴油的，因為他會

有一隻西班牙牌子，其他地方沒有賣，而且很便宜，但現在搬走了，搬了去葵涌。 

 

問：Hidden Agenda 搬遷的時候有否擔心原有的聽眾或來表演的樂隊會流失？ 

答：其實每次的擔心都在於到底搬不搬。因為每次都沒有足夠的資金搬遷。所以

每一次都是靠籌款表演來結束，我們都會放捐款箱請來的人捐款。第一次那個音

樂會叫《馬上封音樂會》，舉行了兩晚，第二次那個叫《搬遷救亡音樂會》，舉行

了四晚，第二次音樂會籌款的意味不太強，但第二次時我們已經是說明完全沒有

資金搬遷。因為這間小型音樂廳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如果大家想我們繼續營運，

那你便來支持一下。如果有足夠資金，我們便會搬，如果沒有，那便唯有說再見。

其實這是很難得的，因為樂隊來參加這個表演，全都是義務性質，沒有收取毫，

且會捐一些產品給我們義賣，例如樂隊短袖衫、光碟等等，四晚都滿座。很多樂

隊是本身認識的，他們知道這件事後主動聯絡我們說想參與。通常一些有意義的

表演是特別多人想參加的，有些樂隊平日沒有在這裏玩表演，我們都沒有讓他們

參加這次表演，因為太多樂隊了，剩下的樂隊也有四晚，而且每晚也有約十多隊

樂隊。最後我們籌到錢，便搬了來這裏。很有趣的是，玩獨立音樂的一般都不是

正職，都會以其他工作維生，每個人都好像身懷絕技，如拉電線也有朋友可以幫

忙，建舞台、裝修、安裝冷氣機，全部都是獨立音樂圈的人幫忙，不用在外面找

人幫忙。 

 

問：Hidden Agenda 愈受打壓卻反而變得愈出名，你認為為甚麼會有這種情況？ 

答：我認為搬遷便好像一面鏡子，令我們回頭看事情出了甚麼問題。Hidden Agenda

的高調其實是有原因的。因為去到第二代，我們收到地政總署的信要趕我們走，

我們開了個大會，找了很多朋友來商量，到底我們要怎麼做，最後結論是發覺並

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地政總署條例有問題。而且經我們討論後，發覺我們是沒

有甚麼東西輸的，因為我們沒有人是靠這個小型音樂廳維生，儘管結果是要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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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我們的生活是不會有甚麼影響的，只不過是少了個可以給我們玩的地方。

那為甚麼不用這個機會去表達一些我們很想說的事呢？ 

 

在現時這條例和其他法律框架下，香港根本沒有可能去發展文化藝術。有些文化

和音樂界的前輩，會來教我們可以怎樣騙過地政總署、警察和消防等，可以說這

裏是貨倉、排練場，並沒有表演的，或者只是做俱樂部，不會對外開放。他們的

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我會想，儘管能騙過有關部門，那又如何？一樣是不能改變

甚麼，所有的事都沒有推進過。該條例是一九六零年的成立的，政府常常說要發

展文化藝術，是否應該更新一下條例？所以我們嘗試用這件事作為契機，說明這

個問題。基本上我們是甚麼媒體都接受採訪的，我們會告訴他們，我們這裏是沒

有牌照的，因為拿不到牌照，不是我們有問題，而是條例有問題。我們常常也想

有對話的空間，最理想的是與不同的政府部門坐下來一起討論，但政府只是一直

在迴避。地政總署根本不理會我們，只是發了信業主說會釘契。其實業主以前也

十分支持我們的，他知道我們是在做甚麼。但地政總署要脅他要釘契，他便害怕，

就和我們終止租約，多麼荒謬。如果我們真的按照一九六零年的條例執法，火炭

那邊就要全部結業了，所有的藝術家創作室和火炭開放日便全部犯法了。而且有

那麼多人去看展覽，卻也不能通過消防條例。最荒謬的事，政府的「盛事基金」，

資助了二百萬給他們去辦火炭開放日，但同一時間這個活動卻是犯法的，整件事

是十分醜陋的。而那些官員，他們對於要改例這問題全力迴避，但同一時間他又

十分需要文化藝術去包裝文化藝術香港，而政府卻不肯去背負責任，使事情能夠

做好。我們說這個問題，已經去過立法會討論，去見林鄭月娥，那時候她是發展

局局長，她竟然這樣跟我們說：「你去找任何一位官員，他都會告訴你，你們是

犯法的。但如果你們繼續在灰色地帶裏面做，並不會有人去動你們的。」我並不

能接受，我們又不是在做甚麼不道德的事，又不是在賣毒品，為甚麼要偷偷摸摸？

做「過街老鼠」？她居然如此推卸責任，而且民政事務處的說法也是一樣。但這

個說法是錯的，因為儘管你不去批評他們，他們還是會動你的，只不過是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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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你，但其他政府部門如消防、地政總署、食物環境衛生署等，一樣會動你的。

人們支持是因為事情的不合理，儘管消防或是警察上來，我們也會說，你們到底

想香港變成怎樣？香港你們也有份的，下了班，大家都是普通人。辦文化藝術是

一項建築，建築並不定要是實物，而文化活動本身就是會孕育一些東西出來。表

演，表演者會進步，策劃的人會進步，觀眾也會進步，而這個便已經是很好的建

築。而香港是需要更多這種建築。所以有些警察也不知怎辦，即是警察來到都只

是工作，但如果真的拆了，這些東西便會消失。而我們嘗試提出這些很難答的問

題讓他們思考。事實上我們也常常這樣說，這些文化都消失了，是不是好呢？又

可以怎樣去做呢？ 

 

問：受到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可見多了獨立樂隊站出來，如在七一遊行時會看

到音樂人的隊伍和橫額，是否可以看成是圈內的一種政治覺醒？ 

答：我覺得政治覺醒這個形容太浪漫了。我認為是會多了人出來發聲，但那種覺

醒很多時是一部分的，如我們不停地說，會多了人覺得玩獨立音樂而已，不是犯

法的，如果連工廈都沒有了，就沒有地方可以玩，這是一種醒覺。但總括來說，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醒覺。我認為只是剛剛起步，特別是這一兩年，我發現有

些事情真的急不來的。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公民意識的醒覺很容易會被

引導成為法西斯主義、偽公民意識、潔癖城市等。因為我們放下了太久，然後因

為一些事情，修讀了一個精讀班，去學甚麼叫公民意識，甚麼叫公民參與，然後

就有很多人可以利用這些空間，幫你闡述甚麼叫公民，甚麼叫本土，而我覺得這

樣反而是很危險的，我認為不能太急進。我們試過在牛頭角港鐵站放街站，收集

簽名支持。有些樂隊，背著結他，你知道他們是回樂隊練習房的，看到我們，是

會跑走的。他們十分害怕你叫他，他們不想惹不必要的麻煩。因為當你叫了他，

他不簽名以示支持會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便選擇跑走了。但當我看多了，就會發

現，這些事也沒辦法，也不能急進。所以你說政治醒覺真是太浪漫了。到底醒覺

到甚麼程度？如你說組織樂隊，說獨立音樂，可能他們會很支持，但說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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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又會覺得不關他們事，他只不過是一隊小樂隊。這是不是叫醒覺？我覺得只

不過是開始發現有些事情不對，但是不是醒覺，我認為不是。 

 

問：這些其實是大家的自身利益，到底有多少人參與？ 

答：不多。有甚麼不是自身利益？所有的事都是自身利益，樓價、公共空間、網

絡上的二次創作，全部都是自身利益。我們也不是在說個人利益，好像電視牌照，

也是公眾利益。但又回到公民意識問題，大家都認為與自己無關，例如談政治，

大家就只會想到政黨政治，會被人利用，參與遊行是因為收了人五百元等等。特

別是上一代，會認為政黨政治才是政治出現的方式。我們經常說我們沒有政黨背

景的，我們是自發的過街老鼠。而這些對香港人來說是很新鮮的。香港人最近常

常說移民潮，其實香港人一直都想離開，從來我也不覺得香港人覺得香港很好，

我由出生到現在香港人都說想離開的。 

 

問：Hidden Agenda 有時會為一些社會運動提供場地，怎樣去理解 HIDDEN 

AGENDA 與社會運動的關係？作為音樂人，你認為你的角色是？ 

答：我認為有空間不要浪費，所以其實甚麼也會辦的。試過辦狗隻領養。因為阿

和認識了一些狗隻義工，救了一些狗回來，那時很多狗籠在這裏，讓人上來領養。

出發點都是不要浪費已有的空間。其實很多元化的，雖然主要還是以音樂為主。

我們試過辦論壇和放映會，其實甚麼也可以做的，而你會支持的，就是你覺得有

意義的事，如你不會讓民建聯在這裏辦論壇。如果你說社運，其實廣義上很多東

西也是社會運動，比如踏單車也可說是社會運動，要批判道路使用權，所以這樣

說，單車也是社運，我們也會支持的。理論上，社會運動都會支持。 

 

問：你們辦這些活動，是怎樣去達成共識？ 

答：我們會去討論，到底要不要辦一些甚麼活動。例如星期三辦籌款表演，捐錢

給菲律賓，我們沒有收取利益的，因我們覺得現在香港人有很強烈的種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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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不能說是種族意識，很奇怪，現在香港人是歧視所有事情，十分誇張。但

其實我們有很多朋友是菲律賓人、內地人，甚麼人也有，我發現玩文化藝術的人

是比較少這種種族主義。我也不明白為甚麼人們不捐錢給菲律賓？菲律賓政府不

好與跟菲律賓當地市民有甚麼關係？所以我們一定支持，立刻便舉辦了籌款表演。

我們通常很容易便能達成共識，如果不是這樣，大家也不會一起在這裏做義工。

因為一個獨立的文化，其實就包含了很多這些元素，如支持少數，我們希望可以

選擇。其實辦另類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可以有得選擇。民主也是一樣，也

是希望可以選擇，所以也很容易得到共識然後去做。 

 

問：現在起動九龍東計劃對你們影響大嗎？ 

答：會。但其實整件事分開了很多地方去做。約三、四年前，強制拍賣條例（簡

稱強拍條例）通過，由百分之九十降至百分之八十後，推出了活化工廈政策，其

實都是有關聯的。很多官員說不想改例，但強拍條例的修改馬上就通過了。其實

政府是會改例的。強拍、活化工廈政策、九龍東辦事處，其實所有政府做的事都

是有利於九龍東轉型作第二個商業中心，起動九龍東就會說其實不關她們的事。

我們試過有一次跟她們開會被利用了。所以真的不要再跟她們開會了。那次起動

九龍東的兩位負責人跟我們開會，我們說了最核心的問題，問她們現在這裏的藝

術家怎麼辦？可以去哪裏？她們則說工廠大廈的問題與她們無關，她們只是負責

一些公共空間，例如橋底和官地。像以前政府有個驗車中心，那個地方是她們管

理的，這完全是推卸負任。事後她們寫了報告，說有主動找 Hidden Agenda 討論，

了解社區的情況。我真的十分生氣，而且那個報告我是無法看到的，是有些在香

港大學做學術研究的朋友給我看，我才發現她們這樣寫，所以之後我一定拒絕參

加這類會議。 

 

起動九龍東最大的問題是它將文化藝術作為包裝紙去包裝商業中心。這就是最核

心的問題，因為文化藝術本身的出現，本身已經有自己的價值，而政府是需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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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藝術的時候才跟你說。他們那些建築師、城市規劃師，全部都不懂文化藝

術，只不過是希望我們會繼續有人好像很有生活品味地在橋底玩音樂、玩滑板，

把海濱長廊包裝得很有文化氣息，再興建遊輪碼頭和金融中心。但反過來說，我

們根本便是一直在這裏做文化藝術，根本不用有一個起動九龍東計劃去增加文化

氣息。而政府不過是在利用文化藝術，說將橋底變成音樂場地，但事實上我們一

直以來都有在橋底辦活動。所以當中的衝突是很強烈的。不過起動九龍東計劃不

只是工廈受影響，還有整個九龍東的公共空間。在這件事上，有很大的反駁位，

所以我們便呼籲人們去杯葛他們的活動，因為只要你去他們的活動，你便是支持

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所談的文化藝術一定是連結財團和資源的。我們認為其實

不是這樣的，只要有一塊空地，我們已經可以玩得很開心，為甚麼政府的規劃裏

面是不能包括不興建任何東西呢？其實不興建已經很好了。我們在橋底舉行遊擊

表演已經三至四年了，那裏就是因為甚麼都沒有才能盡慶，而不是你建了一個舞

台後請人們去使用。政府的思維永遠都是這樣，要空降一件事物出來，他不會任

由你自己發展。所以公共空間其實每一吋都要爭取。橋底沒有了可以去別處玩，

但是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我並不認為會有更多公共空間出現，只會愈來愈少。 

 

問：有與觀塘街坊一起行動嗎？ 

答：會。我是一定會的。在之前未拆的時候，他們舉行的街坊會，我會去開會討

論。但本身工作做得不好，比如本身袁智仁都在那邊做市區重建的工作，替街坊

去爭取。我們發現觀塘區也不算小，沒有理由反抗力量只有這麼少。其實政府很

奸詐，她很早便派了一些社工去游說居民賣樓。而且一開始只是集中在業主身上，

只是和業主和店舖的店主談，沒有提及租客。後期，很多人已答應市建局的賠償

而搬走了，而剩下的反抗力量變得很少。那邊有甚麼問題我們儘量都會幫忙，如

剛剛有一位賣時裝和玩具的美姐，她被市建局趕走，她有十幾箱玩具，放了在我

們這裏。我們這裏有空間，便替她收留些貨物，要不是這些貨就會被市建局扔掉。

她們在十二月尾會舉行賣物會籌款，去支持反抗工作。能夠幫忙便幫忙。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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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主動，觀塘道分隔了兩面，一邊是住宅和商店，一邊是我們這邊的工廈，

其實兩邊不太清楚大家在做甚麼，特別是觀塘區的街坊，總是覺得工廠區這邊像

鬼域一樣，不一定要刻意讓他們了解我們，但我認為不需要這樣割裂，以前我們

常常會做導賞團，我們有個叫「觀牛賞龍」導賞團，帶一些街坊去參觀幾個錄音

室，讓他們知道這裏的人是在做甚麼的。 

 

（圖片來源：kwuntong.wordpress.com） 

 

問：可以說一下之後的發展嗎？ 

答：有趣的是，我個人察覺到，以前辦社運走得最前的人退後到別的地方。他們

現在反而做最多的是社區建設的事情。坦白說，我認為現在的遊行是十分不健康

的，那是示弱，不是示威。人多也沒有分別，可能人多更加弱。如果我是政府官

員，根本就知道你們的弱點，只假期出動，然後另一天照樣上班，留守的人也不

多，根本就是政治潔癖，所以人多根本沒有用。如七一遊行，我認為七一遊行是

一個最大的建制。最大的建制是那種遊行形式，遊行完結後，她們是要告訴你明

年再來遊行，而不是去推翻一些事情。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會以為今天人多遊

行，就可以衝進去推翻政府重新來過。我不是說笑的，是真的有這種心理準備，

但你最後會發現這種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香港人有政治潔癖。他們的潔癖是

只會出來參與遊行，拍照上載到面書，便會很開心，很自豪。所以以前走在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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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的人，心力都放在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建設上，如耕田，又如油麻地德昌里去連

結街坊和橋底住的人、少數族裔等，我們則連結觀塘附近的藝術家和街坊，必須

要由這些開始做起。路是很漫長的，特別是對我來說，我不是一個很外向的人，

雖然附近也有很多朋友，但我做連繫社區的工作不是很強。但我認為這些事必須

去做，因為有些事必須政治覺醒到某個階段才會發生。他們會開始關心，但行動

力是很低的，而且行動方式是十分有選擇性的，只是去簽名，或是去遊行拍照將

相上載至面書，他們是不會去做更多的事，在建構社區，然後才可以蘊釀一個較

大的社會行動。所以現階段就是這樣，因為以前可以做的事都做了，如遊行、收

集簽名、到立法會討論等等，所以現在做些最基本的事，便是社區網絡和教育，

即是教書和寫文章。我發現以前七十年代也是這樣，走得最前的一班人，後來都

轉變成去發展社區藝術和社區建設的辦手。我現在有點明白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轉

向。 

 

問：政府政策的壓力對於區內獨立音樂的發展影響大嗎？還是會使音樂圈更加團

結？ 

答：我覺得政府的壓力並不是最危險，而是政府的重視才是最危險。如果起動九

龍東辦事處的人找人們開會，說會重視這個區的發展，這個其實是很大的誘惑。

很多人其實不懂得去拒絕。現在起動九龍東有二千萬資金，應該政府還會再投放

更多的資金，他們有資源和土地，然後給大家很多的尊重，找人們討論，邀請樂

隊去他們興建的天橋底玩表演，粉飾太平。其實很多人都不會抗拒，我認為這才

是最危險。所以你必須要很有批判思考。我們是很堅持的，因為如果連我們都不

批判的話，還有誰會去批判？我們要回到最基本，思考文化藝術為甚麼會發生，

我們可以拒絕多少事便拒絕多少。我們為甚麼要跟他們合作？以前那裏是全香港

最大的廢紙回收廠，有很多船、吊臂，以及有很多婆婆會在那邊賣紙皮，現在她

們被政府趕走了，為甚麼要這樣做？因為政府要美化海濱道，他們認為有人在拍

照談天，有樂隊在玩音樂、跳街舞，便是有品味。有人在賣紙皮便是不美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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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選擇的文化活動便是不美觀，然後便要趕走，政府的思維就是這樣。而我

們必須要反思的是，到底為甚麼政府要給你資源和場地？這是有原因的，是因為

政府需要藝術文化界協助他粉飾，政府其實很聰明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懂得拒絕。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是個中介角色，為甚麼只有市建局和發展局不足夠？因為他們

需要有個中介角色去向大家說他們是十分尊重文化藝術的，而且有資源給文化界，

告訴大家橋底的空間可以怎樣用，而不是像市建局如此強硬的。其實最大的誘惑

就是他的尊重，不過那個尊重是假的，是有原因的。我看見的是有很多的文化機

構是不會抗拒的，因為有些機構必須向資源看，他們要做很多活動、員工、漂亮

的辦事處，雖然他們也有公民意識，很反對政府的城市發展模式，但當有其他的

選擇，他們會去選更好的，若只有市建局和起動九龍東，他們就選擇起動九龍東。。

不過當我們去利用公共空間去舉辦文化活動，其實是在抗衡現今的資本主義和帝

國主義。我們所說的公共空間，其實不需要錢，可以自發去做的。現在香港是沒

有公共空間的，現時香港的所謂公共空間其實都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當中有

很多限制，根本不能算是公共空間。所以我認為有些地方我們要堅持，要不停地

對其他人說明，因為有很多樂隊會認為既然政府提供表演場地，又有錢賺，為甚

麼不去玩？但當表演過後，那些活動照會用作起動九龍東的宣傳，我認為需要教

育這種拒絕的藝術。 

 

問：但這不是很困難嗎？因為香港本身給樂隊演出的場地已經很少，怎樣可以讓

樂隊明白這些？ 

答：如我去參加一個樂隊比賽，是因為我認同大會的理念及希望得到認同。所以

我常常都叫人不要辦比賽，玩音樂為甚麼要比賽？如何有勝負？所以 Hidden 

Agenda 從來都不辦比賽的，如果有人說要辦比賽，我會拒絕。如果說文化政策

是資源分配，那我們便要問甚麼是資源？公共空間的公共性其實便是很大的資源。

為甚麼我們要受制某些機構和單位，就是因為那個公共空間我們不能使用。如果

擴闊一點，如果天橋底我們是能夠使用，不同的音樂活動都可以舉行，那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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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參加甚麼比賽。這是很難做的，但是必須要做，要不是你就會掉進權力機

關，被他們利用和審視，而這些事其實是不應該這樣發生的。但在香港，樂隊玩

音樂比賽和一些建制舉辦的表演，好像沒有思考背後到底是甚麼一會事。就好像

我們以前玩遊擊表演，曾經試過一晚有三個台，有很多隊樂隊來玩。我們是很鼓

勵樂隊自己辦的，你將你自己樂隊練習房的器材搬出來，然後租借發電機便可以

成事，根本就不難，最難便是政府阻攔。其實我也很明白那個誘惑，因為很多樂

隊也想多些表演來累積經驗和觀眾。所以我們有個活動叫 “Newbie Agenda”便

是給一些沒有表演過的樂隊，我們會找四隊樂隊，叫他們自己辦，去設計表演的

名稱，然後我們免費租場地給他們去舉辦。要不是其實很慘的，因為其實經驗可

能不是很重要的，你可能只要有人脈關係，儘管你沒有經驗也會有人找你表演，

而我是非常討厭這些的，所以“Newbie Agenda”就是要杜絕這些事情，你不需要

靠關係，只要你有幾首自己的作品，你便過來。但長遠的發展應該是這樣，當你

看見整個圈有一種壞習慣，我們便要嘗試去停止那些事情。比如 Cash 流行音樂、

牌照的問題，你去外面玩表演，全部是自己原創歌曲，但 Cash 居然可以問你收

費。我常常都在批評，以前在玩音樂的人在做甚麼？為甚麼不發聲而任由制度繼

續腐化？所以去到我們這一代，便要去疏理，盡量去做，能做多少便做多少。 

 

訪問二：梁穎禮（獨立樂隊意色樓主音） 

梁穎禮：在二零零零年初，我搬去觀塘，那時我樂隊練習房在天台，在香港企業

大廈，海濱道與偉業街之間的冷行入，與現在的九龍東辦事處很相近，第一個樂

隊練習房在那裏。第二個樂隊練習房在成業街，第三個樂隊練習房亦在成業街。

第四個樂隊練習房就是財利大廈一樓，也就是我的家，而亦即是後來 Hidden 

Agenda 的地址。我在觀塘的時候，是有其他小型音樂廳的，有間小型音樂廳，

那小型音樂廳 與樂隊沒有甚麼關係，只是偶然租場給人演出。而並沒有一個

Band Scene 的生態生存。我由二零零零開始在觀塘租樂隊房，到二零零五年，我

搬了四間樂隊房。而 Hidden Agenda 是在二零零八年開始的，在我的世界，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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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無變有的。以前，樂隊練習房就是樂隊房，但那時我的朋友會把房分隔成兩房

一廳，把樂隊練習房和睡房分開。然後常常叫朋友上來玩。二零零五年前，工廈

的租金不貴，約三千至四千元，不難找到個不錯的單位。那個時候，我搬去財利

大廈一樓，那裏一千四百呎，月程四千元，我在那裏與我的隊友住了一年多，很

多朋友常常上來玩。其實藥物與觀塘 Band Scene 的關係是很重要的。我認為一直

以來 Band Scene 都缺乏了用藥的討論。因為在主流的價值裏，用藥就是一件不好

的事情。其實酒的毒性比大麻更加厲害。而在 Band Scene 裏面確實不少抽大麻的

朋友。大麻是種與人溝通和啟發靈感的工具。會用藥的人，他們會構成一個圈子，

可能會約在一起食大麻、聽歌、睇戲、談創作等，而那種氛圍不是一般下班或放

學會有的。因為服食大麻後，心靈會打開。而 Hidden Agenda 的開始，也是因為

在這樣一起飲酒、一起抽煙的場合，這種氣氛可以使大家心靈打開，把自己心中

想做的想法放膽說出來。Hidden Agenda 的阿和其實本身是在銅鑼彎賣樂隊短袖

衫的，他本身跟我並不是同一Band Scene的，而他會搬來觀塘是因為他來我家玩。

我以前很希望假如觀塘有小型音樂廳和有獨立電台就好了，後來我兩件事我都做

了，雖然現在兩件事我都離開了。 

 

而很多樂隊也是在這種的生活裏面。儘管他們只是把自己關在樂隊練習房創作，

很少出來，但透過大麻去打開心靈，去思考創作的真正內容，這些都是真實的。

這個工具在 Band Scene 存在了很多年，也不是我們這一代才開始，而是由七十至

八十年代到現在。因為現實中，放工放學後，沒有很多的心力將心靈打開。我並

不是在推介用藥，不過在用藥後，卻是使大家的共同感出現。而我覺得現在的

Band Scene 很虛偽。我不過是想說現在 Band Scene 真實的一面。而現在很多樂隊

的創作都是很沉悶的，他們的創作不會進入有關更多心靈或社會的內容。因為只

是想寫一些別人喜歡聽的歌，但我認為創作不是這樣，或者生態的建立不是這樣，

而是要在一群人中，一起思考我們想做甚麼，一起建立共同的意識形態。而當初

的 Hidden Agenda 就是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形態，很簡單，沒有想像中那麼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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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政府任何的干預，全都是自己規劃，自己動手做。但對 Band Scene 來說，已

經是很大的衝擊。那時的意識形態就是這樣，這個地方是我們自己的，我們甚麼

也要自己辦，自己辦表演，蝕了就用我們的上班的人工補貼，賺了就用來交租或

增添新的器材，我們是常常去玩表演和看表演，那裏可說是我們的家。其實我們

並不是想成為核心，如果每區也是這樣就好了，現在全部聚集在觀塘，我認為是

很笨的。聽聞遲些觀塘會再開兩間新的小型音樂廳，感覺好像變成旅遊景點。但

這種思考方向是錯的，這是一個假的繁榮現象。因為三間小型音樂廳在觀塘會分

薄大家的資源，落入商業市場經濟的競爭，分三區的話會比一區好，因為在不同

社區會有不同面貌。以前 Band Scene 有蒲窩、高山等等，起碼有四個不同的地方，

而這四個地方的觀眾群是不一樣的。就好像現在，樂人地帶和 Hidden Agenda 的

觀眾群是不一樣的，但如果都搬了到觀塘，那些觀眾群便會集中在觀塘，而那三

間小型音樂廳一定會跌入市場競爭裏面，而在市場競爭的結果便是，總會有間小

型音樂廳會結業。現在蒲窩被市場和政府的城市規劃影響很大，儘管香港有多十

個像 Clockenflap（全名：Clockenflap Music and Arts Festival）的音樂節也沒有意思，

因為租金愈來愈貴，為賺錢交租，上班時間愈來愈長，哪有時間心力做樂隊？  

 

沒有 Hidden Agenda 之前，其實大家都不認為 Band Scene 是在觀塘，而以前 Band 

Scene，大家會覺得是蒲窩，或者大學的樂隊表演，而不會在觀塘。現在談樂蒲

窩你會聯想起觀塘。以前不是這樣的，是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年後才是這樣的。

以前最多只能說，觀塘的樂隊是有一個風格，是最主動去做連結、演出和紀錄。

有 Hidden Agenda 之後，我們開始用自己的網絡，去連結自己認識的朋友，我們

用盡自己的網絡，而並不是好像一般小型音樂廳開業做生意，叫別人來租場。而

是打電話給朋友，告訴他我們正在辦小型音樂廳，叫他們一起來玩，一齊辦表演，

是一齊辦表演，不是找他出表演。因為我本身也是夾樂隊的，阿和在蒲窩也有好

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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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們一開始就計劃要一起辦小型音樂廳？ 

答：是，因為最初就是這樣講好要一起辦小型音樂廳，所以阿和他們幾個朋友才

搬來我家住。有一天，Zamz（意色樓鼓手）說不可以繼續這樣，搬進來兩個月

甚麼都沒做過，然後他就把牆鑿破，於是大家便著手辦小型音樂廳，用了一星期

時間把舞台砌好。沒有人反對，因為大家搬來時就是想辦小型音樂廳。然後大家

便用盡自己的網絡，叫樂隊來玩表演。我記得第一場表演連廣州的朋友也找了，

如大話梅，之後便一直玩，大約一年多後，因為大廈被拍賣，所以 Hidden Agenda

要搬去另一個地方。 

 

問：可以說是因為有了活化工廈政策才開始關心這些問題？ 

答：我自己不是這樣的。在這個圈子，我自己本身就是與社會運動走很接近。二

零零八年民間電台的參與，我便沒有停止對社會運動的參與。活化工廈政策，我

是看著它出現，發現了這個問題，然後與相熟的樂隊和社運朋友辦自然活化合作

社。當初並不是叫活化工廈政策，而是甚麼土地更新。後來談到活化工廈，便是

因為政府說工廈的空置率很高，聽到這裏已經覺得有問題，所以去辦自然活化合

作社去連結身邊的藝術家和樂隊。我並不覺得政策是突然空降的，觀察整個城市

規劃，這件事必然在觀塘發生的。因為觀塘在九龍灣和藍田之間，加上碼頭很早

前已經規劃要成為遊輪碼頭，所以觀塘的工業區是會變成商貿區。但是在過程中，

最感受到的，並不是工廈變成了商業大廈，而是租金變得愈來愈貴，附近食店也

愈來愈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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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www.hkfpa.com） 

 

問：受到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可見多了獨立樂隊站出來，如在七一遊行時會看

到音樂人的隊伍和橫額，是否可以看成是圈內的一種政治覺醒？ 

答：在 Hidden Agenda 搬遷的時候，我們辦過一場表演──「我們來自工廈」，還

出了短袖衫。那次其實是想將「我們來自工廈」的概念推廣去五區，想每區都有

一場表演，希望荃灣、港島、火炭也各有一場表演，但最後只是能在觀塘舉辦。

因為其他區的反應很冷淡。在 Band Scene，反對活化工廈政策，最多的聲音只是

在觀塘。而其他區的樂隊，即使是受政策影響，也不怎樣發聲。而在觀塘的情況，

有些人的確覺醒了，但同時亦有些人變得很消極，甚至是怕了我們。有些人會覺

得沒有辦法，租貴便只好搬。期間，自然活化合作社做了很多相關的小冊子，講

解如果遇到地政總署查樓應該怎樣應對，我們逐間樂隊練習房逐間樂隊練習房派

發，叫人在門口貼「此單位已自活」的貼紙。基本上觀塘的樂隊，不會不知道這

件事的，是很多人因為不想惹麻煩，把事情視而不見的。其中一隊 Metal Band 曾

經跟我說有一次地政總署拍門，他們就讓他進來給他檢查，檢查完之後地政處署

要求他們搬走，他們就搬走了。但他們這樣做是會連累大家的。因為如果是相同

的情況，其他人不讓地政署進來，是因為要守護他們的創作空間。而某 Metal Band

的行為是投降。事實上真正的合作並不是打開門讓地政總署的職員進來，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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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搬走便搬走，不是上而下的。很多樂隊知道有這些事，但他們不敢有任何反應，

