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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疑難何其多 

去年的反國教運動是後九七年代難能可貴的社會運動之一，誠如今期專文章之一

的〈從補習天王至三三四新學制〉一文中指出，基於政治考慮，九七主權回歸中

國大陸之後，以行政指令的方式全面推行母語教學。後來卻由於商界抱怨大學生

的語文能力不合要求，因而推行三三四新學制。或許為了掩飾新學制無非為了滿

足商界，新學制以通識科作為新學制的亮點。但近日有任職大學講師的建制派立

法會議員提出改革通識科，像中國歷史科一樣，改為選修科。尊貴議員的倡議被

批評為教育界添煩添亂。由強制推行母語教育開始，香港的教育界便面對沒完沒

了的教改，令教育工作者疲於奔命。三三四新學制把通識科訂為必修科，任教的

教育工作者為了勝任教導通識科紛紛進修，裝備自己。尊貴的議員對教育工作者

的努力似乎無甚印象，對於近乎無知的見解原是不值一提，但正如〈從補習天王

至三三四新學制〉一文中指出，後九七年代，香港的教育界同時面對政治和商界

的壓力，政府急於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便顯然是另一基於政治考慮的舉措。 

 

香港的教育疑難何其多，由補習天王或天后的出現，到〈戀物──薩克司風〉一

文指出的畸形現象──香港中、小學生參加英國皇家音樂委員會的樂器考試，人

數之多足以令人誤以為香港堪當東方維也納。香港的中、小學生自少學習彈奏樂

器，往往不是為了培育小孩的音樂修養，而是為了方便日後到心儀的名校扣門。

這一切都令人懷疑香港的教育究竟教甚麼？不要忘記〈校服規訓〉一文探討的問

題，學校「是權力的規訓機構。透過不同的方式規訓（discipline）個人行為

（conduct），使每個不同的個體（individual）變成馴化身體（docile body）馴服於

權力下。」一般而言，學校的規訓方式建基於一套微型政治，香港的中、小學生

必須穿著整齊校服上學便是一種微型政治的規訓。香港學生自小便被家長要求學

習彈奏樂器的現象，也可以視作另一種微型政治。至於強制實施母語教學和強制

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等措施，當然不是微型政治。香港的教育固然何其多，但恰

好因為問題多多，因而更須要耐心地逐一認清每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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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規訓、性別建構、教育政策 

李嘉言 

 

摘要 

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醫院、工廠和學校等都是權力的規訓機構，都是透

過不同的方式規訓（discipline）個人行為（conduct），使每個不同的個體

（individual）變成馴化身體（docile body），馴服於權力下。學校作為現代社會

（modern society）中重要的文化機構（cultural institution）之一，除了通過看得

見（visible）的教職員在課室或校內場地，以直接教授知識（knowledge）方式來

規訓學生行為外，規訓系統網絡還滲透到校內其他穩而未現（invisible）的環節

中，如學校的建築設計、設施、儀式（ritual）等。學校規定學生每天必須穿習

以為常的校服（school uniform）上學，這些穩而未現卻習以為常的事情，往往是

被忽略的，這也正正是微觀權力（micro-power）更能在參與者身上實踐達到運

行的地方，這值得我們思考更多，以了解現實中學校與權力的關係。 

 

香港教育、校服、性別建構 

在香港，絕大部分的中、小學均要求學生穿着校服上學，已成慣例。一般而言，

學校都會由校方規定校服式樣以作識別，女的絕大多數穿裙子，男的則必定穿褲

子以作既定的（given）性別差異的區分。而女生校服款式較男生的為細緻與突

出，人們多是靠觀察女生校服上的特徵去辨認所屬的學校，反之，男生多數以普

通恤衫與西褲配搭成差別不大的校服，較為難於辨別。對女生校服款式特別考

究，其實與作為對女性的主體建構相信非常有關。在眾多校服之中，以代表中國

傳統（tradition）的長衫作為校服，可算是最為極端的例子，這亦是以傳統中國

女性形像去建構女性主體的例子。而在中、港、台三地中，相信只有香港在開埠

以來至今仍有學校沿用長衫（或旗袍）作校服，亦以此成為學校的「金漆招牌」。

故筆者以下會以長衫作為校服去建構主體性別差異的最極端例子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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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是隠藏的教育工具（hidden educational tool），去馴化學生身體，作為建構

主體性別差異的教育政策，作為進入大學及社會前的訓練（pre-social training）。

在香港以長衫或旗袍（長衫較旗袍寬鬆，較不會暴露身體線條）作為校服的中學，

主要都是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教會辦的女子中學，為何多是西方教

會學校會以中國傳統旗袍作校服？當中以香港真光中學（下簡稱真光）的歷史最

為悠久（一八七二年起），真光以校風嚴謹聞名，學生有良好品格和成績，在社

會上就常以真光的中國傳統長衫校服作為前者的象徵。加上筆者在香港真光中學

（小學部與幼稚園也設於同一校舍內）的校舍內度過了十四年寒暑（中、小學與

幼稚園）的學校生活，有着第一身的親身體驗，希望有助本文的分析。傳統衣服

（clothing）在學校作為校服時如何規訓女生行為，以使在校園生活實踐中不斷

建構主體（subjectivity）成為（becoming）有普同性（universal and general）形

象（image）的中國傳統女性？今天，在社會中被視為時裝的一種，而款式亦變

化多端，到底為何長衫在學校內可以成為歷久常新的權力衣著（power 

dressing），可以注入規則（rule）以致成了固定功用（static functions）以規訓女

生身心？單以長衫形式的校服作文本是不能察覺其變化的，唯把長衫通過女性身

體在歷史中的呈現：長衫如何成為日常衣著（clothing），繼而成為時尚（fashion），

再變成校服，再加上真光的相關歷史和香港教育的發展作脈絡才能理解其不變的

變化，即長衫是被編碼（encoding）以建構性別身份，進而成為當代教育政策

（educational policy）的關鍵。 

 

穿衣的人體（Human bodies are dressed bodies） 

恩特維斯特爾（Entwistle）曾說在社會中「人體就是穿上衣著的人體（Human 

bodies are dressed bodies）」。人類的衣著（dressing）不是簡單地為了保護身體而

穿的，而是任何社會的基本社會生活（social life）。例如在第一世界中，任何人

隨意在公共空間裸露（naked）是不合法的，皆被認為會對公眾構成滋擾。但裸

露若出現在論述藝術的公共空間，則被稱為裸體（nude），是合法的。同樣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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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不同的公共空間有不同的社會身份，一個是色情，另一個卻是情色。即是

儘管脫光衣服的身體也會被編碼為衣著的形式，社會上的人都有穿了衣的身體（a 

dressed body）。 

 

人利用各式各樣的衣服、飾物（accessories）、化妝（cosmetics），甚至身體彩繪

（body painting）等物料（material）在不同社會賦與不同意義（meaning）作編

碼（dress code），讓人因應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穿著在個別身體上，以被他人能

辨認（recognize）出個人在社會中的個人身份。這些建構個體的編碼，是由社會

中一些既定的（given）規範編製而成，以組成為微觀社會秩序（micro-social order）

的一種，讓各人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以成為難以更改的真理（truth），來使權力

自身能在微觀社會秩序順利運作。單單在物料上編碼是沒意思的，它必須通過個

別身體作日常實踐才能生效，亦即是說，衣著（dressing）是一種「坐落於身體

中的實踐（a situated bodily practice）。」（恩特維斯特爾，2001），它是必須以身

體作介面（interface）去實踐（practice）其當中意義，才可嵌入社會作基本的微

觀社會秩序。例如男孩應該穿褲子，女孩則應該穿裙子。這性別（sex）二分法

概念是從小已在遊戲中（如英文字母認字咭）灌輸給我們，但它必須在社會，在

每個人身體中恆常實踐才能成為金科玉律。 

 

穿著的身體與自我（Dressed body and self） 

恩特維斯特爾更強調很多身體服裝（body dressing）分析只集中在服裝，而忽略

了穿衣的身體與自我的關係，或把身體當成與衣著一樣作為客體（object）分析。

人體不同於物體，非純粹是被動的身體（passive body）任由權力主宰。恩特維

斯特爾指出思想（mind）與身體（body）不可二分，兩者是合一為之身體。用龐

蒂（Merleau-Ponty）的感觀觀念（notion of perception）解釋，身體通過肉身

（corporeal）所處世上的位置（postural schema）去理解外界與自身的關係。身

體處於實體上與歷史上（physically and historically）的空間讓「自我（self）」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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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與世界各事物的關係。亦即是身體既處於世界中讓我們感知和接收世界各事，

身體也通過處身於世界的位置上不斷作出移動（movement），對所經驗的事物作

出個人不同的回應，我與世界兩者關係是通過身體的感知與經驗互動的。換句話

說，通過身體，當我處於世界去看世界時，而我也是處於世界中被看，所以說身

體是一主體（subject）多過是一客體。身體不像其他客體，而是主動的身體（active 

body），自我的經驗與思想可以改變身體所處世界的角度，改變與世界的關係。

至於身體上的衣著，在用來建構身體的同時，身體也可反過來通過衣著去作出和

促成自我經驗（works on and mediates the experience of self）。繼續上述的例加以

解釋：女性應該穿裙子（但也可以穿褲子），男性卻不應該穿裙子，這種普同的

（universal and general）性別差異衣著編碼雖在每人身上也有實踐，成為了經驗，

讓社會大多數人認同，成為微觀社會秩序，但這規範並非人人認同的，男性穿裙

子雖在社會是一種禁忌，會被社會大多數視為不正當（inappropriate）或不正常

（abnormal），甚至會稱之為「基佬」，但仍有男性會為自己想達到的目的而不守

規矩，不受主宰地穿裙子。性的差異在衣著分類中被劃一標準化區分，有人因在

實踐經驗中，感到社會身份與個人身份之間的矛盾，而會嘗試拆解衣著的符碼去

尋求主體建構的自主。 

 

雖說穿衣是個人的事，但社會會以怪異的眼光控訴事主是不正當或不正常，令事

主感到羞怯，以強迫他／她跟隨既定的穿衣規矩。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對此的怪異

眼光，其實就是福柯（一九七九）所說的一種無形的暴力（violence），去迫受害

者就犯，去遵行這些既定的編碼背後所盛載的「真理（truth）」。衣著編碼是一種

極複雜又難於衝破的微觀社會秩序，它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在衣飾的細節中製造

不同的細密編碼，給予個人不同身份。例如結婚需要穿既定禮服，西式婚紗需要

是白色，相反，中式裙褂應是紅色，禁用白色，因白色在中國喪禮才會用的。就

算魂歸天國，也有既定的壽衣穿著。可見人人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會穿著不同的

制服（uniform）。而現代社會中，各機構規定穿制服的情形也越來越多，醫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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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醫生袍，白領穿西裝，勞工有工服，囚犯有囚犯衫等。制服可說是一種管理

模式，它代表了機構的形象，也管束着員工的專業水平。而學校內的校服也不是

代表學校形象那麼簡單，它還有一重要的功用，便是規訓學生，準備他日投身社

會。下文將以真光中學的長衫校服作極端的例子作批判的根據，以福柯提到的全

景樓（panopticon）的監察方式去審視校服是如何在身體和空間中運作（works）

的。 

 

權力的管治（The govern mentality of power） 

「但任何自由總應有着一定的限制；良好的品德培養、道德理想的建立，卻是我

們今日的重要課題──他們關乎社會的和諧進步，也關乎人類的互愛共存，維繫

着世界整體的利益幸福。」 

香港真光英文中學校長葉秀華在香港真光中學聯刊（1981:3） 

 

福柯稱：「全景樓（panopticon）是權力秩序中一種科技上的發明，猶如蒸氣之於

蒸氣機般。此發明已運用在許多地方區域，例如學校、醫院等」規訓（discipline）

個人行為（conduct），使不同的個體（individual）通過身體作介面被馴服，否定

主體差異（the subjectivity of difference）「召喚個體成為特定主體」（賴俊雄，

2007），不同的主體去盛載（was embodied）普遍相同（universal and general）的

思想行為，操控（dominate）個人主體性為目的，以達微觀權力（micro-power）

的管治（governmentality）。 

 

邊沁（Bentham）的全景樓原為一圓形監獄設計的監視技術（technology）。它是

一個設有中心監視高台的圓形監獄，位處圓中心監視台可一目了然，三百六十度

度窺看到四周每個監倉內囚犯的情況。而每個囚犯均被獨立置於分隔的監倉內，

囚犯之間因隔離而引起溝通困難，不易聯合起來對中心作出反抗。監視台內部情

況不能從外面看到，囚犯因而不知何時被監視，就算監察者不在（absence），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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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樣感到每秒鐘也被凝視（崔時英，2004）。這種好像被廿四小時的監察，在

長久地被「看不到的凝視（gaze）」監察後便會不知不覺內化成自我監視

（self-surveillance）方式管束自身的行為（acting），通過行為的改造，馴化了的

身體（docile body），再轉化成思想，作出的不止是行為，而且是舉止（behavior）

的自我規訓（self-discipline），在囚犯日常生活作集體（collective）的實踐，嵌入

微觀秩序中，展現微觀權力（micro-power）無處不在。全景樓在學校不只用於

實質場地（place）中，也可在校服中看到同一道理，學生像是被困於校服中，

就像全景樓中每個囚犯被分隔在獨立的監倉一樣，被校服分隔作個別規訓。而真

光（以下將簡稱香港真光中學、九龍真光中學、真光女書院、香港真光書院為真

光）的長衫校服在首天穿在身上開始，權力已通過它讓我知道我身體的存在，從

今以後不可再像小學生那樣蹦蹦跳跳。 

 

親「身」「體現」：教育工具與老師的凝視（The gaze of teacher） 

真光一向以校風嚴謹聞名，提起她自然會想起其特有的藍色長衫校服，校風嚴謹

與藍長衫兩者關係往往聯在一起，把真光的傳統投射到傳統中國長衫之中。其實

香港四間真光都是女子中學，女子中學因為純是女生，往往給人一種比較清純的

印象，而真光學生品德往往與穿著傳統中國長衫的女性形象拉上關係，更加強了

以長衫作建構主體性別的工具。因此，品德的內涵被形象化地表現在學生日常行

為的表現上，這有賴穿在我們身上的長衫作規訓，讓我們緞練出好身手的品德形

象（image）：講究儀態的傳統中國女性。在穿上長衫的一天開始，「我」註定要

為「她」而活 （I live for her）。第一天穿起長衫的感受至今仍記憶猶新，一穿

起她時就感到身體很不自在，身體再不能如從前般活動自如，她讓我感到身體是

有限制的，她無聲地告訴我有很多事情從此不應該做。第一天舉步的時候，我聽

到一聲布料的撕裂聲，一看之下原來長衫的裙义已被我的大踏步的動作撕破了。

當穿著她在街上追趕巴士時，裙义口不知何時已從膝蓋的位置順勢撕開到大腿中

間兩側位置。回到學校四周張望同學的裙义，原來不少同學像我一樣撕破了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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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這種自我認同確令我的心定下來（但沒多少個像我這麼事態嚴重），我唯有