更加不要說反抗。所以我常常覺得很古怪，有些樂隊的音樂是很憤怒的，但現實

中卻不會反抗，連守衛自己創作的地方也不會，我真的覺得很不合理，認為應該

表裏一致的 

 

問：那些樂隊會不會很怕／討厭你們？ 

答：不會討厭，但會怕。我會當他們是裝作不知道的，然後不停嘗試去與他們溝

通。我不會很強硬的問他們為甚麼不勇敢一些。我住在觀塘十多年，總會有社區

網絡，會我去問一些業主會否有租單位給一些樂隊，若一些樂隊想找樂隊合租單

位，我也會幫忙。我會嘗試用做這些連結，在這些工作上切入，然後你便可知道

他們現在的處境是怎樣。 

 

問：為甚麼他們會完全不關心這些事情？ 

答：不是完全不關心，是遲鈍或逃避。像在我附近的人，藝術家會說我們是辦社

運的，而社運人士又會說我們是藝術家，我們常常都會這樣被人理解，兩邊都會

認為我們是對面的，我則沒有甚麼所謂，但被標籤身份的而且確會阻礙溝通。但

我覺得人們不關心這些事，很多時候就是因為只顧自己。曾經試過被一些與我們

年資差不多的樂隊說我們那麼喜歡辦社運，不如去當政治家。而他們這些也是一

種勢力，因為他們也會有一班他們的支持者和學生，有他們自己的社區網絡，他

們會歸類我們是激進的，而他們則是專注玩音樂，他們是十分去政治化的。例如

有一隊 Hidden Agendardcore 的樂隊是完全不會參與或者支援社會運動，但如果有

另一隊 punk 或者 Hidden Agendardcore 樂隊是會參與社會運動的，他們的支持者

是會流失的，假如你視樂隊是生意的話，唯一的辦法就去說那些人是搗亂的，然

後構成的氛圍便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氛圍。而藝術原本是反建制被他們說成是很遙

遠的事。只是說“Let’s go rock and roll”，沒有其他內容。只有純音樂的享樂。

而在這種氛圍下，當遇到活化工廈政策，一些與政治有關的問題，他們便不會參

56



 

與，甚至是因為怕身邊的朋友和支持者不喜歡而不參與。你要支持者去政治化，

支持者也會要求你去政治化，現在的生態有這一會事。 

 

問：怎樣分裂，可以說詳細一點嗎？ 

答：是我們這些會參與社會運動，和那些不會參與的樂隊之間存在的問題。他們

是十分排斥我們的，好像會分開辦表演，不會再找我參與的樂隊演出，甚至乎不

去某些場地表。，第一代的 Hidden Agenda，有些樂隊坦言不會來表演就是因為

我們辦社會運動。如意色樓亦常常被人說是辦事的，但事實上意色樓的歌更多是

與心靈有關的，是傾向自我的藝術表達，關於社會政治的信息不多，但人們往往

會以社運人來標籤我們。而 Hidden Agenda 的情況也是一樣，雖然它本身是一間

小型音樂廳，但因為裏面有些人在辦社會運動，而使 Band Scene 有些人不喜歡

Hidden Agenda。直到近年，關係才開始有點改善。而關係好了的原因可能只是近

年 Hidden Agenda 開始有商業味。近年 Hidden Agenda 也去政治化了很多，由當初

Hidden Agenda 率先反對活化工廈政策，近年在做的只是怎麼能夠去保著這個地

方。在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 Band Scene 的分裂其實是十分嚴重的，有些樂隊是

坦言不來 Hidden Agenda。Hidden Agenda 的出現，它必然會成為圈中的核心。因

為樂隊終極目標不是想有十萬觀眾的表演，而是小型音樂廳。在台上喝啤酒，會

弄濕台下的觀眾，那才是樂隊的生活。你對著十萬人演出的，那些叫演唱會。而

小型音樂廳才是生活，儘管小型音樂廳平日沒有表演，你也會在那裏，而演唱會

場地，當沒有表演時，那裏只不過是空地。 

 

Band Scene 的構成，不單只是樂隊和觀眾，還有就是教學的學生。很多時候觀眾

都是那些樂隊的學生。而為甚麼會有 Hidden Agenda？又或是為甚麼我會想將自

己的家變成 Hidden Agenda？那是因為覺得原本的 Band Scene 太悶，例如說一隊

punk 樂隊，一定會有社會面向的，但以前的 punk 樂隊，那個不是社會面向，只

是申訴某些事情。而我們當時一班朋友一起反思，到底樂隊應該是怎樣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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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討論外國的樂隊時，發現外國樂隊其實很多都是很有社會面向的，如之前

佔領中環，亦有很多外國樂隊來玩，而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要建立的是生活裏

面的不同，去反抗主流的價值觀。而當中二零零四至二零零六年時，心裏面是有

很多的角力，因為意色樓出第一隻碟時，其實是有大型唱片公司的經理人說要與

這隊樂隊簽約的。但同時我認為走進主流其實必然會使你本身失去了很多原本的

東西，那不是沒例子的，一些二零零零年初的樂隊當年簽大型唱片公司也遇到些

不太好的事，而間接使他們解散。主流公司必然有很多的規範，而當時的意色樓

選擇了拒絕。因為我們那時去反思，怎樣可以去過主流價值以外的生活，而那種

想法不是我一個人想出來的，而是一班朋友一起這樣生活。而那時每日都過著很

派對的生活，總之就每天都叫朋友上來樂隊練習房玩，開派對，一起喝酒，一起

抽煙，然後不做正職。聽過有很多英國的樂隊說當時的失業救濟金真的幫了他們，

不是這樣，他們就沒有時間創作。而在香港，藝術家的困境便是租金愈來愈貴。

以前每人給三、四百元租一個單位便是，但現在是二、三千元。而我當時是因為

覺得沉悶，所以想要建立另一套的生活，而這套生活在第一代的 Hidden Agenda

是呈現過出來的。比如連外國中國的樂隊來 Hidden Agenda，他們也會覺得儘管

在外國，也沒有這麼棒的小型音樂廳。 

 

問：第一代 Hidden Agenda 與現在的 Hidden Agenda 有甚麼分別？ 

第一代的 Hidden Agenda 全都是自己一手一腳弄出來的，很多設備都是不足的，

如冷氣、洗手間、燈光，而這個狀態卻是最有活力的。有本書叫《革命將至》，

裏面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活力從來都不是在都市裏面，而在貧民窟

裏面。」第一代的 Hidden Agenda 就是這樣，例如你會看見牆身本身是紫色，但

忽然有邊是黑色的，就是因為不夠油的緣故，很多設備是不完善的，但那時看表

演的門票大約是賣八十元，有些表演還是免費的。那個時候來看表演，不單是來

看表演，而是去支持一個地方，一個很地下的地方，因為香港以前是沒有小型音

樂廳的。之前有的小型音樂廳都是出租樂隊房形式的小型音樂廳，而 Hid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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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則是一個很自己動手做的小型音樂廳，而上去 Hidden Agenda 幫忙的，都

不是工作人員，而是在看表演的人，只是順便在做工作人員。而他們看完表演是

會留下來玩的，或者第二天沒有表演也會上來玩。但現在 Hidden Agenda 是你租

場給你去辦表演的一種買賣關係，是比較迎合市場的地方。 

 

問：政府政策的壓力會否令獨立音樂圈更加團結？ 

我認為有團結過，但現在又淡化了，或許要等下一次的出現。在第一次 Hidden 

Agenda 搬遷的時候，我們舉行了一次遊行，去了香港藝術發展局抗議，當時有

大約八百名藝術家與樂隊參與，那個時候真是最團結的。就好像剛才我用 Metal 

Band 作例子，他們愈是被打壓愈害怕，因為他們沒有連結在一起。而他們為甚

麼沒有連結在一起，就是因為有種去政治化的心，很想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

使得打壓愈厲害，不代表反抗力量愈大。我曾經問過些樂隊，因為活化工廈政策，

租金升了那麼多，為甚麼不反抗？他們會答沒有辦法，認付加租的辦法唯有是賺

多些錢或搬走。他們想把音樂保持在最高的純度，但事實上他們倒轉了思考方式，

因為搖滾最高的純度便是反建制。很有趣，一個玩音樂很成熟的人，不代表他對

社會的認識是一樣的，不代表他對音樂的見解和對社會的見解是一樣的。很多時

都會有錯覺，這個音樂人玩音樂很厲害，但不談政治，是因為他清高，但其實可

能只不過是他不懂得或者是逃避。政治冷感和去政治化使活化工廈政策能夠順利

一關一關通過。而對比外地或是七十年代德國的柏林，並不是他們的人更願意站

出來，而是更多人會願意忠於搖滾和藝術本來的理念。但香港比較少的原因是那

些事變成了一種商機。其實也不只是藝術家，其實全香港也是去政治化，使得很

多社會運動做到的事也很有限。例如二零零五年，反世界貿易組織事件，只有幾

隊樂隊參與，其實很多社會面向或是社會運動的參與，樂隊都是缺席的。不會放

下自己的身份去支援。所以我才會說我們這些朋友自然地建立一套樂隊仔的生活

態度，或者說主流生活以外的生活態度，這樣才可以鞏固這個意識形態。為甚麼

打壓愈厲害但還是沒有反應，始終都是意識形態的問題，甚至是全香港人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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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問：那反過來說，政府給予文化藝術更多的資助，會否又是另一個問題？ 

答：我認為要學懂甚麼叫共識與共治。如果一切都是假手於人，期望由上而下的

資源，其實是一定不能避免主流的收編。以前儘管未有西九龍，未有起動九龍東

計劃，主流都有很多形式的收編在不斷發生。而現在不過是政府撥款給一些非政

府組織，而非政府組織去搵一些藝術家，即藝術家間接幫政府做事。而藝術家自

己本身亦有很大的責任。創作時，為甚麼不觀察社會？如另類藝術，一定有他的

社會面向，但為甚麼對社會的理解是那麼少？ 就好像去年在佔領中環，我們講

反對資本主義，人們會問，你知不知道甚麼是資本主義？會這樣被人質問，所以

一定要去知道。面對建制也是一樣，建制近年的收編確實是令人很煩惱，但那些

並不是新鮮的事。要對抗建制的收編，我認為需要連結和學習向建制拒絕，慢慢

地走在一起去建立共同的意識。就好像今年的「建築雙年展」，就是因為有藝術

家和街坊抗議，間接喚起幾個參展的藝術單位退出，而這些退出的單位，亦會影

響其他藝術家去反思事件。這就好像一個漣漪，慢慢的散開，造成影響，而使得

大家願意走在一起去建立共同的意識去抵抗。而現在，由東九龍至西九龍，這個

城市規劃裏，藝術不過是花紙。而藝術家本身就好像投影機，透過自己的作品將

真實和未知反映出來。藝術家當然亦會有自己獨個兒創作的時候，但是當面對建

制的收編，藝術家需要思考自己的定位是甚麼。小樂隊也是一樣，如果小樂隊是

透過聲音去傳達訊息，他沒有理由把這種聲音放在建制裏面。對我而言，現在能

做的就是不斷傳遞這些訊息，去分享其他人。因為以前也曾經試過跟一些樂隊說

他的歌明明是反建制，但自己的生活卻不是這樣，表裏不一，而導致反目，反效

果也很大。所以唯一方法是自己去做行動者，而去建立一套意識，希望更多的藝

術家能夠一起去抵抗。 

 

問：起動九龍東計劃對觀塘獨立音樂發展影響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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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很大的影響。那是無私與自私之爭。有人會認為有地方玩就去玩。例如樂

人地帶，他們有一次自己帶器材去辦表演，他以為自己很聰明，用自己資源在政

府場地辦表演，而他的想法是，他想和游擊表演不同，因為游擊表演在天橋底空

地辦，他就在那邊辦，他們是這樣認為的。而很多樂隊不知就裏就去玩了。作為

在獨立音樂圈人，他們沒有廣闊的視野看到為甚麼遊擊表演要在天橋底辦，而只

將一切視作自己的成積，忽略生態的健康。我有跟他們說不應該在那裏辦表演，

但他也在那裏辦表演了。當然他們會說只不過是想幫小樂隊，但游撃表演的樂隊

不是樂隊嗎？他們又表演又反建制，不是更加完滿？但面對這些藝術家或樂隊，

我很難嚴厲的去批評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自覺地做建制的齒輪，他們是不知道為

甚麼會站了在建制那邊。我的理解也是因為他們去政治化和政治冷感。 

 

樂人地帶其實是葵芳小型音樂廳，他來觀塘辦表演其實是跨區的，而我們最希望

的是樂隊能在自己的社區辦表演。樂隊想玩表演是能夠理解的，我自己也經歷過

在青年中心玩表演的日子，不知就裏走去玩了。但是在二零零二年，我們去了由

自治八樓辦的「自由文化音樂節」，見識到原來 Band Scene 以外，有另一個 Band 

Scene 都是玩音樂，一天有二十多隊樂隊玩。但那時，在 Band Scene，沒有樂隊

會說有關社會的事。但樂人地帶那場表演是在二零一二年，是十年後的事，這期

間經歷了活化工廈政策、小型音樂廳被迫遷等等。有小樂隊是參與社會運動，在

Band Scene 已經不是陌生的。在以前，社運與樂隊是割裂的，但現在，儘管如何

無知，也不會不知道 Band Scene 出現了要和社會運動連結的事情。因為建制對文

化圈的打壓，我們現在有新的名詞叫「文創推土機」，其實大家是不會不察覺到

的，儘管有場地演出，但沒有了創作空間，有場地演出又有甚麼意義？難道真的

要以貴租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夢想很老土的題目，不用常常說出來，我沒有理由

要常常說我要呼吸，這是理所當然的。我會認為這個時候是 Band Scene 的墜落，

以前一隊樂隊每人交三、四百元租，但現在可能每人交二、三千元租，你的部分

收入拿了去交租，那便拿樂隊練習房來教結他，那愈教愈多時，樂隊練習房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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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學，就沒時間練歌了，最後本末倒置，連樂隊也散了，結果樂隊練習房就只

是用來教學，來賺取養樂隊練習房的租金而不是創作，這才是困難的地迮。這導

致創作的質素很低和缺乏生活感。現在很多樂隊只是玩些現時流行的音樂，而那

些音樂，儘管作得有多好，當被建制收編後，他們會有假象，他們有演出，而不

再分類，到底哪裏才是 Band Scene，因為如果沒有 Band Scene，沒有生態，沒有

了一套小樂隊的生活模式，樂隊是沒有存在意義的。現在的處境就是這樣。 

 

游擊表演的理念便是自己規劃。Band Scene 現在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有些樂隊很難

有機會出表演，或者出表演沒有錢，為甚麼會有這個問題，因為有階級關係，主

人凌駕於很多事，他可以決定很多事，但他背卻是贊助商。但作為一隊樂隊，不

能因為這些因素而令自己分享音樂的機會減少。不能夠被現在的 Band Scene 規限。

比如有隊樂隊叫「留」，他們就是沒有很多演出機會的樂隊，玩 nu-metal 的，他

們就是看見了這個狀況而辦游擊表演，找了身邊的樂隊一起玩。這是自己規劃的，

不需要有主辦人。游擊表演是沒有主辦人的，參加的樂隊一起討論場表演怎樣辦，

流程是怎樣等等。這是超愈 Band Scene 固有的形態，以前是主辦人去找樂隊，告

訴你時間地點和同場還有那些樂隊，問你會不會玩。而游擊表演是超愈這些事。

其實樂隊沒有出表演機會，他們可以自己辦表演的，為甚麼一定要等機會，把歌

曲主動上載到網絡也是一種機會。 

 

問：參加游擊表演的樂隊會否有較多的政治意識？ 

答：他們至少也會談公共空間，會反對活化工廈政策，但會當然會有落差的，有

小樂隊會跟我們一起遊行，但亦有些小樂隊不會參與表演以外的事。而游擊表演

是令小樂隊多了些生活裏的政治意識。因為辦游擊表演可能會遇到警察的阻攔，

而在過程中，觀眾與小樂隊也是參與者，而所有在場的人都需要經驗這件事，甚

麼是公權力、甚麼是建制、甚麼是打壓，而這是很真實的呈現，這過程中會提升

我們的意識。在游擊表演裏，每次也有些積極的東西在產生。但如果說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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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 Scene，我則持比較消極的看法。 

 

在 Band Scene 裏，我們是其中一種人，但我們並不是 Band Scene 的主流，而 Band 

Scene 的主流，多數都很去政治化和政治冷感的。如有一張合輯叫《搖滾不容殺

人政權》，那張專輯的樂隊已經是全部了。而如果有新樂隊，他想玩些好玩的，

可能會和我們一起，但如果他們想要名氣或其他，他們很自然便會與些大樂隊或

前輩走在一起。其實很多人對藝術或者搖滾的抱負並不大，只不過是想出張唱片

而已，如果真的有很大的抱負，不可能不去深化，反思甚麼是搖滾，甚麼是藝術。

因為大家都不深入探究，所以很容易被超越。以北京的情況作一例子，北京以前

是看見香港有人在玩那種音樂，很快就已經超越了香港。相對香港，內地的樂隊

對社會的議題或是政治的敏感度是較香港的樂隊高很多。好像那時佔領中環，中

國的樂隊會特地來香港玩音樂，相反香港的樂隊卻很少參與。Band Scene 大部分

的人都政治冷感。當有人加入這個圈，一些新的樂隊如果想出名，一定會想認識

一些主辦人，而很快便跟隨了固有的規矩，而不會自己製作一個表演，也不會關

心社會。最後，他們變得依賴主辦人，我們反對的這種氛圍，但我們只是Band Scene

的其中一種人，屬於少數。 

 

問：獨立音樂本來是有她的社會面向，但為甚麼在圈內反而是少數？ 

答：這很難說，因為其實全香港人都政治冷感。如果說小樂隊，很可能很多人組

織樂隊的人都只不過是覺玩音樂很有型格，卻並不重視搖滾應有的情操，只是視

音樂為工藝，而不是藝術。好像現在很多樂隊，他們雖然好像很厲害，但只是在

模仿外國的音樂，沒有個性。他可能技術很厲害，但卻沒有創作力，而這正是工

藝跟藝術的分別。工藝不過是手工很好，但藝術則是能夠開啟思維。學音樂時應

該學會如何用音樂去表達對社會的看法。但現在不是這樣的，現在是那些音樂流

行，便去玩這類型的音樂，隨波逐流，很可能被模仿的那隊樂隊也沒有甚麼態度。

主流樂隊為甚麼不能找獨立樂隊去聽，因為主流市場不停地佔領不同的接收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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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想聽獨立樂隊是需要花時間慢慢去找的。我們現在還是會一班朋友一起聽歌，

聽歌看歌詞是很重要的，但現在人們常常都只是這陣子流行甚麼便聽甚麼。 

 

問：對於未來獨立音樂的發展有甚麼看法？ 

答：在 Band Scene 裏，會用藥物來打開心靈或探討心靈，較會去關心社會的多。

可能是很多人也沒有那個素養，不覺得自己能夠用自己的長處對社會作出一些反

抗。所以其實心靈的探討也是一種練習。但無奈的地方是，我們並不應去等待時

機，而行動本身就是創造時機的方法。Band Scene 很多人都不是無知的，只不過

是對問題視而不見。我認為並不能只停留在心靈的探討，或是等由上而下的規劃，

而是去重新思考怎樣從下而上去抗爭，去捉緊自己隊樂隊在創作上的生存權利。

其實這也離不開一些意識形態的討論，大家需要有更多的反抗意識，很難會有一

顆即時的特效藥。我從前是一個不太理社會政治的小樂隊，可能不時會有些不滿

會去遊行，而變成現在這個狀態。當中的轉變就是經過很多的反思。我喜歡的很

多外國的樂隊，他們的音樂包含了很多社會元素，而我相信因為他們的日常生活

也是這樣。如果沒有和生活連結，那些音樂不過是聲音，而不是一種訊息，不是

搖滾。就好像 Radiohead、Rage Against The Machine、Bob Marley 的歌，他們的歌

根本就是一套論述或表態，一種生活態度，他們影響了我很多。我很不滿 Band 

Scene 的生態，而去反思，為甚麼一定要跟主辦人混熟才有機會玩表演？為甚麼

有些有個性的樂隊總是沒有甚麼機會演出？所以現在儘管自己的樂隊錄音、出唱

片，也不會站回去市場的位置上，而 Band Scene 內總需要些樂隊是站在反建制和

市場外的位置。很多人常說音樂沒有主流非主流的分別，音樂本身的旋律或是拍

子當然很中性，但所講的主流或非主流是指市場內或是市場外。而市場內一定是

有較多的規範，而市場外的創作力必然是更多，所以我自己會選擇站在主流以外

的位置。所有主流的東西都像是在一個圓形裏，而真正的養份並不會在這個圓的

核心中，而是在圓的外，你說那是獨立也好，是地下也好，總之那才是養份。到

底是為了這個生態還是為了藝術而站在這個位置上？可能兩樣也是，因為我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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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態不能割裂，我也會想我的創作有一種藝術情操。所以我認為要盡量連結起

來，用自己的長處去做些事情，比如是自己製作辦表演或出碟等，我認為這才是

Band Scene 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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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三：Derek （獨立樂隊CHidden Agendapter Hidden Agendard鼓手） 

問：甚麼時候開始在觀塘工廈組織樂隊？ 

答：約在兩年多前，其實最初也沒有打算在這裏組織樂隊，也嘗試找了其他不同

的地方，如新蒲崗、大角咀、葵芳等，但有些業主當知道我們是用來做樂隊練習

房，便不想租給我們。所以最後才選了觀塘。 

 

問：你認識工廈的其他樂隊嗎？有互相合作嗎？ 

答：還未有機會合作，不過是認識的，例如樂隊練習房，附近大廈等等。有些是

本身認識的，有時會一起玩。 

 

問：觀塘的獨立樂音樂圈受活化工廈政策／起動九龍東影響很大，這對你們樂隊

有影響嗎？會去關心這個政策嗎？ 

答：我們的樂隊成員都差不多玩音樂玩了十年以上，在觀塘租樂隊練習房只有約

兩年時間。以一隊新樂隊來說，成員們都是埋頭苦幹去創作或是找樂隊表演，很

少會去關心觀塘區內的事。說說我的看法，如你剛才提到起動九龍東計劃，政府

的政策其實對獨立音樂的發展幫助也不大，不過是好像做場表演，想安撫些藝術

家或音樂人。好像在海濱長廊之前興建的天橋底一號場，只不過是放了些油罐，

美化了一下，但根本就不是個很好的表演場地，也沒有甚麼樂隊在那邊玩表演，

或是舉行一些藝術節目，因為政府預備的配套不足。 

 

問：受活化工廈政策帶來的問題，例如加租或是要搬遷，你們有受到影響嗎？ 

答：這些事其實一直也有發生。也有聽到身邊的朋友說過。我認為這個政策是有

問題的，實際上不只是觀塘，其他的工廠區也有很多藝術家或音樂人拿來做錄音

室。而我們也不是想要用工廈作錄音室，只不過你不可能在市區辦錄音室，除了

因為租金太貴外，還會滋擾其他人。而政府則說工廈不能作錄音室的用途，那到

底要藝術家搬去在哪裏創作呢？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內部沒有一些較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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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會去為我們發聲，或是正視這些問題。可能也有的，但影響力很細。我

們也是知道的，比如地政總署會來調查，之後又被迫遷。如之前有朋友就是因為

這件事用了十多萬來打官司，結果最後又是要被迫遷。 

 

問：你們也會有站出來參與一些運動去反對這些政策嗎？ 

答：作為一隊樂隊，沒有以樂隊的名義去做這些事情。但以個人來說，我們各自

也會關心這些事情，如在面書上看到相關的新聞會去關心，也會去七一遊行，但

也沒有特別為這個事情發聲，因為本身香港也有很多不同的社會問題。不過，近

年，身邊的朋友也開始愈來愈關心社會和社會運動。這也是因為愈來愈多年青人

會去參與社會運動，而因為多了人參與，那當我們樂隊友這些小眾走出來的時候，

大概能會引起政府更大的關注。不過我們很少會以樂隊的名義去做一些事情，反

之會以音樂人身份個別參與。 

 

問：為甚麼會有這個轉變？ 

答：我覺得媒體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在網絡的年代，透過上網或者面書，你很容

易便會知道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然後去選擇自己的立場。當然你也可以選

擇甚麼都不做，但我會認為現時很多事都是很迫切的，如果你仍想繼續在香港社

會生存，你必須去發聲。我不會做領先反對政府的人，但至少可以去表達自己的

意見。而近年香港的民怨愈來愈厲害，相信只會愈來愈多人出來發聲。 

 

問：作為音樂人，如何理解音樂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答：我認為音樂是十分有感染力去推動一些事情，而如果能用音樂改變些事情，

是有正面的影響的。作為音樂人，為甚麼不支持這些事情？我覺得沒有甚麼問題，

只不過是用音樂去說自己想說的事情。總較躲在樂隊練習房好，因為不發聲的話，

根本不會有人知道你的需要是甚麼。但我也不排除有些人對音樂的態度只不過是

在樂隊練習房唱歌似的，不過如果真的對音樂有熱誠，我認為是應該要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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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樂去說自己想說的事情。 

 

問：你身邊的朋友或是其他樂隊會關心這些事情嗎？ 

答：不是身邊所有的朋友都是玩音樂的，而如果他們不是在這個圈子的，他們根

本不會想去關心工廈的問題。雖然每個人都會聽歌，但不是每個人都會留意獨立

音樂或者樂隊的聲音，而香港的生態就是令大部分人都只會聽流行曲，卻不會知

道有些人在努力去玩不同的音樂。當很多聽眾都是不太了解或是支持這件事，作

為獨立音樂樂隊，便加應該主動告訴人們有些人正在做些甚麼事情。而怎樣去做

這些事情，就是我們先要去玩好自己的音樂。當你玩得好，有人注意到我們，自

然會了解我們有甚麼需要。不過，儘管是在我的圈子裏，也不是很多支持 Band 

Sound 的人。特別是在香港，要改變這個生態需要長時間的努力。在外國，Band 

Sound 是一個音樂類型，或者是音樂的根本，因為沒有樂器，也不會有音樂。但

在香港，組織樂隊不過是一種潮流，因為潮流流行樂隊，人們才去學樂器。雖然

現在多了很多新的樂隊，但會不會這個熱潮過後，又會消沉下來呢？我覺得樂隊

圈是有些怨氣，因為這處境的確是有點無助，有些人可能是無助到已經不想去理

會這些事情，只管音樂便算了。 

 

問：獨立音樂圈的另一個問題是樂隊很難有演出機會，這些事會否有影響？ 

答：其實近年，香港已經多了很多演出的機會。而表演當然是會有主辦人，而現

時的狀況是有很多不同的主辦人出現了，但主辦人與主辦人之間的聯繫卻不大，

這好像形成了不同的小圈子。比如是 Hidden Agenda、Rock Motel、樂人地帶等等。

他們有自己的社群，各自做不同的事，而中間卻沒有甚麼聯繫。而如果不是這些

圈子的人，他們又會嘗試去創造另一個新的圈子。而現在就是不停有新的圈子出

現，但卻沒有凝聚一些較大的力量。暫時還沒有一些事情能使這些圈子連繫在一

起，使得好像不太團結。現在是一個進程，也許將來會有一班人能夠領導 Band 

Scene 去發聲、去推動音樂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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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於未來觀塘獨立音樂的發展有甚麼看法？ 

答：其實觀塘確是獨立樂隊或者藝術家的集中地，所以應該可以凝聚更大的力量。

不過，如何要使獨立音樂圈以外的人關心這個圈的事，也是很重要。未來可以做

的，起碼要有更多有質素的演出，而不只是依靠圈內的朋友做聽眾。而現在多了

這麼多宣傳方便，比如是面書、手機程式等等，要讓多些人去了解這個圈子的人

正在做些甚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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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四：一位曾在觀塘玩獨立音樂的朋友 

問：甚麼時候開始在觀塘附近玩音樂？ 

答：大約是二零零七年，有些朋友在觀塘有樂隊練習房。其實那棟大廈有很多樂

隊練習房，也有些演出場地，我們有時會去朋友那裏玩，也會在附近去表演。 

 

問：去 Hidden Agenda 表演會否感覺與其他場地不一樣？ 

答：我們之前去 Hidden Agenda 玩過表演是一個大學學會舉辦的音樂會。我認為

最大的分別是你會覺得那裏是給樂隊玩的地方，比較有親切感。之前曾經去過一

些商場表演，他們的音響很差。但在 Hidden Agenda，他們則會懂得怎樣去配合

我們。 

 

問：觀塘的獨立樂音樂圈受活化工廈政策/起動九龍東影響很大，這對你們樂隊

有影響嗎？會去關心這個政策嗎？ 

答：也會的。如現在很多商業機構寫字樓搬了進觀塘工業區，現時愈來愈多工廈

作寫字樓，甚至住宅用途。而組織樂隊可能會影響其他人，所以有些業主會不太

想地方租給樂隊。另外，因為以前較少人租用工廈，所以比較便宜，而現在多人

租了，所以租金也上升了。而在香港，組織樂隊很多時候也是不能賺錢的，所以

租金上升，很自然就會去找些較便宜的地方。近二、三年，有很多樂隊搬了去葵

興，或是之前在觀塘的樂隊搬了去新蒲崗。我認為只不過是想辦法生存，其實也

不一定要在觀塘才能組織樂隊。 

 

問：受活化工廈政策的影響，比如 Hidden Agenda 是領先反對活化工廈政策，你

們會否參與一些運動去反對這些政策？那參與或不參與這些政策的理由是甚

麼？ 

答：首先這裏出現了三個不同的單位，政府、業主和租客。首先因為我們不是業

主，所以很難去反對這些單位的用作甚麼用途。另外，香港的工業發展確是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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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由於本地能夠發展創意工業的空間是十分有限的，活化工廈政策對於樂隊來

說，最大的影響是成本較以往高了很多。而活化工廈政策最主要涉及土地用途的

問題，但隨著愈來愈多商業機構進駐觀塘，觀塘要變成商貿區，也不是我們能改

變的。 

 

問：如何理解音樂與社會運動的關係？ 

答：其實一般市民也可以參與社會運動，大既是做藝術的人會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和不同的表達方式。 

 

問：對於未來觀塘獨立音樂的發展有甚麼看法？ 

答：可能以後獨立音樂的重心不會在觀塘，以前因為觀塘有很多空置的工業大廈，

租金很便宜，所以很多樂隊聚居於此，例如火炭有很多藝術家聚居，也是因為有

很多工廈。如果沒有工廈，其實不過是要到找另一些地方，仍是會繼續組織樂隊

的。可能會搬到較遠離市中心的地方，如有些朋友在元朗有樂隊練習房，而對他

們來說，是沒有甚麼影響的。可能影響最大是一些表演場地，因為表演場地需要

更大的空間，如果沒有了工廈，便會比較難去租這麼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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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社會運動對網絡及媒體的依賴及唾棄 

鄧沅欣 

 

前言 

近年香港社會運動有賴於網上社交平

台及討論區的發展，網民的號召成為

本土社會運動號召群眾的主要渠道，

是一種低成本、接收率廣的宣傳途

徑，由組織到發動整個過程可以完全

透過網絡達成。自行攝製片段及改圖

上載 YouTube 和面書（facebook）已是

現時發起運動的指定動作，影像加上

口號式的字句不停地被轉載，超越空

間的界限，人們均能在自己的崗位上

發揮力量。逐漸在這樣的形式下集結

起來，形成既強又弱的社群。我們慢

慢跟隨著一種固有模式運作，從不斷

製作（文宣或影片等）到上載或分享

到討論到集體行動最後分裂。此文試

著以第一身的實際經驗為例子，分析

運動透過拍攝後於網上發佈到討論的

過程裏，如何透過網絡集合群體的力

量後，又被網絡瓦解。文章可分為兩

部分，第一部分敘述參與者的行動與

經驗，第二部分分析對社會運動對於

網路網際的依賴及唾棄。 

行動目的及概括 

二零一一年三月中，網上開始流傳一

段名為〈癱瘓地產霸權一小時〉的片

段。
1
如影片所示，一群年青人在一間

百佳超級市場（下以超市代稱）以各

種方法（包括以零散毫子付款、不說

話而以書寫的方法與收銀員對話、在

付款前一刻又拒絕購買等）堵塞收銀

處阻撓其生意運作約一小時多，當中

更有不少年青人與超市員工及警員的

爭執片段，片段中以參與行動者事後

講述感想作結尾。筆者亦屬是次行動

的參與者之一，望以第一身之經驗憶

述這次行動透過網絡媒體發放後的成

敗，以及媒體與行動有著互相依賴又

抗拒的關係。 

 

是次行動的開始是透過社交平台及於

不同的社會運動場合所認識的人集合

而成的活動群組。大家的理念均一致

                                                 
1〈癱瘓地產霸權一小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UxiDT0_M

dE,201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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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針對打擊香港地產霸權為行動目

標，希望透過今次的突襲式行動引起

公眾目光，別再沉默忍受沒有選擇權

利的生活模式，正視地產霸權肆虐的

困境。以實踐非暴力的手法介入大家

習以為常的生活（即於超市購物）。整

個過程讓公眾反思在霸權壟斷整個市

場下，市民是否能有奪回權利的能

力？在這片土地上看不到前景的年青

人，是否還要依循著不公義的社會制

度？我們認為抗爭就是結束霸權的開

始。因為希望把行動擴展開去，故當

天安排拍攝全程行動，以作記錄，並

於事後上載網絡引起各界關注我們所

針對的核心問題，讓更多的群眾加入

抗爭。 

 

（圖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UxiDT0_MdE） 

 

籌備與期望 

要突襲一個早已溶入我們生活每一個

部分的空間看似是非常簡單的事，但

同時亦因為人們太習慣它的存在及存

在模式，讓我們更難衝擊其固有的規

律。故此，我們需要有充裕的時間籌

備行動及進行預演，好讓所有參與者

有足夠的準備。首先，選擇地點是策

劃的第一步，超市內收銀處的數量以 

 

及參與者的人數必須要相乎。出入口

都必須要開揚，好讓更多市民能目擊

行動。另外，還考慮到地區問題，最

後行動的地點定於紅磡的百佳超市，

其顧客多為中產階層，這正正是我們

認為於行動內針對最需要喚醒的沉默

一群。經過參與者幾個月的討論、準

備及預演，並透過預演測試參與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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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環境下能否達成目標。我們於正

式行動前兩週曾於太子一間較為小型

的百佳超市內進行預演，嘗試分組入

內以不同方式購物來拖延時間（如以

選錯物品為籍口不停要求更改等方

法）當然，就策略上而言，能夠在櫃

位拖延越長時間越好，但當計算時間

時，往往因怯場而無法達成目標。與

此同時，我們還要有面對警方查問的

準備，或面對群眾因被堵塞而指罵的

預備。所有的參與者都目標清晰，期

望一小時的癱瘓行動能夠警醒沉默消

費的大眾，向各種剝削、不義的強權

還以顏色。 

 

行動現場 

以下有關行動當天的憶述，全是以（我

作為參與者）第一身的角度描述。當

天，我們先集合起來分發事前準備的

物資，包括付款時用的毫子、及抗議

標語。由於行動上各人都有自己必須

看守的崗位，除了有人負責堵塞收銀

處外，還有幾位負責在外把風，而且

當天行動全程均有攝錄機拍攝作記

錄，因此行動前都需要再作講解。整

個癱瘓超市行動期望能延至一小時，

目的不是影響其收益，而是引起群眾

關注。由購物至堵塞的過程尚算順

利，直到店舖內的經理較預料之中更

早察覺到行動，當我們推著滿滿的購

物車時走向櫃位時，他已在出口及收

銀處等著應變。 

 

唯意料之外的是，與店舖經理的爭

執，以及較預期多的警察介入事件。

我利用把物品分單又拒絕購買的方法

來堵塞收銀處了大約半小時，然後再

於超市外集合同伴舉起抗議標語及呼

籲進入超市的消費者及街坊光顧附近

的小店及街市。然而，當時看進我眼

內的不是超市內的爭執畫面，而是街

道上回應我們行動的市民。必需說當

時他們對行動是表示支持的，有些更

向我們向訴說地產霸權逼使其生活艱

難、物價上漲等等問題。最後在警察

的驅趕下，完成大約一小時的癱瘓行

動後，所有的參與者一起到鄰近的食

肆完成最後的拍攝工作，就是讓各位

表達是次行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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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討論 

行動完成後約一星期，經過剪攝後行

動記錄片段命名為〈癱瘓地產霸權一

小時〉上載YouTube公開發放。為引起

網民注意，我們把片段貼到高登討論

區及社交平台面書等。網民對片段的

反應與行動者所期望的回應的確有很

大的差距。如上文所提及到行動的目

的是希望大家能透過擾亂習以為常的

消費生活，給予公眾反思霸權壟斷的

迫切問題。然而就事實所見，大家都

把討論都拉到片中的爭執以及質疑抗

爭的手法。當中更有不少網民以「廢

青」等字眼指罵抗爭者，及表示對行

動感到反感。而也有主流媒體報導以

「網民錯搞百佳一小時」為標題報導

此事。以至當時，抗爭群組「結束地

產霸權大聯盟」就行動發出聲明
2
解釋

抗爭的用意以及帶來必要的犠牲。 

 

當然，也有為抗爭行動作出平反的網

民，一篇題為〈為百佳超市裏的抗爭

的activists喝采〉
3
的文章對此行動有著 

                                                 
2〈癱瘓地產霸權一小時〉

http://hkreporter.com/talks/thread-1140617-1-1.h
tml, 2011-4-8 
3 百佳超市裡的抗

 

正面的評論。但先撇開行動策略的利

弊，作為參與者更想著重於觀眾眼前

的片段與參與者的落差。為何片段跟

當時眼前的影像與氛圍都不一樣？為

何觀眾看不到市民正面支持的一面？

當觀眾的焦點都全放在衝突畫面裏

頭，以至抗爭的弱勢社群被視為加害

者？經過鏡頭、剪攝、到進入觀眾眼

裏，再廣傳與評論，所謂抗爭行動並

不只是單純處理現場情況，逐漸漫延

至網絡世界以及主流媒體的描述與輿

論的產生。 

 

「媒體中介」的例子反思 

拍攝整個活動的行為，同時也是一個

生產出意義的過程。參考史瓦史東

（Roger Silverstone）（二零零三）在就

有關媒體中介的論述
4
裏提出了一個例

子︰一群年輕電視研究員走進一間修

                                                                   
爭,http://www.inmediahk.net/%E7%99%BE%E

4%BD%B3%E8%B6%85%E5%B8%82%E8%

A3%A1%E7%9A%84%E6%8A%97%E7%88%

AD 2011-4-8 
4 Roger Silverstone, 陳玉箴譯，《媒體概念十

六講》（Why Study the Media），台北︰韋伯

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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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院拍攝僧侶的生活，直接融入他們

的生活，觀察並了解他們的新成員是

如何成為他們群體的成員。研究員得

到僧侶的信任及准許進行計劃，然而

拍攝完成後，紀錄片雖得到觀眾的迴

響，但卻未有得到被牽涉在內的僧侶

認同。通過整個拍攝過程，他們群體

的真實生活並未有完完整整的被交代

在鏡頭底下。即使研究員參與生活的

當中，但鏡頭角度的取捨經過製作

後，也同樣能夠產生出超出期望的結

果。以此例子去反觀「超市抗爭」的

一役，攝影人員一直在跟隨行動的進

行，即使加上參與者的旁述與參與者

的感想也達不到理想的效果。反而，

使參與者的挑釁和態度成為被觀眾評

撃的要點，而行動的目的或衝突以外

的行動通通都被蓋過。這結果讓我想

到《醜陋突發話語︰香港車廂罵戰的

「正義美學」》
5
一文內提及角色逆轉的

情況，當攝錄者透過影像給外界進行

審判的同時，攝錄者同時也是被審判

的對象。在這裏我要先清楚說明界定

是次行動的拍攝者也同時是行動的參

                                                 
5 梁旭明：，〈醜陋突發話語︰香港車廂罵戰

的正義美學」〉刊於製造香港，張偉雄、周思

中合編，頁 206-219 

與者，他們事前了解及認同行動的去

向及目的，並與行動者有著一致的目

標而進行拍攝。故此其角色並不屬於

能置身事外的第三者身份，而是第一

身的敘述。這種角色的轉變，同時也

配合史瓦史東所提及生產意義的過

程，因為當角色有所轉變時，整個被

審判的焦點同時也隨此而變動，讓整

件事件不再只單單抗議「地產霸權」，

而再進一步變成對年輕人的抗議行為

的審判。 

 

社會運動與媒體的角力 

「真實到影像的轉換，雖然是從一個

良善的信念出發，並在良善的信念下

忠實執行，但是，當新的意義跨過了

門檻，從活生生的世界跨入媒體，在

過程中發生變動；當媒體在無意間將

自身的表述與運作形式套用在文本之

上，一個經由媒體中介、轉化的新現

實從海的另一邊升起，戮破舊有的經

驗，呈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媒

體概念十六講，頁二十六》）同樣我們

對於拍攝行動的概念的出發點是正面

的，但經由媒體的執行過程後便出現

控制不了的變動。鏡頭對現場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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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大要素，如當時拍攝者不把鏡頭

停留在超市內的爭執，而是集中拍攝

場外參與者跟街坊的交談，又或是在

剪接上加點功夫，把現場街坊市民對

「地產霸權」的不滿片段加插到爭執

片段之前，那整個觀感又會否不一

樣？這個說法並非要刻意淡化或隱藏

行動者的挑釁和爭執，而是想提出媒

體的運作甚至能決定行動的命運。因

此，人們所希望能夠傳達的真實畫面

往往無法通過媒體所產生，而成為史

瓦史東所述的「呈現一個截然不同的

世界」，所以當行動者看到片段後都無

法肯定這就是他們想要帶出整個行動

的表述，同時也質疑我們和媒體之間

是否存在應有的信任以及一致的行動

目標。 

 

與媒體間的信任 

對於行動者（或指被牽涉到鏡頭之內

的人）、閱聽者以及媒體本身之間，是

必須存在互相信任的基本能力。我們

要懷著對媒體的信任達至良好的溝

通，把我們所寄望的真實透過媒體去

呈現到閱聽人的眼前。雖然「信任」

並未能影響整個媒體呈現過程的形

式，但卻是達成所有共識的先決條件

及不可或缺的前提。這裏所謂的「信

任」並不單單指行動者與拍攝者之

間，更延伸到作為接收資訊的閱聽者

也能相信今天的媒體嗎？引述阿圖舍

（Louis Althusser，一九七一）的意識

形態理論解釋媒介如何控制閱聽人對

文本的解讀「媒介文本如同既存的結

構，召喚閱聽人成為主體，閱聽人的

主體是被文本構成，所以媒介權力主

要在於它們對主體進行某種方式的定

位。」（《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

礎，頁一一五》）事實上，我們都清楚

知道媒體對閱讀者使出的手段，然而

我們卻仍然依賴媒體的運作去維持一

些必要的行動持續。 

 

引用今天的香港媒體作為例子，大眾

經常對現存的兩大電視台及報章刊物

提出質疑，認為報導偏頗掩蓋事實。

可惜事實是電視台仍然壟斷頻道，公

眾在無從選擇下仍然需要依賴主流媒

體的資訊。繼而網絡平台的發展，令

市場更產生出一種微妙的矛盾關係，

大眾雖然轉移到在網絡上（如高登討

論區）批評主流媒體，但卻又情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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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地繼續緊貼主流媒體的走勢。從另

一個角度看，網絡平台的發展同時也

依賴著主流媒體，準確一點是依賴著

民眾對主流媒體的寄望或失望所產生

出來的副作用。 

 

網絡對群體力量的削弱 

網絡空間的開放加上大家對於主流媒

體的不信任，讓民眾產生出其他收發

資訊的可能性。現今的科技容許我們

每人都能成為發放資訊的媒體中介，

就如本文前半部的行動也屬一種自發

組織拍攝片段的例子。套用於社會行

動中，當參與者置身其中的同時，希

望讓更多的市民了解眼前的景象，因

此利用手機拍攝上載網絡。當然，除

了單方面評論媒體中介過程並不足以

解釋香港的狀況，因為當中更牽涉到

政治因素、警察權力，甚至主流媒體

被操控等等的政治角力問題。再者，

當片段放到網絡上面對群眾那就更是

跨越了另一條界線。 

 

網絡的發展產生一種新型態的公共

性，約翰湯普森（John Thompson）在

探討媒體網絡中，視之為一個能見的

空間。在《網際網路與社會》中提及

到有關其公共性。「此一空間的特質，

正是一個領域，在其間的成員、組織

和團體能夠說明他們的觀點與立場，

但同時也接受他者對此的道德批判。」

（《網際網路與社會，頁二三九》）我

們享受著這個公共空間帶給我們的自

由，同時必須接受一切連帶的關係及

批判。有許多的評論家認為「網際網

路的使用雖然為社會帶來了互動的新

契機，但它所創新的關係模式，卻同

樣是一具備『零碎』和『重新窄化』

特質的過程。」（《網際網路與社會，

頁二四零》）筆者是偏向同意這種說法

的，縱使網民能夠自由自在地於網路

上暢所欲言引起了無止境的討論，但

同時也大大增加了議題以外的雜音而

大大阻礙行動的發展，更是加快了群

體或組織的瓦解。這種說法並不是要

反對建立一個自由言論的公共空間，

而是經過多次社會運動的經驗，人們

也必須要反思現行依賴網絡行動的手

法，並從失敗之中再進一步。 

 

大家都清楚現時的媒體，本身也是社

會上的一大霸權，但公眾不是沒有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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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或反擊能力的。借用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於社會權力的觀點「任何

權力關係都必然隱含著抗拒的力量，

所以每個情境都包含著抗拒的可能

性。」（《現代媒介文化──批判的基

礎，頁一四八》）早前香港因電視發牌

事件引發市民罷看電視的行動，也是

其中能證明作為觀眾（同時也是消費

者）是有著對抗媒體霸權的能力。雖

然就目標而言，整件抗爭事件是失敗

的，但亦是次很好的機會讓一向被動

的普羅大眾知道自己的能力及從自身

的社會處境中驚醒。 

 

重組社群的力量 

不論是自拍片記錄或是罷看電視行

動，都有賴群體的召喚，社群的凝聚

是對抗霸權行動裏的要素。故此，群

眾必須理解集中群體力量的重要性，

以此強大所有社會行動的持久力。但

如之前的段落所述，網絡平台同時也

是間接瓦解社群的兇手。當每個人也

持不同的觀點來表達意見的確是可以

刺激引起討論，但也可是被不同的雜

音而蓋過議題本身的發展。這樣事情

的發展不但會被扭曲，更會削弱群眾

的力量，而大家不能一致地向著同一

個行動目標而抗爭。就如「癱瘓超市」

一事，當參與者被網上審判，而各人

也各持己見地為抗議行動及手法作出

不同的辯護時，組織的行動力也同時

被削弱而不能再聚焦於對抗「地產霸

權」一事，因未能再作出其他進一步

的行動，參與組織也被瓦解。 

 

對於社群的產生，史瓦史東利用了媒

體建構的角度分析社群的存在。筆者

選取其對社群的解釋作參考，「我們在

所置身或欲追求的社會關係中找到自

己的認同，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維持

這些認同，我們需要有歸屬感。」（《媒

體概念十六講，頁一四一》）因為要取

得認同，我們往往會設法為自己進行

某種區分，而界定為社會中某個社

群，也涉獵到媒體與社群之間的緊密

關係。網際網路為社群區分帶來了超

越空間限制的能力。然而，我們應該

如何利用這種網絡賦予的能力好好發

展出更有組織力及行動力的群體空

間，而減少被削弱力量的可能性？ 

 

網絡使用讓我們體會到號召群眾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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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域的限制，就如一些國際性的

環保團體，就一些跨國企業破壞生態

的情況，透過網聯絡號召世界各國的

人發動聯署等等。「在民主社會，主流

媒體實質上就是各大企業集團，它們

越來越集中，越來越在全球上相互聯

系在一起，儘管同時又是高度分化

的，各自咬著同一块市場不放。」（《認

同的力量，頁三六四》）這概念可謂道

出了我們既抗拒又依賴的矛盾狀態。

回顧香港本土的政治行動，不能僅限

於網上號召，更有賴主流媒體的推波

助瀾，但從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意

指未達成目標便失去了行動力的事，

如電視發牌事件），可見被動的公眾仍

然被媒體牽著鼻子走。就過去運動所

見，我們是無法質疑現今網絡平台的

號召能力，但這脫離現實世界的空間

仍然未能穩固力量的產生。回到現

實，我們仍然需要在生活裏進行實在

的行動去對抗霸權。 

 

總結 

回顧這次的超市突襲行動，真正體會

到真實事件穿過鏡頭後產生出另一種

景象及語調。透過行動，我們探討出

參與行動者、公眾與媒體中介之間的

重要關係。當我們都自身於網路的審

判世界當中，原來的行動目的往往輕

易被其他言論所模開了。媒體中介呈

現真實的過程受到了質疑，而大家對

於媒體都缺少了信任，公眾可有採取

其他行動的方法？媒體的霸權並不只

是單單控制閱聽人接收資訊的影響，

而更是關乎整個社會的權力關係。就

對抗不公義的霸權，我們更不能只成

為一個沉默的閱聽者，更要了解媒體

在當中的角色及蘊含的權力關係。作

為社群裏重要的一員，我們必需要變

得更為穩固，不容被削弱採取行動的

力量在霸權底下再被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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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衍生工具的文化廻路──以認股證為例 

陸欣庭 

副題：為何認股證在香港交易市場上經常成為首三位最高成交額的金融衍生產

品？ 

 

（圖片來源：www.hksilicon.com） 

 

前言 

金融衍生產品作為投資工具，於香港已經非常普遍。其中以認股證（窩輪）尤其

受到投資者歡迎。根據香港交易所資料顯士，以二零一三年四月為例，
1
官方數

據顯示，全月股票成交額約八千一百億，認股證成交額約一千五百億，佔大市總

成交一成三。以產品類別計算，其成交額僅次於股票。以全年成交額計算，自二

零零四年開始，
2
認股證佔全港市場交易成交額約一成半，亦經常成為首三位最

高成交額的交易市場產品。認股證作為一種在交易市場買賣的熱門衍生產品，同

時受到不同投資者的歡迎，當中涉及很多不同的因素。以下我們透過使用文化廻

路（Circuit of culture）的角度，嘗試進行不同面向的分析，期望能夠更深入了解

                                                      
1 HKEx Monthly Market Highlights – April 2013 

http://www.hkex.com.hk/eng/stat/statrpt/mkthl/mkthl201304.htm 
2 參見香港交易所 Fact Book: http://www.hkex.com.hk/eng/stat/statrpt/factbook/factboo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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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背後的原因。 

 

甚麼是衍生產品 

衍生產品乏指一系列金融投資工具，其回報是跟其他各種不同的資產（包括商品，

股票、利率和各種指數如股票指數），甚或非資產（天氣指數）相掛鈎。這系列

金融工具普遍包括各種期權、期貨、結構性產品等，各種產品的設計及回報結構

複雜而多元化，其中部分較簡單的產品會像股票一樣，經由交易場內進行買賣，

而部分較複雜的結構性產品則普遍經由場外渠道進行交易買賣。 

 

甚麼是認股證 

認股證（Warrant），又稱窩輪，是一種回報結構比較簡單的衍生金融產品。跟股

票一樣，每一款認股證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編號，於交易市場內進行買賣時作標

示之用。這些認股證產品通常是由各間國際性的投資銀行發行。每一款認股證都

有不同的特點，包括：發行商（Issuer），所衍生於的相關資產（Underlying Asset）

（如股票或指數等）、認購（Call）或認沽（Put）、到期日（Expiry Date）、行使價

（Strike）和引伸波幅（Volatility）等。產品的價值通常都是依據期權定價模型

（Black-Scholes Model）（或其衍生之其他 Pricing model）的程式計算，透過輸入

以上各種不同的變項，得出產品的公平價值（Fair price）。 

 

衍生產品跟股票的分別 

既然稱之為衍生產品，他們當然是衍生於其他基礎的資產形式之上，故此他們跟

其基礎之產品有根本性的區別。股票尚且可以叫作一種投資產品，公司會將部分

擁有權以股票形式向公眾出售，若公眾投資者對公司的前景感到樂觀，可以透過

在股票交易市場上買入該公司之股票，投入資金協助公司發展。投資者所付出的

資金，目的乃為協助公司發展其實際業務（當然可能公司部分業務同是也涉及其

他投資成份），當公司業績理想，各股東皆可有分享盈利的可能（例如派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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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就算是在交易市場中不斷易手（當然這可能跟期望投資到公司協助發展其業

務的原意相去甚遠），在公司業績好及股價上升的時候，所有投資者理論上皆有

所獲利。而衍生產品的「投資」理念，實質上卻跟股票完全不同。衍生產品的交

易其實是一個零和遊戲（Zero-sum game），有獲利者，就表示有損失者。在整個

交易過程中，對相關公司的實際生產業務亦無直接或間接關係。衍生產品的交易，

本質上跟在賭場賭博沒有很大分別。尤有甚者，賭場賭博尚且有機會率和賠率計

算，衍生工具表面上有許多複雜的程式計算，看上去好像是很客觀和科學，但對

於能夠左右價格的各種變項，卻不是全部可以被量化的。即是對於預計得失，衍

生工具比在賭場賭枱上的賭注更難以掌握。這徹頭徹尾，就是一項較在賭場更無

從掌握的賭博活動。或可叫作「投機」活動。然而，在坊間各銀行或銷售者甚至

是交易所，他們投入資源，對產品進行各種包裝和宣傳工作，不提產品含賭博成

份的實質本質，卻只將他們呈現為各種不同的投資產品的多元化選擇。 

 

以下我們從了解認股證的發行到銷售，進行簡單的討論，以了解其生產及消費的

一些背景和過程。 

 

認股證生產和發行 

投資銀行參與很多不同的金融產品的買賣角色。以認股證交易為例，通常都是被

歸類到股票部門（Equities）旗下。股票部門當中又細緻分作不同的產品交易功能

團隊（Team），專責處理不同產品的銷售和交易，例如股票團隊，認股證團隊，

結構性產品團隊等。很多活躍於香港交易市場的國際投資銀行都有其認股證團隊，

主力營運由該銀行所發行的認股證買賣生意。 

 

網上很難找到有關某些投資銀行發行認股證的原因，和怎樣發行認股證等資料。

由於筆者於某家投資銀行工作，亦認識一位認股證交易員，並跟他進行了簡單訪

問，試圖了解更多他作為交易員和銀行作為認股證「莊家」所扮演的角色。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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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員負責在交易市場運作時段期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期間十二時至一時

休市）處理由這銀行發行約一百五十隻認股證的在交易市場上的所有買賣。這位

交易員工作頗為繁忙，在早上十時開市之先，他便要回到銀行，進行各項準備和

分析工作，一直至下午四時收市。由於認股證的價格計算，其中一變項涉及較為

主觀的個人判斷，交易員通常都要收集各種過去的數據及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各種

資料，進行分析，然後提供這變項的估算，輸入到自動報價交易系統中，然後準

時在開市前在市場上出價。而在收市之後，亦有很多其他涉及交易的後續工作要

處理，例如客戶查詢，客戶交易的更改，每日收市後的盈虧報告（Profit and lost 

reporting）等等。作為莊家，有責任為市場上其他參與者提供流動性（Liquidity），

而銀行亦須要符合香港交易所要求的各項不同的報價規則：
3
例如莊家要經常在

交易市場上開出買賣價盤；買賣報價不能超過特定價位；如果買盤或賣盤得到｢

對家｣成交，必須在短時間填補報價盤等。若違反以上規則（例如：莊家未能及

時填補報價盤），則有可能被交易所罰款，甚至除牌。還記得在系統推出初期，

資訊科技部門進行了漫長而嚴謹的使用者測試，試圖找出各種可能的問題，其中

一項必須要進行多次重測的重點，就是要避免出現自己的買盤跟賣盤成交的可能。

對於香港交易所和投資銀行來說，莊家自己的買賣盤成交是一項嚴重事故，因為

這可能涉及人為造市的嫌疑，銀行的認股證交易牌照隨時可能因此而給立即廢

除。 

 

這位交易員亦同時參與市場策劃角色，聽取客戶（通常是大型機構投資者）的意

見，或個人對交易市易的看法，在得到銀行相關部門負責人的同意後，便可以向

香港交易所提出申請發行新的認股證。得到交易所批准，並繳付一次性申請費用

後，銀行就能夠向交易市場發行該認股證，在交易市場上進行買賣。發行者既要

付出金額作申請費用，亦要嚴守各種交易規則，而仍然願意積極參與發行和推廣

宣傳工作，可見扮演認股證莊家的角色所涉及的盈利對投資銀行具一定吸引力。

                                                      
3 香港交易所：莊家的責任及獎勵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dv_tradfinfo/mmo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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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銀行是莊家，他們擁有定價的自由。開出的買賣報價盤若果得到成交，銀行

就膁取了買賣盤的差價。而作為莊家角色，交易所亦可以免除其對每項交易所要

收取的印花稅（Stamp duty）。當然，由於交易市場上亦有由其他發行商發行的認

股證，所以各發行商之間亦涉及一定程度的競價情況出現。總而言之，對所有發

行商而言，認股證的交易越是頻繁，其獲利的可能性就會越高。故此，銀行對於

產品推廣及宣傳都不遺餘力，投入資金在各種媒體進行宣傳和包裝的工作。此外，

投資銀行有不同的部門負責市場研究，及進行其他非衍生產品的分析和交易工作。

透過各個部門的相互協作及訊息交流，他們較普通投資者擁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資

訊。在資訊不平等及財力懸殊的情況下，金融機構或莊家通常較個別投資者賺取

盈利能力高很多。 

 

認股證的消費 

根據香港交易所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發佈有關二零一一至一二年度衍生工具成

交調查報告顯示，
4
參與衍生工具交易的投資者類型包括有個別投資者，及各種

機構投資者等。當中個人投資者佔總數約百分之二十。機構投資者亦可以再細分

為海外及本地機構投資者，但在此不作詳細討論。仍然是以認股證為例，依據野

村證券網上資料，
5
投資者參與衍生工具交易的策略性原因，大約分為以下幾類： 

 

一、槓杆效果 

意即投資金額可得到以倍數的收益（或損失） 

 

二、釋放現金 

透過購買認股證，能夠以較低金額達到相等於購買正股股票的效果，於是有更多

現金以作其他投資之用。 

                                                      
4 Derivatives Market Transaction Survey 2011/12 
http://www.hkex.com.hk/eng/stat/research/Documents/DMTS2012.pdf 
5 http://www.nomurawarrants.com.hk/en/handbook/tutorial_e.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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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本投資： 

以本金所得的利息購買認股證，能夠保留本金之餘，亦能取得購買股票的效果。 

 

四、套戥： 

與保險概念相似購買認股證，以避免因股價大上大落而引致的可能損失。 

 

本文集中討論個人投資者，故對機構投資者之分析從略。 

 

根據香港交易所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公佈的一項對零售投資者調查（Retail Investor 

Survey）的報告所示，
6
於二零一一年間，香港大約有百分之二的成年人口（約十

二萬二千人）參與衍生工具投資，
7
較二零零九年的百分之一點三有所增加。交

易宗數（Transactions）的中位數（Median），亦由二零零九年間人均十宗，增加

至二零一一年人均十二宗；而全年合約交易（Contract volume）中位數，亦由二

十五上升至四十。於二零一一年間，有百分之六十九的衍生工具投資者透過網上

服務
8
進行交易，較二零零九年的百分之六十七比例相若。典型的衍生產品投資

者年齡約為四十歲，大多擁有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佔百分之五十二點四），月

入約港幣二萬二千五百元，每月家庭收入約港幣四萬五千元。
9
投資者的職業以

經理，行政人員及專業人士佔大多數。
10
這個研究以電話抽查方式進行，共有二

千二百九十二位受訪者參與，當中有五十六位乃衍生工具投資者。
11
報告當中提

醒，由於研究樣本數量小，故所得數據偏差度相對較大。然而，相信這報告大概

                                                      
6 http://www.hkex.com.hk/eng/stat/research/Documents/RIS2011.pdf, p.1 
7 同上, p.59. Derivatives investor 衍生工具投資者：指在調查過程中擁有衍生工具存貨者，或在調