把雙手保持在大腿兩側位置「遮醜」。接着，我看到從真光小學一同升上中學的

舊同學，喜極而大呼她們的名字時，緊扣頸項喉位的領圈上的小扣又爆掉了，與

此同時，原來班主任已站在我身後，劈頭第一句便問我：「你知道自己是女子嗎？」

我當然估計到跟着的責罵都是與身上的校服有關的，唯有低頭捱罵：「這是一套

長衫，是校服，不是酒樓侍應穿的旗袍。看你！裙义破爛到如此地步，連領口扣

也掉了。明天一定要把校服修補好才上課，否則給你一個缺點。」當時犯校規有

如犯法，嚴重者要記缺點作紀錄，記滿三個缺點為一小過，三個小過可被趕出校，

我當然回家立即把她修補過來以免受到懲罰（punish）。我身驅其他部分也佈滿

限制，身子坐下時，她會規管我坐得端直身子：長衫由臀部開始向下修窄，那坐

下時修窄的裙管會約束雙腿合在一起，加上衣料缺乏彈性，令坐下的身子不能往

前傾，腰部只好挺直坐得端正。雙手在坐下時動作不能太大，長衫內極有限的空

間不容許我大動作，否則右邊胸前至夾位的幾顆小鈕便會自動爆開，露出胸口，

這也是道德上對我的心理指責。上學初期，我還會偶然弄破她而又要作修補，這

樣的修補、弄破再修補了好幾次，我才學會（have learnt）用身體來順應她的規

範來活動，她的確是「教育」我懂得如果有「淑女」儀態的教育工具。 

 

除學校內的老師隨時留意學生的校服是否整齊外，學校還時常在校門入口處突擊

檢察校服規格，老師的凝視可說是無處不在的，它不但存在於學校之內，還存在

於流動的公共空間。因為傳統的長衫和現今街上的流行服飾形成強烈對比，當我

穿著校服在街上走動時，從途人的目光會感到差異（difference），於是經常在街

上作自我檢視，常會假裝不經意地摸摸身上的鈕扣有沒脫了，裙义有否撕破，甚

至用鏡子照照臉蛋有否髒了，以免失儀。校外素未謀面的陌生人的眼光也等同於

老師的凝视，無所不在。所以初上學時學生會無時無刻留意自己的校服「規格」，

直至身體自然地改變了舉止就不再留意，因我們的舉止已在思想和行為上有了徹

底改變。以上種種顯示了校服在學校不只是普通一件衣服，而是有其特有的特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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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function），香港真光中學前任校長梁燕婷在接受報章訪問到有關長衫作為

學校校服時表示：「我們希望把學生培養為淑女，而不是舉止粗鲁……校方對學

生管理極為嚴謹，『語禁高聲，喜禁大笑，行禁闊步。』這不只作為道德教育的

一部分，也訓練學生符合西方或中國的淑女標準。」1可見今天的真光已知道長

衫作為校服的用途，是成為建構學生性別主體的工具。 

 

微觀秩序的維持：校規、真理、懲罰、暴力 

在《菁莪樂育我真光：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年校史》的分享欄中，有一位校友這麼

說：「穿上長衫以後，她們便得成為舉止嫻雅的女性」、「很多校友以這襲藍布長

衫和樸素校風為榮，在畢業後重新肯定傳統的價值，相信『剪短髮，穿樸素校服

可養成思想純潔，生活檢樸，態度大方，對處世做人大有幫助。』」（梁家麟，

2002）學校的校服代表了學校的聲譽，穿校服還必須有一定的規格，甚至以身上

其他的衣飾襯托出其特質。這襲藍布長衫如獨立囚室，把各學生身體分隔，再向

我們透過校服作出個別但單一模式的規訓。長衫的各樣微小結構對我的身體帶來

了不少局限性，還影響了我對世界的經驗，如我不能大聲說話、手腳不能大動作、

不能大步走路、不能曲着身子坐等，否則我的校服領口扣、襟口的小鈕子或裙义

都可能會被弄破。我會盡量保持校服的完美呈現，以免被老師責罵，破壞既有的

校規。校規就是學校裏的法律，它以校服製造出具體化的道德表現使之變成不變

的真理（truth）。校服可有樣式改變（changeable style），但其功用卻不可改變，

以生產不變的思想（static mind）以維持權力的真理。校服的合法性必須由全體

學生穿得正當（decent）和確當（appropriate），才能展現微觀權力。要全體學

生穿出劃一外觀與舉止，這須納入學校的法律中，即校規。學生若不遵從上面提

及的一套穿衣守則是犯校規，屢勸不改，視為嚴重犯規者，甚至會被學校開除。

規訓都是加上懲罰才有效的，懲罰就是充滿了暴力。不過現今人道社會不容許體

罰的場面，權力只有把暴力轉化成與社會的隔離。監獄強行把囚犯與社會隔離，

                                                 
1 http://woman.zaobao.com/pages2/woman...html...15/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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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則相反，把犯規者隔離於學校的小社會外，與學校斷絕關係，將學生排斥，

其實只是另一種不流血的暴力，一樣令人恐懼。所以福柯指：「真理與權力關係

始終是一切懲罰機制的核心」，而暴力就是主政者展示其真理的神聖儀式和維繫

其權力的必要手段（賴俊雄，2005）。真理般的校規還要加上道德的修辭，學校

常透過訓導課灌輸禮義廉恥的道德觀給學生。作為女性要知羞恥，衣衫不整，於

一般的公共場所暴露身體是有傷風化，破壞社會規範的，何況這是代表學校的神

聖制服。所以校服破爛（尤其是胸口的鈕扣位置）對很多學生來說是一種恥辱。

但有否想過為甚麼大學生沒有穿校服的教育政策呢？因為我們的身體已在中、小

學教育中被身上的校服規訓中習慣了這種性別建構，就算脫去衣服也一樣能有同

樣的效果，所以學生須穿標準校服上課只是中、小學的非明文規定而持之以恆的

教育政策。 

 

長衫在日常生活中儘管算是時尚（fashion）的款式，她對比現今講求自由的服裝

來說，還是一種束縛的女性衣著，如果纏腳是看得見建構女性主體的工具，長衫

就是看不見的建構女性主體的另一發明。當長衫置於學校成為教育工具時，每位

學生便穿著度身訂造（在豐昌順有限公司度身訂造的）的校服而達到劃一的儀態

標準。原本這套儀態標準是教會士在十八世紀末，初來中國辦真光學院時傳來的

西方女性的社交禮儀（梁家麟，2002）。但後來為中國社會所接受而得到的差異

認同，無意中通過長衫在歷史呈現卻巧妙地套用成對真光學生有中國女性品德的

文化想像。以下會以長衫／旗袍在歷史中的呈現，她如何由日常服成為時裝，再

由時裝變成校服，以至傳統中國服來作為傳統中國女性的主體建構。 

 

長衫／旗袍在歷史中的呈現：由衣服到時裝（From clothing to fashion） 

長衫始於清朝，是滿清旗人的傳統服飾。那時因未有時裝的觀念，女性的衣著變

化不大（張愛玲，2000）。當時為了令各族歸化滿清，便強制各人要穿這種「寛

大的衫袴」（異於中原的寬衫大袍）達三百年之久，作為種族「差異認同」的「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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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工具」。在《更衣記》中張愛玲對在十七至十九世紀末旗袍複雜結構有這樣的

描述：「脫去『大禊』是『中禊』，『中禊』內襲還有睡覺也不脫去的『小禊』。女

性的身體都消失於一層一層的布料內，只是衫袴的衣架。外出時，袴子還要蓋上

滿了裙摺的裙子。女性行路須步步為營，『以盡量令百摺，裙絲不動』為之有儀

態，三吋金蓮是大家閨秀的象徵。」由此可知旗袍在當時不只是統一國家的工具，

也是壓制中國女性的衣著。 

 

火車的進入代表了中國步向現代化，張愛玲說約在光緒三十二、三年（一八三一

至一八三二年）的時候，引入了西方的時裝觀念（一種衣著上不斷改變款式的系

統），促使女性對身體上的衣飾進行解放。除此以外，西方列強在侵佔中國的同

時，一群西方基督教士銳意在中國傳教，他們通過教育工作傳教者，而引入了男

女享有平等地位的觀念，也帶來婦女接受教育的機會。自古以來，中國政府只負

責考試制度，如科舉制，而沒有承擔全民教育的觀念。中國和香港開埠初期就只

有私人教育機構，稱為私塾，亦沒有穿校服的政策。那時只有大户人家的男性有

受教育的機會，馬袴（圖一）是他們和一些知識份子常穿的衣著。（魯金，1991）

向來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女子教育則由基督教傳教士在一八三一年開始（較梁

啟超、康有為的戊戌維新推行的女子教育早三十年），為中國女性啟蒙時代揭幕。

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後，開放五口通商，傳教士有更多機會在華辨學校、醫院和

福利工作，間接傳教方式（indirect evangelism）廣傳福音。美國女傳教士娜夏理

於一八七二年在廣州沙基開辦真光書院，以「爾曹乃世之光，爾光當照人前」作

校訓，基督教徒在世界的使命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作世上的光照在人前，照亮世

界。校訓沿用至今，簡化為「爾乃世之光」，並以聖經中的伯利恆之星作校徽（意

即引入歸信神）至今（梁家麟，2002）。在那時是沒有校服的，試想，中國沒有

女子教育的傳統，而在被列強入侵的民族情緒下還要三步不出歸門的女子接受西

方的文化：宗教與教育，實在困難。要在中國傳教和推行教育，傳教士必須尋找

差異認同的方式，在真光校史中提到，傳教士只有聘用中國女子為老師教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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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如四書、詩經、易經、明心寶鑑和女孝經為主，聖經教導為次（梁家麟，

2002）。至於校服也不會強行制定，後來是因學生增多了才劃一以當時的衫袴為

學生服。（圖二）這些差異認同好比今天西人到中國時，吃飯時會用筷子用膳的

入鄉隨俗般，以表對中國習俗的尊重。 

 

  
（圖一）穿馬袴上課的男學生  （圖二）十九世紀未穿大襟衫的真光學生 

（圖片由作者提供） 

 

學校早期要提供免費教育、衣、食、住和其他必需品，但也只有六名窮家女子為

改善生活而入讀，那時的教會教育帶有慈惠的性質。但從（圖二）學生的衣著中

已得知後來入讀的學生已是家境不錯的大家閨秀，劃一的「大襟衫」（由旗袍演

變而成）有如校服時，教會教育也脫離了慈惠的性質。一九一七年起，真光書院

已沒有物資上的免費供應，並開始收取學費（Sheung, 1983），教育開始步入貴族

化。戊戌維新大力推行女子教育，當時仍未有校服制度，女子仍穿日常服上學。

女性的衫袴漸簡約成了衫長及膝配以鬆身長褲的「大襟衫」，香港知識份子和藝

能界中的男士則愛穿長衫馬袴。（吳昊，2001）一九一一 年辛亥革命成功帶來種

種封建制度的廢除，如盲婚啞嫁和纏足。民初時，「大襟衫」也被新時代的新衣

著──衫裙所取代。在《更衣記》記載了源於旗服長袍（即長衫）本與中工服並

行，在五族共和之後，在一九二一年全國婦女才一致採用長衫為日常服，可見個

人的衣著並非一件衣服那樣簡單，是可用以締造民族想像的權力衣著（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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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ssing）。而它亦不單作為統一大業的政治工具，也可以是女性爭取性別平等的

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工具。 

 

長衫／旗袍在歷史中的呈現：由時裝到校服（From fashion to school uniform） 

在受到西方男女平等觀念的影響下，其實當時成了時尚衣著的長衫，是女性蓄意

要模仿男性的「長衫馬袴」作為充權（empowerment）的方式。張愛玲曾解釋「在

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就只能在身體與衣服間創造

環境。」自古以來，女性衣著須分成兩截，袴裙分開，以與男性的一截衣著作性

別之區分，長衫這一截的服裝成了女性衣著的時尚，可說是男服女穿，把男性服

裝解碼後再重新編碼成女服，以擺脫既定的性別差異造成的被「他者化」。顛覆

性別區分的長衫式旗袍，比現在的旗袍鬆身許多，身體活動程度較大，成了年青

女性的時裝，也是婦女步出家門的私人空間，面向「公共」社會的時代。香港真

光中學便是以這種長衫（那時只有長袖）的模式在四十年代硬性規定為校服。長

衫（後稱旗袍）在西方縫紉剪裁術引入後，一種中西混合的衣著，修身剪裁的新

式旗袍成了二、三十年代的時裝新寵兒。而修窄和改短後的旗袍同時也是中國各

大城市，尤其是上海的時尚衣著。當時女子教育已開放，上海的女學生都喜歡穿

著旗袍（尤其是名校女生）2作為日常上學的服裝（圖四），較衫裙更受歡迎，也

引入到香港成為中上流社會便服的一種。 

 

                                                 
2女性網：〈旗袍維繫香港女校百年情〉，http://www.mingpaoweekly.com/htm/1981...21/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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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五十年代至今的真光藍長衫校服 （圖片由作者提供） 

 

（圖四）二十年代上海女生愛穿上學的時尚長衫 （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受到西方文化影響而進行教育改革的同時，校服成了改革中的教育政策之一，

以體現西方文明教育的本土化。一九三零年，廣東教育廳宣布統一廣東的「學生

裝」，旗袍正式被納入教育政策內成為女生服，顏色規定為藍色，男生則規定穿

白恤衫和西褲。一九三四年，政府推行新生活運動，後來男生服改以中山裝代替，

校徽則規定為倒轉的三角形。當時很多國內學校也用上以上規格以表政治認同

（魯金，1991），當中包括國內的真光書院，其倒三角形校徽，後來在香港建校

的九龍真光中學一直沿用至一九七二年才改用圓形（圖五）。在三十年代廣州的

真光書院像其他教會一樣，已由教會化變成貴族化的學校。一九三七年的統計顯

示，百分之七十一點三的真光家長是商人（Sheung, 1983）對比當時新辦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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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學校的英語水平高，校風嚴謹，是社會上層孩子的理想學校之一。一九零八

年，真光書院的傳教士校長已為了堵住對中國人對教會教育的質疑，強調要對學

生管理嚴謹：「語禁高聲，喜禁大笑，行禁闊步，犯則記過，每日行為，晚必檢

閱。」（梁家麟，2002）這種西式禮儀在後來不謀而合地配合了中國長衫規訓學

生行為的功用，成了真光學生的傳統中國淑女典範（norm）。一九三七年，在給

家長的問卷調查中，得悉當中有二百八十四位家長是因為真光給人對學生的品德

要求嚴謹的印象而選擇入讀，他們希望女兒在真光受教成為有貞潔品德

（virtouous womanhood）的學生，而只有八十二位家長是因宗教理由入讀。

（Sheung, 1983） 

 

 

（圖五）真光的校徽 

（圖片由作者提供） 

 

一九三六年中日戰爭，中國的救國會在校園推行學習國語（即今天的普通話），

真光的學生也在後勤作支援軍隊的活動，為了省下空餘時間兼顧學業與支援，學

生禁止曲髮。當時的何蔭棠校長更以「愛國愛校勤力合作自治」為訓導標準之一

（梁家麟，2002）。前香港真光中學校長何中中女士是當時的教務主任，當時她

在廣州真光眼見中國受日本入侵，也曾加入救國會行動，相信這也影響了她日後

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開辦真光中學。一九五一年，何中中女士在香港開辦香港真

光中學，一直任職校長至一九七四年，學生形象與她在廣州時沒大分別。當時很

多教會學校以英語水準高和英語教學作招徠，但何中中相反，在學校大力推行中

文教學。何中中還作了很多中文校歌，要學生愛學校之餘也要愛國，為的是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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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時記着自己的文化身份，不被殖民主義抹去。二次大戰結束後，何中中便正