查進行日過去 12 個月內曾進行衍生工具買賣活動者 
8 同上, p.59. Online derivatives trader 泛指經常或偶爾透過網上或其他電子媒介進行衍生工具買

賣者 
9 同上, p.9. 
10 同上, p.10 
11 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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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給予我們理解到底是哪種類型的投資者參與衍生工具或認股證產品的交易

活動。 

 

投資行為普及化 

政府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推行強制性公積金制度（簡稱強積金，英文簡稱為

MPF），
12
本港所有在職人士及僱主，每月都要向僱員的強積金戶口供款，而當中

政府沒有責任參與供款，只透過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13
協助統籌相關事宜。

強積金的設立，標誌著政府不再擔起市民退休之後的社會養老之責任，並將這個

責任推諉給個人。相較於幾十年前，長輩們還在提醒他們的下一代儲蓄的重要性，

要有穏定生活，就應該要養成儲蓄的好習慣。時至今日，純粹儲蓄已經不足以能

夠得到穏定生活的保障，甚至被人說成是思想落後和不明智的舉動。存款到銀行，

經常有職員向你介紹投資產品；走在街上，到處可見各種投資宣傳品；開啟電視，

財經節目多不勝數；就算是朋友同儕間，日常話題亦離不開投資投機；就算是普

通一名受薪僱員，都因為須供款於強積金而被逼參與投資活動。在香港這個｢人

要靠自己，不要靠政府｣的社會統識（Hegemony）下，各種投資話語在社會不同

時間及空間相繼出現。人們一方面被逼參與投資的活動，另一方面亦漸漸認同投

資是一種妥善理財的個人責任。人們在這樣的一種社會氛圍下，參與投資已經成

為人們日常生活正常不過的一部分。 

 

從投資者群的分佈透視社會脈絡 

依據以年齡劃分的數據分析顯示，
14
以投資衍生工具（這裏以認股證作比較）的

投資者年齡分佈為例，二十至二十九歲的投資者投資於衍生工具者佔總人數百分

之七點八。三十至三十九歲的投資者，數字顯著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三點一。而四

十至六十歲的投資者，亦保持約兩成的數目比例。及至六十歲或以上，則下降至

                                                      
12 http://www.mpfa.org.hk/tch/mpf_system/background/index.jsp 
13 http://www.mpfa.org.hk/tch/mpfa/scopes_of_work/mission_and_role/index.jsp 
14 同上, p.11, Tab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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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一點八。 

 

 

（圖片由作者提供） 

 

若配合香港的個人或家庭生活作脈絡作分析，其實亦可見端倪。普遍的大專生大

約於二十多歲畢業，而工作首十年，通常的工資不高，儲蓄亦未有顯著增長。約

三十歲左右，收入跟儲蓄開始達到一定水平。這年齡層的年青人，亦開始相繼結

婚及生育。由於生活空間擠迫，加上家庭及社會的壓力，認為結婚後應該要自置

物業，很多新婚夫婦亦相繼向銀行進行按揭置業。然而，香港自二零零八年金融

海嘯後開始，樓房價格不斷上升，對於普羅市民來說，一間中小型住宅單位每月

供款佔去家庭入息一個不低的比例，更動軋要供款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對於這

個年齡層的普遍置業者來說，經濟壓力實在不輕。此外，日常生活的開支在過去

數年漸趨上升，消費物價指數連續六年錄得上升，而二零一一及二零一二年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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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分別高達五點三及四點一的指數升幅。
15
政府亦沒有為市民提供任何退休保障，

人們都要積極地為自己退休生活及醫療開支作計劃打算。而這類投資者，普遍擁

有大專或以上程度的學歷，很多亦是專業人士或行政人員，是社會上屬於精英一

群，擁有一定的收入水平，社會援助更是沒有他們份兒。再者，社會對領綜援人

士的標籤化和污名化，對個人依靠政府援助缺乏理解，既不表同情，甚至表示反

感，這亦令需要援助者卻步。各種不同的社會氣氛和壓力，缺乏其他出路

（Alternatives）可供選擇的情況下，影響著人們當下的政治和經濟參與的決定，

亦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和心理質素。當人們對將來生活環境的想像充滿危機感，對

物質和金錢（及通常是跟物質和金錢相輔相承的權力）的不斷追求亦由此而生。

努力工作已經不能提供有效的保證，參與投資或投機活動於是成為其中一種可能

的選擇──透過｢搵快錢｣獲取快而高回報，甚至期望一夜致富，以圖改善當下和

將來的生活環境。而到了六十歲退休年齡，對衍生工具的投資亦見大幅下降至約

一成，可能反映了由於退休後入息減少，投資者對於風險的承受能力下降的考慮

有關。 

 

認股證及衍生產品的呈現 

由於認股證的投資較股票複雜，定價又涉及各種程式變項和計算，故此，銀行針

對於個別投資者，以能夠推廣認股證衍生產品及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於認股證，

投資銀行亦投入了資源，進行各種投資者的教育工作。各間投資銀行、交易所及

主流報章媒體等的網頁（見附錄一），很容易找到認股證的介紹資料、價格計算

的方式、投資的方式和配搭等，當然亦有提及投資認股證的風險等。投資銀行亦

製作各種影片，介紹及推廣其銀行所推出的認股證產品，或由其交易部分進行每

日點評及市場分析，
16
作為其銷售產品的一個媒介。 

 

                                                      
15 2012 年消費物價指數年報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0600022012AN12B0100.pdf 
16 例子見 UBS 網頁：http://warrants.ubs.com/ch/home_c.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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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各種電視或網上媒體中，看到很多西裝畢挺外貌嚴謹的｢專業｣投資｢專家｣，

滔滔不絕地進行各種專業的理財投資分析。他們透過使用各種專業而艱深的術語

（Jargon），以及各種數據、圖表及方程式等，配合著他們的｢權威｣的外觀和談吐，

向觀眾呈現對投資產品及投資行為的某種價值和觀感。跟股票不同，認股證（或

其他各種衍生工具）給人一種較｢專業｣的投資產品的感覺──它的價格是以複雜

的數學程式和各種變項，透過高效能電腦精密地計算而來；它的槓桿特性使投資

金額低而潛在回報高；它複雜的回報結構給表述成貼近不同投資者的投資要求等。

各個參與衍生工具交易活動的單位（包括各種媒體中介），有意或無意地混淆了

投資跟投機（即賭博）的分野；加上各種對衍生工具產品的理性包裝和財經及經

濟論述，賭博工具給呈現成為科學而理性的投資產品，博彩行為給呈現為理性和

合理的投資活動；強化和增加了衍生工具作為投資產品的認受性和吸引力。 

 

結語 

以上我們透過分析認股證的生產、消費及呈現的過程，配合政府法例的結構性的

規範，及社會氛圍和論述之下的社會規範，嘗試了解在香港的社會脈絡下，認股

證得以成為香港交易所成交量經常排列在前三位的金融投資產品的可能原因。誠

然，在以上對社會規範的分析，背後揭示了人們為何有想的博彩式的心態。本文

最重要的目的，除了透過運用如文化迴路的分析角度解釋認股證為何會如此受歡

迎之外，其實更重要的，就是想提醒我們到底是生活在怎樣的社會脈絡之下，了

解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看似是理所當然的事物，其實亦有其非必然性。我們進

而便要反思，這各種的事物如何成為｢理所當然｣的原因，及對其涉及的各種問題

進行更深刻的思考，和尋找改變的可能性及方法。 

 

附錄一 

有關投資者教育（認股證）的網頁： 

香港交易所FAQ：http://www.hkex.com.hk/eng/global/faq/warran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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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香港（CS）：http://warrants-hk.credit-suisse.com/warrants_tutorial_1_c.html 

法興（SocGen）：http://hk.warrants.com/home4/basic/handbook01_c.html 

法國巴黎銀行（BNP）：

http://www.bnpwarrant.com/ch/landing_c.cgi#edu_warrant/q/page=1 

香港滙豐銀行

（HSBC）：http://www.warrants.hsbc.com.hk/cgi/education/warrants_handbook.cgi 

瑞銀（UBS）：http://warrants.ubs.com/home/html/warrants_c.html 

野村證券：http://www.nomurawarrants.com.hk/en/handbook/tutorial_e.cgi 

香港交易

所：http://www.hkex.com.hk/eng/prod/secprod/dwrc/Documents/info_sheet_eng.pdf 

投資者教育中

心：http://www.hkiec.hk/iec/en/html/section/investment/products/warrants/basics/basics.ht

ml 

etnet經濟通：http://www.etnet.com.hk/www/tc/warrants/education_benny.php 

明報財經網：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stockwarrantm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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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為何會掀起單車熱潮？ 

趙智勳 

。 

（圖片來源：http://www.runrungotravel.com/?p=7720） 

引言 

近年香港掀起了一股單車熱潮。首先，在主流報紙雜誌上愈來愈多有關單車的介

紹，如假日單車旅行的好去處、利用單車實踐環保和健康生活、駕駛單車的安全

知識等，可謂目不睱給。此外，介紹各種主流和非主流單車的潮流雜誌或專書，

也開始出現在便利店內，而不再只出現在單車專賣店之內，證明單車在香港這個

都市中委實越見普及。再者，租用單車假日出遊的人愈來愈多。一旦天氣放晴，

香港幾條熱門的單車路線上便充斥了不少騎單車的人，絡繹不絕。騎單車成為一

種時尚，甚至連雄霸香港商場的領匯也分一杯羹，夥拍著名單車品牌 Strida 免費

提供單車出租，不讓街頭單車舖獨領風騷。然而，這種潮流為甚麼會掀起呢？單

車被發明了一百五十至二百年，它的全球數量是汽車的雙倍，但以前在香港並未

被廣泛應用，充其量只是年輕人的一種消閒活動。為何近年會被重新認識似地成

為進入群眾的焦點，搖身一變成為時尚潮流？這個熱潮，又能怎樣側寫出目下的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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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的單車熱潮是何時開始的？ 

香港的單車熱潮是何時開始？這個問題，不容易得出確切的結論，除了因為香港

一向有單車活動以外，亦因為「熱潮」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並沒有特定的界線。

可是，如果我們接受「熱潮」是一個與談論度和人氣等有關的概念，也許我們可

以從網絡使用習慣找到單車興起的一些端倪。在谷歌搜尋器的分析工具谷歌趨勢

（Google trends）中，如在香港搜尋「單車」這詞語相對於整體的搜尋量的頻密

度的話，由二零零四年（谷歌趨勢分析工具的最早年份）直到二零零九年，一直

是徘徊在普通水平，沒有什麼明顯趨勢。但自二零零九年之後，「單車」這個搜

尋字的頻率就離開之前徘徊的水平，開始穩步上升，直到今天仍然持續上飆升（按

圖表一）。

 

（圖表一：圖片由作者提供） 

 

或許有人會質疑這是全球趨勢，而非香港獨有。但是，如果我們再用谷歌趨勢分

析世界各地對單車的搜尋行為如“bike”,“cycling”,“bicycle”,“bisiklet”（土

耳其語）,“bici”（西班牙語）,“das Fahrrad”（德語）等詞彙的時候，除了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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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牙語“bicicleta”的搜尋字，在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自二零零九年出現升勢；

土耳其語“bisiklet”和西班牙語“bici”出現自二零零四年起的穩定但輕微的升

勢之外，其餘地區都只是出現強烈的年度週期性，而沒有向上的趨勢（見圖表二、

圖表三、圖表四、圖表五）。

 

（圖表二：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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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三：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表四：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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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五：圖片由作者提供） 

由此可見，概括來說，全世界唯獨是香港、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這三個地方的

人，在二零零九年起集體開始對單車冒起濃厚的興趣（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的

單車熱，也許都值得查考，但本文只針對香港而論，所以暫不贅言）。 

二、各種單車熱的解釋 

香港單車熱潮出現的原因不一而足，但大概有幾個說法。 

第一個說法是香港的單車風潮是由台灣傳入的。這在時間上的確有吻合之處。在

二零零七年，台灣有一套叫做《練習曲》的電影在台灣大賣，環島單車遊（即沿

台灣海岸線繞行一周）風頭一時無兩，帶動了單車熱潮，單車的銷售大量增加，

單車零售店遍佈街上，台灣人人都嚷著要來個環島旅遊，好不熱鬧。台灣和香港

地理上接近，語言和文化上都會互相影響。所以，台灣單車風氣影響遍及香港也

未嘗沒有道理。此外，在時間上，「單車」一詞在台灣和香港的搜尋趨勢亦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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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這說法（參圖表六）。

 

（圖表六：圖片由作者提供） 

可是，較難理解的是，台灣的單車熱潮在二零一一年年後有退卻的跡象，台灣的

單車零售在二零一二年更出現萎縮；但反觀香港的單車熱潮看來並沒有跟隨台灣

消退，反而繼續加強。這說明香港即使有台灣單車熱的推動出現潮流，但應該還

有其他的因素促使單車熱潮繼續發展。 

另一個說法則是與金融海嘯有關。二零零八年的的一場人為的金融災難，捲走了

無數人的畢生積蓄，打亂人大部分人的人生計劃，令人們不得不反思過去生活方

式，重拾簡單可持續的生活。而單車運動形象健康、環保，很自然成為當然之選。

可是，這個說法除了與時間吻合之外，並沒有其他佐證。同時，這說法也不能解

釋為何在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橫掃全球之後，唯獨香港和南美洲出現了單車熱，

而在其他地方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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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說法，同時也許是坊間最普遍的說法，就是由近年香港單車代表隊在國際

賽事中屢創佳績使然。而事實上，不單政府公關的主流論述是如此，不少長期推

動單車運動的人也認同，熱潮是這樣由上而下出現的。 

筆者在一間頗具規模的單車店和一位香港單車代表隊退役成員進行訪談（該店的

不少員工，包括兩位店主都是退役單車隊員或機械師）。他認為近日出現的單車

熱潮，主要是因為香港單車代表隊自從有了被稱為「亞洲車神」的黄金寶的成功

後，吸引了一批年輕新晉加入。他們各有潛力，有力衝擊各個國際賽事，亦經常

得到好成績而被傳媒報導。尤其是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奧運）

和二零一零年亞洲運動會（簡稱亞運），香港車隊成績彪炳，媒體大肆報道，將

有關香港單車隊的輿論推至新的高峰。香港單車隊取得成就後，政府亦開始投放

資源支持本地單車運動，包括動工興建和連接全港單車徑，聘請顧問研究在香港

應如何推廣單車運動等等。以上一連串的互動，造成了今日香港的出現單車熱

潮。 

但是，事情是否真的如此理所當然呢？翻查記錄，黃金寶早在九十年代中就已經

成名；他在一九九四年亞運會得殿軍，一九九五年在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得到冠軍，

自一九九四年之後更不斷代表香港出席亞運和奧運會。其職業賽高峰要算是二零

零七年，在西班牙馬略卡舉行的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的十五公里捕捉賽奪得冠軍，

成為在最高級別比賽的冠軍得主，並獲頒世界單車運動員的最高榮譽「彩虹戰衣」。

反觀單車熱潮剛興起的近五年，儘管香港單車隊人強馬壯，屢獲殊榮，但總體上

應仍未及黃金寶一人之前所得的成就。如果彪炳戰績可以引動全港性的單車熱潮，

那熱漸應該在更早時間出現，而不是二零零九年後。 

另外，回顧過往九年的新聞報道，有關職業級單車賽事的新聞，也和單車隊的成

就沒有明顯聯繫。如利用慧科新聞搜尋，自二零零四年自今，有「單車賽」一詞

的新聞數量雖有升有跌，但基本持平，只有在二零一二年才明顯增加（參圖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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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單車」這個較概括詞語的新聞數量，自二零零四年起卻是穩定上升，和谷

歌趨勢的反映某程度上是吻合的（參圖表八）。所以，以香港單車隊成就、媒體

轉載，以及政府推廣宣傳為由的說法，依然未能充分解釋單車熱潮的出現。

（圖表七：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表八：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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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來，以上三個說法都各有不足之處，如要理解香港單車熱潮的真正成因，

必須先分析現行香港流行使用的單車。首先，在香港，參與競速類單車運動的群

體其實一直存在，只是為數不多；而近年，參與其中的人數雖然的確明顯增加，

願意斥資購置昂貴單車裝備的市民也愈來愈多。可是，當大家走進新界就不難發

現，真正推動單車成為一個潮流的，並非使用高性能競賽車的競速類單車運動群

體，而是使用摺合式單車（香港口語稱之為「摺車」，台灣則讀寫為「小摺」）

作所謂“Urban biking”優閒運動的群體。筆者雖未能找到香港不同種類的單車的

使用的可靠數據，但按平日的觀察，筆者大膽估計小摺在香港的滲透率，肯定以

倍計遠超於其他類別的單車。小摺的大量應用，可說是和近年的單車熱，密不可

分。這個現象又反映了什麼呢？ 

三、摺合式單車的興起：作為對抗現今城市文化的手段 

小摺相對於公路車和其他類型的單車，算是新興車種，在近十年才可說是真正流

行。小摺的最大特點在於當閒置不用的時候，車身的特別設計容許用家可以把整

架單車摺疊起來，以節省空間。可是，小摺之前並不流行，除了因為車身設計較

為複雜，所以相對較易損壞，而款式也較少而且價格較為昂貴之外，更重要的是，

為了達到摺疊的效果，小摺在設計上被迫要大大犧牲騎乘舒適度、速度、可操控

性、路面適應力等十分重要的單車性能。結果各種因素影響下，小摺一直是單車

人士的次選。 

但是在近年情況有所轉變。受惠於技術的改善和內地的廉價勞動力，小摺在設計、

質量和價錢上，近年都得到顯著的進步。今時今日，一架低價位（港幣一千以下）

的小摺，已經可以配有高性能的碟式制動系統和轉速裝置，中價位的小摺甚至可

配備前後避震和低風阻輪徑輻條，整體性能已經較以前大幅提升。所以，一架有

品牌的低價位小摺，在性價比上已經和一般爬山單車看齊。加上小摺款式、外型

和價格類別愈來愈多，這對不是追求終極速度的使用者來說，平添額外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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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香港人的居住環境普遍較為狹小，人均居住面積只有一百四十五平方呎（立

法會，二零一三），能擺放單車的空間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屋苑都是多層大廈，

出入需要使用升降機。一般人使用正常尺寸的單車在屋苑擺放和出入，會造成很

大的不便。所以，如果人們生活在香港，但想自己擁有一部單車的話，小摺「節

省擺放空間」這個優點，令購置單車的機會成本大大降低，即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四、摺合式單車的興起：“Urban biking”單車文化 

小摺單車的使用者都知道：縱然小摺性能雖已大幅改善，但相對於傳統公路車和

爬山單車，不論終速、路面適應力、反應速度等各方面，還是有一段距離。可是，

愈來愈多香港人購買單車，不少人卻是選擇小摺而不是傳統單車，可見小摺能節

省擺放空間這優點，足可彌補騎乘性能的不足。換句話說，愈來愈多購置單車的

人，不再看重單車性能，而是看重擁有一架單車所帶來的其他可能性。（而單車

性能則正是競賽運動決定性的一環。所以，從邏輯上反證了大部分人購置單車其

實都不是打算參與競賽運動） 

但那「可能性」又是什麼呢？ 

在此，筆者試用文化經濟的角度探討這種可能性。單車是一種集技術和文化於一

身的“techno-cultural artifact”，當它被購買、被擁有和被使用的同時，也改變了

使用者和使用者身處的群體。當人們決定要擁有一架小摺的時候開始，他就開始

思考怎樣去使用單車，反之亦然。小摺和傳統單車不同，它不適合用作速度競賽

或克服複雜山徑的設計，這為使用者的想像預設了限制。但同一時間，小摺的便

攜性和減少了閒置時所需的擺放空間，又開拓出以前的單車用家所沒有，新的使

用模式。例如不少小摺使用者會於假日，攜著單車登上交通工具，到不同地方試

路。又因為小摺不適宜用作克服山徑，小摺使用者就自然會選擇一些風景怡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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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況較佳的地段來遊覽，特別是在城市內穿插，產生了一種新的，所謂“Urban 

biking”的使用模式。 

“Urban biking”不是傳統意義的單車運動，參與者不一定會汗流浹背，也未必一

定要全副裝備，非得使用有鎖踏設計的單車鞋和低風阻服裝才能出行。它其實較

為接近旅行，但是這種旅程不一定在郊外，而更多是在市區之內進行。任何一個

四肢健全的人，如果不下雨（其實下雨天也無不可），他只要拿起家中單車就可

以起行，而且時間彈性甚高，旅程可長可短，人數不限，既可以三五結伴，也可

以一人閒逛。行程目的不一而足，可以是市區遊歷，可以到平日不易去的小店吃

下午茶；也可以到郊外做運動，或是一小時騎車來回一趟沙田大埔，或是城市探

險，如到凌晨三點到日間車流不斷，晚上卻空無一人的中環街頭，預演「佔領中

環」。小摺這種獨特的優點和限制，改變了人們對單車的固有想像，令人對單車

的互動也隨之改變。所以在香港，由小摺而啟發的所謂“Urban biking”，所包含

的意義較傳統的單車運動更廣泛，更豐富，而且是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 

五、單車文化與城市空間政治 

 購置小摺的人，都很清楚它的優點和限制。在此意義上，使用者是主動的，是他

們選擇了小摺來成為他們的工具；但與此同時，因為小摺的特點，令使用它的人

明顯有別於其他單車使用者，而他們也因此有著與眾不同的單車文化和觀點，所

以小摺同時也改造了使用者，和其週遭的群體。小摺使用者不一定會是高強度運

動的熱衷愛好者，但卻隨時可以成為“Urban biking”的忠實擁護者。當他們會希

望閒來做點運動的時候，或純粹想四處逛逛，碰點新鮮事物，或是在網上尋覓知

音，分享一下上佳的旅遊路線，和街頭好吃、好玩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出

車」。結果，這種對單車運動有著新的理解的群體，漸漸成形。他們雖然背景迴

異，但都分享著某些同共的觀點，例如他們都普遍不滿政府對單車的路面配套不

足，令單車在市區行走時危機四伏；又例如他們對香港新型私人屋苑的「蛋糕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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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以建立大型內向式商場，來取消開放式街道的這種建築安排持否定態度

（例如大圍之前的單車公園，被收回後就興建了大型屋苑「名城」，並取消了原

有的單車路。不少單車通勤人士都對此十分反感）；又或者他們都對環保、低碳

的簡約生活有較明顯的追求等……小摺既是技術產品又是文化產品。按文化研究

學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講法，單車的文化和物

質面向互為表裡，構築了一種既擁有文化性的（culturalistic perspective）又同時有

物質性的（materialistic）的單車文化。  

另外，小摺的盛行，基本上和傳統單車不但並行不悖，而是相輔相成的。喜歡在

公路上或山上騎車的單車愛好者，同時都會擁有一架小摺放在家中，預備在適合

的情況下使用；反之也有些人因為擁有一架小摺而喜歡上單車，蠢蠢欲動並希望

有天也擁有一架公路單，在馬路上高速飛馳。所以，小摺既壯大了單車群體，更

使不同的單車群體連結起來。以往如競賽單車，花式單車等群體，由於人數稀少

而經常被忽略，連帶他們可以安全使用路面的法定權利都被漠視。這情況見諸每

逢有致命單車意外，輿論都有意無意傾向歸咎於單車本身的危險性，而輕視了向

汽車使用傾斜的道路設計，才是令單車使用者在路面行使危險重重的元兇。可是，

當小摺的盛行之後，情況就開始改變。以政治哲學學者穆芙（Chantal Mouffe）的

說法，「單車群體」一詞變成了一個「能指」（signifier），涵蓋了所有不同的

單車群體，如競賽運動、花式單車、假日的單車用家、追求時尚的單車用家等，

建立了一個政治上進行抗爭的陣線（frontier）。這群體原本的實力是微少的，但

當小摺使用者加入論述成為陣線的一分子後，為整個陣線帶來了量變，令單車群

體所鼓吹的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能重新進入人群視線，去挑戰現存的統識

（hegemony），如「汽車即等於文明」，「快就是好」，「發展經濟是硬道理，

阻慢經濟發展即是無理」等論述。 

六、以單車去建立的身份認同 

104



 

 高舉單車作為抗爭的符號的例子，在近年愈來愈多，規模也愈來愈大。例如一個

為悼念每年因為單車交通意外而喪生的全球性單車遊行“Ride of silence”，在香

港的參加人數由二零一零年（首次遊行）的三百六十一人，按年遞增至二零一三

年的一千三百二十五人，增加接近四倍。另外也有一些抗爭者把單車符號下所象

徵的低碳、環保生活，和其他的主張扣連起來（articulate），成為一個更大的陣

線，例如社會行動者龐一鳴選擇以單車來代替乘搭鐵路來「去挑戰地產霸權」，

以爭取媒體曝光的機會等。因為這些不同的抗爭，有關單車的論述，由純粹的「運

動」，漸漸蛻變成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帶有政治面向的文化。威廉士所說的 

“culture is whole way of life”，指的正是這種城市單車文化。 

小摺和小摺使用者互相影響， 產生出對單車一種新的認知，一種被稱為「慢活」

的生活文化；認同這種想法的人，會凝聚成為一個自覺對現有生活有所醒覺，和

別人不一樣（甚至和傳統單車用家都不同）的群體。使用小摺成為一個身份認同

的過程，開始會加入網上留言群組尋找志同道合的人，互相肯定他們的想法。筆

者訪談了一個叫「慢騎主義」的版主，詢問他成立面書（Facebook）專頁的原因

時，他說： 

「⋯⋯但感到這個城市對速度有一種莫明的崇拜，連帶對單車的玩法也是，一味衝

衝衝。所以我嘗試起一個群組，一來找一些同好，二來也想推廣一下「慢」的態

度，甚至希望大家將這種態度也帶到生活中。」 

結果，騎單車不再是一個人的活動，而是一個定義一個人屬於一個群體的一分子，

或是一種身份認同的過程。當他們在市中遊歷，或在同伴之間分享單車心得的時

候，群體的充權令他們也開始關注群體和自身的權益。他們會更加領會到香港城

市發展的內在矛盾，大型商場對街道的抹殺如何不利於單車使用者；交通法例的

不公平怎樣傷害了單車使用者的城市權利等等（如法例定義單車是交通工具，需

要遵守交通規則所施予的限制和接受違反交通法例時的罰則；但同時，在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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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文化上單車卻被要求應行駛在馬路側，較為危險的溝渠位置，而不能走在馬

路中間）。在有關公共交通的議題上，由於單車閒置時的不便，使他們和一些弱

勢的邊緣群體如傷健人士、輪椅人士有更多的交集，例如都需要額外的空間、斜

路、法律配套等。單車使用者本來通常都是健全人士，是城市設計者設計公共交

通系統時，所設想的主要使用群體。但是因為單車，使他們雖然是健全人士，卻

能感受傷健人士的需要，並和傷健人士連成一線爭取權益。 

結語 

筆者以為，香港的單車熱潮不會是由單一因素而促成的。運動員的成就，環保思

想的盛行，鄰近文化地區的影響，經濟波動令人反思現有生活方式等，都是推動

熱潮的動因。但小摺的改良和平民化，則肯定是適切配合了目下香港的獨特社會

脈絡，也引起了近年香港人因政經形勢影響下對香港潛藏的不滿，結果反映在人

們對小摺的熱衷之上。相信這個不斷壯大的城市單車群體，將會有助導引香港人

反省今天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所推動的城市發展模式，是否真的如金科玉律一般無

懈可擊──：圖片由作者提供還是剛好相反，純粹只是靠著歷史賦予的凌厲強勢，

去掩飾其知性上、學理上的粗糙和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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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愛且恨，邊看邊罵的電視節目︰《閃電傳真機》 

張雅琳 

 

（圖片來源：zh.wikipedia.org） 

前言 

「閃電，閃電傳真機……」這段電

視節目的聲帶對一眾八十後來說一

點也不陌生，它喚起了我們對兒童

節目的一些回憶。《閃電傳真機》

──由譚玉瑛姐姐掛帥，無線電視

節目史上最長壽的兒童節目，陪伴

過不少於屬於九十年代的孩子成長。

節目啟播的那一年，正好就是我這

位小觀眾上小學的一九八九年。從

小一到初中，接近十年間，家中就

只有外婆一人作為我的日間照顧者，

每天我也可以肆無忌憚地跟她一起

收看下午的電視節目。仍記得當時

外婆已年過七十，且目不識丁，她

誰家電視台的演員都不認識，但每 

 

次在電視上看到她口中的「老女」

──譚玉瑛和黎芷珊，她臉上都會

露出一絲笑容，然後道出他們的名

字來。可是隨著年月過去，升上高

小時的我並未有如外婆般熱愛《閃

電傳真機》及其主持人。每每在看

《閃電傳真機》的時候，我都不禁

會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是現在的

成年人弱智，還是他們都認為我們

這些小孩子是弱智的呢？」主持人

演出時的神態、硬裝出來的一副可

愛表情、刻意提高的聲調，再加上

放慢幾倍的語速，有時真的弄不清

楚到底他們是在扮演成年人眼中的

小孩、小孩子眼中的成年人，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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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儘管我對《閃電傳真機》

的內容有著諸多的不滿，但我仍然

跟香港大部分的無線電視觀眾一樣，

會繼續一邊駡，然後又一邊看，就

這樣的跟《閃電傳真機》一起度過

了一個快樂的童年。 

 

到底《閃電傳真機》的製作團隊是

如何構思，連我這個小學生也認為

有點幼稚的節目內容呢？與此同時，

我這個小觀眾又為何會願意花十年

的時間去收看一個自己不大滿意的

電視節目呢？本文嘗試引用史都華．

赫爾（Stuart Hall）的電視編碼、解

碼（Encoding／Decoding）理論來分

析無線電視的編碼過程，包括《閃

電傳真機》的節目製作團隊如何利

用知識架構、生產關係以及技術基

礎結構等因素編製訊息，以及作為

觀眾的我當時所持有的解碼立場。

本文亦會透過電視流程（Flow）理

論探討對《閃電傳真機》充斥著不

滿的我，最後仍然會選擇坐在電視

機前收看的原因。 

 

 

 

為何如此「幼稚」︰從《閃電傳真

機》的編碼流程說起 

由無線電視資訊文教科所製作的兒

童節目《閃電傳真機》於一九八九

年九月十一日開始接替八十年代的

《肆叁零穿梭機》，直至千禧年前

的最後一天，方被《至叻小人類》

所取代。《閃電傳真機》一直被安

排於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時至五

時播出，為了讓當年就讀下午校的

小學生能夠有機會看到此節目，

《閃電傳真機》秉承了《肆叁零穿

梭機》的傳統，會於翌日的早上進

行節目重播。這個代表著九十年代

的兒童節目製造過不少教人印象深

刻的環節，當中包括被唱到街知巷

聞的主題歌曲，如《Auntie烏卒卒》

和《叉燒包與漢堡包 》，另外還有

《殭屍爺孫 》、《古怪家庭 》、《

鼠洞 》，還有較後期的 《認字特警》

等。節目除了包含由節目主持人主

演的短劇外，亦包括一些邀請兒童

前來參與的遊戲環節，例如 《魔域

傳說 》以及《衝出原始島》等，而

《香港指南Jump》、《跳跳紮紮遊

香港》等環節則嘗試走出錄影廠，

介紹香港的不同景點。而其中一個

環節──《校園智多星》，主持人

會突然出現在不同學校的大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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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問時事常識問題，只要他們

每答對一題就可以獲得一份獎品，

本人認為此環節則較為有趣以及實

際。《閃電傳真機》另一個傳統就

是節目內會播放約半小時的日本動

畫，這個才是最能吸引到作為觀眾

的我收看的主要原因。 

 

史都華·赫爾在其《編碼，解碼》一

文中指出，生產建構了信息，作為

節目生產者的電視台運用他們的資

源及技術編製不同的符碼，再透過

電視將訊息傳遞給觀眾。電視節目

生產者在製作電視過程中，必須牽

涉到廣播的制度結構、其實踐的生

產網絡、它們構成的關係和技術基

礎結構。他們所生產的節目其實亦

完全由意義和思想架構而成，即應

用中的知識，當中包括了生產的日

常程序、歷史界定了的生產技術、

職業觀念、制度知識、定義設想以

及對觀眾設想等。
1
套用到《閃電傳

真機》這個節目，通訊事務管理局

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

準》中附表一，
2
兒童節目條款七點

                                                           
1 P124, “Encoding/Decoding.”, Stuart Hall in 
“Popular Cultur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dited by Harrington and 
Bielb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6 
2P4，《通訊事務管理局於二零一三年二月

處理的投訴》回應，http://www.coms-

一的規定，在符合通訊局發出的任

何指示下，持牌人須提供： 

一、兩個兒童節目時段，最低的要

求為： 

(i) 中英文台每天須在下午四

時至七時的時段內，播放一小時三

十分的兒童節目；  

(ii) 中英文台每天須在上午九

時至下午七時的時段內，播放三十

分鐘的兒童節目；以及  

二、中文台每天須在下午四時至七

時的時段內，播放最少三十分鐘完

全源自香港的兒童節目。  

對於兒童節目的定義，守則中的附

件〈節目類型的定義〉
3
作出了以下

的闡釋︰ 

一、特別為十五歲或以下不同年齡

組別兒童而設的節目；  

二、滿足兒童的特別需要的節目；  

三、容易為兒童明白或欣賞的節目；

以及  

                                                                             
auth.hk/filemanager/listarticle/tc/upload/318
/20130228ca_tc.pdf 
3P45，通訊事務管理局的《電視通用業務守

則–節目標準》，http://www.coms-
auth.hk/filemanager/common/policies_regula
tions/cop/code_tvprog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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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助兒童在社交、情緒、智力

或身體方面發展的節目。 

 

除此以外，正文第七章〈保護兒

童〉
4
亦對持牌的免費電視台作出了

以下的指引︰ 

一、 不尊重法律和公安、長輩、良

好道德觀念及健康生活的情節，絕

不應播映。  

二、兒童節目應該是健康有益的節

目。大體而言，這類節目應該增進

兒童對四周事物的認識，鼓勵他們

養成閱讀求知的習慣，培養他們對

體育和各種嗜好的積極興趣，並促

進他們對精神和道德價值的了解。  

 

作為本港其中一個擁有免費電視牌

照的電視台，無線電視當然要嚴格

遵守通訊事務管理局的節目指引。

不管製作團隊願意與否，他們都一

定要為孩子提供自家創作的兒童節

目，而且內容還要非常益智，既要

培養他們對學習、閱讀、運動以及

參與不同課外活動的興趣，亦要增

進他們的情緒智商、以及對道德價

                                                           
4 P22，通訊事務管理局的《電視通用業務

守則–節目標準》，http://www.coms-
auth.hk/filemanager/common/policies_regula
tions/cop/code_tvprog_c.pdf 

值的了解。對一個每天播放時間只

有兩小時的兒童節目時段來說，這

樣的要求實在比小學及初中的學校

課程更為嚴格。結果這個被規範的

本地兒童節目《閃電傳真機》就需

要東拼西湊，透過不同的環節滿足

制度上的要求。例如為人熟識的環

節《Auntie烏卒卒》，就是一個以主

持譚玉瑛所飾演的吉卜賽占卜師

「烏卒卒」尋找水晶球而引發的故

事，主要是教授觀眾英語，而由李

天翔所扮演的「認字特警」，則讓

觀眾能夠分辨到不同的中文正字以

及錯別字。在培養兒童閱讀興趣方

面，《閃電傳真機》團隊亦製作了

一個名為《Lulu趣Book Book》的環

節，由精通法術的Lulu姐姐（由蓋世

寶所飾演）為大家介紹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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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左圖為《 Auntie 烏卒卒》中圖為《認字特警》                                  

右圖為《Lulu趣Book Book》） 

 

除了學術知識外，節目內容亦要做

到動靜俱備，由黃智賢和梁詠琳所

主持的《波鞋小靈精》是一個負責

介紹不同種類運動的環節。我們需

要培育兒童的興趣，當然不只是運

動，因此在《一家才藝Kid Kid 地》

環節中，每集都會邀請不同的家庭

作才藝表演。另一環節《齊來展所

長》亦起了異曲同工之作用。另外，

通訊事務管理局亦要求兒童節目內

容須增進兒童對四周事物的認識，

因此創作團隊又製作了《傳真通訊

社》、《古怪家庭》等短劇讓觀眾

得知世界各地的趣聞及資訊。而女

星朱茵有份參演的《鼠洞》則肩負

起道德教育的責任。 

 

  

（圖片由作者提供：《一家才藝Kid Kid 地》） 

 

就這樣，廣播制度以及牌照要求建

構了編制符碼者的所思所想。史都

華·赫爾提到電視節目生產者會以知

識架構進行編碼，要製作上述所提

及到各個包含不同學術及增進兒童

知識領域的環節，《閃電傳真機》

的創作人員必然具備一定的學術知

識，包括對小學及初中程度的語文、

科學知識、兒童及青少年讀物、時

事常識、社區資源，甚或兒童心理

學等有所掌握，方能使他們編製出

一個蘊含大量符碼的兒童節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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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識架構，《閃電傳真機》的製

作團隊當時需要利用到技術結構基

礎進行編碼，九十年代雖然並未採

用高清攝錄及製作，但要讓一個節

目成功傳送到每家每戶觀眾的電視

機前，攝影、錄音、數據傳送等器

材絕對是重要的技術條件。 

 

最後，生產關係亦是史都華·赫爾所

提到的另一編碼過程中，不可或缺

的關鍵。作為免費電視台的無線電

視，必須遵從影響其營運權的通訊

事務管理局，創作一系列符合條例

要求的內容，創作團隊同時亦要盡

力製作出容易讓兒童明白及欣賞的

節目，節目監製嘗試對「容易為兒

童所明白」的內容定義進行設想，

除了節目本身的內容，主持人的演

繹手法亦是一個關鍵因素。在生產

的關係中，通訊事務管理局控制了

牌照發放這個非常重要的生產資源，

作為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資訊文教科

的主管，當然會下令《閃電傳真機》

節目監製嚴格遵從上文所提及到的

指引。要讓幼稚園到初中的學生都

能夠對節目有所理解，監製以及導

演設法把他們的生產工具―─節目

主持人調較成為一部用字淺白的說

話機器，語調要有抑揚頓挫，語速

亦需要比一般成年人緩慢。簡單來

說他們就像一個幼稚園或小學老師，

或他們所使用的媒體教材般，因為

這樣就一定能夠確保節目能夠符合

容易明白的要求。 

 

以《Lulu趣Book Book》這個節目環

節為例，
5
其中一集是由主持人蓋世

寶介紹書籍《第一次養小狗》，除

了Lulu姐姐外，環節還安排了一位童

星參與演出，與觀眾年紀相若的演

員普遍被認為較容易被觀眾所接受，

貼近兒童生活的內容亦被理解為較

容易讓兒童投入。因此《閃電傳真

機》不少的環節都會加入小孩子的

角色，我曾經訪問過於電視台參與

節目製作的朋友，他告訴我香港電

視製作一直面對著缺乏童星的問題，

加上電視台必須配合法例對兒童演

員的工時有所限制，以及遷就他們

的上課時間，而製作人員同又要花

較多的時間去指導他們進行演出，

故電視台亦會安排主持扮演兒童的

角色。 

                                                           
5 《閃電傳真機：Lulu 趣 Book Boo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Hz1xq9L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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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以上圖片取自其中一集的《Lulu趣

Book Book》，《閃電傳真機》主持

鄧健泓飾演《第一次養小狗》這本

圖書的主角明仔，主持人Lulu利用魔

法將他從書本中帶到現實世界，先

看明仔的一身衣著打扮，紅色襯衣

配上黑色短褲，再加上一條黑白色

吊帶，吊帶加上短褲的造型彷彿是

小朋友的象徵，勾起觀眾過往從兒

童圖書中看到小孩畫像的經驗。而

鄧健泓說話所用的聲線和動作亦刻

意模仿小朋友，除了把每句的尾音

拖長，更會做出用拳頭拍打靠墊撒

嬌的舉動，好讓觀眾相信他飾演的

明仔的確是一名小孩子。 

 

 

 

除了童星李芷青和鄧健泓所飾演的

明仔是與觀眾年齡相近的小孩子，

製作團隊亦嘗試把主持人蓋世寶塑

造成為一位親和、與一般成年人有

所不同，而且孩子氣的大姐姐。我

嘗試透過符號學理論去分析在《Lulu

趣Book Book》中，製造團隊於蓋世

寶身上所編制的符碼。觀眾從電視

中所看到的畫面是一個以高高的馬

尾、格仔襯衣、牛仔布料的吊帶工

人短褲作為打扮的節目主持人，再

加上所聽到童星芷青以姐姐作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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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稱呼，以及開始與蓋世寶所展

開的對話，這些都是節目的一些符

號 具 （ signifier ） ， 而 其 符 號 意

（signified）則是與小朋友年紀相近，

而且性格活潑開朗的主持人正與小

朋友傾談。當鏡頭前的小朋友滔滔

不絕地分享自己飼養寵物的經驗時，

Lulu姐姐不時會點回應並且加以稱讚，

例如「你真的很疼牠啊！」又或是

反過來向小朋友問一些問題，如

「牠懂得做甚麼動作呢？」，其明

示意（denotation）便是主持人Lulu姐

姐與小朋友談得非常投契，二人相

處融洽，小朋友亦樂於將生活上的

事情與這位主持姐姐分享。這就是

巴特的神話學所指出的第一層次。

環節內小朋友與Lulu姐姐輕鬆地分享

飼養寵物的經驗，而Lulu姐姐樂於聆

聽，並且透過施展魔法，將故事人

物變出現實世界，再向她分享《第

一次養小狗》這本有關飼養寵物的

圖 書 ， 這 些 畫 面 的 隱 含 意

（connotation）則是節目內的主持人

非常親切友善，與小朋友距離相當

接近，而且跟一般的成年人有所不

同，他們樂意與小朋友彼此分享，

而且可以為孩子帶來一些正面的訊

息，兒童只要收看節目，就能夠獲

有有益健康的知識。《閃電傳真機》

向觀眾傳遞這樣的訊息，使兒童觀

眾更能夠將節目與其生活有所連繫，

目的當然是要滿足「容易為兒童明

白或欣賞」的要求。 

 

 

（圖片由作者提供） 

 

《閃電傳真機》大部分的內容都將

主持人刻劃成對小朋友親切友善，

喜愛與小孩子相處的形象，即使他

們其實並不喜歡小孩，但在生產的

關係中，作為員工的節目主持人不

得不遵從監製及導演的指令進行演

出，在鏡頭前化身成充滿愛心的哥

哥姐姐。而譚玉瑛姐姐可說是當中

的表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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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譚玉瑛仍然緊守崗位，雖然

曾拍過劇集，但她總會回來繼續

做兒童節目的『譚玉瑛姐姐』，

但最搞笑是有指她不喜歡小朋友，

昨日她幽默地說：『有聽過，係

我講嘅！我唔係唔鍾意小朋友，

只係唔特別鍾意，有啲人見到小

朋友會攬會錫，我就唔會。』」
6
 

 

眾所周知，譚玉瑛姐姐並不喜歡小

朋友，她在接受報章訪問時亦對此

直認不諱。但在《閃電傳真機》節

目中的譚玉瑛姐姐卻表現得對小孩

子關愛非常，甚至會主動親近孩子。

可見這些都是在生產關係中她為節

目所作出的配合。一直以來，兒童

節目（包括《閃電傳真機》）的監

製都會從無線電視所舉辦的藝員訓

練班中，挑選合適的畢業生加入節

目，這些電視生力軍除了年紀較輕，

能夠拉近與兒童觀眾的距離外，作

為新人的主持們在生產關係中的談

判籌碼亦相對較低，監製較容易按

照自己的意思指示主持執行演出，

編製一系列的符碼。 

                                                           
6〈譚玉瑛姐姐湊細路 30 年破紀錄〉，

《蘋果日報》，2012 年 4 月 26 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entertain
ment/art/20120426/16281653 

 

回顧既愛且恨的閱讀立場︰論協調

解碼 

當《閃電傳真機》製作團隊完成了

編碼的程序，例如以上文的《Lulu趣

Book Book》環節為例，該環節希望

向觀眾帶出主持人親切友善，及鼓

勵小朋友多閱讀、對飼養寵物負責

任的訊息。又或是另一環節《一家

才藝Kid Kid 地》帶出了親子活動的

重要性，及鼓勵小孩發展不同潛能

的訊息。當生產者的編碼過程完成，

訊息意義被注入電視話語當中，此

時的電視作品就會變成一個開放，

而且具多重意義的話語系統。《閃

電傳真機》透過電視機傳送到觀眾

的眼中，電視話語意義的生產和傳

播在流通過程中亦正式進入到最後

一個階段，便是由觀察到解碼的階

段。史都華•赫爾在《編碼，解碼》

中提出了觀眾在接受電視節目符碼

時，會出現的三種解碼方式。第一

種是主導──霸權立場 （Dominant 

– hegemonic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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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viewer takes the connoted 

meaning from, say, a television newscast 

or current affairs programme full and 

straight, and decodes the message in 

terms of the reference code in which it 

has been encoded, we might say that the 

viewer operating inside the dominant 

code.”
7
 

 

主導──霸權立場即是觀眾的解碼

立場完全依據編碼者，即電視生產

者的編碼立場解碼。在《閃電傳真

機》中，部分觀眾會深受節目主持

人的影響，認為他們均是喜歡孩子，

並使他們獲益良多的「哥哥姐姐」，

而且亦會將他們所教授的知識內容，

應用到日常的生活中，甚至參與他

們的互動環節。 

 

透過查閱Yotube上有關《Lulu趣Book 

Book》的觀眾評語，
8
我們可以找到

不少對節目主持人支持的觀眾： 

 

- 「lulu趣bookbook啊~~~~~舊時我

好LIKE蓋世寶」 

- 「WA...LULU姐姐呀…」 

                                                           
7   P130, Hall, Stuart (1996) 
“Encoding/Decoding.” In Harrington and 
Bielby,1986 
8 《Lulu 趣 Book Book》，《閃電傳真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Hz1xq9L
eI  

- 「hhahaahah look at patrick tang rofl 

（ 即 Rolling On (The) Floor 

Laughing） good video, bump !!」 

 

由於資料的局限，我們嘗試推算他

們均認同昔日節目為主持人所解立

的形象。另外，透過與一些朋友的

交談中，我亦發現了他們的孩童年

代也是《閃電傳真機》的「忠實粉

絲」，他們都認同《閃電傳真機》

是一個益智而充滿樂趣的節目。除

此以外，我們亦可以從一些討論區

中，找到一些昔日觀眾對節目的正

面評價： 

 

- 「除左閃電傳真機 D卡通片好睇

之外，當時D遊戲節目都好令人

回味，記得有一個叫速戰速決三

百秒，主持人會扮D人物話被壞

人捉左，要D參賽者去救，救唔

到火山會爆，主持人就成身火山

灰。」
9
 

- 「我就懷念《閃電傳真機》同

《至Net小人類》時代。幼稚園

同小學果時一返到屋企一定會叫

屋企人開電視睇。果時《閃電傳

                                                           
9 「[翡翠台] 大家懷念「430 穿梭機」時代、

「閃電傳真機」時代定「至 Net 小人類」

時代多 D...?」，香港討論區，

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
id=21070369&extra=&pag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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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機》同《至Net小人類》裏面D

節目同動畫都非常好睇。仲有

《閃電傳真機》同《至Net小人

類》時代D兒歌真係首首都咁好

聽，尤其是《閃電傳真機》既

《烏卒卒》呢個環節真係好懷念。

相比而家既《放學ICU》真係好

好多。」
10
 

- 「我也是閃電傳真機年代的 :)覺

得那時候的童星主持也比較可愛

親切  早幾天看到放學ICU，小小

主持老積得不得了，還有兒童節

目時段滿是情情愛愛的卡通片，

不由得慨嘆一句老了，那時最愛

看美少女叮噹小丸子，現在的小

朋友都嫌老土嚕」
11
 

 

而與主導 ──霸權立場剛好相反的

閱讀立場是對立解碼（Oppositional 

Code），其立場是： 

 

"Finally, it is possible for a viewer 

perfectly to understand both the literal 

and the connotative inflection given by 

a discourse but to decode the message 

                                                           
10 「[翡翠台] 大家懷念「430 穿梭機」時代、

「閃電傳真機」時代定「至 Net 小人類」

時代多 D...?」，香港討論區，

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
id=21070369&extra=&page=1  
11 「小時候」，HKblog’s xanga，
http://hkblog.xanga.com/2009/04/22/%e5%b
0%8f%e6%99%82%e5%80%99-3/  

in a globally contrary way. He/She 

detotalized the message in the 

preferred code in order to retotalize the 

message within some alternative 

framework or reference......He/She is 

operating with what we called an 

oppositional code.”12
 

 

電視觀眾有可能完全理解話語賦予

的字面和隱含意義，但會以一種完

全相反的意義去進行解碼。 

 

在討論區中曾有這類的評論出現：

「直程onX，兒童主持又造作又串嘴，

大人主持一係係到笑D上去玩既小朋

友，一係互雙暗串」
13
 

 

觀眾即使能夠閱讀到節目製作人所

希望帶出的正面及富教育性的訊息，

仍然會將節目刻意閱讀成主持人

「造作」，並將他們與小朋友的互

動解讀成「互串」。有的觀眾甚至

會認為《閃電傳真機》是一個弱智、

會使小朋友變得愚蠢的節目，拒絕

收看。 

 

                                                           
12 P132, Hall, Stuart (1996) 
“Encoding/Decoding.” In Harrington and 
Bielby, 1986 
13 「[翡翠台] 大家懷念「430 穿梭機」時代、

「閃電傳真機」時代定「至 Net 小人類」

時代多 D...?」，香港討論區，

http://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
id=21070369&extra=&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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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文重點探討的是本人個人的解

碼立場，亦可說是大部分觀眾會處

於的立場──協調解碼（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 

 

“Decoding within the negotiated 

version contains a mixture of adaptive 

and oppositional elements: It 

acknowledges the legitimacy of the 

hegemonic definition to make the 

grand significations (abstract), while, 

at a more restricted, situational 

(situated) level, it makes its own 

ground rules – it operates with 

exceptions to the rule."14 

 

協調性的解碼立場同時包含著相容

因素和對立因素，我對《閃電傳真

機》抗拒的主要原因是我總覺得那

些節目主持人在成年人裝小孩，非

常造作和嘔心。但對於某些節目環

節，例如沒有角色扮演的時事常識

問題環節《校園智多星》，又或是

節目中間時段所播出的日本動畫，

我都深感興趣，我認同《校園智多

星》能夠提昇我對時事常識的了解，

而日本動畫亦能夠帶給我不少的趣

味與娛樂。 

 

                                                           
14 P131, Hall, Stuart (1996) 
“Encoding/Decoding.” In Harrington and 
Bielby, 1986 

當電視節目生產者以上文提及過的

知識架構、生產關係以及技術基礎

結構進行編碼，作為觀眾的我同樣

以這三個重要原素進行解碼，要對

《Lulu趣Book Book》介紹書本《第

一次養小狗》的環節進行解碼，我

必須對狗隻及飼養寵物有基本的掌

握，又例如我要對《認字特警》進

行解碼，我必須有一定的中文書寫

能力。而在生產關係中，作為觀眾

的我也必須確立節目內容與自身的

關係，例如能夠將《認字特警》中

的中文生字與我日常在學校所接觸

的學術知識互相扣連。最後當然要

有最基本的技術基礎結構──一台

電視機，方能完成解碼的程序。然

而在每天的放學後，站在電視機前

收看《閃電傳真機》的，均是來自

不同社會階層、家庭結構，擁有不

同生活經驗的個體，他們都會以各

自的立場和方式對節目進行閱讀。 

 

傳 播 學 者 西 爾 弗 斯 通 （ Roger 

Sliverstone）認為媒體建構了經驗，

而經驗同時亦會影響我們對媒體的

接收和解讀。由於我的家中有兩位

較我年長九年和四年的姊姊，當我

還在唸幼稚園、初小的時候，我已

經跟隨他們收看青少年及成年人節

目，例如《軟硬製造》(一九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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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夜暑假》(一九九一)，又或

是一些晚間播放的電視劇。除了接

觸成年人觀看的電視劇，那個時候

的我亦跟隨他們觀看青少年讀物，

例如《Yes》、《百份百感覺》、

《東京愛的故事》甚至是《新同居

年代》。這一些彷彿是成年人階層

方能接觸到的東西早就被我接觸過

了，而媒體的經驗亦為我帶來了對

成年人的一種既定看法。成人節目

與讀物建構了我對成年人的形象，

例如他們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

與小孩說話時的語調等。我甚至把

自己也當成了成人世界的一份子。

當我從《閃電傳真機》中看到那些

打扮像小孩子，而說話又極其緩慢

的主持人，實在會覺得他們有點格

格不入，並對節目出現了一些反抗

性的立場，將主持人所營造出來的

親切、愛小孩形象解讀成弱智和嘔

心。 

 

西爾弗斯通又曾經提出過媒體呈現

了日常生活，「媒體以日常生活為

素材，將我們所居住的地方表達出

來。」
15
當我們看到電視機前《閃電

傳真機》主持人與小孩子進行互動

                                                           
15 P106，Roger Silverstone(著)，陳玉咸

(譯)(2003)，〈表演〉《媒介概念十六講》

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的畫面，我們會嘗試以自己過往與

成年人相處的經驗進行閱讀，隨著

年紀的長大，上了小學的我們開始

發現身邊的成年人包括自己的家人、

小學老師，又或是街上的路人，均

與節目中所呈現的成年人有所不同，

我們便會對節目所帶出的訊息有所

質疑。懷疑他們是否刻意地裝可愛

和弱智。 

 

但另一方面，我仍然在某些位置上

承認了自己的小孩子身份，例如我

仍然會對一些小學常識感到興趣，

認同節目豐富了我各個領域的知識，

又或是對動畫依舊的喜愛，更會回

校與同學討論如《美少女戰士》、

《長腿叔叔》等動畫的劇情。最後

在這些與編碼者相近的解碼立場下，

我仍然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收看節目。 

 

跌進電視流的漩渦 

記得那時候每天放學回到家中，我

便急不及待地把電視機扭開，收看

無線電視所放映的動畫以及《閃電

傳真機》。觀看《閃電傳真機》的

重點其實並不是無線自家製作的環

節，那些環節對我來說根本就是

「買豬肉送豬骨」。我心中真正的

主角其實是在電視台自製環節之間

所播放的半小時日本動畫。英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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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於其電視流程（Flow）理論中指出，

每個電視節目的流程安排，其實都

是經過電視台的精心設計。 

 

電視台在每個節目播出前，早已按

照他們的想法把整天的內容組織好，

形成一個有計劃的流程去吸引觀眾

的注意力，從一開始就要把觀眾捲

進這道「電視瀑布」當中，然後設

法把他們留住，並順著他們的方向

前進，不能轉換頻道。雷蒙‧威廉

斯認為，電視台為了維持觀眾對其

頻道的忠誠度，有策略地透過不同

的組合，增強這道「電視流」的力

量，好讓更多觀眾能夠捲入漩渦。

他的研究顯示美國電視台播放預告

片的次數非常驚人，而目的就是為

了吸引觀眾收看接下來一連串的節

目，這個過程被稱之為「拉著走」

（moving along）。
16
 

 

雷蒙‧威廉斯透過分析英國及美國

電視台的流程，將電視流程分為了

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關於我們

習慣使用的節目列表（programming）

及列表（listing），威廉斯透過對五

                                                           
16 P118，《電視 : 科技與文化形式》，

Raymond Williams 著，馮建三譯，遠流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1994 

個電視頻道晚間時段節目列表的分

析，說明了新聞報導及新聞雜誌在

電視節目編排中，有著一個承先啟

後的結合功能。
17
及後約翰·費斯克

（John Fiske）等學者進一步在其研

究中闡述了電視台編排節目流程的

不同分析，包括「承前啟後」

（ Inheritance factor ）、「預示」

（ Pre- echo ） 、 搭 吊 床 （ Ham 

mocking ） 和 支 帳 篷 （ Tent- 

poling）。
18
日本動畫向來是最受小

朋友歡迎的兒童節目，無線電視安

排於閃電傳真機的前後時段播放不

同的動畫，旨在提高夾在中間的

《閃電傳真機》收視，尤記得下午

五時的卡通片通常跟《閃電傳真機》

內所播放的一樣吸引，它們都是當

時最流行的首輪動畫。這個安排就

是約翰•費斯克所指的搭吊床。電

視台會將一些較不受歡迎或希望大

力宣傳的節目，編排在兩個熱門節

目的中間，希望借助較受歡迎節目

的人氣，提升另一方的收視。 

 

                                                           
17 P121，《電視 : 科技與文化形式》，

Raymond Williams 著，馮建三譯，遠流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1994 
18 P146，《電視文化》，John Fiske 著，周

憲、許鈞編，商務印書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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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雷蒙‧威廉斯所指的第二個層次

則是節目之內，又或是各個節目之

間，不同單元的關係所產生的流程

現象。電視台將《閃電傳真機》分

成四節，首節與最後一節播出自家

製作的本地環節，而中間的兩節則

會放映最新的日本動畫，目的是希

望把坐在電視機前的我留住。因為

對即將播放的動畫有所期望，我每

天也會乖乖地收看第一節的《閃電

傳真機》，免得錯失了動畫的開首，

然而當我選擇了收看節目的第一節，

我就在不知不間掉進了這個電視流

當中，節目通常會製造出一些懸念，

例如《麥氏偵探社》的謎面，又或

是短劇主角所發生的衝突，引發起

觀眾的求知慾，好讓觀眾即使收看

完喜愛的動畫，仍然會乖乖地留在

電視機前等待第一節留下的謎底揭

盅。 

 

最後，雷蒙‧威廉斯提出的第三層

次則是關於電視節目裏連貫相承的

各種語言和影像，如何帶領觀眾繼

續在電視流中往前走。最簡單的例

子就是在第一節的末段，主持人都

會說出這一句說話：「千萬別走開，

謎底很快便會解開！」，而作為觀

眾的我聽罷也會認為謎底很快便會

解開，但其實謎底往往要等到節目

的尾聲才被解開。 

 

總結︰弱智的節目還是無知的觀眾？ 

小時候常常會指著電視機斥喝《閃

電傳真機》傻瓜和弱智，長大了的

我卻深信無論主持人又或是節目內

容是否傻瓜和弱智，製作節目的無

線電視一點也不愚蠢。每一個簡單

的編碼，又或是電視的流程，其實

都是經過他們的精心安排和設計。

最後反而彰顯了我們這群小觀眾的

無知，獲得了一段邊看邊罵，既愛

且恨的媒體經驗。但其實我這個小

觀眾又不能說是完全無知。美國學

者約翰．愛麗絲（John Ellis）指出觀

眾觀看電視節目的經驗，其實並沒

有如雷蒙‧威廉斯的理論般，一早

已經被捲進了電視流中，他們觀看

電視節目的方式其實只是「掃視」

（Glance），而非有如進戲院看電影

所使用凝視（Gaze）。
19
就像我有時

候看到自己不想看的環節時，也不

一定會目不轉睛地停留在電視機前，

反而是一邊做功課、又或是一邊吃

外婆為我準備的茶點。美國學者里

                                                           
19 P76，「西方『電視研究』對電視迎本的

理論認識 – 以『流程』為中心」，易前良，

《環球視窗》，中國電視，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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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奥特曼（Rick Altman）認為電

視聲音的作用就是在電視流程與家

庭生活流程中扮演一個協調者的角

色。 

 