式把長衫納入成為校服，校服所用的藍色，與其他學校的不同，專門製做香港校

服的豐昌順有限公司的老闆說是真光特別要求為其校服染制的，以與其他中學作

區別。她還禁止學生留長髮和曲髮。我相信她是抱着愛國主義辦教育，而長衫是

確定在殖民地中作為學生的文化身份最清淅的符號，作為我們與他們西方文化的

文化差異表徵。雖然她致力推動中文教學（即現在推行的母語教學了），但在一

九九八年香港真光中學卻成為了第一百一十四間以英語教學語言的中學（梁家

麟，2002）。而最吊詭的是，當長衫在學校內成為「中華民族」身份表徵之時，

中國內地在五十年代中共管治期間，長衫被標籤為資產階級服裝，人民為表「政

治正確」都不會穿著。事實上，旗袍在清朝開始一直只是小撮在城市中的貴族以

至日後的資產階級的衣著，並非草根階層的服飾。 

 

旗袍雖成為香港學校的校服，但在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已不太流行，她多是由帶

着資金從內地走難到香港的城市人的服裝。至於香港的草根階層一方面為了方便

幹活，另一方面也負擔不起度身訂造的裁縫師費用，故只穿自己動手造的「衫褲」

作日常服。衫和褲對於他們來說的確比較方便，旗袍只是有錢人的衣著。而香港

是個華洋雜處之地，在受到西方文化不斷影響下，西式時裝開始流行，到六、七

十年代，旗袍在香港好像只是上海人、中式餐館待應和交際花的衣著。當大量生

產的時裝成為主流衣著時，旗袍變成只在中國節慶才穿的中國服，不再是香港人

的日常服。只有部分歷史悠久的教會中學，如聖保羅男女中學、協恩中學、英華

中學、四間真光等才用以作傳統校服。旗袍是一種時裝，但相對那時流行的時裝，

時裝與旗袍在新與舊的對比下，過時的旗袍與傳統劃上等號。舊、古老就等於是

傳統，旗袍便是傳統中國女性的服裝（傳統中國服飾偶然也被時尚抄作）。 

 

中國女性的身體和身上的旗袍在西方人的眼中，被想像成封建社會中傳統的、保

守的、被父權壓制的、既神秘又吸引的遠東女性形象。而這樣的呈現又通過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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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影響了中國現代女性的自我呈現。穿旗袍的中國女性就是不同於西方的中國

女性，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鞏利正是中國向西方呈現的中國典型女性。

旗袍，無論是崇尚解放的現代時裝，還是傳統國服或制服，她都是教導女性成為

女人的工具（a tool for training female to be a woman），是一種衣著政策（dressing 

policy）。只是她的效用在時尚的包裝下是隱藏的，但她在學校則是公開地進行

建構女性主體的教育工具，去作為女性進入社會前的訓練（pre-social training）

以成為既定的、傳統中國女性主體建構。穿長衫的學生就是擁有中國傳統美德的

女性實屬神話的言談，以下將引用羅蘭巴特的神話學以說明。 

 

「中國傳統女性」的神話言談 

 

 

 

1.能指（signifier）／

意義（meaning） 

穿著真光長衫校服

的女性 

2.所指（signified） 

學生 

3.符號（sign）──抽空（empty） 

I.能指／形式（form）──填滿（full） 

II.所指／概念（concept） 

有中國「傳統美德」的「現

代」女性 

III. 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 

 

巴特的神話是一種言談、一種傳播體系、一種訊息以傳播其背後的一種價值。「神

話是藉由歷史而選擇的一種言談」，它在歷史中抽取有用的材料（material），改

變材料在歷史中的意義，去製造一種言談、一種知識、一種過去的記憶及事實，

自
然
化(naturalization) 

神話的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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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神話的概念內容。但歷史不會因此而消失，因為神話的功能是扭曲的，並非

隱藏任何事物。它利用事物形式（form）置入有用途的內容，成為似是而非的言

談以適應特定類型的消費。神話製造不必經過深思熟慮，是即時信以為真的知

識，能使讀者不對現實（reality）作出探究，不對神話言談作出懷疑。為此它會

令自己成為自然不過的事。當歷史與自然混淆視聽，就有如自然定律，就像學生

是理所當然應穿校服的。 

 

學生穿著校服上課已是習以為常的事，當習慣持之以恆就變成不用多想，學生都

應當穿著校服上課，這是人人都知（know）的常理（common sense），不用多加

解釋的事實。校服被自然化（naturalized），符號意指不斷擴張成神話的內容部分，

神話的概念重新組合，因果相連，指涉其他事物──學生應穿著整齊校服上課，

在學校內被正當化作為規範。那麼，好學生都被認為是穿整齊校服上課的，相反，

學生不穿校服或不穿整齊校服上課時，便是犯了校規，便不是好學生了。校服自

然地成了學生應有的衣著時，成了社會認同的意識。但事實並非如此，校服在歷

史中的呈現卻不是表徵學生身份那麼簡單，中國傳統教育中就沒有教育制度也當

然沒有校服的衣著，這兩者都是西方傳來的文化。十九世紀末出現的私塾就只有

大户人家的男孩才有機會就讀，他們外出穿著的都是一般貧苦大眾負擔不起的馬

袴。貧苦大眾除了得到部分在教會初期到中國辦學時，提供慈惠式（免學費和供

應衣、食、住所需物品）的教育外，接受教育的機會實在不多，學生的身份其實

只是上層社會才能擁有的。到了清未民初，教育開始比較普及，除教會外也有民

間辦學機構，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普羅大衆（proletariat）都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中國極大部分人口都是貧窮的農民，接受教育的只是城市裏小撮家境不俗的市

民。儘管是三十年代中期，政府把標準校服樣式納入政策當中，也只不過是有條

件接受西方文明教育的富家子女才有資格穿的服裝，校服是當時在社會中處於上

層佔有統治權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的衣著，是城市中小撮人的優越地位的

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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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也一樣，在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之前，普羅大眾接受教育機會不

多，真光最初也只是為社會上層提供教育的私立中學。而教育無論在中國或香港

推行都是要建立西方價值下的文明社會。所謂的文明，強調後天教養，藉由教育

使人遵守一致的社會規範，以建立共同的信仰與價值觀，以相同的標準來衡量不

同的階層和文化。換句話說，受過教育的人才有教養，貧苦大眾沒有受教育的機

會，也很自然被視為下等人，西方的教育雖帶給我們很多認識世界的機會，但也

造成社會的排斥（social exclusion）。校服在香港出現始於幼稚園，早期幼稚園收

費昂貴，只是中上層兒童才有資格入讀的貴族教育機構，也不是每天需要穿著校

服上課，只是作户外活動時才須穿著的（魯金，1991），校服的作用似是代表中

產身份多於用來辨別不同學校。除了用衣著代表有教養外，還需配合一套規範的

禮儀（manner）和行為來表現。有教養的女性在西方傳統中，就如在一九零八年

真光書院的傳教士所強調：「語禁高聲，喜禁大笑，行禁闊步」，其實這只是社會

上層的社交儀式，一套規範的禮儀卻成了衡量個人品德的量尺，以看得到的表面

規範行為量度個人的內涵，只是一種強調身份（status）的矯飾主義（mannerism）。3

而當真光以長衫作校服樣式時，神話在抽取校服作為學生衣著的意義，在校服形

式（form）上製造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使讀者誤以為穿傳統中國長衫的真

光學生是具有傳統中國美德的現代女性，但到底甚麽是傳統中國女性的美德，卻

無人過問。 

 

神話把長衫、現代女性（modern female）和中國傳統女性品德混淆在一起，長衫

曾是中國某些女性的衣著，但穿長衫的現代女生卻與中國傳統女性的形像背道而

馳。舊不等於是傳統，長衫是中國舊有的一種中產衣服，最終仍是建構女性主體

的衣著，卻不能意指保存中國傳統女性的觀念。她所以流行於民初成為城市中女

                                                 
3
禮儀(manner)源於西方的矯飾主義(mannerism)，帶有貶義之意。在文藝復興未期一班模仿米開朗基羅

(Michael Angelo)的一些人體動作多端的繪畫與雕塑的二流藝術家，為了表現自己的技術(technique)，莽顧作

品內容而在作品中上「畫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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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衣著，除了因為較大襟衫方便外，還因當時的女性受到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

影響，把當時男士的長衫馬袴改裝成女裝穿著，其原意根本是利用衣著和身體進

行中國婦女的解放。受過教育的女性首先站起來，反抗再成為傳統封建吃人禮教

下三步不出閨門，或只能長守家中（有幸的話）相夫教子的女性，打破女子無才

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利用知識認識世界，步出家門掌握主體的自主性。西方傳教

士初到中國時也銳意要破除封建制度對中國女性的壓制，包括真光創辨人那夏理

女士，她向中國女性提供教育機會，也極力鼓勵學生破除封建禮教傳統對女性的

枷鎖，如力勸學生停止纏足和拒絕盲婚啞嫁等（Sheung, 1983）。至於真光百多年

的校訓也是：「爾乃世之光」，以自己的生命作世上的光照在人前，照亮世界，這

也是西方基督教徒的信念（基督教信仰就是整個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如果真

光的學生死守中國女性的傳統，那怎能成為世界上人前的光呢？ 

 

真光不斷在《菁莪樂育我真光：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年校史》中強調學校傳統都環

繞在真光的藍長衫校服、管理學生的嚴謹、學校中的集體儀式為中心，缺乏具體

對中國品德的論述。而所謂品德的教育都以西方的價值觀作出發點，強調「德、

智、體、群、美」，而對中國傳統的思想只以長衫作表面象徵，沒具體論述，更

與傳統沒有關係的。中國傳統女性品德只是通過長衫規訓下，規範學生的儀態舉

止引起的文化想像。在規範儀態後，穿古老長衫的真光學生對比當代現實社會中

越來越開放的女性形象，好像較為保守，較為有教養，於是在長衫的傳統想像下，

又把真光的嚴謹教育方式與中國傳統教育連繫成虛幻不實的因果關係，但事實真

光的教育理念是西方基督教觀念下的現代女性，而真光的校服到底製造了甚麼價

值觀是應當討論的。 

 

校服背後的價值觀 

六十年代的香港大力推行普及教育，因而擁現了大量免費或津貼學校，這些新校

多座落於新區，但卻缺乏歷史、業績、既有的師資及設備，主要都是普羅大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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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就讀。新學校對校服不多講究，男生多穿白恤衫西褲，女生多以白色直身百

摺裙配不同顏色的腰帶，或白色上衣配其他顏色的下身裙和校徽作辦別。那個時

候，主要是「老牌」名校對校服特別講究，老字號的學校有學生質數保証，為要

顯示其與眾不同，有特色的校服就是最好的精英教育標記。其中真光在當時硬性

規定學生必須穿著特別染製的淺藍色長衫作校服，與其他學校作區別。家長都希

望子女入讀精英學校，以成為社會上層的一份子，令生活有所保障。在香港，精

英表徵着一種中產價值觀──有教養，當中指的除了要懂一套社交禮儀，還包括

英語水準高（現在還要懂普通話，最好還懂其他語言），公開考試成績好，有資

格接受專上教育（最好是入讀香港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成為知識份子，在社會

有機會工作於管理層和擁有自己的物業。有沒有機會接受精英教育不重要，最重

要是社會大多數都認同了這種中產價值觀，而依循這種價值生活。縱使現實社會

大多數也不是中產人士，但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套用這種價值而自我中產化。這樣

便可保持現有的社會秩序以至社會結構，那社會的上層便可保持其統治地位，不

會被動搖。 

 

眾所周知，精英教育只是社會上小部分人能享有，但「擁有它就能締造美好將來」

只是一種虛假意識，亦帶給香港不少負面影響。多少家長和子女為進身精英行

列，在課餘時間不斷補習和進修？又有多少未能達到中產價值的成年人為此付出

大量金錢或時間？社會上不同階層的人都以同樣的價值觀量度自己和他人，又會

造成多少社會的排斥？大家用同樣的價值生活，是否會錯過了很多世界上也很有

價值的事物？利用校服分別學校不同級數，只不過是社會上另一種的階級細分

法，如讀真光的學生較讀新法書院的學生有教養；英華中學的學生又較真光好，

這是學生進入社會前便得體現的現實，以貌取人的現實。把學校的傳統集中在一

件長衫上，實在把教育在消費社會中推向商品化的品牌消費，讓有資格消費的顧

客作瀏覽和商品慕拜。長衫校服背後沒有隱藏學校理念，只是神話言談將之神秘

化（mystify）。我曾是學生，我經驗過也受惠於真光良好的西方教會教育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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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但這些精神非長衫這個形式的神話所能包含的，兩者應該分開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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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補習天王到三三四新學制——探討教育產業化的轉型現象 

黃汶欣 

 

引言︰無可避免的教育消費年代 

現今社會的消費文化（ culture of 

consumption）五花八門令人眩目，並不

囿於一買一賣，可見可觸（tangible）

以金錢換取貨物的傳統交易儀式，更

甚者是無形（invisible）和無可量度的

知識在香港也逐漸成為產業，跟消費

掛勾。特別是經歷過九七金融風暴之

後，香港學界面對資源短缺和適齡學

生收縮的雙重壓力，各方面正試圖以

更具效益的營運模式，繼續辦學和開

拓內地新市場而力爭上游。經濟機遇

委員會（下簡稱機遇會）和前特首曾

蔭權不約而同表明，要落實六大產業

中高等教育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1
 

 

香港教育政策從港英政府推行九年免

費普及教育開始，後因政治因素為由

而強行採用母語教學，今天又怯於商

                                                      
1
經濟機遇委員會在 2009 年 6 月 22 日就六大
產業︰教育服務、檢測和認證、創新科技、醫
療服務、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發表了
《經濟機會委員會提出推動六項產業的建議
措施》和《有關經濟機會委員會提出之六項優
勢產業的小組研討會討論摘要》，指出香港具
備發展教育服務的潛力和競爭優勢。 

界市場對大學生語文能力不足的壓

力，改革為三三四新學制。
2
香港教育

政策一路走來似乎不是受政界，便是

受商界影響。由從前教育服務是不可

賺錢的商業概念，到現在學者鼓吹教

育產業大有優勢的轉型現象。我們看

到學生、家長、教育機構和高級學府

等等都向著經濟和成本效應靠攏。在

整個教育產業中，幼稚園、中學、小

學，到大學多年來都在扮演工廠流水

作業的培訓機構角色，老師、教授和

校長們儼如廠長掌舵一切運作，目標

是製造大量的學生／產品投入勞動市

場。我們這一代在朝令夕改的教育改

革（下簡稱教改）氛圍下學習成長，

每一個學能測驗和公開考試關卡彷彿

是「品質檢定」（quality check）和「品

質控制」（quality control）的必然程序，

志在擇優捨劣，而一張張的證書和「五

                                                      
2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在香港中學文憑

(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HKDSE) Examination 簡介中表

示，在 2009 年新高中學制即三年初三年高中

以及四年的大學課程，以取代沿用已久的三年

初中，四年高中以及三年大學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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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3
成績就是優質產品的證明。 

 

從「不要輸在起跑線上」的學前幼兒

班（playgroup）甚至是尚未出生的胎教

班，到時至今日公開考試「摘五星星

之旅」，學生和家長也在不斷地跟考試

制度鬥過你死我活。但與其說大家是

抱著拼死一戰的心態去爭取好成績以

入讀大學，倒不如說大家想怎樣在這

個乏善可陳的考試基制下，繼續以不

費吹灰之力而巧取功名。看看滿佈橫

街小巷的補習社／書院／學店在報紙

頭版大賣廣告，全力打造旗下的補習

老師成為天王天后或專業成功人士，

無論是來自甲級（band one） 還是丙

級（band three）的學生，只要消費得

起，貼題秘技和精讀筆記便唾手可

得。學生／消費者爭相前來報讀「考

五星星」命中率高的補習社，而且，

奪星的學生還會得到補習社的獎賞回

贈，諸如手提電腦、音樂隨身聽、獎

學金等等，總之，學生和補習社也達

                                                      

3香港中學文憑的成績匯報共分五個等級（一
至五級），第五級為最高等級。在考獲第五級
的考生中，表現最優異的，其成績會以「**」
標示，隨後表現較佳的則以「*」標示。表現
低於第一等級的會標示為「不予評級」。 

至所謂雙贏（win-win）的局面。補習

社的商品化消費教育模式，是以最短

的時間提供最多最快捷的「服務」讓

學生巧取五星星，跟在學校長年累月

浸淫的學習過程可說是背道而馳，相

反，對於處身在速食時代的學生和家

長來說，這則是以最低成本達至最大

利益的短線投資。 

 

機遇會曾就有關六項優勢產業的小組

研討會中重申，香港教育服務對於內

地和海外也極具發展的潛力和競爭優

勢，特別是珠江三角對學術需求甚

殷，絕對有能力吸納更多內地和海外

的學生在港就讀。如此同時，前特首

曾蔭權也在其任內的《施政報告》中

表示，為鞏固香港的區域教育樞紐地

位，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和未來發展，

已撥出四幅全新土地予四個辦學團體

興建國際學校，未來更考慮讓更多的

內地高中學生來港修讀課程，以及增

加非本地學生人數，令香港學園邁進

更國際化的層面。 

 

事實上，面對全球化經濟的來勢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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洶，教育市場已無可避免墮入「教育

消費」文化漩渦，當下較往昔更著重

經濟效應的時代已經步步迫近，逐漸

改變原先教育是作育英才的理想概

念，看來傳統教育轉型至教育產業是

事在必行。本文從門庭若市的補習企

業和私營辦學機構看教育如何商品

化，緊扣教育局推行三三四新學制的

經濟預算設計，分析學生和家長如何

成為商品化教育服務消費者和被消費

對象，再伸延探討大學和政府把傳統

教育轉型為教育產業的矛盾與隱憂。 

 

 

考試圍城下誕生的補習天王天后 

消費者文化之形成和社會資本主義是

密不可分的。二十世紀的福特主義

（Fordism）創建了大量生產的工業模

式（mass production），工人被置放在生

產線多個特定的工作崗位，以機械式

生產盡量減低生產成本，而達致社會

大眾市場的大量消耗為目標。另一方

面，消費主義（consumerism）是靠通

過消費來改造自己或肯定自己的存在

價值，而消費行為在現代社會來說，

似乎是唯一途徑獲得別人認同和歡愉

的意識形態底下所產生（Baudrillard, 

1998）。我認為，如果以這樣的理論下

套用在補習社和私營學校，來形容時

下香港教育服務的商品化和消費模式

是最貼切不過。 

 

補習社和大型連鎖補習社的存在，或

許是因為香港教育政策失敗才應運而

生。歸根究底，補習社的出現主要是

為了針對在舊制（香港中學會考）和

現在新高中學制（考奪五星星）功能

性而存在，學生和家長只要肯花錢，

任何科目的精讀筆記和取勝秘笈便唾

手可得。追本溯源，大型連鎖補習社

的前身大都是屋邨的小型補習社，
4
後

來為了追趕教育不同時期的改革和配

合學生的需求，發展規模一日千里而

經營模式亦很多元化，如今分社已遍

佈全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

補習社的營運模式，無論是對外宣傳

的市場策略，或是對內的教學內容，

全是以消費者（學生）的利益（取得

                                                      
4
根據英皇教育的網頁資料顯示，補習社開業

初期名為「英皇教育研習社」，是一間規模三

百呎的小型補習社，師生人數只有 30 人。直

至 90 年代補習社口碑載譽，現已發展有十多

間分校，師生以數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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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成績）為本。大型連鎖補習社的

優勢是背後有一支龐大整理資料的工

作人員隊伍作後援支持，他們由選

材、搜集、整理至出版等步驟都有專

員分工負責，分擔了只有學校老師一

人負責的行政和執教的雙重重擔，讓

教師可以更專心教授考試重點和寫作

技巧。 

 

以前補習社主要針對是香港中學會考

和高級程度會考的消費者（學生），但

隨著教育改革基制的改變以至補習文

化風氣日盛，現在幼兒、小學、初中

也成為補習社的目標對象。現在的補

習社目標已不再只著眼於公開考試的

考生，還會提供其他相關的課程和資

料，廣納更多不同的消費者，例如︰

優才兒童發展中心、雅思（IELTS）、

托福（TOEFL）、教學網上書店、與海

外大學銜接的高級文憑課程等，甚至

聲稱只要出席率達標便可輕輕鬆鬆取

得學位等等。 

 

由於競爭激烈，補習社會不惜工本為

旗下教師包裝為專業人士、星級導師

和青春可人的模樣，力圖把他們打造

成補習天王天后形象，標榜導師是「才

女、專家、名師、鬼才、王者、尖子、

天王」等等。還不時在街頭巷尾看到

鋪天蓋地的大型宣傳廣告板，網頁內

附設星級導師專屬個人網頁，內容詳

述教師的學歷、貼題命中率的豐功偉

績、感人肺腑的謝師片段，還有學生

（用家）評價導師的表現。為了增加

學生對補習社的歸屬感和向心力，補

習社還會不時舉行聯歡晚會、歌唱比

賽、體育比賽等聯誼活動，前幾年更

特別找來年輕偶像歌手為代言人，擔

任星級導師（如英皇教育的幪面歌手

龍小菌）或補習社也向學生推行如超

級市場的會員積分獎賞計劃，禮品包

括電子產品、潮流產物、書劵禮劵等

等，總之是報讀越多課程，優惠越多，

讓消費者（學生）感到有歸屬感，安

全感以及物超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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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教育為旗下職員／導師打造成「宇宙最強」的專業影形象宣傳海報 

（圖片來源：http://www.modern.edu.hk/news-cat-ad.phtml） 

 

 

英皇教育找來蒙面歌手龍小菌教授中文 

（圖片來源：http://forum3.alive.hk/thread-8567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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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貝磊（Mark Bray）教授，曾就補習社蔚然成風的現象作深

入分析，他認為補習教育制度乃是依附學校教育生存的「影子教學」（shadow 

education system），
5
是家庭裏其中一項龐大投資，差不多五成的學童和初中生需

要補習，高中生的比率更達至七成多。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統

計顯示，每個家庭每月花在補習的開支，由八百多元至千多元不等，當中包括小

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還沒計算一位學生可能不止補習一科的數量。香港社會

風氣不論是學生、家長還是顧主，似乎都以擁有多少個甲級成績的標準來評估學

生能力，學生更是以此為成功形象指標和社會的存在價值，因此，到補習社「朝

聖」已成為能否成功入讀大學的標準和消費符號（Baudrillard, 1981），
6
此種情況

跟日本、台灣和新加坡看齊。再說，補習社的營運模式和教學內容也會與時並進，

完全跟隨教育改革和應試的「遊戲規則」。家長一方面擔憂子女的成績，一方面

又急於在子女身上看到回報，所以，學生和家長都不介意補習社此等商品化的教

育消費。 

                                                      
5
前香港教育學院院長貝磊教授就香港的補習教育制度進行研判，認為補習乃是依附學校教育的

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 System）。他指出補習為家庭帶來龐大的經濟負擔，造成社會的

不平等現象亦為學童帶來不才生活壓力，而更重要的是校外教育的營運模式隨時跟著學校教育轉

變，直接嚴重影響日常的學校教育，他希望大眾應該多些關注在學校教育的問題上。 
6法國文化研究學者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把消費物品分為四個不同的層次價值︰（1）實

用價值（use value）, 如買一支筆作為生活基本需要的工具。（2）交易價值（Exchange value） 
即市場上以金錢換物的交易。（3）象徵性交易（symbolic exchange value）此交易並無基本需

要，有錢人買一頭馬匹然後到馬會拉頭馬的行為，是為了突出自己在社會的身份和地位。（4）符

號交換價值（sign value），所有品牌都被化成符號，消費者購買的也只是符號而非貨品本身，我

把「補習教育」作比喻，其實未必人人都要補習，但當此行為成為一個潮流時，消費者（學生／

家長）似乎著魔似的不想遜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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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統計處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消費物價指數（補習開支） 

（圖片來源：http://www.censtatd.gov.hk/hkstat/） 

 

除了以上陳述的大型連鎖補習社外，私營教育機構（簡稱私校）的營運、教育和

宣傳模式，跟補習社有異曲同工之處。就以遵理學院（Beacon College）為例，創

辦人梁賀琪博士（Dr. June Leung）較補習社更早懂得把教師包裝成明星。她稱教

師的儀容很重要，建立醒目亮麗的專業形象，目的是要學生把注意力集中到他們

身上。 

 

 

 

31



 

 
 

遵理學院為旗下的老師包裝成鮮明醒目的「補習一哥」，它的燈塔標誌更有如一

眾莘莘學子的苦海明燈之意 

（圖片來源：http://www.beacon.com.hk/2011/index.php） 

 

在推銷課程方面，我們可以從下圖的廣告中得悉，這是如超級市場般割價的市場

廣告。英皇教育現正對中四至中六的學生推出四重課程優惠。首先「報新科目，

首期半價」，只要同學在指定日期前報讀便可申請該學院的獎學金並以半價優惠

報讀。優惠二，「孖住報，半價」，顧名思義，兩位新生或一位舊生連同一位新生

報讀指定課程便可享有此優惠。優惠三，「報得多，慳得多」，對象是中一至中五

的學生，報讀兩科可減一百元，報讀三科則減百五元，報讀科目次數不限。優惠

四，主要針對一些個別區域的補習社，如火炭、屯門和香港仔等等，凡報讀指定

課程每科每期四堂便可獲港幣五十元的獎學金。補習社／私校／學店以這樣的優

惠去吸引學生，像傳銷公司作層壓式要舊生推薦新生入讀，鼓勵學生「報得越多，

慳得越多」，活像超級市場大減價一樣。教育到了這個世代到底是因材施教還是

「因財先教」的界線恐怕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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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奪—─「報新科目，首期半價」，「孖住報，半價」，「報得多，慳得多」，「每期

港幣五十元獎學金」 

（圖片來源：http://www.kingsglory.edu.hk/） 

 

三三四新學制掌管學校的生死榮辱 

三三四新學制是香港歷史上的重大教

育改革，對未來學生培育、教育生態

以至社會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新學

制的出現是因為教育局於二零零五年

中已注意到人口下降的問題，當時局

長李國章於二零零六年下令，中一收

生若不足七十一人，學校翌年便不能

再參加升中派位。根據香港教育專業

人員協會（簡稱教協）的調查顯示，

二零零七年適齡的中一學生為八萬四

千多人，當時預計二零一三年人數會

銳減到五萬八千多人，不少處於邊緣

弱勢的中學已出盡法寶力挽狂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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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出教育局美其名「善用資源」，

事實是利用適齡入學人口問題，把學

生盡量擠入一個固定數量的學校，務

求減少「營運經費」，進一步言明，就

是要「擠掉和扼殺」不達標之學生和

學校（丙級學校）的生存空間。前教

育局局長孫明揚曾明確表示，透過縮

班殺校，政府可以節省大約九億元，

正好補貼推行新高中制。
7
 

 

二零零九年推行新高中三三四學制，

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學

制政策，以代替沿用已久的高中及高

等教育學制，即三年初中，兩年會考，

兩年高考，三年大學課程。公開試取

消後改由校本評核學生，於二零零九

至一零年度起統稱為香港中學文憑。

在新學制下不少科目被撤換和合併

（例如數學和家政科），學生除了修讀

四個必修科（例如通識科目）外，還

                                                      
7
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就殺校問題，曾經在立

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明確表示，334 新學制需

要大量的資源，而透過縮班殺校可以節省九億

元，正好用作幫補推行新高中學制所需要的額

外資源。他曾經以 12 人酒席作比喻說如今桌

上只下 6 人，於是不必維持 12 人的菜色。議

員黃民毓則借此反駁，為何不能讓人家吃好的

菜式，為何不借此時推行小班教學提高教學質

素。教協代表張文光更斥責，縮班殺校的舉動

只會動搖中學的穩定性，嚴厲批評教育當局殺

校省錢的不理智做法。 

有二十個選修課程可供選擇，當局稱

這樣的設計可令不同程度的學生根據

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選擇科目。不過，

並不是所有學校和老師都歡迎通識教

育，主要原因是對於傳統名牌學校來

說，他們一早熟悉了公開考試的遊戲

規則，而且師生上下都以奪甲級成績

為榮，因此，他們不太贊成以校本評

核來替代公開考試成績（許寶強，

2009）。相反，對於成績普通的中學會

比較歡迎新學制，因為課程多元化和

校本評核關係，
8
學生不用以一次公開

考試定其生死，所以都對此抱有一定

的期望。但在二零一三年的考試中，

考評局就爆出「現代書院二十三生集

體抄襲」的醜聞，二十三名就讀該書

院的日校中六重讀生，把網上材料「搬

字過紙」以為能瞞天過海變成自己的

作品，並向學校提交作為校本評核的

功課，結果所有人被罰取消在中文科

整科考試的資格。這麼一來，便看出

校本評核的漏洞與荒謬。這次事件可

                                                      
8
校本評核是指在學校進行，由任課教師評分

的評核活動，分數計算入學生的公開評核成績

內。由熟悉學生的任課教師，根據學生在較長

時段內的表現進行評核，將能提高評核的信

度。推行校本評核的另一原因是要為學生及教

師帶來良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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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紕漏尚未被

報導。 

 

事實上，教育局提倡新學制課程多元

化及以學生為本，但學校收生人數不

足便難逃殺校厄運，這樣的說法根本

是自打嘴巴。教育局說學校組別是「家

長選擇指數」，但其實是收生組別（即

學校等級制）的選擇，因為家長和學

生必定不太願意，甚至不會考慮選讀

第三類別的中學。在老師層面來說，

收生不足導致學校不得不辭退老師而

減少開支。近幾年超額教師也成為學

界的問題，如教師不想被辭退就得轉

型（修讀通識科目替代）和增值，不

合資格的老師等於變相失業。有關當

局聲稱，超額教師是以前教育體制下

的資源分配不當所造成的問題，某些

教育界人士更認為新學制有助於解決

教師就業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丙級

學校會首當其衝，因此，學界就抨擊

這是一場美麗的誤會（鄭楚雄，2009）。

如果不想被殺校，學校可以通過合併

湊夠學生人數，但兩所學校老師的師

資一定會重疊，很可能要辭退多出來

的老師。再說，由於老師要教授通識

教育而重新學習，當緩衝期和磨合期

都同樣倉促之際，變相增加教師的工

作壓力和情緒，很容易使他們失去工

作的推動力和造成同儕為教席而互相

競爭。 

 

令人費解的是教育當局把人口結構性

問題的責任推卸在中小學身上，三三

四新學制卻令學界掀起一場「招生風

雲」，任由他們自相殘殺作困獸鬥，學

校和教師為了生存只好各出奇謀，特

別是處於弱勢邊緣的次等學校，他們

更會巧立名目送禮招生，如獎學金、

電腦、學校巴士服務和午餐等等。老

師無奈地充當設計師、宣傳大使、廣

告推銷員到街上派傳單「拉客」（學生

和家長），情況比補習社和私校更有過

之而無不及，學校和教師對此也疲於

奔命。教育局為節省成本開支和配合

市場導向，竟然本末倒置封殺收生不

足的學校，所謂以「學生為本」根本

就是以教育改革者的理想標準為本

（呂大樂，2002），把他們預定的設計

程式和標準化制度植入學校教育和營

35



 

 
 

運模式中。 

 