“Flow occurs when channels, in 

response to competition, develop a 

(sound-led)strategy of appeal which 

aims to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ime 

when set is switched on even if not 

watched in households and thus to 

improve ratings by a kind of 

fraud(1986:44)”20 

 

正因為我在家中觀看電視的方式其

實是非常隨意而且漫不經心，有時

候我也會在廣告或覺得環節內容沉

悶無聊的時候，跑到房間換校服，

又或是走到廚房拿果汁喝，而電視

節目就要透過其聲音再次吸引觀眾。

例如當我聽到動畫的主題曲奏起，

我便會立即回到電視機前，又或是

再一次把眼睛轉向電視，欣賞我最

愛的動畫。因此電視文本的傳播者

與受眾之間其實是一段「共謀」的

關係，
21
並沒有任何一方完全的主導

                                                           
20 P65,"Critical Ideas in Television Studies", 
John Cor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9 
21   P76，「西方『電視研究』對電視迎本的

理論認識 – 以『流程』為中心」，易前良，

著。也許電視的傳播過程並不存在

著弱智的節目，又或是完全無知的

觀眾，因為這是一個電視節目製作

者與收看的觀眾不斷在協商、轉化

的中介過程。《閃電傳真機》需要

不停地轉變節目的內容及流程吸引

正在「掃視」的觀眾，而觀眾亦會

因應節目內容及流程調較自己的觀

看模式，這個中介過程將會永無休

止地延續下去。

                                                                             
《環球視窗》，中國電視，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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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工潮中的位置和參與、利益和互惠 

湯映彤 

 

 
（圖片來源：evchk.wikia.com） 

 

二零一三年三月底，為了爭取合理的加薪，國際貨櫃碼頭數百名工友罷工。工

潮持續了個多月，經傳媒報導、社區街站、和網絡的傳播，事情逐漸引起廣泛

的關注和支持，捐款、捐物資的有心人不計其數，熱心支援的團體或個人，都

用自己不同的方式，投注精神和時間在這運動之中。我和德昌里二號三號舖

（下稱德昌里）的一班朋友，從第一日起便開始加入聲援，與工友一起留守碼

頭和長江中心，經歷碼頭上的風雨陰晴，由借煙、借火開始打開話題，到合力

建帳篷、談天看戲，又會分享飯菜、睡袋、地蓆、外套、拖鞋，甚至經驗、技

術、血淚和口水，建立如街坊又如戰友的關係，當中反覆經歷踏實與無力的感

覺，思潮起伏，心情亦隨著時態的發展，每日如坐過山車般起起伏伏。 

 

本文嘗試以類近「自傳式寫作」的方法，從我們／德昌里這群體的生成、習性

和在社運圈子中的位置開始，檢視我們在這次工潮中的選擇和限制，因而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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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及參與的方式；亦借用 Bourdieu 有關「利益／興趣」（interest）的理

論，嘗試較抽離地理解我們參與的目的和狀態；並借 Gudeman 對禮物（gift）

和互惠（recirprocity）的分析，重新思考我們參與的方式，所達至可能／不可

能預期的效果。 

 

從自我觀察和體驗的角度出發去寫作，必然混雜於自己處身的時空脈絡、政治

意識型態及社會價值觀之中。但希望透過這次的練習，在社會脈絡下重新理解

自己的位置，疏理行動中的情感和經驗，尋找「對過去校正性干預」1之可能，

以及面向未來的力量和盼望。 

 

德昌里的習性和位置 

Bourdieu 的 圈 子 （ field ） 是 指 由 不 同 位 置 （ position ） 和 位 置 的 生 成

（positioning）等所建構而成的網絡，或權力的社會關係。「在不同位置上行爲

者（agent）相互爭奪以獲取、積累或壟斷不同形式的資本（物質、服務、知

識、身份、地位等等）。圈子就是這些資本生産、流通和佔用的場所。圍繞不

同類型資本的爭奪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圈子。」 2 不同的圈子有其習性

（habitus），而不同的習性亦影響著圈子之間的結構和關係。習性所指的「是

一種集體性的、持久的、規則行爲的生成機制」。3習性的形成，關乎圈子內的

人不同的性格、傾向、素質、偏好（system of dispositions）。群體的習性一方

面是對個體行為的制約，而另一方面這些習性又會內化成為個子行為的傾向。

「習性是行爲的結構性限制，但又是行爲（包括觀察、自我期許）的生成模

式」。4  

 

                                                 
1 廉兮，〈教育的穿牆越界：從理解處境出發的台灣校園故事〉。《全球化趨勢下的教育革新

與展望，兩岸四地學術研討會》，臺灣：國立新竹教育大學，2008 年 5 月。 
2 徐賁，〈布迪厄的科學知識份子和知識政治〉。《國際邊緣》網站，2002-04-12。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academia/scholar%20and%20specialist/bourdi
eu/pb06.htm 
3 同上。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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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ourdieu對法國文化藝術圈子的分析中，有三種資本爭奪上的原則／標準

（competing principles of legitimacy）：5一是大眾的支持；二是論述上的權威；

三是獨立性。在這個光譜內，不同習性、不同 傾向的行動者或團體，擁有不同

的資本，佔據著不同的位置；而美學／道德價值是在動變中的未知數，將在每

個行動者每刻的決定和舉措 之中，互相爭奪、改變、形成和推翻，亦同時影響

著各自的位置生成及取向。圈子本來就無可避免地處於更大的社會政治、及經

濟權力的運作當中故所謂的獨立性本身亦是相對的。圈子的獨立性，在於以其

所持守的美學／道德價值，去抗衡經濟、社會權力的運作。但弔詭的是其處於

這特定的經濟、社會脈絡之中，而必然受到外在因素的限制，影響著其位置、

條件和資源。 

 

德昌里是由二零一一年「佔領中環」行動開始逐漸聚合而成的群體。自「佔領

華爾街」開始，十月十五日應「全球佔領」的呼召，約二三百人聚合於中環匯

豐銀行地下的公眾通道。經過大大小小會議、意識型態的爭辯，和十個多月的

生活實驗，有不少人帶著不同的問題和質疑離開，亦有因緣際會而認識的朋友

加入。二零一二年七月，匯豐銀行申請法庭禁制令，個多月後由執達吏和過百

基層保安聯手清場。一起留守的十多人，後來聚合於油麻地德昌里二號三號

舖，慢慢認識附近的街坊、結集相近的朋友，形成「德昌里」的群體。成員有

著各自的性格、傾向，帶著自己不同的背景和經驗。在長時間的會議討論、和

共同行動的經驗之中，形成某種共同的習性，包括：對資本主義下的秩序、工

作、教育、以至生活上種種規制，甚至與資本關係千絲萬縷的傳媒和法律，都

抱有很大的質疑；對權力的監控、操作、打壓和浸透，均非常敏感；相信要從

個人身體／生活的層面開始直接行動，自主地作出改變和反抗；而對於由共識

而建立的人際關係，在差異之中尋找共同共享的生活方式，有一定的堅持。 

 

基於對資本運作邏輯（包括不同的資助、慈善和收編等）的質疑 、科層化組織

造成異化等問題的戒懼，令我們自然地選擇主流模式以外的反抗方法，希望盡

量保持自主、小規模、不規則地聚合和行動；亦令我們更相信在金錢、社會資

                                                 
5 Bourdieu, Pierre: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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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如大眾支持）以外，結聚、互相認識而建立「非市場的、長期的、雙向的

關係」，6才是自己所欲求的、共同抗爭的資源和力量。但這種依賴人與人之間

的默契、即興的熱情（或惰性）去互相推動（或打沉），不講求明確的秩序、

分工和權責，沒有領袖而事事都要求經過冗長的討論去共同決定，造成了行動

力的飄忽、缺乏可預期的效率和結果，令很多其他團體或社運人都敬而遠之；

對大部分主流的觀念（如和平理性非暴力等），及既有的做法、符號或表達形

式，都保持開放（甚至挑戰或拒絕）的態度，7亦令公眾和傳媒難以即時理解，

更遑論同情甚至進入。這些習性，決定（或限制）了我們在社運圈子（甚至是

其他政治或經濟層面）中所處的位置和擁有的資本，但同時，亦定義了德昌里

這個群體，內化成我們的價值及身份認同，甚至影響著每個人自身的生活、創

作、飲食、娛樂、工作以至物質經濟層面上的種種選擇。這些自主／非自主的

傾向和限制，同時影響著我們在參與不同行動時的取向和決擇。 

 

工潮中不同的位置、取向 

若借用 Bourdieu 的分析，簡化地理解參與工潮的不同群體作為一個圈子，其處

於宏觀經濟和社會權力不平等的結構下，亦是運用各自的資源和位置，作為抵

抗、甚至顛覆既定的資本運作和秩序的嘗試；但同時也受著各種外在因素（如

傳媒輿論、法律框架、公眾支持，以至捐款和物資等等）的影響。而我們作為

其中參與的一個群體，在本身的傾向與習性、缺乏資本等的條件限制下，逐步

影響／引導我們選擇自己的方向、舉措和行動；亦界定了我們與不同群體，如

工會（香港職工聯盟）、後援會、工友等之間的關係，亦即我們處身工運之中

的位置，以及在實際層面上所能「做到」和「做不到」的事。 

 

我們最初踏進碼頭聲援罷工，是因為「聽到工友們多年來沉默地、被動地承受

著的痛苦和辛酸；同時亦讓我們赤裸裸地看見，自己每日的消費、無可避免地

身處其中的資本運作，正是建築於無數的血汗之上。我們旁觀著工友的辛酸，

就正如我們同樣沉默地、被動地每天上班、加班、隨叫隨到，看著物價飛漲、

租金電費車費不斷上升，市場的『無形之手』永不止息地一邊向我們施壓，一

                                                 
6 呼應後文提及 Gudeman 關於「互惠」(reciprocity) 的概念，詳見本文頁 9。 
7 例如是否要出聲明、行文的語氣用字、寫橫額或設計文宣時的美學等等(我們在重寫「反對資

本主義」的旗幟時，曾就是否用慣常的「黑底白字」、「紅底白字」而展開漫長的激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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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抑制我們的憤怒」。8我們認同工友以罷工的直接行動，毫不迂迴地令老闆虧

蝕、阻礙生產以減少老闆的談判籌碼，嘗試爭取應得的勞動成果；同時，罷工

就像是向那把工人當成「統計報告中的一堆數字，一堆待價而沽、保持金融中

心永恆轉動的機器」的資本運作「摑了一巴」，9出了口氣之餘，也是對自己起

了一個警醒作用。 

 

然而，我們參與之前其實並沒有十分明確的策略路線，和行動的想像。我們帶

著本身的慣性，與工會具體的操作和取向，都有不相容的地方。例如工會、警

察及碼頭公司，在行動上的協調和退讓；媒體導向的考量，而定下種種的規矩

和策略；代表與工友之間的資訊不平等、閉門的策略會議；對個體工友狀態、

情緒、意見的不重視，甚至是排斥持激進想法的工友等等。這令我們無法與工

會衷誠合作。但工會在制度上的位置，令工友在罷工期間，獲得法律上最低限

度的保障，亦運用其資本去籌募捐款和物資，令工友在罷工留守期間得到實質

物質上的支持，這都是我們無法忽視的。而在人力時間和資源上，我們亦不可

能取代工會長期跟進碼頭工友的情況。更重要的是，我們與工友日漸熟絡，明

白他們各有不同的歷史原因和選擇，而決定響應這次工盟發起的罷工，亦不想

他們太難做，故面對工會只有「既不同意，亦不反枱」的態度。而我們不合

作、不守規矩，面對保安或警察更是不退讓（甚至挑釁），對於工會來說亦可

能是一班令人頭痛的滋事份子，但礙於我們和工友的關係，亦不會貿然將我們

驅逐離場。 

 

另一方面，不同的聲援團體（如左翼廿一、學聯等）組成了後援會，主力於論

述上、網上及街站的宣傳和籌款，這與我們重視和個體工友交流和建立關係的

取向亦有不同，故我們並未選擇加入。而後援會和工會，在策略和取向上縱有

分歧，但亦相對接近，工會對其亦較信任（如允許代表旁聽內部會議）。其

後，後援會將論述推向反對財閥霸權，及到李氏集團旗下商店示威罷買等行

動，與工友的關注點有一定距離；而其「事工式」的組織和辦事方法、同樣是

媒體導向的大型晚會等等，更令我們難以投入。雖然不否定對方的參與和嘗試

                                                 
8 《罷工吧，香港！——「直接行動」小小冊子》，德昌里二號三號舖，2012 年 5 月 1 日。 
http://www.scribd.com/doc/138899735/罷工吧，香港！直接行動小小冊子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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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碼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對於很多第一次參與工運的人，用自己擅長、熟悉

的方式去投入，大概無可厚非），但工作模式和取向上卻合作不來，令我們和

後援會之間只保持訊息上的互通和聯繫。10 

 
（圖片來源：www.uwants.com） 

 

而工友，是這場工運的主體。在認同這個前提的基礎上（甚至每個自願的參與

者，都應該是運動的主體），我們因著自己的經驗去思考，所謂的主體性是什

麼？到底從何而來？在佔領中環到德昌里的經驗當中，我們會重視每個獨立的

個體自主的參與，與其他行動者一起嘗試集體地思考／討論／對辯，從而決定

和行動。在群體中獲得個人的價值和認同，嘗試透過共同的力量去改變和創造

理想中的現實。簡言之，主體性對於我（或我們）來說，重點是在每個大小決

策和行動中的參與感和共同感，包括自我主動的投入，也牽涉其他人（或圈

子）的開放和接納，需要對改變自己，改變現狀的決心，同行者的互相信任和

支持，才能找到共同行動的力量。當然，在實際操作上有很多不同的情況和條

件限制，而我們的經驗亦不能直接與工友和工運作類比。 

 

認識了不同的工友，發現他們是按不同工種／外判商／工作地點，分成了不同

的山頭。每個山頭有自己的習性，各有自己說話的習慣、飲酒玩樂的喜好；但

                                                 
10 話雖如此，參與後援會的朋友也絕非千人一面，在工潮期間亦與我們碰過撞過，建立了正反

深淺不同的關係，因篇幅所限暫未一一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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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運動面向上，則屬暫時性的聚合，對於行動的取向和想像，即使有模糊而概

略的相似性，但底下隱藏的，卻可能是每個人未想清楚／未說清楚的差異。每

個山頭有各自的意見領袖（通常是指工友代表），由推舉方法、代表性、與山

頭成員的聯繫、資訊的流通、決策的方式等等，感覺上都是以跟著領袖的方式

操作，令成員投入去思考／參與／決策的動機和可能性不大。而山頭之間的聯

繫很薄弱，除了口號上的一致以外，在實質工作／經濟利益層面上，亦存在很

多計算、猜度，甚至矛盾。 

 

記得在工人罷工約一星期後，因為法庭頒布禁制令，留守的工友已撤出碼頭

外，在閘口搭建了一條「碼頭村」。我問一位工友：「是否覺得這場運動是

『你有份』？」他不假思索說：「當然，那還用問？」然後我問他：「有否參

與工友會議？是如何決定從碼頭撤出閘外？他自己覺得如何？」他支吾片刻，

然後如許多工友一樣說：「讓代表們去談判、去決定就可以，我的意見也不會

有什麼分別。」然後靜了一會，他突然問我所說的「你有份」到底是什麼意

思……走在罷工留守的現場，和不同工友傾談，會感到他們其實對這些問題都

很陌生，對於「自己作為主體」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許想也沒想過。 

 

現實地看，工會原本是工人自發聯合爭取工作權益的組織，經過不斷制度化、

專業化的過程，工會和工人之間逐漸變成各安其位、互惠互利的關係：工會負

責思考、負責組織，然後分派代表負責行動、負責講話；而工友除了工作和休

息外，已再沒餘暇和興趣去想關於「眾人的事」、或是如何去爭取自身的利

益，於是就唯有依靠工會、政客和代表，然後順從地在鏡頭面前扮演苦主。什

麼思考、組織，最好通通交給代理人處理，光是舉手和投票就已算是參與了。

要行動嗎？跟代表吧；要說話嗎？就吐最乾淨、最公式的苦水。「工友是工運

的主體」這個說法，空泛得近乎陳腔濫調。 

 

在整場工運之中，我們與工友相近的地方在於，大家其實都處於權力中心之

外，缺乏（或拒絕）有系統的組織和目標，去爭奪當中的話語權。這種位置上

的相近，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可能，去接近、認識和了解工友。在工運的初期，

我們其實都沒有明確的行動目標和方針，沒有舉著清晰的旗幟，沒有開宗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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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立場，沒有特定的崗位職責，更像是插科打諢式、隨情緒狀態而即興行

事的參與方式，有時沒事找事來幹，有時拍片紀錄、有時與工友談笑玩樂、有

時打鼓唱歌振奮士氣、有時播放影片或介紹其他地方的工運經驗去刺激想像。

我們走在工友之間，最初只是模糊地希望與他們建立關係，做些關注式的觀察

和紀錄，或者情感上的支持。慢慢與工友熟絡起來之後，開始掌握他們的狀

態、與代表和工會的關係，亦開始關注工友的主體性的問題，於是就開始嘗試

從傾談中，令工友建立、鞏固或改變自己的想法，甚至鼓勵、協助他們將之轉

化成自主的行動；也嘗試讓不同山頭、有相近想法的工友，互相認識和連結起

來。 

 

我們的「利益」 

而大部分工友對於我們的信任，除了是出於切實的認識、日夜相對中看得到的

投入，也是出於覺得我們是「不計較利益」去「幫助他們」。以下嘗試從利益

／興趣的角度，檢視我們投入工潮時，潛藏在內（或者根本沒細想清楚）的目

的；及以禮物和互惠（reciprocity）的角度，解析我們付出的「幫助」，帶來不

同的接收和反應，嘗試疏理自己當中的感受。 

 

Bourdieu在Is a Disinterested Act Possible?11一文中指出，“interest”除了是經濟

上、物質層面的利益之外，亦可解作對某種社會關係的「遊戲」產生興趣，以

至於忘其所以的投入。而“ interest ”的反面，可以是“ disinterest ”或者

“indifferent”（一般翻譯為「超功利」和「漠然」），其不同在於：前者可以

是有興趣投入社會關係的遊戲，卻沒有明確的利益考量；而後者則是對整個遊

戲漠不關心。Bourdieu亦指出disinterestedness的出現成為可能，是基於群體或圈

子的習性，對於超功利傾向的重視和讚賞，甚至令超功利者在圈子中獲得象徵

性的利益；雖然在另一個圈子的角度看來，可能是沒有任何利益計算、視錢財

如糞土，但卻是掩藏著文化／社會／政治資本和利益的關係。而Bourdieu指不

能簡化地將人的行為，理解為純粹出於理性的的計算，亦不可將“interest”單

單視為經濟層面的利益。事實上，人投入於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中，是基於內在

                                                 
11 Bourdieu, Pierre: “Is a Disinterested Act Possible?”. Practical Rea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p.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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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需要和衝動；而人的行為，與其說是出於明確投資回報的計算，更多

的是習慣在遊戲之中，近乎本能的反應，這包括是過往具體經驗的累積，亦是

群體習性逐漸內化而成的傾向。 

 

在邊走邊看、邊想邊做的過程中，我們開始對「自己想做／覺得自己能做到的

事」有了較清晰的想法。而這種「希望透過認識、建立關係，令工友建立、鞏

固或改變自己的想法，甚至鼓勵、協助他們將之轉化成自主的行動」的嘗試，

到底是否一種「不計較利益」的「超功利行為（disinterested act）」？當然，我

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得到金錢上的回報，不是為了團體的名聲或選票，也不是

為了義工式的個人體驗和成就感，所以在工友看來，我們好像沒有得到任何利

益。 

 

事後回看，我們的嘗試和行動，一方面是希望將自己所認同的想法和價值散播

開去，令工友們思考、改變，甚至「成為我們」，從而增加在政治、文化（甚

至社運）圈子中，相近而自主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出於我們對「個體

和個體之間互相影響和連結的組織方法」的執著和堅持，對擁抱這種價值的熱

情和投入，令我們在工會和後援會的模式以外，毅然要走自己的路。但更重要

的是，在四十日當中，推動著我們持續地投放時間和精力於其中，主要是在與

工友共同建立的社會關係中，忘其所以的投入。每日的事態轉變、工友們的情

緒起落，都牽扯著我們的心情；對工友的想法、行動、連結等等的關注，已經

超乎我們本身的「利益」或目的，而是緣份、情感，和難以用言語解釋的渴

望。 

 

「幫助」與「回饋」 

Gudeman在Reciprocity and the Gift: Extending the Base12一文中指出，禮物在人類

學的角度並非是無償的付出，而是在特定的社群關係和價值中，隱含著相應的

責任和回饋。「互惠」是指一種非市場的、長期的、雙向的交換；是原初的禮

物送出之後，可能出現的效果。但所謂「互惠」的回饋，其時間、方式等等，

                                                 
12 Gudeman, Stephen: “Reciprocity and the Gift: Extending the Base”. The Anthropology of Economy, 
Malden, MA/Oxford, UK/Melbourne/Berlin: Blaclwell Publishing, 2001. pp.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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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如市場交易一般「明碼實價」，也不約化成數字去換算、或預期。而「互

惠」和「禮物」，是群體（community）存在的明證，亦是群體透過分享自己的

基礎，嘗試將社群以外的他人融入其中的實驗。「互惠」不是一種規則，而是

在不確定之中探索社群邊界的過程。「互惠」當中隱含的是，雙方都有能力和

意願去建立關係，但並不代表對等（equivalent）的付出和收獲，反之是兩個

「不同的」群體基礎的交換，同時是在持續測度／維繫／擴張／平衡／肯定／

否定群體邊界。 

 

在工潮中，工友、工會、聲援的群體／個人，各自都有一條說不清的邊界。

「禮物」有是物質上、金錢上的捐助，有是策略上、想法上、經驗上的增進，

亦有是情感上的支撐。每一次的送贈、接收和回饋，都是群體邊界的推移和混

戰。一句「多謝支持」可能是劃地自囿、拉閘封門的意思；回敬一句「老土！

自己人多咩謝？」，調笑之後打開更多話題，亦是將邊界重新打開，為建立更

大的共同創造可能。 

 

相對較直接和單向的送出，如捐款和捐贈物資等。捐贈者或因時間和心力未能

長期參與，透過捐贈和接收，與工友建立「同一陣線」的短暫連繫。但其目的

和姿態不同，給工友的感受、以至他們將來可能的回饋方式亦會不同，如：有

在傳媒面前捐數百元「高調聲援」的政客，給工友說是來「抽水」的；也有操

著半桶水廣東話的一群外傭，籌錢買來少量物資聲援，說要和工友「有粥食

粥，有飯食飯」，給工友留下深刻印象，有的更說自己將來有時間，一定會參

與行動支持她們。 

 

另一方面，工友和工會之間基本上亦是「互惠共生」的關係。個體的工友響應

工會的號召加入罷工，為的是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工會則為黨派在社會爭取形

象、爭取選票。如前述，工會和工友因著不同的資源和條件限制，相互構成了

這種「苦主」和「代理人」的關係。在行動策略到現場操作上，工友們面對工

會時有順從、體諒、妥協，亦有衝突，如：當工會宣佈結束罷工，雖然有工友

仍未獲新公司聘請、有的工作條件和安排仍未傾妥，但工會仍決定派發餘下的

罷工基金。有工友表示體諒工會四十日以來的努力，接受工會的安排；亦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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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認為工會是要抽身離場，對仍未能復工的工友缺乏支援，而跟工盟成員爭吵

起來。 

 

而我們，在德昌里的群體中，建立了自己的基礎，在工潮中面對一個新的群體

（工友），嘗試分享自己看過的戲、寫過的歌、在生活狹縫中擠出來的時間和

投入、在過往經歷中的思考和建立的價值等等，是打開自己群體邊界的一種實

驗。正如前述，我們的投入，有出於希望建立更壯大而相近的抗爭力量，亦有

是出於在與工友的關係中的熱情和衝動。而我們付出的「幫助」，對比捐款、

物資、或工會的工作，是更模糊和不實在；而工友到底是否願意、或如何接

收，對於我們的說法／做法會有什麼反應，他們會因應自己的條件和習性，做

出什麼行動上的選擇等等，幾乎完全在我們的掌握之外。 

 

在四十日的參與、留守、共同行動中，我們和不同性情／喜好／傾向的工友，

在傾偈、討論，和一起行動當中，認識了有血有肉的對方，建立起不同的關

係：想法和理念相近的，很快就連結起來如朋黨；有的會一起玩樂，也會在價

值問題上互相爭辯；有的如左鄰右里噓寒問暖，在物質生活層面上的互相關

心；有的會訴心事、說感情，分享自己的開心與失望，拍拍肩膊互相依靠。我

們和工友之間，大多是「有酒齊飲、有煙齊抽」，大家都付出精神時間，和聆

聽的耳朵，其實說不清誰送、誰收，與其說是「禮物互惠」，不如說是「分享

共有」。 

 

「做到嘢」的實在VS「做唔到嘢」的無力 

所謂「分享共有」的關係，固然是我們心目中較理想的相處和連結方式，但實

際的經驗上也不是一面倒的正面，當中有滿足，亦有失望。在我們見機行事式

的參與過程中，其實不斷徘徊於「做到嘢」的實在感、和「做唔到嘢」的無力

感之間。 

 

沉澱下來，回想「做到嘢」的感覺，是在與工友傾偈、訪談、播戲後的分享等

不同的機緣之下，觸及到關於對工運、行動、甚至是社會制度的問題，切實聽

到工友的想法之餘，亦可踏出自己本身的圈子、溝通的習慣，因應情況／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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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用不同的方式，相對完整地說出自己想法，例如：對權力和制度（包括

警察、媒體、法律等）的質疑、參與者（工友自己）應該相信和重視自己在行

動中的力量／想法／參與、參與者在行動上的自發性、思考和連結的重要等

等。也因為德昌里中不同稟性的個人，認識到不同山頭、不同性格的工友，可

以介紹他們互相認識、互通資訊、分享想法和感受。 

 

當中，有工友會對是否要接受傳媒訪問、法庭頒布的禁制令是否公義、何謂激

動行動及其效果與風險等等的問題，多了思考甚至有所改變；有工友會思考自

己在工運中的投入和參與，積極向代表了解情況、反映自己的想法和判斷，甚

至加入成為代表之一；亦有工友不盡同意工會的策略，叫我們幫忙聯絡其他山

頭中想法相近的人，嘗試結集力量提出異議；更有工友與另一山頭聯合起來，

用自己的方法，遊說沒有參與的工友，加入罷工。 

 

但亦有工友，仍然固守於覺得自己是粗人，行動策略就交由工會決定，自己跟

隨大家便可以了」；有工友積極討論「升級行動」中，種種不同的激進想像，

但卻因未能掌握大部分工友共識，或希望等有人帶領牽頭，而沒有付諸實踐；

有工友嘗試提出異議、或其他行動的意見後，未能說服其他工友，亦遭工會忽

視或反對，甚至指責他們「不要搞分裂」，因而變得更保守被動、不想再投

入。 

 
（圖片來源：www.sharpdail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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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這次工潮中，實際可見的行動層面上，我們「做不到」比「做到」多

很多。「做唔到嘢」，部分是因為選擇在權力中心以外，無從左右一些行動策

略上的決定；更多的是，我們這種參與的方式，其效果實在不可控制或預期，

所謂「做到」牽涉工友本身的習性和選擇。眼看工友的自主的想法，因為信心

不足、工會阻撓、或者相互之間的連結和默契未夠牢固，往往未能轉化而成為

實際的行動，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而到底我們這樣的參與方式，是否更能建立「非市場的、長期的、雙向的關

係」？我們與工友這種的共同經歷，是否能提高彼此的「自主性」？甚至「增

加相近而自主的反抗力量」？ 

 

工潮結束之後，有工友認同德昌里的方向理念，從自己分得罷工基金中，捐出

部分支持我們的其他行動；有的間中會來德昌里飲酒、吃飯，或打電話給我

們，說說自己復工後（或失業後）的近況；有的會來參與我們辦的音樂會、甚

至會請假一起去聲援天橋底的無家者、反對衙前圍村的重建等等。另外，如六

四、七一等大型運動場合，也會見到不同工友的身影，有工友甚至與一位聲援

的學生成為了義父義女。 

 

其他捐贈者或支援團體跟每個工友建立的關係，及之後的影響，或許不能單從

理論可以找到答案，亦很難量化地比較衡量。而更重要的，未必是要數算關係

之中「禮物式」的互相交換、或者「幫助式」的互惠互利；而是盼望——每個

人（不論我們或工友）在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基礎、自我價值和信心，可以在一

起建立的「共同」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亦可習性相近的群體中同行，得到

支撐和力量，去踏出自己框框，嘗試創造更理想的現實。工潮為我們和工友打

開了一個可能，在「做到」和「做唔到」的回顧之後，其實還有很長遠的——

以後，與相近的人走在一起。正如德昌里一位朋友在罷工後寫的感言： 

 

「即使脫隊的貨車又重回軌道，外判倒下又換上另一間，縱然報紙電視上

的『現實』又復舊如常，如果願意，我們的生活可以從此不一樣。 

四十個日夜交換、創造的意義，可以成為改寫這『現實』的基礎。夜半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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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的忽發奇想，會議中被消音的提案，眾人的想望和需要，可以透過關係

的累積、原則的確立、共同的生成，聚成洪水，喚一聲天雷，淹沒沖散幻

象，成為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共同生活出來的現實。」13 

 

後記 

「在從不間斷的生活河流，書寫是讓我暫時調慢速度的方式。對於生命裡

重複的模式，就有中斷的可能性。選擇具有關鍵性的事件，有意識地觀看

活過的經驗，重新思考自己原有的行為模式，讓意義更加顯明。 

 

經歷書寫之後，對生命經驗會發展出不同的詮釋，各個人、各種結構體制

在生命中運行的痕跡將更見清晰。而這樣的認識，使得生命有了活化的可

能。因此開啟書寫作為探究的方式，不僅是朝向與他人的溝通，亦是開啟

與自己的對話。」14 

 

這次的書寫，嘗試從課堂理論的學習中，重新思考自己在個多月的碼頭工潮中

的觀察和體驗，作為一種行動加上反省的實踐（praxis）。透過文字的整理，更

清楚自己的位置和限制，亦鞏固了自己的想法和堅持。行文中常說的盼望、改

變、共同，寫起來看似十分抽象模糊，但在實際經驗上，又是如此確鑿、非筆

墨所能形容。抓緊踏實的感覺，持續與自己的對話，是這次實踐帶給我的啟

示。 

 

然而這種書寫的方式，很難避免不受自己的經驗、視野、政治意識型態及社會

價值所影響。條件和篇幅所限，很多相關問題亦未能在本文深入探討，如：以

建立「非市場的、長期的、雙向的關係」作為連結的方法，在職場上可能更受

實際利益、經濟權力等外在影響，在工運層面上到底如何可能？對於工會、其

他團體和參與者的描述，亦局限於個人的觀察判斷，甚或流於主觀，對於當中

的每個人所經歷的思考、與工友的關係、當時的經驗和感受等，都未及仔細探

                                                 
13 Chin Tangerine：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151462954958261&set=a.394377463260.173404.511513
260&type=1&theater 
14 鄭曉婷，〈內外之間-書寫行動中的個人與集體〉。《全球化趨勢下的教育革新與展望， 兩岸

四地學術研討會》，臺灣：國立新竹教育大學，200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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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對罷工後，復工、失業或轉職的工友們的狀態、想法的轉變等等，亦暫未

能收錄。惟以這次實踐拋磚引玉，期望打開更多相關對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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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Copyright (Amendment) Bill 2011 -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二次創作）  by Netizens 

through the Internet as Play
Chow Pok-yin Adrian 
 

The Bill 

The HK Government’s public consultation on “Treatment of Parody under the 

Copyright Regime” ended on 15 November 2013. This is part of the 

consultations regarding the Copyright (Amendment) Bill (“the Bill”) introduced 

in June 2011 which stirred up heated debates regarding the liabilities of those 

who create and communicate derivative works via the internet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s concerned. This round of consultation 

generated no less amount of controversies. “Netizen” organizations such as 

Derivative Works Concerned Group and Keyboard Frontier jointly proposed a 

“4th Option” in addition to the Government’s three1 and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User Generated Content” 2 .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repeated 

reassurance that they were open to the public’s opinion, the prospect of this 

option being adopt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the wordings of the upcoming Bill 

remains highly doubtful. 

 

It is not intended in this paper to dig into the detailed legal issues surrounding 

these consultations. Instead, what exactly do these netizens do with the 

internet media, especially such social media as Facebook (“FB”) and Golden 

Discussion Forum (“GDF”) via creating and circulating their derivative works is 

of interest here. The ultimate question is: why are they so afraid of the Bill? 

 

Civil & Criminal Liabilities 

Before moving on to look at what the netizens do with the media, however, it 

is useful to have a brief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legal position and the Bill 

regarding derivative works. In the Government’s Consultation Paper on 

Treatment of Parody under the Copyright Regime of July 2013 (“the 
                                                        
1 Para 28 – 36, Treatment of Parody under the Copyright Regime, Consultation Paper, Commerce & 
Economic Development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July 2013. 
2 Press release of the League of Copyright and Derivative Work Concern, 22 Sep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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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tation Paper”), derivative works by inclusion of an element of imitation 

or incorporation of certain elements of an underlying copyright work such as 

parody, satire, caricature and pastiche are collectively called “parody”3. Under 

the existing Copyright Ordinance (Cap.528), parodies do not constitut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f: 

 

1. they only incorporate the idea or reproduce an insubstantial part of the 

underlying works; 

 

2. they incorporate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underlying work with consent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 

 

3. they incorporate works in the public domain with expired copyrights; or 

 

4. their incorporation of underlying copyrighted works falls within the 

copyright exceptions or permitted acts for users to facilitate the 

reasonable use of copyright works in various ways (like for the 

purposes of education, research, criticisms and review, and news 

reporting)4. 

 

For parodies falling outside of the above, they may attract civil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Furthermore, “distribution” of a copy of an infringing 

parody to the public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r business, or to such extent as to 

affect prejudicially the copyright owner may attract criminal liability5. 

 

On top of the existing position, the Bill introduces a technology-neutral 

“communication right”6, so that a person may also be criminally liable if he/she 

“communicates” a copy of an infringing parody to the public in the course of 

                                                        
3 Para 5, the Consultation Paper. 
4 Para 12-14, the Consultation Paper. 
5 S. 118(1) of Copyright Ordinance (Cap. 528). 
6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communication right is to ensure that HK’s copyright law will endure 
the test of rapi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to obviate the need to change the law every time a 
new communication mode emerges (Para 1, the Consultation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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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or business or to such extent as to affect prejudicially the copyright 

owner7. 

 

How do Netizens Parod-ize? 

With this legal framework in mind, let’s look at what netizens usually do with 

their parody works. As the Government righty identifies, popular forms of 

parody in recent years include (a) combining existing news photos or movie 

posters with pictures of political figure; (b) providing new lyrics to pop songs; 

and (c) editing a short clip from TV drama or movie to relate to a current event 

(sometimes with new subtitles or dialogues)8, as shown in Appendix A, B and 

C respectively. They share the following commonalities: 

 

1. They incorporate and reproduce a substantial part of the underlying 

works (with arguably the exception of that in Appendix C in which only 

about a 4-minute clip was extracted from a 2-hour movie); 

 

2. The amendments / re-creations in these cases were done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 owners (with the partial exception of 

that in Appendix B in which the original songwriters gave their consent 

to the re-writing but the record company (owner of the copyright of the 

song’s sound recording) did not); 

 

3. The underlying works are not works in public domain with expired 

copyright; and 

 

4. These incorporations do not technically fall within any of the copyright 

exceptions or permitted acts in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ap.528)9. 

 

Hence under the existing law, these works may attract civil li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m to the public (a)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r business or (b) to 

such extent as to affect prejudicially the copyright owner may attract criminal 

                                                        
7 S. 118(8B) as proposed in the Bill. 
8 Para 4, the Consultation Paper. 
9 S. 38-39, Copyright Ordinance (Cap.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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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With the Bill’s proposed addition of “communication right”, people who 

“communicate” these works to the public under similar circumstances may 

also be criminally liable. For netizens, these works are usually shared and 

circulated in FB and/or internet’s discussion forums. While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se communications are not done in the course of trade or business, it 

is highly uncertain if they are done “to the extent as to affect prejudicially he 

copyright owner”. With uncertainty comes fear, netizens are understandably 

skeptical about the Bill.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is the key to sweep away all these fears. 

Netizens can be free to engage in parodies and their communications if they 

seek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relevant copyright owners. However,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netizens include the followings: 

 

1. Parodies such as those in the Appendixes are usually done in 

response to political incidents which are timely in nature. Seeking 

copyright owners’ consent can be time consuming. The works may be 

outdated by the time such consents are given, and their purpose of 

expressing the creators’ grievances to the political incidents in a timely 

manner is totally defeated. 

 

2. Netizens may not know whom to approach even if they want to seek 

the relevant consent. Most creators of original copyrighted works have 

their rights assigned to or managed by some copyright agents (e.g. 

music publishers for pop songs) and these agents don’t publish 

information about what rights they hold or manage. Identifying and 

locating the right copyright owner can itself be time consuming too. 

 

3. Like those for the original work in Appendix A and C (the HK 

Government and the movie company of the German film), some 

copyright owners are highly unlikely to grant consent for parody. 

 

4. Even copyright owners are willing to grant such consent, it may be 

conditional upon the applicant’s payment of royalty. Netizens are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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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ble or unwilling to afford such royalty if they are creating those 

derivative works for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ideas without any profit-

making intent. 

 

Though the balance betwee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copyright owners should be struck, it remains a delicate one. However, are 

netizens just concerned with their freedom of expression? What is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their act of creating and communicating those parodies? 

 

Play 

Threshold & Rules 
In asking the question “what we do with our media”, Roger Silverstone 

suggested several aspects of experience which intersect with the images, 

voices and sounds that comprise our media environment 10, namely play, 

performance and consumption. It is contended here that via creating and 

circulating derivative works over the internet, netizens attain principally the 

everyday and ordinary experience of play. 

 

To Silverstone, play is a powerful tool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a experience, 

and the study of media requires attention to play as a core activity of daily life. 

Quite contrary to the common belief that play is irrational, he suggests that it 

is entirely rational, only its forms of rationality are not those of the mundane 

and the quotidian. Even so, however, play is part of everyday life, just as it is 

separated from it. To step into a space and a time to play is to move across a 

threshold, to leave some kind of order behind and to grasp a different reality 

and rationality defined by its own rules and terms of trade and action11. Hence 

play is a space where meanings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participation within a 

shared and structured place, a place demarcated as being distinct from and 

other than the ordinariness of everyday life, a place of modest security and 

trust, in which players can leave real life and engage in an activity that is 

                                                        
10 Silverstone, Roger,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 57. 
11 Ibid, pp.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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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ful in its rule governed excess 12 . By quoting Jan Huizinga, 

Silverstone also highlights another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play: its 

secludedness and limitedness. All play has its rules which determine what 

“holds” in the temporary world circumscribed by play. It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ritual and involves a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Play is “as-if” culture par 

excellence13. 

 

The Internet and the social media of FB or GDF from which netizens draw 

primary material for their parody works and in which such works are most 

frequently circulated can be quite comprehensively understood from this 

perspective of play. Every time these netizens step away from their daily 

business, sit in front of the computer, launch a website and log in as a FB 

user or a “brother/sister” in GDF, they are like crossing a threshold, walking 

from real life into these cyber communities. Though both their daily business 

and FB/GDF are part of their daily life, they are just distinct spaces which 

people keep crossing. These platforms have the capacity to engage the 

participants within spaces and times that are marked off from the otherwise 

relentless confusions of everyday life. There is a threshold to be crossed each 

time the netizens join in the process of mediation14.  

 

In FB and GDF, apart from the written rules set out by the relevant website 

administrators, there are unspoken rules jointly created by and somehow 

evolved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users. As far as derivative works / 

parody are concerned, unspoken rules governing what a netizen can post or 

is encouraged to post are laid down by “viewers’ marking” expressed through 

such mechanisms as “like”, “comments” and “share” in FB, and “written 

comments” and/or “emoticon comments” in GDF. The more “like”, positive 

comments, or “share” a work gets in FB, the greater the popularity it means 

for that work. On a contrary, the more “negative comments (負評)” a work 

receives in GDF, the greater the humiliation it means for the creator of that 

work. Nonetheless, the “quality” of the parody work alone doesn’t determine 
                                                        
12 Ibid, p. 60. 
13 Ibid. 
14 Ibid, 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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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well received it will be. The “fame” of the creator / posting person has a 

large part to play. In FB for instance, a post from a celebrity attracts larger 

number of “likes” much easier. Similarly, a well-known or frequent parody 

work creator can have his/her work liked and widely shared with greater ease. 

In GDF, a post from “senior member” (a status earned by frequent posting 

and commenting) gets more respected. Negative comments to a work of such 

member may be criticized by tons of “brothers/sisters” who are fans of that 

member. These are just some examples of the unwritten rules governing the 

posting of parody work in these platforms. They are non-exhaustive and keep 

evolving. They however show that there exist a sophisticated system of rules 

and rationalities in these spaces and if netizens’ creation and circulating of 

derivative works there are considered “play”, that is really serious play. 

 
Dimensions of Play 
The behavior of netizens in relation to parody work can also be understood by 

referenc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lay. By quoting Roger Caillois, 

Silverstone distinguishes 4 dimensions of play, namely agon (competition), 

alea (chance), mimicry (simulation) and ilinx (vertigo). Examples include: 

 

1. Agon: football, chess, billiards involving competition; 

2. Alea: roulette or lottery in which chance is a primary element; 

3. Mimicry: one plays Hamlet or a pirate; 

4. Ilinx: one produces in oneself, by rapid whirling or falling movement 

creating a state of dizziness and disorder15. 

 

As far as agon is concerned, Callois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 

somewhat even playing field and it is like a combat in which equality of 

chances is artificially created in order that the adversaries should confront 

each other under ideal conditions16. For alea, it comes from the Latin name 

for the game of dice which reveals the flavor of destiny and provides latitudes 

for innovations being left to the players’ initiatives17. Mimicry by contrast is the 

                                                        
15 Callois, Roger, Man, Play and Games, published by Librairie Gallimard, 1958, p. 130. 
16 Ibid, p. 131. 
17 Ibid, pp. 128,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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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of imaginative role play and “make believe” in character18, while ilinx 

is the Greek term for “whirlpool” which consists of a joyous quality where 

enthusiastic players momentarily destroy the stability of perception and inflict 

a kind of voluptuous panic upon an otherwise lucid mind19. 

 

Netizens’ parody works and their act of circulating those works in FB or GDF 

do embrace some elements of play. Competition (agon) is the most prominent 

one. For the work in Appendix A, apart from expressing his/her ridicule at the 

HK Chief Executive (by swapping his head with that of the soft toy wolf 

“Lufsig”20, hinting he’s as cunning as a wolf), the creator must have some 

intention of getting his/her worked “liked”, shared or positively commented in 

FB and/or GDF. The informal competition of comparing the number of “likes” / 

positive comments among different parody works has been a silent tradition in 

FB or GDF. This competition can be between different creators of parody 

works or one with the creator him/herself. The number of “likes” / positive 

comments also provides incentive for the netizens’ continuation of this kind of 

creation. The “ultimate” reward for them is having their works noticed and 

publicized by mainstream media, or according to the famous GDF’s saying, 

“having a worked pushed to newspapers (推到上報)”. 

 

There is an element of chance (alea) too. Taking the same example, the 

original photo of the HK Chief Executive in Appendix A just appeared on 11 

December 2013 as an unexpected happening. No one knew in advance about 

the release of that photo. However, when netizens came across such photo 

by chance, they discerned the potential of parody in it. This parody work, and 

like many other parody works in HK, is entirely a product of chance and 

coincidence. On the level of the creator, he is never certain whether the work 

will be “liked” and shared. All he can do is to complete the work and post it on 

FB or GDF. What happens to the work afterwards is entirely out of his/her 

hands. Similar to Callois’ suggestion that an outcome known in advance, with 

                                                        
18 Ibid. 
19 Ibid, pp. 128-139. 
20 For mor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Lufsig”, please see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china-2531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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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ossibility of error or surprise, clearly leading to an inescapable result,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nature of play21, this uncertainty about the “fate” of the 

parody work bears close resemblance of play. 

 

Mimicry is also seen in the work in Appendix C, only this is a mutated version 

which I’ll call “surrogate mimicry”. Instead of physically playing a character to 

voice out his/her anger over the Government’s unfair and opaque handling of 

the HKTV Incident22, the creator selected a movie clip (which was actually 

used many times to perform similar function regarding other social issues), 

made up the subtitles to mime with the movie character, and let this character 

“speak” out what were in his/her mind. It is like the creator of the work 

mimicking a character (Hitler in this case)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The 

movie character becomes the creator’s agent or avatar through whom the 

effect of mimicry is achieved in an indirect or surrogatory manner. The fact 

that the movie character speaks German particularly enhances this clip’s 

potential for this purpose since not many people in HK understands German 

and it becomes an “empty signifier” on which exterior meanings of whatever 

nature can be imposed seamlessly. 

 

Of course some derivative works display very little or no traits of the above 

dimensions of play. The re-written song in Appendix B was created to 

commemorate the deceased and injured of the Lamma Ferry Disaster of 2012. 

Though it is fair to speculate the existence of a competition (agon) mindset in 

the creator’s head in that he does want to have this work “liked” and shared, 

and he does care about the numbers and comments, his primary purpose of 

writing seems more to be one of condolences. This act of creation seems 

more like an act of performance, through which he shows himself to public 

that he cares about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disaster, he feels sorry for them, 

he is empathetic towards them, and he belongs too to a wider community of 

this incident’s concern. It is more an act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However, due 

                                                        
21 Callois, Roger, Man, Play and Games, published by Librairie Gallimard, 1958, pp. 124, 126. 
22 This incident is about the Government’s denial of HKTV’s application of a free TV operating 
license in October 2013 (HKTV is a TV station formed in HK, which is one of the 3 applicants for 
the 3 licenses allegedly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Concrete reasons for such denial were never 
disclosed despite the apparent adequate qualification of HKTV and repeated public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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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limit in length of this paper, the performative aspect of this act of 

creation will not be discussed in detail. 

 

“As if-ness”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many of the HK parody works in recent years bear a 

remarkable stamp of play: its “as if-ness” or subjunctivity. Taking again the 

example in Appendix C, the creator used a movie clip to express his 

resentment over th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HKTV affair. By doing so, 

he/she successfully mocked the Government “as if” some actions have been 

taken to effect change, “as if” he/she was involved in some kind of campaign 

defending free competition 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However, nothing has 

been changed by this work, at least not immediately and substantially. The 

Government has yet disclosed any convincing reason for the denial of HKTV’s 

application. Similarly, though the parody work in Appendix A quite humorously 

used a photo provided by the HK Chief Executive and produced an effect of 

satire on him, its effect ends as a satire. Nothing has been done to contribute 

to his actual step down. The creator just made up something “as if” something 

effective has been done, as if he had played a part in actualizing his downfall. 

Just as Silverstone’s comment that the moments and sites for play allow and 

legitimize a modicum of re-enchantment in our otherwise disenchanted lives23, 

these parody works allow and legitimize a modicum of seeming empowerment 

in our otherwise dis-empowered lives. 

 

This dis-empowerment or helplessness of HK people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is 

perhaps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 frequent political overtone in recent years’ 

derivative works of netizens. Ever since the handover of HK in 1997, the 

quality of public governance has been declining, resulting in worsening 

poverty,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ever-rising property 

price beyond ordinary people’s reach, increasing unemployment / under-

employment rate, and ever-more acute conflicts between HK and mainland 

people (residents or tourists) etc. All in all, the quality of life in HK has been 

                                                        
23 Silverstone, Roger,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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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iorating. However, people’s ability to improve these situations via normal 

political channels is hampered by HK’s innate political structure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existence of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the split voting 

system in its legislature, and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have all ensured the triumph of the “executive led” principle, leaving people 

completely powerless within the establishment parameter to effect change. 

Together with such tactics as “de facto bribing” of elderly voters and “vote 

planting” employed by the pro-government / PRC political parties / 

organizations, one sees little hope of a true democracy coming even with the 

Basic Law’s promise of “progressiv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leading 

eventually to universal suffrage24. What people can do is subjunctive anyway, 

and hence parody (or play in general) becomes almost the sole vent for or 

form of releasing people’s political grievances. That’s why political themes 

keep revolving in these kind of works because they let us feel “as if” we have 

done something politically potent. 

 

Then why parody only and not more extreme social actions? It is contended 

the overwhelming power (bo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of the PRC 

government, the ultimate sovereign power of HK, deters any imagination of 

success of any such actions in people’s mind, at least for now. This is an 

authoritative power which instigated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suicided” 

mainland activist Li Wangyang, imprison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 Liu 

Xiaobo on the ground of his initiation of Charter 08 being an act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home detained Liu’s wife Liu Xia without trial, and 

administratively arrested political opponents under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laws. Military crack-downs against “anti-governmental” activities have 

not been unfamiliar measures taken by this authority. In face of this presently 

invincible power, “as if-ness” seems to be the only tactic against oppression. 

 

That said, of course, one cannot judge all futile actions as “as-if” kind of play. 

Marches and protests with no immediate impact, bearing a sense of 

subjunctivity but short of the aforementioned dimensions of play, cannot be 
                                                        
24 Chow, Adrian, Looking At Hong Kong Politics Through a Pair of Affective Spectacles, CUS511G 
Assignment 3, 2012,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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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ed as such. Also, as mentioned, some parody or derivative works (such 

as that in Appendix B) are more in the nature of something other than play. 

But as far as those playful works and sharing behavior are concerned, they 

don’t necessarily stay statically as play. For example, in dealing with the Bill, 

netizens created their own communities out of FB and GDF. They went further 

to form such actual pressure groups as Derivative Works Concerned Group, 

organizing seminars, protests and marches to try influencing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parody. They would even cross-over with mainstream 

media for such purpose (like joining force with Commercial Radio HK to 

organize a “Concert of Derivative Works” in 2012). These efforts and events 

would in turn be circulated around and mediated through FB/GDF causing 

greater public awareness over the controversies. With such media, they and 

their derivative works become catalyst of further social actions. Their parody 

works might start out as play, something to let them feel “as if” effective 

measures are taken. But these playful activities evolved into social actions, 

and in the case of the Bill, into actions to defend their right to play. 

 

Why Fear? 

Then look back at the opening question, we seem to know why netizens are 

so afraid of the Bill, at least on 2 levels. On the surface, they are afraid of the 

Bill’s chilling effect. They fear that their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will 

get eroded by the Bill’s imposi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on cre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25 . As 

mentioned, in the context of HK’s handicapped political system, creating and 

sharing these works on the Internet are the very few available means for 

netizens to voice out their political discontent. Introducing criminal liability for 

these acts will simply put a halt to them. Moreover, with the Government’s 

unpopularity and its track record of promoting irritating policies 26 , these 

netizens are convinced that the Government actually intends through the Bill 

to restrain the freedom HK people on the request of the PRC Government. 

                                                        
25 See p. 3 above. 
26 Like the promotion of legislating for Article 23 of the Basic (laws regarding subversion) in 
2003 an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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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latant betrayal of HK people by the Governmen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to these netizens. 

 

On a more fundamental level (or even unconscious to these netizens), 

however, they fear that the Bill invades their right to play! As discussed above, 

what they do with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the creation and sharing of 

parody works) can in many cases be understood as an experience of play. It 

is something extremely ordinary, something which they do on a daily basis. It 

is an experience of the quotidian. Everybody plays. They play like the rest of 

us, only the “game” they play somehow relates to derivative works and parody. 

In mentioning the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children by D.W. Winnicott, 

Silverstone goes further to suggest that play serves some ontological 

purposes and is an experience we gathered since childhood. In play the 

trusting child explores the world through the manipulation of objec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antasy. Through play, and within an environment which offers 

trust and security and in which play can be both simulated and contained, a 

child pleasurably constructs him/herself a place in culture. Through play, the 

reality is tested, internal reality is defined, and through such testing and play, 

the child constructs a symbolic world27. Hence, play is something that we 

developed since childhood, and through which we keep testing the different 

boundaries and thresholds in our daily lives and construct our identities even 

in adulthood. In parody work the creator test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ike 

and dislike, popular and unpopular, the identity of an artist and amateur, or 

the stance of “an egg and the wall” 28, for instance. Restriction of play is 

restriction on our basic, quotidian, yet essential experience. It is the Bill’s 

possible corrosion of our right to play that the netizens most object to and fear. 

 

Of course, as both Silverstone and the netizens are well aware of, there are 

dangers in play. Boundaries cannot always be held, and the trust we require 

may not always be offered. In the process, we make mistakes and get stuck. 

                                                        
27 Silverstone, Roger,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 64. 
28 The “egg vs the wall” is a common analogy used amongst the netizens community of HK, with 
the egg representing the people and the wall the authority. This analogy is borrowed from the 
writing of the Japanese novelist Haruki Murak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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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isread the signs and sometimes tragically so29. In parody the dangers lie 

in infringing the rights or hurting the feelings of the copyright owners, getting 

“unfriend” in FB or negative comments in GDF, and now being criminally liable 

under the Bill. From my personal encounters with some of these netizens, I 

note that they well respect the balance between their rights (of expression and 

to play) and that the copyright owners. They have no intention to prejudicially 

affect them. They do not purport to make any profit out of their derivative 

works. They fully support those parts of the Bill which counteracts copyright 

piracy. They acknowledge that some dangers of their kind of play are well 

justified, and they won’t step into those danger zones. It is however the 

danger of criminal liability for their bona fide play that they cannot reasonably 

contemplate and find utterly unacceptable. This is why they fear. 

 

                                                        
29 Silverstone, Roger,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9, pp.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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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Original Photo 
 

 
 

A photo posted on 11 December 2013 by the HK Chief Executive in his blog 

showing himself and the popular soft toy “Lufsig”. 

 

(http://www.ceo.gov.hk/chi/blog/blog20131211.html). 

 
Amended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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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大愛香港》  

原曲：大愛感動 （曲：Cousin Fung／詞：周博賢） 

改編作詞：山卡啦  

主唱：G 大調  

MV 製作：山卡啦  

音樂提供：周博賢   

 

煙花未璀璨，生死兩分  

數十生命下沉，心裡著急震撼  

這福地天蔭，天不再狠  

何以讓人禍降臨，於大海被困   

 

曾歷遍幾多災劫，以強忍飽經試煉  

若老天恩賜為何禍患再現  

 

*曾艱辛仍能走過，自怨自艾難開朗  

承受過劇痛盼望會見到好風光  

曾哭泣徬徨沮喪，淚眼漸紅仍堅壯  

仍願意大愛守護心愛地方* 

 

當厄運淹浸，敢於挺身  

無悔在危難裡尋，守望相助困   

 

憑自救抵擋災劫，奮鬥心譜寫故事  

縱使傷感了臨危盡力救治   

 

Repe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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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傷心仍能走過，就算淚流仍開朗  

危難裡互勉最後會見到好風光  

若果厄運避不開，逆處自強仍堅壯  

仍願意大愛守護燦爛香港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T1kqzFVU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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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C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KySkt23q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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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與「假意」──香港求愛真人秀如何構建戀愛價值的反思與啟示 

楊啟聰 

 

引言 

真人秀（Reality TV） 是電視節目製

作上的一種模式，大致起始於九十年

代中期，而興起以此模式製作節目應

為二零零零年以後，特別是以外國環

境作背景的《Survivor》和《Big Brother》 

 

 

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真人秀最為受世

界各地的觀眾歡迎，當這種類型的節

目不斷在觀眾面前呈現的時候，不少

媒體學者都開始對真人秀的「意義」

及「內容」作出批判，希望能透析出

這些以「真實」掛帥為主題的電視節

目如何影響觀眾於現實世界的認知。 

 

（圖片來源：www.tvb.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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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真人秀已經發展出不同類

型的電視節目，而以求愛為主題的真

人秀亦都於香港這個市場上越來越

受到觀眾注意，無論觀眾喜歡節目當

中參與者與否，都會投放大量時間去

追蹤和收看節目，除滿足自己的無限

好奇心外，還會提出大量的批判及意

見，令這些求愛真人秀的節目內容及

在內參與角色的遭遇，瞬間成為社會

的熱門話題。因此，香港的電視廣播

有限公司（簡稱無線電視）轄下的翡

翠台，於二零一一年製作《盛女愛作

戰》求愛真人秀節目，並於二零一二

年作首播，該節目為首部以真人秀全

程直擊模式而製作出來的求愛節

目。這個節目播出以後，為香港的廣

大觀眾帶來十分熱烈的討論，其後於

二零一三年繼續以近似的方式製作

《求愛大作戰》，而這個節目的主線

則是轉移到男性的求愛過程記錄。 

 

（上圖為《求愛大作戰》男參與者的合照。圖片來源：www.sharpdail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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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希望透過本文來探討這些求愛

真人秀，整個似真又假的製作手法，

如何以「真感情」製作「假性意義」

的真人節目，來嘗試影響觀眾對談戀

愛的認知，而且理解這些求愛真人秀

內容對個人發展的不同論述，會如何

影響觀眾對愛情價值觀、性別關係的

角力，更甚是性別形象的強化、個人

儀表的塑造等各方面有何等程度的

影響。 

 

何謂真人秀？ 

有關真人秀的定義，學術界裏不同的

媒體學者都會為這個製作節目的模

式定下意義相近的定義。筆者認為

Annette Hill 於“Reality TV: Audience 

and popular factual television”一書裏

面所下的定義最為讓讀者理解，她認

為「真人秀是包羅萬有的娛樂節目類

別，而且其範圍題材廣泛的內容是涉

及真實的人。有時也被稱為流行現實

電視，電視真人秀並定位於廣闊的領

域，包括訊息和娛樂，紀錄片與戲劇

之間」（Hill, 2005）。筆者認為這個

對於真人秀的定義清晰易明，事實上

真人秀發展到近年，不同的節目製作

都有不同的主題背景，例如是以險境

求生、家庭生活、競賽贏巨獎等作為

主題，甚至筆者即將要分析的求愛真

人秀都可以有其市場價值。但無論這

些節目的主題是什麼也好，製作人在

節目裏都不斷聲稱所有內容是真人

全紀錄的。因此 Hill 所認為真人秀所

播出的內容既是意義訊息的傳遞，又

可能只是一種娛樂工具；既是一種紀

錄片，又可能是一場又一場的戲劇，

筆者對這些論述是絕對同意的。 

 

香港求愛真人秀背景：《盛女愛作戰》

和《求愛大作戰》 

跟據網上資料所示，《盛女愛作戰》

（下簡稱《盛女》）是香港首部以真

人實境模式拍攝的求愛節目，共有十

集，由知名藝人蘇玉華作旁白。節目

由無線電視前總經理陳志雲先生作

統籌及策劃，並由公共事務科製作

《星期二檔案》的導演岑應擔任本節

目的編導及節目統籌。由於節目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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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時來說是十分新鮮並引來社會

熱烈討論，故此節目的收視率亦上升

至近年同一時段的最高位。《盛女》

於二零一一年開始拍攝，聲稱以半年

的時間追蹤拍攝五位香港單身女性

的整個求愛過程，這五位女主角都是

藉著一個網絡博客（Blog）的一篇網

上召募而報名參加，在整個求愛過程

裏，她們都會接受不同「教練」對各

方面的培訓，包括教導女主角認識兩

性關係與相處、形象設計及心理輔導

等，期間亦會被安排出席不同場合去

認識男性，希望藉此能找到自己心儀

的對象。 

 