消費主義下的教改真面目 

香港教育制度改革主要是香港九七回

歸前後，在教育政策及制度上之重要

改革。九七主權移交在不明朗的前景

下，香港商界擔心大量人才會流失海

外，港英政府基於政治考慮因素影

響，遂在八十年代末急速推行高等教

育政策。此時香港突然由三所大學升

至六所大學，從精英教育制度到現高

等教育普及化，供過於求的情況令大

學生質素良莠不齊，也為大學生帶來

「畢業等於失業」的出路問題。回歸

後特區政府又基於政治因素，有意以

「母語教學」來去殖民化。總結十年

的語言改革紕漏甚多，不但妨礙學生

在中英語文上的學習，學校在教育局

多番制肘下喪失了選擇權，嚴重影響

學生和家長對中文中學的歧視，和製

造熱切追捧英文中學的名校標籤效

應。學校和家長抗議之聲不絕於耳

時，教育局終於在二零零九年宣布「微

調中學教學語言方案」，以安撫家長

和學校的不滿情緒企圖為事件降溫。
9
 

 

學制方面，香港教育在二零零八至零

九年度起全面推行三三四新高中學

制，即小一至中六共十二年學制，以

取代沿用三十年的九年免費教育。從

精英制度到普及教育，由三所大學提

升至八所規格大學，這些都是經歷了

幾番政治更迭才演變而成的。在這消

費主義社會和政治經濟的衝擊下，明

顯地，現時教改主要是以行政主導和

向勞動市場靠攏，管理制度比以前更

為僵化，而最重要的是用數字量化作

為指標準則（Choi, 2005）。其實就新學

制所衍生的問題，有不少中學提議這

是最佳時候實行小班教學提高教學質

素，但教育局卻遲遲不肯落實。教育

局投放了不少資源予學校，而小班教

學模式難以量度和監控學生品質，因

為教育產業則重的是效率和回饋。為

了減低回本期，教育局便推行三三四

新學制就如上述所說，把學生集中到

一定數量的學校，務求減少經費，「家

                                                      
9 2008 年 3 月 16 日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教學

語言政策研討會，承認母語教學的不足導致整

體英文水平下降，而且離他們預計的目標仍有

一段頗長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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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選擇指數」則是減產和剔除不達標

的產品（學生數量），從而確保出產高

品質的學生。 

 

當下特區政府和教育局主力是針對高

等教育產業，但三三四新學制的出現

對於整個學界和學生可說是「牽一

髮，動全身」，牽涉的是中小學的基層

教育，以及大學的高等教育。由下而

上的收生不足問題衍生所致，除了大

學學士課程收生競爭激烈外，還有副

學士自負盈虧的管理模式，導致大學

之間收生更趨激烈。看看去年嶺南大

學社區學院副學士課程超額收生事

件，在其報告書中提到收生總額由原

定的三千三百二十人超收至六千九百

零九人，更透露前任持續教育及社區

學院院長馮培榮表示「盡收學生」。報

告亦提到馮氏沒有根據既定程序收

生，更發現有部份學生的香港中學文

憑成績甚至是未達標仍獲得取錄，揭

示了副學士收生混亂之餘，大學有關

部門並沒有作好把手監管角色，情況

堪虞得叫人側目。 

 

資深日本文化研究者湯禎兆借用日本

的情況來形容香港的大學也同樣呈

「下流化」的趨勢（2009, p54-56）。他

指出大學的師資或學科並不是主要的

賣點，反而強調校園及宿舍的設備。

大學於周末舉辦講座和印刷精美小冊

子作市場推廣，著重教授對學生的吸

引力，又會邀請明星藝人出席研討會

（如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系曾舉辦

的「周秀娜事件」，其所引起的迴響就

是最佳例子），總之力求做到娛樂至上

的噱頭和效果。
10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

呂大樂教授，在其著作《誰說家長一

定是好人》中直指「大學是一個相當

尊重消費者權益的機構」，如今教師已

淪為教育服務員，學生即是顧客，大

學除了向學生推銷外，家長也是他們

主力的推銷對象（2002, p112-p113）。

教育已逐步移向市場化，由消費者（即

                                                      
102009 年 10 月 7 日科技大學邀請嶺南大學文

化研究系主任李小良博士和有「𡃁模」之稱的

周秀娜出席名為「解讀周秀娜現象」的文化座

談會，但在整個長達半小時的講座中，兩人的

對談問非所答毫無交雜，事後有關教授更被傳

媒直指「以專業學識和艱澀的學術用語」欺壓

學識不多的無知少女。此事不但成為學生、教

師和市民的茶餘飯後話題，更即時惹來不少文

化界和學界人士的猛烈批判和熱切討論，奇怪

的是，是次座談解讀不到周秀娜本人或是「𡃁

模」現象，相反，事件背後所產生的現象才是

值得伸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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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和家長）作主導發展，作為教

育服務員的教師們，只要能提供和符

合到顧客的需求（畢業後即可謀生的

科目和技能），是容許把成績標準向下

調，讓學生容易過關就好了（同上，

p113-p116）。這樣，向市場靠攏的企業

化大學制度才可持續發展和生存。 

 

另一方面，大學為了保持知名度和大

學排名，逐漸趨向商品化和企業管理

模式，教育產業轉向重視「吸金」能

力，不時主動向政界商賈招手籌募研

究經費（以他們的捐獻命名大樓）或

是向政界名流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以提

升學院市場價值。香港中文大學就曾

頒授博士名銜予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唐

英年，最後遭到學生示威抗議是「政

治投資」。
11
前特首曾蔭權在二零零九

年至一零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明確指

出，要提升香港的教育競爭力和開放

更多學位課程予內地學生，最終目的

就是為了配合祖國發展。可想而知，

                                                      
11
《成報》，2009 年 12 月 10 日，A01 版，中

大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予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隨即遭到學生上台舉牌示威抗議，直斥唐

氏政改無力受之有愧，更批評中大此舉是政治

獻媚，有時事評論員認為大學頒授學位予政治

人物時要小心謹慎，否則會被譏諷為政治交

易。 

從前以作育英才為基礎的教育機器，

如今轉型為職業訓練先導所，向各大

企業和就業市場靠攏，貫徹教育產業

的 高 效 率 、 高 回 報 、 標 準 化

（standardization）和市場需求。 

 

結語 

消費主義無處不在，消費形式亦層出

不窮，我們既是消費者，也是被消費

的對象。香港教育無論補習文化或是

三三四新學制，同樣是基於時代轉變

而推行，被商品化和產業化已是不爭

的事實。補習教育的即食教育對學校

傳統教育造成嚴重的打擊，「補習天

王」打破老師和學生的傳統關係，教

育已淪落為學生／消費者的學習體

驗，學生是老師和補習社長期最龐大

的客源。各中小學和大學逐漸趨向企

業管理模式，只要是「物有所值」更

甚是「物超所值」的回饋，消費者（學

生和家長）都很樂意花鈔票去消費。

但隨著三三四新學制來臨，香港會考

和高級程度會考被香港中學文憑所取

締，補習社亦會快速作相應調整和對

策，因此，新學制並不可能減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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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補習意欲，相反，學生和

家長因為新學制所帶來的恐懼與不

安，對補習社的需求更趨之若騖。 

 

隨著九七政權移交後，除了香港教育

要與內地接軌外，還有世界工業經濟

轉至知識型經濟模式，再加上在全球

一體化的趨勢下，學者、大學和政府

機構都看準這個時機，大力鼓吹教育

產業的理念，並已著手開始實踐。我

們可以嘗試借用班奈特（Bennett）對福

柯（Foucault）在文化政策的管治論述

來形容香港教改的實況。福柯認為政

府或機構利用各種管治政策去規訓

（governmental）普羅大眾，我們的一

舉一動都在這些管治制度下時時刻刻

被監視著，要我們去服從他們早已擬

定和配置的手段。政府是我們一般大

眾社會看到的最大權力操控者，不

過，管治政策並不一定是政府自發性

強行推出就能成事，相反，很多時是

透過多重複雜性的社會大眾網絡和機

構，去打破和衍生出來（ Foucault, 

1991）。因此，我頗認同這次教改的真

正目的，並不是要改變傳統教育陋習

的矯正心態和理念，相反，它是以另

一種文化權力機制和程序，去改造他

們認為不合時宜的意識、理念、政策、

經濟和文化制度而已（Bennett, 1998；

許寶強，2009）。 

 

就像三三四新學制中所編排的新課

程，強調要學生「了解社會、認識國

家和放眼世界」，特別著重學生的表現

技能（performance skill）和待人接物技

巧（communication skill），減少學生跟

大學課程銜接時候的阻力。商界一方

面擔憂原始教育制度產出「高分低能」

的學生，一方面又憂慮新學制使學生

語文能力不足，所以，這次教改既要

學生多留心社會時事，亦要增強他們

的表現和溝通技巧，好讓他們一畢業

便有足夠的競爭力立即投入勞動市

場。《信報財經月刊》中，不少學者和

大學認為「教育產業，初見成績」，大

家都樂於見到教育產業轉型成功所帶

來的生機。
12
不過這次教改有喜亦有

                                                      
12
在 393 期 2009 年 12 月的《信報財經月刊》，

標題名為「教育產業，初見成績」，內文刊登

了不少大學學長和政界人士，大談香港教育產

業大有可為和也可賺錢的文章，還有香港作為

教育樞紐的強弱詳盡分析，指出教育是一項投

資而不是開支，教育改革是基於時代轉變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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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為各界帶來不少負面影響，學生、

老師、學校、教協、出版社、教育局、

政商界等等，各單位的齟齬和利益衝

突暗湧不斷，政策帶來的影響已漸漸

浮現，在可見的將來情況亦可能是每

下愈況。 

 

由此可見，我們必須承認和應該明白

教育含有產業的成份，我們也不排斥

教育要承擔社會生產。不過，今天看

到政府搖旗吶喊，高調提倡傳統教育

轉化為產業的態度取向，不得不讓人

憂慮教育最終會本末倒置令產業成為

最終目標，而這點也是機遇會關注應

否視教育服務為產業的首要爭論點。

我們故之言對過去的「填鴨式」教育

深惡痛絕，扼殺了不同能力的學生之

創造力和忽略對事物的批判性，但令

我們更憂慮的是這個改弦易轍的教育

轉變，教師、學校和其他持分者

（stakeholder）在各有不同利益的衝突

和介入的時候，各方面能否減低意見

分歧而達成共識？教育產業是知識和

品德方面的雙重全人發展，同時，要

                                                                         
行。 

配合社會未來和文化精神延伸，在推

行教育和經營管理上取得平衡，卻並

不是為滿足某些商業機構的招聘人手

需求，或是增加高級學府和校長個人

的利益手段而改變。 

 

其實教育學生做到終身學習，學生和

教師必須透過理性深入探討，同學與

同學之間交流的互相撞擊、對事情進

行前後反覆的存疑和佐證才有用。自

發性的學習過程是培養學生思考長遠

而正確的方法，這樣有意義的學習態

度和活動，才能真正的使學生離校投

身職場時仍終身受用。三字頭的人如

我早已體驗過香港教育改革的多變，

看著當下這個轉變我不禁納悶，我們

的下一代是要識時務的去自我調節知

識型社會轉變，還是要把啟迪人心的

教育發展護航與功利消費教育抗衡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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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物──薩克司風 

戴慈君 

 

薩克司風（saxophone）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由比利時的單簧管音樂演奏家

阿道夫‧薩克斯（Adolphe Sax）發明，當時薩克司風出現的目的是要取代低音單

簧管（bass clarinet）。因此，這種樂器的出現受到當時的古典作曲家伯遼士（Hector 

Berlioz）及德布西（Debussy）的欣賞，並嘗試將它使用在他們的作品中，雖然薩

克司風本身的音量也較其他管樂為大，但在當時，這樂器也不足以讓它於古典樂

團獨當一面，直到二十世紀初，薩克司風才開始得以廣泛發展。 

 

    

（圖片由作者提供） 

社會功能與美學 

樂器作為物品，它與我們慢慢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與人互動的關係，雖然薩克司風

始創於比利時，但是十九世紀法國工業革命，鋼鐵業得以發展，工業社會亦隨之

興起，促使法國在銅管樂器有長足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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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薩克司風家族塞爾瑪（Selmer），是其中最早期開拓薩克司風製造的工廠，

他們開展了樂器的研發，後來更成為軍隊器樂，被使用在步操中。軍樂的寫作目

的主要是為了提升軍人在戰場上的士氣，因循社會、種族及時代等文化不同，軍

樂中所使用的配樂器便會不同，好像中國古代是以號角作為發號施令的領導性樂

器。至於近代，中國解放軍或是莫斯科紅軍的軍樂團都紛紛採用歐洲的軍樂隊的

編制模式，當中自然不會缺少薩克司風。由於薩克司風可發出宏亮的聲音，且音

色豐富、層次鮮明、表演能力強，演奏者很容易便可以將個人的性格突顯出來，

在軍樂裏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它有著實用性的社會功能。 

 

符號學家艾柯（Eco）指出：「確切說，不存在符號，而只有符號功能。『符號』

這一概念是日常語言的一種虛擬物，其位置應該由符號──功能概念取而代之。」

符號的功能會隨樂器使用形式的轉變而作出適度的調整。
1
 

 

薩克司風原始的軍人氣慨，慢慢由爵士樂大師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約翰‧

科爾特蘭（John Coltrane）、桑尼．羅林斯（Sonny Rollins）等於不同的場合使用，

它完全以別的文化形像及樣式展現在觀眾前，由軍樂隊中的次要地位轉為領導性

主體，在夜總會場所和婚宴中更是獨領風騷。 

 

爵士樂手大多數為黑人族裔，他們屬於勞動階級。後殖民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non），於一九五二年出版了《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一

書，他指出：「在歐洲，黑人有一個功能：代表低級感情，不良傾向，心靈傾向，

心靈的陰暗面。」
2
在「西方人」的集體無意識中，黑人──或如果願意，稱作

黑膚色──象徵邪惡、罪孽、貧困、死亡、戰爭、飢荒。黑人過去活在白人（殖

民者）的權力控制下，正好透過一支幽幽的薩克司風，表現出其較哀傷的民族特

                                                      
1
陳宗明，黃華新（2004）：《符號學導論》，頁 37。河南人民出版社。 

2
（法國）弗郞茲‧法農（2005）：《黑皮膚，白面具》，頁149。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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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吹出內心呼喊聲，撕裂情懷、孤單感、無助、對女性肉體的渴望等種種的壓

迫的生活控訴與情懷。 

 

中音薩克司風外形彎彎的，符號學家皮爾斯在圖象符號中指出，這件樂器的外部

形態的設計是構建了視覺及聽覺上的形象肖似符號。在視覺上，它擁有彎曲的底

部，線條突出，屬流線型，讓觀眾聯想到一個身材豐滿（尤其是臀部）的性感女

郞，徹底被吹奏者擺動著的誘人姿態拘捕，女樂手的神緒與樂器合而為一，樂迷

就像要與它（她）發生關係上的互動似的，焦點已不太集中在炫耀技術上。 

 

而在聽覺上，它所發出獨特的和聲（melodic harmony），搖擺（swing）的節奏，

會深深將你那顆脆弱的心靈佔據，讓聽眾可以與物產生共鳴，抒解抑鬱情緒。從

語言符號學中，薩克司風的英文簡稱是Sax，它的讀音更經常被人誤以為是Sex

（即性）。因此，對於薩克司風與性有著肖似性的聯想。因為爵士樂有很多不確

定原素，它徘徊於可與不可以分析的狀況，吸引了不少古典音樂家對其注意，並

抱著好奇的心態去尋找它的迷思。 

 