因為《盛女》節目在香港社會得到很

大的迴響，因此岑應導演於二零一二

開始拍攝另一輯求愛真人秀，但是次

的轉為由男性作主導，節目名稱為

《求愛大作戰》（下簡稱為《求愛》），

整套節目共有十五集，由陳莉敏作旁

白。節目聲稱八位男主角是由社交網

絡及婚姻介紹所推薦，並需經過面試

選拔。同樣地，這八位男主角會接受

不同導師指導，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

能改變自己，包括形象，亦會參與認

識不同女性作「實戰」等不同活動。

但這輯《求愛》真人秀跟《盛女》的

製作手法不同，便就是《求愛》是有

競賽環節。節目期間，女性會對八位

男主角進行投票，票數較高的可留下

繼續餘下的節目拍攝，而票數不足的

男性會被要求離開節目。及後，最後

餘下四位男主角會跟另外四位女

性，及拍攝團隊到印尼的龍目島作最

後競賽。 

 

「媒體中介」的過程：求愛真人秀傳

遞「意義」與觀眾的認知構建 

Roger Silverstone 曾經於“Why Study 

the Media?”一書中提及到「媒體中

介」（Mediation），這個對媒體及文

化研究這個範疇十分重要的概念，

Silverstone 認為整個中介的過程就好

像翻譯過程一樣，涉及到信任、入

侵、轉化及還原四個步驟。筆者認為

當觀眾在欣賞這類求愛真人秀的過

程時都可以應用到這四個步驟，從而

令這些求愛節目內容中所帶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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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會不斷在觀眾之間被產製出「新

意義」，現在筆者嘗試就這四個步驟

簡略地說明「媒體中介」如何應用在

這個訊息傳遞與認知構建之間的互

動上。 

 

進行「媒體中介」的第一個階段就是

信任，按 Silverstone 對這個階段的說

明：「…在我們決定翻譯某一著作之

時，必然已經同意，這個文本具有值

得肯定的價值，且這個作品所具有的

價值，是我們希望能夠瞭解、與他人

分享、也可用以和自己對話的」

（Silverstone, 1999），筆者認為這種

情況正如我們決定要花費自己的時

間去觀看這類求愛真人秀的時候，其

實我們都是信任這類求愛真人秀所

被賦予的原始意義是作為觀眾可以

理解及配合，根據《盛女》及《求愛》

的編導岑應向外界表示拍攝這類求

愛真人秀的原始意義，就是希望以

「港女」、「剩女」為主線，探討為

何香港女性到達適婚年齡而仍然單

身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筆者認為這樣

的論述就好像是這類真人秀其實是

一種社會議題的深入探討，就像是一

種「紀錄片」的寫實紀錄。而今天觀

眾選擇投放時間去觀看節目的時

候，應該是信任所購看的真人秀節目

是有助我們理解這個社會現象的。 

 

第二步就是入侵的階段，這個階段是

比較難理解的。因為廣大觀眾在觀看

求愛真人秀的時候，都會把自身經驗

放進到原始意義作理解，因此根據

Silverstone 對此階段的論述：「我們

進入文本，說明文本的意義，這便彷

佛在文本中插上旗幟，宣示自己對於

文本意義的所有權」（Silverstone, 

1999），正如上述提到，即使岑應編

導把自己對愛情的意念投放到求愛

真人秀的製作上，廣大觀眾都可能因

為自身不同的愛情經驗投放於相同

的文本意義上，對於不同觀眾藉著自

我經驗對文本意義作理解就是一種

入侵的行為。不論《盛女》或是《求

愛》都涉及不同的角色人物，因此不

同人物的愛情觀都可以在節目中找

得到，從而讓觀眾可以把自己的理解

入侵到不同的節目情節，例如有些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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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會認為《求愛》中的其中一位主角

Guy在情況危急之下用粗言破口大罵

其他女性是十分合理的；但同時亦有

不少人認為這種做法是不應該的。再

者，岑應在製作這類節目的原始意義

會被逐漸淡化，而其他觀眾會把觀看

求愛真人秀來找出兩性處理問題時

不足的地方視為這類節目的「新意

義」。由於這種入侵已經涉及到意義

的再生產，所以有不同的「新意義」

會因慮不同的消費者而製造出來。下

一步，就是要把「新意義」進行轉化。 

 

筆者認為轉化這個階段是當完成入

侵後的必然結果。按 Silverstone 對轉

化的論述，他認為轉化的意思是「把

文本轉變為令人熟悉而可以接受的

模樣」（Silverstone, 1999），當然我

們大量投放時間去觀賞這類真人秀

節目的時候，便是希望在自己所生產

的「新意義」下，把自己跟其人觀眾

一起追蹤節目裏各位主角求愛歷程

的行為合理化。因此，雖然觀眾有時

候會大力批評節目中不同主角的言

行，但大部分觀眾都不會放棄觀看令

他們感到「不快」的求愛真人秀節

目，因為每一天所播放出來的內容，

都可以令觀眾把當中的觀感轉化成

自己可以接受的情況，嘗試把自己從

中所理解的「新意義」變得更理所當

然。當然，這種對意義上的實質消費

可能會有大量誤失與偏差，所以

Steiner 所提出「消費意義」及「馴服

意義」等概念，都能夠在觀賞求愛真

人秀的過程經驗中，由節目製作團隊

與觀眾一起實踐出來。 

 

最後所謂還原，作為中介過程的最後

一個階段，經過以上三個步驟後，就

是觀眾會「賦予文本新的價值與新的

意義」。當觀眾由開始信任這類求愛

真人秀所帶給他的價值與其原意

義，到後來這些觀眾在投入別人求愛

過程時，所對原意義的入侵及轉化，

到最後他們應該會能夠自我生產出

一種對求愛真人秀原意之外的另一

種新意義。製作團隊與廣大觀眾原以

為可以透過不同男女主角的求愛過

程，來探討香港社會對「剩女」、「毒

男」等社會現象作更深入的探討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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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但不少觀眾可能都不會清楚感受

到其真正意義的同時，《盛女》、《求

愛》卻變成加深兩性政治角力、發洩

個人不滿情緒的平台、塑造兩性固定

形象及性格的工具，甚至被視為兩性

互相批判弱點的最佳節目等等，這些

針對求愛真人秀系列所生產出來的

新意義，其實與原意義的距離甚遠，

但這都是觀眾對投入別人求愛過程

之後所賦予出來的新價值與新意

義，此舉會令不同觀眾得到滿足，及

認為可以對這類求愛真人秀有一個

完備的詮釋。 

 

「真情」何在？求愛真人秀的編導與

製作 

Roger Silverstone 對媒體中介的理

解，的確有助我們明白一個媒體節目

的意義如何轉化。雖說求愛真人秀這

類節目的原始意義會被觀眾自行產

製出不同的「新意義」，但筆者認為

更值得分析的是在策劃整個求愛真

人秀的內容製作時，有多少是真人秀

所強調的「真實」呢？ 

首先，筆者留意到兩齣求愛真人秀，

無論是《盛女》或是《求愛》，於第

一集播放的時候，也十分強調製作團

隊如何公平地選擇節目的參加者，例

如《盛女》曾於節目的第一集說明所

有參加者是透過網上博客的召募文

章中報名參加的，然後再由所謂評審

團揀選可以參加節目的合適人選，後

期卻被報章揭露《盛女》節目的其中

一位參加者 Mandy，其實就是這系列

求愛真人秀的編導岑應的好朋友，因

此被不少觀眾形容為有內定角色之

嫌，雖然事主 Mandy 其後否認，但整

個節目的真實性已大不如前。除此以

外，第二齣以「港男」為主線的《求

愛》都出現相同的問題，製作團隊於

第一集強調所有參加者都是經婚姻

介紹所介紹，經過面試後選出來的，

但事實上其中一位參加者 Guy 是筆

者的前工作同事，他跟筆者親自說明

他能夠成為參加者是因為有人推

薦，才可以順利參與。這件事件再一

次令筆者認為整個所謂面試甄選過

程只不過是一場戲劇，這個既定程序

是為了讓廣大觀眾認為整個節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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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是公平公開的，事實上其所謂真

實的程度是甚低的。 

 

另一方面，跟外國的求愛真人秀有明

顯不同的地方是，香港所製作的兩輯

求愛真人秀都會邀請不同專長及背

景的「專家」成為星級評審團隊，而

他們會在整個節目過程中加入很多

不同的個人意見，嘗試把參加者的言

行及其戀愛價值觀加以評價及塑

造。與外國電視製作的求愛真人秀不

同，例如《The Bachelor》就是跟《盛

女》與《求愛》類型相近的求愛真人

秀，《The Bachelor》是外國電視市場

中十分受觀眾歡迎的求愛真人秀節

目，而整個拍輯過程都只是集中在一

位被挑選出來的男性如何跟二十四

位不同的女性相處，並全程追蹤哪一

位女性能脫穎而出，能吸引到該男士

跟她發展關係為之勝出。筆者曾經把

《盛女》及《求愛》這兩齣真人秀完

整的觀看了一次，發現所謂專業評審

的意見其實帶有相當主觀的批評，例

如不少評審會在《盛女》節目中批評

參加者樣貌不夠出眾、愛情觀過於不

切實際等等，並不斷說服這些參加者

要跟隨著他們的指示來進行改變，或

者所謂提升她們的「求愛技巧」。筆

者認為整齣求愛真人秀並不是讓參

加者透過節目覓得真愛，是因為大部

分參加者都只是跟隨那些評審的意

見或是攻略去改善自己，而並非因為

跟隨自己的個性而尋找適合自己的

伴侶。對於那些不聽從評審意見的參

加者則會在廣大觀眾前以「好惡搞」

或是「註定失敗」等評語來批評。因

此筆者認為這些極具引導性的評論

或建議，會容易讓不少觀眾因為這些

求愛真人秀而被構建出新的戀愛價

值觀。而節目所強調的找尋「真情」，

在這種情況下已經變得不再重要，故

此我們可以留意到《盛女》的五位女

主角，只有一位女性 Suki 在節目早期

階段成功覓得愛侶，另外一位女性

Mandy 決定退出節目，而其餘三位女

參加者都終告失敗。事實上，在這種

強行被要求改造自己的情況下，有多

少人會真的可以在節目中找尋自己

真心喜歡的愛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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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的論述，筆者認為除了「專

業」評審的意見會構成戀愛價值觀的

一種「定型」外，在節目中會讓不同

的參加者在鏡頭面前分享個人感

受，這是今時今日製作真人秀時候都

會加入的「傳統」環節，而他們的想

法往往成為了社會大眾熱烈討論的

內容，由於他們的分享都是帶有極強

的主觀性情緒，因此筆者認為他們的

言論除了讓廣大觀眾能夠了解他們

的想法，及事件的過程外，還會深化

了兩性之間的政治角力。在《求愛》

節目中各個參加者在不同時段的分

享，便可以清楚理解在節目播出的早

期階段，節目中的女參加者在分享過

程中都以「樣子太不堪」、「為什麼

找一個四十多歲的大叔來參加？」、

「甚麼夢想都幻滅了」，甚至把自己

女性的地位提升到只是她們去挑選

男性、評價男參加者；到節目的後期

階段，四位男參加者及四位女參加者

到印尼龍目島作競賽的時候，情況已

經恰恰相反，觀眾都可以清楚留意得

那個時段的男參加者會在分享環節

時破口大罵那些女參加者。事實上，

筆者認為《求愛》節目到這個階段已

經不再是聚焦在男性與女性如何建

立關係上，只是每一晚追蹤著女參加

者如何互相鬥爭。如此同時，廣大觀

眾都留意到男參加者如何批評女參

加者的言行，這樣的節目製作、內容

剪接是刻意的讓兩性的政治角力呈

現在廣大觀眾眼前。而筆者認為當觀

眾每天接收這些資訊的時候，會影響

觀眾在現實社會中男女的權力分

佈，而所謂「港女」的形象會因這些

節目內容被強化。最後，觀眾從節目

裏，幾乎都發現不到有那一位參加者

是可以找到「真愛」，只是一場一場

發生在男女之間的「大龍鳳」，互相

鬥爭至節目的最後一集。 

 

「假意」出現？商業化的求愛秀的促

成 

既然參加者從這樣的編導與製作

下，都不能以「真情」來尋找自己的

愛侶，哪這類節目的製作還有什麼意

義呢？明顯地，筆者認為整個求愛真

人秀的重點都不是聚焦在參加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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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尋覓真愛，反而只不過是一種商業

化程度極高的求愛秀製作。首先，這

類真人秀有別於其他綜藝節目的播

放頻率，例如《May 姐有請》、《超

級無敵獎門人終極篇》等受歡迎的節

目都是一星期播放一集，但是無論

《盛女》及《求愛》都是一星期播放

五集（星期一至星期五），讓不少觀

眾可以緊貼參加者的最新發展，根據

Anita Biressi及Heather Nunn在其著作

“Reatity TV: Realism and revelation”

一書提出，這類真人秀是「事件性電

視」（Event Television） 的其中一種，

她們認為「事件性電視是一種高概

念，旨在通過廣泛的能見度和不同多

媒體的選擇來達到更多的觀眾收

看，因此，這類電視節目往往在一個

電視頻度上橫跨了數週的時間，並且

支援多媒體平台作互動性高的網上

服務；從商業的目的來說，就是吸引

大量的觀眾，讓節目內容成為日常生

活流行話語的一部分」（Biressi and 

Nunn, 2005）。借用她們的論述，我

們便可以清楚明白為什麼電視台需

要用密集式的方法來帶動整個社會

對兩套簡真人秀的節目內容作激烈

的討論，這都是一種「市場策略」，

讓廣大觀眾在熱烈的討論下不斷推

高其節目的收視率。 

 

另一方面，不少「隱蔽式宣傳」不斷

在節目中播出，筆者認為都是一種極

度商業化的真人秀製作，特別是《盛

女》節目尤為明顯，例如在節目的早

期階段，其中四位的女參加者都被安

排約見醫學整形中心的醫生，而醫生

都會在節目中分享這些參加者在外

貌及身型上有什麼不足之處，希望他

們會進行輕度的整形手術，當中以

Gobby 及 Florence 被說服進行瘦身或

面部整形手術的次數最多，節目中評

審 Mei Ling 更認為 Florence 不作出改

變的話便註定失敗。筆者認為這些內

容都是「隱蔽式宣傳」的一種，以軟

性的方法去讓觀眾知道醫學整形的

可靠程度，例如 Gobby 在節目製作過

程中，接受了醫學牙齒整形手術，手

術成功後整個人都建立不少自信

心。當然毫無疑問的是，這些節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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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目的都是為了強化社會大眾對

「美」的統一標準。 

 

結論 

筆者希望透過對《盛女》及《求愛》

兩齣香港製作的求愛真人秀作不同

層面的分析，說明這些求愛真人秀的

確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原始製作節

目的意義，無論在「媒體中介」的過

程中，觀眾會把自身經驗作入侵而轉

化成自我產製的「新意義」；或是，

在製作節目過程中，無論從挑選參加

者、評審團主導觀眾思維，或是加入

大量商業元素也好，筆者都認為這類

節目都已經遠遠超離探討社會議題

的原始意義。故此，不少觀眾既不能

從真人秀裏追蹤到參加者如何覓得

真愛，反之，每晚都看著男與女之間

在權力爭奪下的政治角力，性別形象

被進一步「定型」，從而對不同觀眾

構建個人戀愛價值觀。筆者認為，我

們應該要反思這些沒有「真情」只有

「假意」的求愛真人秀應否繼續製作

推出？即使我們認為可以繼續製

作，到底節目的內容應如何作調整

呢？希望本文能帶給我們一點啟

示，在往後繼續欣賞這類求愛真人秀

的同時，可給予我們多一點反思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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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播

吳秉恩 

 

 

（圖片來源：www.qbaobei.com） 

觀看電視一向都是普羅大眾最佳的

娛樂，自從可以免費觀看電視節目

開始，便令電視這個媒介成為了大

眾主要的娛樂。在七十、八十年代，

那時互聯網和電腦都仍未普及，在

一天工作過後，唯一最大的娛樂便

是看電視。在電視與收音機相比較

之下，有畫面的電視就更多姿多采

了。 

 

無線電視的《歡樂今宵》就曾經是

大多數香港市民每日必看，甚至認

為一生必定要現場看一次的節目，

在林奕華著的《等待香港 我與無線

的恩恩怨怨》中記載到：「幾乎一

直維持至八十年代初期……不論是

那個階層的香港人，都會把當《歡

樂今宵》座上客視為一生中起碼要

實現一次的願望。當身邊朋友知道

我是無線電視員工一份子，第一個

反應總是：『弄不弄得到《歡樂今

宵》入場卷？』」
1
。 

 

由以上的例子可見，電視在當時的

影響力和受歡迎程度有多高，但來

到今時今日，隨著科技的發展，為

電視廣播帶來了重大的轉變，無論

是頻道、播放的制式、收看的方法

和以往的一套也著重大分別，例如

制式由模擬廣播變為數碼廣播，而

隨著流動網絡的發展，市民更可以

在街上以流動數據收看電視。 

                                            
1林奕華（2010），《等待香港 我與無線的恩恩

怨怨》，浙江大學出版社。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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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money.163.com） 

 

事實上，科技發展只是一個契機，

若以文化研究的角度來思考，便可

以看到這種轉變並不是一個偶然，

而是跟隨全球的發展洪流而作出的

改變。 

 

過去的電視工業：大量生產標準產

品 

首先我們不要把電視廣播單單當成

是一個廣播的媒介，換個角度來思

考，其實電視廣播是一種生產，生

產電視節目給觀眾收看，雖然和一

般的工廠不同，不是生產出一件的

實物，但同樣有著生產者和消費者

在其中；除此之外，電視節目都和

生產實體產品一樣，實體商品成功

與否，在於消費者購買與否；而電

視廣播成功與否，在於消費者觀看

與否，所以整體來說也是一種生產。 

 

關於電視工業，從轉變到今時今日

的形式，可以借用福特主義（Fordist）

到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t）的時代

交替，來分析及了解電視工業的轉

變，因為同樣是分析在生產方面的

轉變和該時代的特點。 

 

傳統的電視，即是在數碼廣播推行

前，或可以推算到七十、八十年代

的時候，那時都被認為是電視的黃

金時代。這個時代如前文提及，電

視節目的受歡迎程度和影響力都十

分高，而這個時代的電視工業，就

有如福特主義時期的工業生產，都

是以大量生產及生產標準化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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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以七十年代的無線電視為例，

當時大量製作以金庸和古龍的小說

改篇的武俠電視劇集，而綜藝節目

方面就有長做長有的《歡樂今宵》，

這都是在一些已知道受廣泛觀眾所

喜愛類型的節目。 

 

而當時無論是無線電視，或是其他

的電視台，也會全力以打造一條綜

合頻道為目標，一條集新聞、文教、

娛樂於一身的綜合頻道，當然這和

廣播條例中指明不同類型節目的播

放時數有關，但當時無論是電視台

本身，還是觀眾，都是對只有一條

綜合頻道的情況滿意，也沒甚麼反

對的聲音。電視台一天的節目，就

像時鐘一樣，由早晨節目的一句

「早晨」開始新的一天，到《歡樂

今宵》的一句：「各位觀眾晚安」

來完結一天。全力打造一條頻道，

其實和一間福特主義時代的工廠一

樣，都是全力打造單一的標準產品。 

 

後福特時代的轉變：由大量生產變

為多樣化生產 

如前文所說，以往的電視廣播都以

全力打造一條頻道為目標，如福特

時代的工廠全力打造一件產品一樣，

在當時來說，這不但可以集中精神

和人力去進行生產，而且生產出來

的產物又較符合大眾的喜好，對當

時來說這是一個較佳的方法，但當

然，現在這個情況已經完全改變。 

 

來到今時今日，在後福特主義的時

代，生產者已經不再只埋頭苦幹生

產單一的產品，或一件看起來符合

所有人喜好的商品。現在所著重的

是彈性生產模式，生產多樣化的產

品，簡單的以福特汽車為例，無論

是汽車的型號，款式都不多，甚至

可以按個人需要客制化改裝，所以

彈性生產和多樣化產品，就是轉變

為後福特主義的重點之一。 

 

科技的發展，令電視廣播由以往的

模擬廣播變為數碼廣播：在數碼廣

播開始時，曾令香港人有十三條免

費電視頻道可供收看，而數碼廣播

其中一個最重改變，是為觀眾帶來

高清的畫面。與此同時，因互聯網

的發達，令大眾除了看電視外，還

有更多的選擇，更多的娛樂，如可

以在互聯網（如 YouTube）收看自己

最喜歡的節目，又可以回家後和朋

友網上聊天等。因此，隨著網絡發

達，整體的收視人口已經減少。 

 

藉著科技發展這一個契機，電視廣

播都已經體現到後福特時代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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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多樣化產品，播放更多不

同節目類型和不同目標觀眾群的電

視頻道。就以無線電線為例，在數

碼化之後，除了本來的翡翠台和明

珠台外，更增加了以年青人為對象

的 J2 台 頻道，還有可以查詢天氣的

互動新聞台，都是以全高清播放。

早上播放財經節目的互動新聞台，

以及晚上播放高清劇集的高清翡翠

台，無論是節目類型還是目標觀眾，

都與播放多年的翡翠台和明珠台不

同。 

 

在節目頻道的分類上，可見電視廣

播已經是由生產單一產品，已經轉

變為生產多樣產品或彈性生產為主。

不同的電視頻道，針對不同的觀眾

群，例如年青人假若對翡翠台感到

厭倦，仍可以改看 J2 台頻道；而喜

愛收看新聞的觀眾則可以轉看新聞

頻道，新的頻道全部都和傳統的綜

合頻道有所不同。 

 

以無線電視為例，除了頻道的類型

不同外，在劇集以外還有製作其他

類型，例如遊戲節目、旅遊節目等，

而且更有不少外判和外購節目播放。 

 

電視廣播的縫隙市場：網上直播及

重温 

後福特主義時代的另一個特點，但

是生產者會開拓一些縫隙市場

（Niche Market），即是指一些選定

一個很小的產品或服務領域，可以

小規模的生產，但在這一個較少的

領域獲得最大的利潤，而電視廣播

的網上直播及重温，例如無線電視

的 MyTV（是無線電視旗下電視廣播

互聯網有限公司（即「tvb.com」）

便是一個縫隙市場的例子。 

 

網上重温是針對一群未必會準時收

看電視，或者是一群未必常在家中

看電視的觀眾而設，這些用戶只需

要透過互聯網，便可以在電腦或手

提電話等的裝置，重温已播放的節

目，更可以透過互聯網收看直播的

電視節目，例如無線電線的 MyTV 

就可以網上直播 J2 台、高清翡翠台

和互動新聞台。 

 

曾經不少人都認為互聯網，會是電

視廣播的大敵，但如今就把互聯網

和電視廣播結合，吸引一群較小眾

的觀眾，例如是年輕的網民，在公

司午飯時上網的打工族等等。在網

上重温的出現，除了可以把更舊的

節目改為收費重温外，網上重温劇

集的前後，一樣有廣告的插入，同

樣可以收取客戶廣告費用，所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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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廣播的轉變，和轉變到後福特主

義的生產者一樣，同樣可以開拓縫

隙市場。 

 

電視廣播轉變帶來的影響及問題 

香港的電視廣播，如上文所說，其

實已經作出了轉變。電視廣播一方

面由生產單一產品，轉變成為生產

多樣化產品、開拓縫隙市場；但同

樣轉變帶來轉機的同時，都帶來其

他的影響和問題，例如以香港的現

況來看，這個電視廣播的轉變，第

一步就加劇了一台獨大的問題。 

 

在數碼廣播開始之前，不少市民都

希望亞洲電視可以藉著數碼廣播帶

來的頻道，拉近和無線電視的距離，

但結果卻事與願違，因為數碼廣播

這個轉變反而令亞洲電視和無線電

視的距離拉得更遠。 

 

頻道增加，本應可令亞洲電視可以

有更多的頻道，播放不同類型的節

目，吸納更多不同的觀眾收看，但

結果卻是因同時要管理多條頻道，

令資源較少的亞視更不勝負荷，原

本在數碼廣播的初期，亞洲電視除

了原本的頻道外，更有新聞財經、

動感資訊、魅力資訊和文化資訊四

條頻道，其中動感資訊更會直播一

些體育盛事如一級方程式，但相比

無線電視，由於亞洲電視的資源較

少，結果這四條頻道最終都後播，

現在亞洲電視更有數碼頻道是停止

播放的。 

 

在這方面來看，無線電視的資源較

多，旗下的 J2 台、互動新聞台，反

而吸納了更多的觀眾，與亞洲電視

拉開更大的距離，進一步加劇了一

台獨大的問題。 

 

總結 

隨科技發展，令香港的電視廣播可

以有進一步的改變，由以往生產單

一化產品，轉變到後福特時代的多

樣化產品、開拓縫隙市場，在數碼

頻道中有十多條頻道可供大眾收看，

但另一方面，卻加劇了香港電視廣

由無線電視一台獨大的情況，相信

要改變這個局面，唯一的方法都是

在未來引入更多的競爭，透過競爭

令香港電視廣播可以有更多的進步。 

 

參考書目： 

1. 林奕華（2010），《等待香港 我與無線的恩恩怨怨》，浙江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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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龍小菌：「我要捍衛廣東話！」 

胡世君 

 

（圖片由作者提供） 

龍小菌（原名：蔡小茵）坦言以前很胖，卻無礙她於舞台上追夢。難道外表真

的這麼重要嗎？曾經當中文老師的她，早前走訪了多間學校，以個人經歷鼓勵

年輕人為夢想而奮鬥。她表示與其靠傳媒隔空報導，何不深入群眾，表白最真

實全面的自己？ 

其實龍小菌一直都在人群之中。不論街頭賣唱，或於「國教事件」中以歌聲

「撐場」，面具遮掩了容貌，卻阻不了她與群眾的連繫。脫下面罩的她高挑漂

亮，絕對有當女神的資格。縱然外表並非首要，卻也無需隱藏美麗的真我。今

天她再次以真身示人，與讀者分享她對香港的感情。雖然她是歌手，但也不過

普通小市民一名，就如你我── 關心香港的香港人。 

龍﹕龍小菌 

K：：胡世君（Kenneth） 

龍﹕我最近最想寫一首捍衛廣東話的歌，畢竟是土生土長香港人，我認為這地

方很好，做事效率高。如你去銀行，可能不需花一個下午，已辦妥需要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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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也沒有這種效率。我愛這地方，也因為擁有香港人的身份，我認為這

裏有很多東西是需要保留的。 

K：可否舉一些例子？ 

龍﹕例如最近港鐵在工程進行時發現的古井，難道就這樣拆掉它？我當然希望

相關部門能夠保留其歷史價值，及當中故事，而非只顧著賺錢。 

K﹕為何要捍衛廣東話？ 

龍﹕因為這是我的母語，而我又是中文老師。例如「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

已衍生了很多問題，我認為此時此刻，我以這身份去談談事，相信會頗有說服

力。 

K：你認為最大的問題，或最需要捍衛的，是廣東話這種語言，還是背後的價

值和身份？ 

龍﹕很多東西也包含其中。例如很多詩詞都用廣東話去寫，當你誦讀的時候，

你會發現廣東話歷史悠久。當然拿起詩書時，也會不禁想﹕「古人怎麼會說廣

東話？」而事實上，很多古人也用廣東話去寫詩。這語言包含了很多文化和歷

史，十分值得我們研究與保留，並繼續使用。而我認為這也是一個身份象徵，

假若某天香港人說廣東話會受罰，要罰款一千五百元，那真是大件事了！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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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現在很多中港矛盾，至少傳媒報導了很多中港矛盾，你如何看那些「同一

個國家，每個人也說普通話很正常」，或「說普通話為方便遊客」等說法？ 

龍﹕我認為要入鄉隨俗。如我到美國，難道我要求店員跟我說廣東話？沒理由。

若然如此，我們也不用去學習其他地方的語言啊！為何我們小時候這麼著重學

習英文，正正是因為要跟不同國藉的人溝通。若這地方一直也沿用他們的語言，

你是否應該尊重其歷史呢？ 

K：但既然是同一個國家，不是該說國家語言嗎？ 

龍﹕這是很複雜的問題，彷彿兩個由不同媽媽養大的嬰孩，他們自小已有很多

不同故事和背景，他們應該互相認識對方。 

K：我看到你在「國教事件」中有「撐場」，你會否走得更前？ 

龍﹕我其實很矛盾。每次我做完一些事，如去「撐場」，總有聲音說：「你到

底是真心支持學生，或只想增加曝光率、襯此機會作宣傳呢？」但我認為我也

是香港一份子，若我的做法能令支持我的朋友更關心這事，我認為值得去做。

我會繼續。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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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我雖不信李白聽得懂「講呢啲」，並回應﹕「詩詞歌賦嘅野，你識條蔥咩？」

等廣東話潮語，但廣東話確實承載了華夏文化，彌足珍貴。從前廣東話強悍，

無需捍衛，它是香港和澳門的母語、流行於海外華人社群，影響力遍及台灣和

大陸。回歸後矛盾加劇，有人不尊重差異，我們生怕母語被滅，唯有打著「香

港人」旗號奮戰到底﹗ 

 

而就如龍小菌所說，這亦與香港人的身份息息相關。香港雖屬中國，卻是「境

外」之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歷年調查也指出，多年來香港人都認

為自己是「香港人」，多於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捍衛廣東話，等於捍衛香

港人身份。身份的界定，除了來自護照上的文字，更是一種想像和感覺。

Anderson 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發達，及印刷術進步，我們看到文字時，會想像其

他人跟我們閱讀同一種語言，從而隔空互相對話。讀者會想像遠方有與自己的

同胞，正在跟自己閱讀同一文字，並想像出相同的國族身份。今時今日互聯網

流行，廣東歌和電影垂手可得，那會否更有利於身份建構？ 

回歸後，我們「被邊緣化」，原因之一是未能界定自己的身份，Marion Young

主張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是一大提醒。一個群體要獲得權力，

必須自行界定身份，而非由（更強大）的群體去界定。香港特區政府只懂著人

「北上掘金」，甚至有人提出「新香港人」之說（人民日報海外版，二零一三

年十月九日）。但怎樣才算香港人？香港人應有甚麼特質？這種種問題我們必

須自主，否則香港人只會淪為他人的附庸，這才是真正「被邊緣化」。 

捍衛廣東話實在情非得意，當第一槍打響了，烽煙只會有增無減，直到強敵撤

退為止。香港意識抬頭，非因香港人沒事找事幹，其實，是被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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