虛幻樂園 

物的生產形式隨著音樂家或藝人技術上的要求，生產商會為此改良樂器的設計及

流行的款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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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獨一無二的物品，便是一個系列中的終極，在它身上總結了同類事物，它是整個

選項系統（paradigme）中最具特權的一項。總言之，它便是一個系列的代表性徽

志（emblieme）。
3
從樂器上所刻的文本（Custom），就是著名日本品牌山葉（Yamaha）

的近期產品。型號82z及875EX 是山葉故有型號YA62的延伸。他們一改傳統樂器

的製造及包裝模式，製造一系列獨特的型號，目的是建立一連串的音樂符號。古

典爵士—─古爵（合併式型號），這些商品全部展示在琴行的櫥窗裏，讓一眾的

樂器迷增添了一個夢幻的購物場所。 

 

82z的製造目的是專門為一羣對爵士樂膜拜的發燒友特別研製出來的，新設計順

滑的側鍵（side-keys），讓樂手輕易地掌握爵士樂的滑音樂句、急速的音符躍動

（wide-leap）、頻繁的六十四分音符（sixty-fourth notes）及音階（scales）。 

 

樂器設計師匠心獨運地完成這個商品，是要將藝術品商品化，而樂器廠商便把一

                                                      
3
（法國）尚‧布希亞（2001）：《物體系》，頁 104－105。世紀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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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一支被大量機械複製出來的，所謂「特製」的爵士薩克司風（jazz saxophone），

或是專為古典音樂家而設的875EX，全都陳列在大型的樂器店鋪的櫥窗裏，而更

甚的是還用上了一盞盞石英燈或發光二極管燈（即LED燈），照射著這些被商品

化的銅管樂器，當強烈的光線照耀在那些銅質的光滑面上，反射自然會充滿店鋪

四周，特別的是，這種光線會鎖著顧客的目光。事實上，最早期薩克司風製造的

歷程，並沒有分為古典專用或爵士專用，這都是商業上的銷售策略而已。 

 

正如張閎所寫的一篇文章──〈拱廊街：資本主義的空間寓言〉（讀本雅明《拱

廊街計畫》）
4
中提到，本雅明在巴黎這個大都市裏，看著閃爍著的紙醉金迷般的

誘惑，並且認為他的故鄉柏林與巴黎也有一定的相似，其中的相同之處是夢幻般

的音樂商品同樣地在櫥窗展現，當中被展示的商品就是物神（fetish），而這些商

品與性感形象的女性樂手關係連結了起來。 

 

日本女薩克司風手──小林香織經常被香港、日本、台灣及中國大陸稱為爵士樂

女神，她在表演台上使用台灣樂器有限公司（TK Melody）特製的中音薩克司風，

及在其光面位置以雷射筆簽上她個人名字，她一身穿著性感熱褲和深黑色絲襪，

配以高跟鞋，打扮充滿現代感，完全將樂迷從一百多年前歐洲宮廷貴族式時代帶

到眼前被包裝成商品化的現代演奏廳，超脫了藝術層次。購買這款薩克司風的學

生，大多數是二十多歲的青年人，被物化的女藝人成為他們消費的動力，這亦是

廠商背後的目的。 

 

音樂表演形式，身份認同 

社會的經濟結構與發展模式，會直接影響藝術文化的生存形態。單以每年參加英

國皇家音樂學院聯合委員會考試人數之多來說，足以被外間稱之為東方維也納。

                                                      
4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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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經濟急速起飛，物質豐富，普遍家庭都會覺得必需培育家

裏小孩學習音樂藝術的修養，以提升個人情操。薩克司風的歷史及其偏野性的音

樂風格，多會讓人有「壞孩子」的感覺。所以，大多數的父母都會有著固有的意

識型態，主觀地規管自己的兒女學習這種樂器，以避免孩童的性格被錯誤地摸索。 

 

符號學家皮爾斯將符號概念與人類的思想（thought）過程結連起來。由於香港的

生活空間狹小，人與人的距離也十分緊密，思考模式會因為頻繁的互動而變得相

似。貧乏的認知把薩克司風任意構建成為一個符號，亦即是將意符與意指連結。

因為薩克司風經常被夜總會、酒吧等地方的樂隊使用，而樂手又多是一羣紋身

漢，於是我們自然就認定演奏薩克司風的人不太正經，甚至產生出不同的身份象

徵符號──邪惡、頑皮等。 

 

拜物主義中的符號
5
 

「藝術的意義和價值必須得到內行，批評家甚至藝術機構的認可，獲得王牌的符

號資本（symbolic power）。」各個知名品牌的薩克司風廠也爭相尋求樂壇當紅樂

手作為產品的代言人，因著代言人超凡的演奏技巧、甜美、清純、可愛的樣貌及

驕美的身段，構建出一連串物質性的符號系統。 

  

（圖片來源：youtube.gguide.biz） 

                                                      
5
約翰 R‧霍爾，瑪麗 喬 尼茲：《文化：社會學的視野》，商務印書館，2002，p.25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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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上，文化符號隱含著性的功能及價值，當音樂藝人在舞台上，以超凡卓越的

技術來揮動那支匠心獨運的樂器，無疑能夠給觀眾帶來歡樂，減低生活壓力。「體

態嬌美」被定義為一種實用性符號，功能上能夠讓人聯想到健康的身體，隱含了

背後帶給個人隨之而來的社交地位，受到別人的欣賞及尊重。 

 

但事實上，過往藝術家的表演是強調炫耀技藝的，需要經過多年的鑽研才能站在

台上給觀眾獻技，身份外貌可以是一個老伯伯，他會是滿臉鬍子，經歷了多個歲

月，被政治、經濟、權力及文化教育改革等社會因素所影響。後現代樂器拜物教

消費的認知思維接受了新一代被物化的表演藝人。這裏產生了因果關係，現代流

行表演藝人的出現，引申了舒服、無壓力、簡單的情感狀態。而這更使人連繫到

社會的經濟狀況，青年人對音樂形式的追求與過去歷史的比較，反映的現象實在

值得我們去探討。 

 

二十世紀，當整體社會還沒進入後現代主義的時候，我們還是在強調簡樸的生

活，這是由於電腦和資訊科技等仍然在發展當中。相比今天，面書（Facebook）

的上市，突顯了互聯網在人類傳播媒介的地位和重要性，成為了生活上不可缺少

的東西。透過網絡的世界，物的真正價值並未確切地向大眾展示，而只是不斷在

構建一個個大小的虛幻樂園，見證了馬克斯的商品拜物教的觀點，指出商品拜物

教（commodity fetishism）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物具有控制人的力量，人的價

值與物的價值被等同起來。音樂企業利用互聯網作為狡猾的宣傳策略，用上強勁

的音樂節奏，人們可從互聯網上瀏覽不同設計、款式的薩克司風，盡一切的可能

提升他們對物佔有的慾望。 

 

資本家利用銅板製作一支支不同顏色、形狀和大小的薩克司風（包括高音

soprano、中音alto、次高音tenor、低音baritone等）。將表演藝人的虛幻和誘惑的形

象投射在樂器身上，營造人與物的混合體，創造出樂器被物化的神話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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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西亞（Baudrillard）對利益的認識指向一種意識形態分析。社會等級結構得以

穩固地再生產，統治秩序受到被統治者自願擁護，行動者產生誤識（misrecognize）

和生存幻象，這些現象的根源正是統治秩序借用名目繁多的制度機制創造的象徵

利益───「符號暴力」（symbolic violence）。
6
 

 

社會的構建被一羣擁有權力的人主導整個音樂文化。他們巧妙地利用多重的傳播

媒介，滲透商業上的主觀意識。在雜誌方面，日本過去十年已出版不少有關薩克

司風的宣傳刊物，其中用上多個偶像派表演藝人作主體人物，藝人被物神化，因

為社會廣泛承認他們在音樂界的地位，品牌就成為擁有權力的象徵，而這也隱含

了世界性的品牌地位發揮著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在地化，利用樂器背後的文化，

操控別國的人民。法國有塞爾瑪，日本有山葉、韓國有森美柯（Samick）。某些

品牌，更受到當地政府在財政上積極支持和參與，好讓能夠立足於國際社會上。 

 

在香港的音樂學習環境裏，音樂教育的意識形態告訴大家，考試要找英國皇家音

樂學院考試委員會（Associated Board of the Royal Schools of Music，英文簡稱

ABRSM），鋼琴要買山葉，管樂非買法國品牌不可，否則，怎能提升個人的文化

地位？學音樂的，要穿上的就是一眾的名牌符號，象徵著個人的身份及權力和知

識。 

 

與物的關係 

在《物體系》一書中，布希亞指出物有兩種功能，第一是使用，第二是使佔有。

                                                      
6
（法國）布希亞（2005）：《文化與符號權力》，頁17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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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物佔有代表主體要與該物產生關係，而突顯該物的獨特性。人類生存賴以個人

的慾望，而慾望是無窮無盡的，音樂人的耳朵更是。由於香港或台灣等周邊已發

展地區都有人口老化的情況，教育界面臨縮班問題，業界只好不斷推陳出新，將

課程不斷包裝，目的是要増加家長信心，提升學生人數，以保存學校的聲望及地

位。過去，一直給人有流行音樂形象的樂器，好像流行鼓（drum set）和薩克司

風也紛紛舉辦這類課程。薩克司風本身是一件容易吹奏和掌握的木管樂器，凡懂

得吹奏牧童笛的人，也能在短時間學會這種較有規模的樂器。 

 

在教育層面，相比其他樂器，使用薩克司風作為音樂學習的一個重要媒介起了很

重要的角色，原因是無論是獨奏、四重奏樂隊、管弦樂團以及伴奏都可以使用。

學生們可以透過大型合奏，獲得豐富的表演及羣體合作的經驗，從而學習人與人

溝通的技巧。由於樂器本身的易操控性，並且吹奏者能夠隨心所欲地去表達豐富

的音色，它那現代的雕花設計，金光閃閃的外觀，充分滿足了人眼目上的情慾，

尤其是男性。因此，班雅明稱它這種特殊性質是物的戀物化（fetishization），呈

現了它獨具的稀世價值。在人無法抗拒底下，現在愈來愈多學生選擇學薩克司

風，因為很多人還說：「拿著它，即使不會吹奏，也會感到自己很型格。」 

 

薩克司風雖然在樂團裏獨當一面，但是也不能單獨生存，它的音樂形態和動感，

還需要其它樂器的配襯，鋼琴便是其中一種。它極需要鋼琴所奏出深而廣的和聲

（harmony）去烘托那優美的主旋律。 

 

生產商為了増加愛好者對物的迷戀，於是運用現代的科技，不斷推出懷舊樂器，

就像剛才提到的82z系列，分別有黑色、白色及無漆（unlaquered），而無漆系列正

是市場上銷量最高，又最為樂迷或收藏家追棒的。因為當吹奏者使用無漆系列一

段時間後，樂器表面上的金色塗層便會慢慢褪去，變成一支舊舊的薩克司風，好

讓主體有著強烈的歷史感，仿佛能夠重新尋回舊有回憶，使消費者進入一個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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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景，說服自己以高價購買這系列的行為是正確的。 

 

（圖片由作者提供） 

將自己代入了歷史圖片裏，與那些手持舉世無雙的廠牌所造的型號，好像六零年

代的Selmer Mark VI，全是人手製造的，而且更是限量發行。 

 

結論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寫了關於宗教的著名比喻，大步跨入世俗事務的市

場後，宗教就關上了身後修道院的大門。就基督教來說，近年很多教會對會眾的

牧養有所倒退，由於教會在某程度上，失去了對社會一個平衡的功能，很多教會

學校也隨之失去了建立福音在校園的使命，顯得軟弱起來。因此，我們被牢牢地

鎖進在強烈消費文化的氛圍裏，無耐地接受物的虛幻外表。進入後現代的社會，

各個區域都被商業霸權所建構出來，大大小小的購物商場入侵我們的社區。而音

樂機構亦紛紛進駐這些商場，我們幾乎沒有可選擇的餘地，匆匆把子女送到這些

琴行，讓他們被動地進入一間間的琴房，任由那些音樂工匠以千篇一律的教學

法，去複製另一批音樂工匠，這情況就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機械

複製時代的藝術品》中提到：「原則上，藝術作品向來都能複製」。香港的音樂學

生大部份也欠缺本雅明所提及的「靈光」，一眾學子或老師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也只懂得如實吹奏，努力將從唱片所聽來的音樂回憶在樂器上重新複製一次，失

去了藝術的本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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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化的生產模式進行有效率（efficiency）、可計算性（calculability）、可預測

性（predictability），及控制（control）的四個步驟將薩克司風學員物化，琴行是

一個將藝術物神化的典型例子。而這些物神價值是經過一系列的符號被生產出來

的，藉箸音樂名家專用品牌，音樂學院指定型號、包裝、專家推薦等一大堆意符

（signifier），反映出樂器的虛幻形像，被一些社會上擁有權力的羣體，不斷利用

傳播媒介，從多方面展示一個夢幻的藝術消費場所。從麥當勞化或是福特主義式

下產製出的木管樂器學員，欠缺了藝術的獨特性和多元的美學感。這些學員只能

按公式般，將樂譜上一個一個的音符，不顧感情機械式地吹奏出來，最後成功地

讓自己的名字印在證書上面，並且收藏在個人的文件夾裏，象徵著結束營業，藝

術商品化的學習就此告一段落。 

 

人與物的互動經過商業霸權所約定俗成的消費的意識形態，催化我們對樂器物神

化以及佔有慾的提升。透過符號學的分析與運用，希望可以使大眾消費者多加反

思資本家，如何運用商業符號，以達至將莘莘學子和家長們帶進一間藝術商品的

夢幻樂園，去購物或個人被物化。薩克司風藝術的本真性，應該是世界性，不分

種族，不論你拿著的是塞爾瑪或是山葉，樂手的身份不在於品牌所帶來的象徵性

權力，而是個人的正確表演心態，從聖經神學所講──要以心靈誠實拜它。只懷

抱著無私的精神去演奏，主體不集中在人而是音樂創作所要表達的信息，才是本

雅明所說的「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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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十周年  

遊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第一場：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 

（關於第一場研討會第一節的內容，可參閱本刊第三十五期） 

第二節 體制邊緣的大學課程 

 

面對所謂「國際化」和中國大陸師生的不斷進場，部分大專院校課程甚至被評為

變成了只求賺錢的學店。介入本土、帶領變革、回饋社會的大學傳統，似乎已變

得不合時宜。然而，仍有一些體制邊緣的大學自資課程，嘗試做點「不合時宜」

的工作，局限及困難自然不少，但樂趣與成效也不至全無。這些大學自資碩士課

程應如何面對這樣的新形勢？ 

 

許寶強：歡迎大家來到第二節討論。在第二節討論完畢後會有第三節對話，是關

於民間辦學和建制內容辦學經驗的對話環節，所以希望第一節的講者留下，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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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兩位評論員評論過後，參與公開對話。當然，這個邀請包括台下的參與者。

這次，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三位對辦文化研究項士課程富有經驗，亦很重要的推動

者，包括我們的老朋友──香港中文大學（下簡稱中大）黃慧貞教授。她擔任過

文化研究課程的校外考試委員（External Examiner）。而另一位講者則不用介紹，

將會是嶺南大學（下簡稱嶺大）協理副校長（學術）及教務長，現任文學院院長，

以及過去文化研究系系主任陳清僑教授。還有的是香港大學（下簡稱港大）媒體、

文化及創意城市碩士課程的吳俊雄博士。吳俊雄亦是我們的老朋友，亦曾幫我們

做諮詢委員會顧問（Advisory Board Members）。第二節研討會主要是討論體制內

的教學工作，第一節的幾位講者也提及過，他們均對體制內的文化研究課程有些

期望，包括在資源上以至課程提供的知識生產的內容和方向，現請三位講者稍作

回應，以及談談在體制內辦課程的理念、局限和將來路向。 

 

吳俊雄：從第一節的討論中，也有很多刺激思想的地方。我今天主要想說的只有

三點而已，因為這節的題目是「在體制邊緣辦碩士課程」，我嘗試將以下的論述

分為三段：一是體制，二是邊緣，三是碩士課程。今年是嶺大文化研究碩士課程

（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下簡稱 MCS）十周年，而港大今年則辦了媒體、文化

及創意城市碩士課程（下簡稱 MCCC），零周年，剛剛開學。當中籌備和商討的

過程，令我和同工在體制、邊緣、辦學、社會等概念，均有些衝擊。 

 

首先是體制。人們很容易有一個錯覺，就是體制和民間是對立的。體制就是精英、

中產階級，是一個生產官僚的地方；民間則是知識，或另外一些衝動的泉源，但

我相信各位也不會用這種簡單的二分法來界定體制和民間，因為體制並非一刀切

的東西。我在一九七七年進入港大，一直至今，以前是讀書，現在是教書。我的

人生便是在體制裏度過，所以我對於體制的態度是仁慈的，我覺得在體制下做事

是不錯的。第一節蘇耀昌提到大學是香港的寶藏，我很贊成這個說法。資源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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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知識也是寶藏，但這個寶藏有很多關卡和門禁，我們要衝破很多東西才能達

到這寶藏。我辦 MCCC 時，便是拿了在大學三、四十年間的體會去辦這個課程。

舉例說，我在一九七七年初入港大時，當時的確用了簡單的二分法來界定港大是

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很多前輩對我說，這裏不是一個好地方。例如馮可強那篇經

典文章，說港大要為中國而立，但出發點卻是港英殖民政府如何對付為中國而建

立的一所殖民地大學，所以港大誕生的首要任務，一是要阻礙中國現代化，二是

為香港培育一批技術官僚，接任政府官員，使華人可在殖民地時期領導香港。當

我加入港大後，我便執著於馮可強這篇文章再三反覆細讀，然後坐在課堂上望著

那些老師，暗想：「這就是殖民地走狗，那個便是殖民地的官員。」但我慢慢發

現這種想法是有問題的。當時我看著那些準備畢業後當政府官員的同學已經穿西

裝、挽公事包上學，我很仇視這些同學，但慢慢發現這種想法也是有問題的。慢

慢發現體制雖為監察中國而立，為建立殖民地統治而立，但當中確實有可取之處，

在往後能受用。首先，港大著重技僚訓練，缺點是使學生不會獨立思考，只會想

可用甚麼技術方法去解決事性；優點是在港大出身的工程師，真的懂得工程。當

我遇到法律問題時，會找以前讀法律的同學幫忙。港大訓練出來的社工是仁心的，

他們真的像一個人。這些就是殖民地大學裏，一個好的傳統，雖則技僚但有水準，

此為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港大要求同學要有洞察力，例如將來當政府官員，一定要對世界有所

認識，於是那些右派的老師會著同學多讀一些海耶克的書。但當同學看海耶克看

得悶時，會在圖書館找一本馬克思的書來看。讀海耶克後，讀馬克思；讀過馬克

思的書，他們發覺自己往後做人的路向會轉變。雖然同學們的目標是當政府官員，

但他們心裏會有根刺，認為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經濟基礎這些東西是一條刺。

我有不少同學做了政府官員後，通常也會談回馬克思思想。這也是港大的傳統，

訓練了一群矛盾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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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是港大擁有一個很自由的環境。過去三十年，我在港大讀書、選科、開科，

從未遇過關卡。我們辦的其中一科要談性別與社會（gender and society），亦無人

提出異議。雖然這是超級冷門的科目，第一年只有六位同學報讀，第二年升至八

位，但部門無人阻止，學校無人會說談女性主義是浪費時間。因此，在港大的體

制內做事，除了資源豐富外，它有一種英式殖民教育的兩面性，那種優良傳統便

是有質素的技僚訓練，同學們有獨立思考力，讓你在大海中自己尋找收獲，你可

以找到關於左派的、右派的、齊澤的，或是一些心理分析，所有東西都在學海裏。

港大是一個很大的體制，特別近年很多評審（如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下

簡稱 RAE）出現。雖然如此，體制裏依然有很多不同的罅隙，所以大學並非一

塊鐵板。 

 

再說邊緣，體制內有很多不同的邊緣。這種想法對我辦這個碩士課程的影響很大。

我們在港大辦了一個新式的碩士課程，這個課程談新媒體、文化和創意城市，要

談這些東西可從右派或左派角度出發，或者憑認為當時香港需要甚麼而去設計某

種課程。但在港大的體制裏，辦課程要過一些關卡，例如怎樣保留好的傳統，以

及避談近年一些因全球化、國際化的壓力而產生的不好的傳統。整個課程雖然是

剛剛誕生，其實籌備過程與你們 MCS 一樣長。我回看那些設計課程的檔案文件，

第一版草稿是二零零三年的，不禁會想到底我們是怎樣推出這個碩士課程？為何

籌備了十年之久？原因很多，壞的不談，其中一個原因是錢。 

 

港大始終是一處談錢的地方，所謂邊緣的情況是這種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在體制

內是個異類，雖然若果今時今日沒有這些自負盈虧的碩士課程，很多大學也要倒

閉，但這些課程應怎樣收費呢？我們應把學費定為八萬四千還是十二萬六千元？

我們為此爭拗了很長時間。這是體制裏一些奇怪的東西。因此，經驗告訴我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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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重要的問題，體制裏會花很長時間處理費用問題。第二，這個不是正規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英文簡稱 UGC）的課程，學校會特別關注課程的水準。我們要

經過很多關卡，通過學院小組的審核，還要通過中央共四個層次的檢討。每一層

檢討所提出的問題也相當尖銳，也是有關學術問題的討論。第三層的檢討已經到

達校長的層面，記得當時校長率先發言，問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他問我們這個

課程的簡寫是 MCC，你們知道 MCC 有甚麼含意嗎？糟糕！校長出了這個難題，

怎麼辦？幸好，當時有一個更富經驗的朋友呂大樂在場，他說：「不好意思！我

們會將之改成 MCCC。」MCC 在我這一代人來說，應該十分清楚，是代表糊塗

的意思。辦一個碩士課程，英文簡寫竟然有糊塗的意思，是否要為港大幫倒忙呢？

因此這課程的簡稱最後改為 MCCC。當然，剛才只是說笑而已，除了簡稱以外，

檢討過程中真的有問我們為何談創意產業而不談創意城市，產業在城市裏發生，

那這裏號稱社會學系，為何不多談整個城市的事。因此，我們本來談的創意產業，

變了後來談創意城市。當中的關卡都旨在要令課程符合大學那種技僚化、專業化

和有思想性的標準。 

 

通過內容水準的審核後，高層便說：「你們接著要怎樣辦課程，是你們自己的事，

你們照著做吧。」那我們就持著那幾項標準來辦這個碩士課程。 

 

剛才我聽劉健芝說天安門民主大學的背景才得知，原來那時陳清僑駕車已是那麼

了得，原來你們在二十多年前已經走在一起，可謂是相識於微。MCS 這群創辦

人相識多年，眉來眼去，對於八九六四是甚麼事，關心的是甚麼，大家都有默契。

而港大的團隊並非如此，不能說是烏合之眾，可說是一群很有才華，但背景各異

的人走在一起，有外國人、有中國人、有半中國的香港人。我們想有港大那種技

僚、專業的傳統，但另一方面又想回應社會，那究竟這件事將會是怎樣的呢？現

在還不知道。我最近為推出 MCCC 而辦了一個資訊日，大概有在場這麼多的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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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當日我很感動，我有兩個同僚在旁，呂大樂和江紹祺，我們事先沒有協調過

如何介紹課程內容，但說起上來又似模似樣。那講座大概說了三大重點：一、這

個課程真的是談錢的，沒錢就不要來讀了，這是今天體制的現實。我們的課程對

比黃慧貞的課程，對比陳清僑的課程，確實是十分便宜。所以，大家想讀的話，

學費港幣八萬四千元，共兩年，保證畢業。大家都知道體制的事，但大家都希望

在體制內做得最好。因此，這課程很著重分析，這是一個社會學課程。這個課程

為何籌劃了十年之久，部分原因是我們舉棋不定，過去十年香港發生太多事。最

初，課程第一版是回應西九；第二版是回應二零零三年七一遊行；第三版是回應

天星皇后事件；第四版是回應本土行動等等，在每一版裏，有一些會多些建築保

育的內容，有些會多些文化遺產和集體回憶的討論，把非常多不同的東西放在一

起。最後一版則依著我們這群「雜牌軍」來定，自己懂甚麼就談甚麼。我們不懂

建築，就不談建築；我們有人很精通性別研究，便談談性別，希望把一堆熟識的

東西做得最好。我今天答應同學，如果你讀這個課程，你將會懂得很多關於媒體、

文化、創意城市最新和準確的社會學分析，而且裏面有很多實證資料、研究等的

東西。其實港大最關心的主要兩件事是錢，不要太貴；內容，它不關心我們是否

關心社會，但無論如果要有一定的水準。資訊日那天我感動的原因是因為我身邊

的同事，很少談錢，多談課程內容。來就讀的同學，他們必須參與我們其中的計

劃，他們要與校外機構，例如基層大學、獨立媒體等聯手做一個研究出來。這個

研究通常是校外機構出題，例如獨立媒體很想知道如何能防止網絡入侵，這位同

學便要研究防止網絡入侵的工具，或者他們想研究現在的新媒體較它更新的時候，

獨立媒體還可以有甚麼角色，我們希望同學可以一起研究這些東西。剛才提過如

何令 MCCC 融入現實，我們是就在課程內容上，透過實習的機會來達到目標。

另外，我們設了一間名叫七零二的密室，一間比這裏還要大的房間，就讓同學任

意想像：當你要為 MCCC 裏的內容做一個展覽，要與社區有聯繫的東西，你會

怎樣做到「裏應外合」？如在房內放一個裝置，在深水埗放一個視像鐘頭，令兩

61



 

 
 

個地方可以聯繫上來。這個課程不只是讀書，還可以出外做事，也將七零二密室

跟公共空間扯上關系。我覺得港大有很多發展空間，但只有獨自行事是不足的，

一定要與不同的校外團體聯手，才能辦到這些特別的東西。 

 

許寶強：多謝吳俊雄的分享。第二位是陳清僑。他是第一屆文研碩士 MCS 課程

主任。 

 

陳清僑：大家好！正如吳俊雄所說，我們 MCS 的同事們好像有點默契，所以平

日很少談這些東西，大家都明白了，很多問題上都心有靈犀。所以我都不太知道

應該從何說起，因為每日我們都在處理這些問題。但我也明白，很多同學或其他

朋友，未必有機會知曉我們的情況。事實上，我的思考不太有事前組織，但希望

在此對一直以來的討論作些回應和交流。首先想回應的是港大，接著是回應序言

書室。我同意吳俊雄對港大的分析。我在港大讀書的時候，當時當然還未有序言

書室，當時我常逛書屋，把大學資助的錢全都拿去買書，又常常缺席課堂，所以

直到現在都可以說是對這個機構沒甚麼感情。當然，我不憎恨它。我有我憎恨的

機構，現在先不說這個。 

 

現先回應一下序言書室。在我在港大讀碩士課程的時候，青文書店是我最愛逛的

書屋之一。可以這樣說，自從青文、曙光等書店結業後，我沒有再逛書店了。原

因是整個環境改變了，自己的生理狀態也改變了。在學校有圖書館，在網上有

Amazon.com，那便不太需要再去逛書局、書屋。因此，我覺得序言書室的出現，

對香港是個特別好的消息。 

 

如吳俊雄所說，港大自資碩士課程的籌辦過程，其實和我們 MCS 一樣那麼久。

MCS 的課程是二零零三年開辦，即是在二零零三年前數年便開始籌劃，隨著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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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制環境和香港整體環境的改變，我相信若在現時才開辦這課程，會較吳俊雄

剛才提到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和微妙。我想說的是，在嶺大成立文化研究碩士課

程，大概全因為這裏有文化研究系，有本科課程，可作為碩士課程的基礎。我們

在一九九九年開始本科課程，三、四年後成立了 MCS。在二零零三年，那時高

等教育的環境較現在好，那時三三四教改還未成為公共議程之一，所以我們推出

MCS 這課程時，沒太多人注意。當然校內都有人注意到這是 MCS，不是文學碩

士（下簡稱 MA）課程。說實在，課程的英文簡稱為 MCS 沒有特別原因，叫 MA

也沒甚麼大不了，但我們內部是有點眉來眼去，有點想突顯它與其他碩士課程有

所不同，所以把它名為 MCS。我們當時用一個相對較快的時間將課程推出來。

我還記得，很多同事都一直在嶺大教書，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課程已經老化，

來來去去都是那幾位老師在教；但從另一角度而言，我記得每年都會任教一科

MCS 的主科課程，而在第一年教的時候，即二零零三，好像是星期六，也試過

在星期二晚，這是我每星期期待的工作。即是我每星期其餘的六天半裏所承受的，

就是為了星期六下午，或者星期二晚的課，原因是甚麼呢？其實與學院體制的邊

緣也有關係。嶺大始終不是港大，大家想想，一九九九年嶺大才正名，好像只是

一兩年前的事。那時先爭取加入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以後便萬劫不復了，直至

最近一、兩年的副學士事件才到爆發點，稍後有機會再談。這些都是制度上的自

資課程，與整體香港高等教育發展策略，及其造就出來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但

在二零零三年時，我和許寶強等都寫過文章，討論過文化研究在香港，那段時期，

究竟想做些甚麼？做過甚麼東西？我曾經有個看法，我們由批判這個議題，漸漸

碰到一大堆難關，就是怎樣教批判，怎樣學批判，以至以後把更多焦點放在教與

學的問題上。 

 

讓我再說得顯淺一點，我想在嶺大教文化研究，與在港大教文化研究，是截然不

同不同的事。我們以第一身，由本科課程中看到和學到這東西，因此我用這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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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釋，我每個星期都期盼上 MCS 學生的課，因為這些學生思想也算是正常，

有一定的工作和社會經驗，知道自己做到甚麼，有一定的能力去做些甚麼。當然，

十年以來，雖然我沒有做過調查，但也看到學生平均年齡下降。在最早期，學生

平均的工作工齡，好像也有五至十年，是相當豐富的，現在卻有很多當屆的畢業

生入學。過去三、四年，我們內部討論要不要將這個課程由兼讀制，變成同時有

全日制的課程，當中其中一個考慮，都是關於我們會吸引到甚麼學生。這點我們

思考了很多年，而我們終於在今年嘗試開辦全日制的碩士課程，但還未敢全面開

辦。 

 

我想再提一提，就是可能於其他體制，例如在香港以外而又在體制裏的朋友來說，

會不太明白，但在香港內部的人，又是否全部人都明白呢？即是說，對於自資課

程，為何政府，又或者教育資助委員會，會略略放鬆政策，鼓勵你們去辦這些課

程呢？其中一個根本因素，就是他們從一開始對整個高等教育的投資、承擔，以

至對整體教育的投資、承擔，都拒絕投放。這情況在香港高等教育中尤其嚴重。

在最早期，我想有些朋友可能記得有些副學士課程是受政府資助。開始轉制時，

政府逐漸以至到現在已完全不資助這些授課式的碩士課程，令整個環境帶來很大

的衝擊。 

 

我想把這問題帶回學系，以及對大學有甚麼影響。如果大學有一定規模，或者學

院或學科有一定的課程數量，又或者學系人員和老師人數較充裕時，調動往往比

較容易一些。當然，對於很多學系或碩士課程來說，賺錢是很重要的，甚至是唯

一的原因。我很坦白地承認，賺錢於我們來說不是不重要，因為要多賺一些資源，

我們才可以在不拮据的情況下，有多一些空間做事。雖然學費大部分都要上繳校

方，但我們亦希望盡量爭取更多空間去發展，令同事們可以兼備教學、研究以至

其他範疇。坦白說，當初沒有甚麼壓力逼使我們辦自資課程，也沒有人叫我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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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反而是我們認為需要開辦文化研究碩士課程，於是便立刻行動，因為我們想

先發制人，讓我們有更多空間做事。至少在開首五年，情況的確如此。 

 

剛才談過本人自身的教學經驗，其他同事可以再分享。坦白說，到了今時今日，

雖然已不再像一開始時那麼期待星期六的課堂，但每一課我也是極之享受和充份

地投入的。我也希望同樣的事可發生在本科的教學裏。回到教學上的問題，剛才

有朋友提到大學的資源，文化研究這學科或課程能否提供一些解決方案、理論或

方向？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是不達標的。坦白說，學生、教員來自不同的地方，

課程不能為生存而只選收某類同學。MCS 學生的職業範圍很廣，有教師，亦有

從事與非政府組織相關工作，而且最近越來越多同學是參與文化界、創作、出版

或文字工作。雖然我學生們的背景相異，但卻可能有共同想法。如剛才馬國明提

到，他們可能對香港時局，或者對自己身處的工作環境等，感到困惑，他們希望

在此找到空間去處理這些問題，而我們也是這樣想的。我們在體制當中教學，並

非不用心及不關心學生的情況，但的而且確，我們所面對的學生，他們的條件和

情況很不同，年齡亦很不同，這方面對我和其他同事來說，在這幾年對教學和教

育的問題掌握得更多，這亦變成文化研究中的主要關注點。這些會連繫到許寶強

設計的這兩節論壇，八月三十一日也有一場研討會，都是關於成人教育，正規教

育以外，邊緣的課程的狀況。 

 

香港一直談終身教育。最近教育資助委員會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事。他們一方面回

應整個社會對政府運用公帑的關注，如剛才已提過的教育投放資源方面，會設有

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在落實執行時，還需要重新評核大學的研究水平。事情不難

理解，政府想運用同數目的金額，投放資助在較能做出好研究成果的大學上，所

以就在資源調配上花了些功夫，在執行前仍需再次評審，那便是剛才所說的 RAE。

另一方面，又因為要回應社會很多的批評，特別是對大學的批評，例如只著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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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不做好教育等，所以政府又要找一套機制去評估各院校的教學成果。其實一

直以來，大學資助委員會放在各大學的資金，有百分之七十五是根據學生人數而

投放，所以可以說是「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試想若果以學生的數量作

投放多少資源的準則，那應怎樣處理當兩所大學有相同數量的學生，到底是甲大

學還是乙大學的學生較優秀的問題？既然學生數量相同，投放的金錢也應相同，

充其量只會因為醫科要買儀器而會被分配多些資源而已。 

 

接著是資源方面，由於副學士的問題，出現了很多令社會關注的情況。以政府的

角度來看當然是因為大學監管不力那應該怎樣？那就再監管多些吧！多些監管，

除了指採取評估機制之外，還有的當然是香港政府的強項，調查湯顯明也是這樣

做，便是透過帳目委員會調查帳目來調查大學。這個情況使嶺大受很大的衝擊，

指的是那些非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課程，例如 MCS。如果每條帳目逐一調查，

例如假設現在許寶強或羅永生坐下來，便要調查他們的薪金中有多少百分比是來

自文化研究的？多少是來自公帑資助的？如果你在辦一個自資的課程，那局方便

會找你查核帳目。大家可以想像到，要從這個脈絡出發，迴響將會非常之大，還

會涉及龐大的行政費用。 

 

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思路就是這樣，自資課程有兩大困難。第一，如果你不是想

利用課程去賺錢的話，就不知為何要辦課程。等於我同樣會問嶺大當局，為何要

辦副學士呢？是想賺錢，還是想服務社會，還是其他？若要計算成本，計算資源

時，很多時候很多例子都告訴我們，人的資源、時間、精力，或者由人建立的體

制的可持續性，是難以計算的。 

 

許寶強：非常感謝陳清僑的發言，以下請中大黃慧貞談談她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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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慧貞：自資和非自資的比例我們算得很清楚，一早有了數據。我非常喜歡今天

的題目，就是體制邊緣與大學課程，因為中大的文化研究的成立，正如我剛剛提

到的是陳清僑也參了一腳弄出來的東西。由開始到現在仍處於體制邊緣，無論報

讀人數有多少、收生成績有多好、經常做那些「長檢」（Full Review）或「短檢」

（Light Review）然後課程一再被肯定，但總之文研在中大就是一科可有可無的

科目。甚至在過去十年──因為來年將迎接中大文化研究的第十年──我們還不

是一個系，只是一個課程，十年來資源一點都沒有增加，那我們老師要怎樣、發

展要怎樣、開課要怎樣呢？事實上，我們得以發展是基於我們的文學碩士（下以

英文簡稱為 MA）課程，所以情況和陳清僑所說的正好相反，你們是以本科課程

作為基礎，跟我們的情況恰好相反。我們的文學學士（下以英文簡稱為 BA）課

程能維持下去，其實是靠 MA 支援的，所以各位也說得很對，沒錢怎辦呢？錢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有趣的是我也有類似的感受：有一位大學高層曾經指出為

甚麼中大不應辦文化研究的本科課程。因為十多歲的年輕人怎會懂甚麼是意識形

態？那是在教壞他們，所以不應該有這些課程。無可否認的是大家在教 MA 同學

時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經驗，在座也有中大文研 BA 的畢業生，但那位是相對成熟

的同學。MA 同學對於意識形態批判、文化批判與文化霸權批判這些理論，同學

的反應很快到位，特別是課程早期的同學都具一定工作經驗。對他們而言，有很

多討論會讓他們亢奮，可以批判、看見社會的問題等等。現在回顧中大 MA 課程

的情況，原來已經歷了十四年，由一九九九年開始。 

 

最初的情況很不錯，因為沒有甚麼「終身學習」、「通識教育」等口號，來報讀的

朋友都是有心人，幾乎是一次再次學習的經驗，因為第一次選科時限制於出路以

及對親朋戚友的交待諸如此類的因素，令人不會選擇文科或不知在幹甚麼的科目。

所以在二零零零年左右入學的學生，有些是已經讀了好幾年商科，但感覺厭倦，

然後來到我們這課程，找到新的世界、新的意義，一個可以開展不同想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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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時的同學都非常好學，非常容易引起共鳴，也很明白文化理論對社會的種

種批判、道理在何，為何要課程名稱這麼「古怪」等等。不過經過了十四年，我

們的課程也有了很大的變化，由最初每年收取五十多個申請，到最近一次申請人

數升至七百多人而我們則收取大概十分之一的學生，即約八十人。其中有很多變

化，最少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來回顧一下：第一階段是剛剛提到的最初五年，都是

些有心尋找在本科時錯失了修讀有興趣科目機會的朋友回來唸書。我稱之為第一

階段，是因為自己想要讀書，不為甚麼或不為別人而讀；第二階段就與通識課程

的出現有關，想起來，這階段的同學有一半是中學老師。大家都知道通識教育出

現時大家都不知道它是甚麼，連教的老師也不知道，我們教育學院的同事就苦苦

思索設計課程，大家都摸不着它的底蘊，所以教育學院的課程就在教學法的科目

基礎上，加上通識的東西再稍為調整一下就是。當時，有很多老師都想藉着我們

的 MA 課程去學習通識是甚麼，選修一些文化、媒體與大眾意識的課，又如全球

化是甚麼，嘗試找到幫助。而 MA 課程的確會對此起到幫助，因為它會訓練對社

會現象的一些思考，對全球經濟以及文化現象作出一些深入的分析等等。但簡單

來說我們只是用口說，只是在講台上說些大理念、大說法，但我們不懂得教，因

為像剛才提到的問題一樣，「教」涉及了另外一些理念。所以如今回顧，某程度

上在這個階段我們可以做到的至為有限，因為我們幫助不了通識教師走到前線教

學，充其量是提供這些議題，就此有些推進以及提出一些想法。這些中學教師同

學上課非常辛苦，我特別讓他們可以在課堂上進食，甚至將課堂延遲十五分鐘才

正式開課，讓他們歇歇，因為他們都是下了班趕來上課的。即便如此，同學在坐

上半小時後便開始昏昏欲睡，因為工作實在太辛苦。我認為這階段時間是課程發

展中教與學中最令人不滿意的一部分，因為他們也得不到最需要的東西，我們也

不是職業教學訓練的課程，所以現在來讀的中學老師又少了，況且現在有許多打

正通識名號的 MA 或 BA 課程，結果我們少了許多這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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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是最近的，就是過去三年，一個我也不知道為甚麼要實施，但已在靜悄

悄地發生的人口政策，來港讀書的同學，尤其是內地同學，唸完一個課程後可以

留港一年，不須任何工作或條件。相信因為這項政策吸引了許多人來報名，剛才

我已經提過每年申請人數直線上升，由此亦牽動了課程上的許多改變。第一是過

去以兼讀的同學為主，其中多具備一些工作經驗，部分是教書的，但現在報讀的

大多是應屆畢業生，他們剛剛完成了 BA 課程，多是全職學生，而內地的學生佔

的比例相當大，值得留意的是內地同學必須是全職學生才能取得學生簽證。在二

零零零年初時，我們也嘗試就國內收生進行過討論，當時我們堅持以廣東話上課，

因為課程內容具備一定的本土性。但在過去的幾年，我們也在轉變，加入了一些

英語與普通話科目，也加入了一些操普通話或英語的同事。由於整個教授對象都

變了，課程由最初的十四科──其中只要修讀八個科目便能畢業，因此十四科已

經提供了很好的選擇，但現在則增開至二十科，其中加入了如中國社會及文化、

一些特別是近年越來越重要的社會運動如酷兒運動、網絡文化運動等等的課。 

 

中大的氣候很怪，我們不是殖民地大學，本來理應是抵禦殖民地霸權的大學，但

我們卻似乎承繼“the worst of both worlds”，就是同時兼具中國最壞的地方和殖

民地的官僚主義。所以無論我們的課程辦得多出色，但我們收到的訊息還是：「最

好不要辦」。今天我們面對的困難包括了幾點：第一是增加學費，這是逼著我們

做的，每年均不可以低於某一水平。接著是提高課程檢討的密度，變成差不多是

每年一檢。我們本科的全職老師其實很少，正如剛才說的，我們的 BA 課程其實

靠 MA 支援，箇中原由是校方設定了 BA 的學生收生數目上限，年年都不會增加，

由此而來的資源非常有限。所以要開辦MA課程，我們需要借助兼職老師的幫忙，

馬國明老師打從一開始就幫我們授課，即是有些非常優秀專業的兼職老師，我們

借助他們的力量去辦好這個課程。但去年政策突然改變，課程不可擁有多於百分

之五十的兼職老師，必須以全職老師為主，當中更指定要教授級別（profess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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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為主，這就便出現了新的問題、新的挑戰。總而言之，校方傳達的訊息就

是辦不來便不要辦，意思是你最好不要辦，箇中原因非常複雜，有機會再談。 

 

無論如何許寶強著我們談的是體制內的機遇，不只是談困難，剛才我可能特別著

重了困難的部分。機遇倒不是沒有的，最初大學不知道如何處理一個 MA 課程，

由最初放任不管，到現在管得很緊，但由於我們始終是自資課程，在很多地方某

程度上校方都容許我們做多一點，後來可以發展得多一點。最初的時候談性與性

別、電影與媒體、大眾媒體這些課對於大學管理人員來說都是些不入流，難登大

雅之堂的課，但校方不管我們，所以我們就開辦了，中大是其中一個最早能夠開

辦這些課程的地方。 

 

所以現在回顧當時，我們有意無意地使用了這個「錯置」的空間，其實也發展了

課程的個性，這可以分三點來說。第一、很多討論會形容非傳統教育是正規教育

的補充、一個補遺（supplement）。但補遺這詞大家從讀 Derrida 便知道十分重要，

除了指出現存制度的匱乏外，更指出那個地方非常豐富，增添了很多應該有的事

物。在這個我們尚能辦下去的空間來說，我認為我們是在發揮這個作用：一個補

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它做了一件事，就如我剛才所說，為何中大現在認

為自資課程可有可無呢？最近聽一位高層行政人員說 MA 課程開始出現濫收情

況，所謂濫收即是錄取一些二三線大學的學生。他這個說法其實針對國內生，因

為內地有分一些「二一一工程」、「九八五工程」，我都弄不清楚有多少數字，那

些是國內比較好的所謂「名牌」大學。但許多 MA 自資課程會收一些不是「二一

一工程」的學生，所以令中大的學位貶值了，這就是這位同事關心的事。但 MA

作為處於體制邊緣的課程，我認為這正正是它最成功的一點。大家知道通過正規

考試篩選的是某一類學生，但文化研究針對的可能卻非這一類學生，不是說成績

好的同學不適合入讀，我們也有很高成績的同學，意思是我們不是某一類學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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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益，我認為這是非正規教育的特色，就是不同年齡群、教育程度、背景的朋

友都能在這裡發掘一個相對開放及所謂「無障礙」的環境與空間，這是我們所珍

惜，也能辦到的一點。 

 

第二、是專業支援。剛才也提過通識教師不知道讀甚麼、教甚麼才好，有些情況

是有些同學告訢我們自己被編配去設計通識課程，但他們卻完全沒有頭緒。這方

面我們其實提供了支援，我們的課程名稱明明是叫文化研究碩士課程，也特別加

上關於通識科的字眼（Liberal Study Stream），讓他們的成績表看起來專業些，但

這始終是我們感到最為無力的一點，我們實在做不了甚麼。另一個問題是談今天

的大題目──成人教育，我們會經常思考成人教育的性質到底是甚麼？一種職業

進修？還是可以思考人生的地方？最容易的答案當然是要平衡兩者，提供多元選

擇，各取所需，但卻沒有回應同學在職場遇到的許多直接問題。有理想、受感召

的到了職場可能會碰到許多釘子；另一種則可能進不了建制，處於體制邊緣，在

理想與現實間不停衝突。我有時也會想嶺大的課程比較上好像做得多一點，因為

中大是相對無力的，這方面做不了太多，這就是在體制底下空間的限制，也不曉

得怎麼說才好。 

 

第三、我看了一本很有趣的書，書名是“Learning at The Back Door”，就是「走

後門」的學習，我很喜歡這個概念，雖然剛剛提到的那位高層同事正正就是用這

個詞，說 MA 的自資課程就變成了同學們走後門的途徑。這個說法反映出的當然

是一種對於精英主義的想法，這位同事雖然說的是我們對於內地同學的標準越趨

寬鬆，但我們一直的錄取方法也沒變，反正只要符合中大的標準，不管你是來自

甚麼院校，我們都一視同仁，我認為這正好是「走後門的地方」，而未來的我們

都會秉持這樣的性格。這本書也提到大部分人忽略了成年教育，學員的特徵包括

他們想讀書，無論是因為職業上的需要還是單純的興趣，也是想讀書的，那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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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動機就自然會高。他們是最有活力的，因為知道自己想要些甚麼，所以最有

能耐，捱得很辛苦是另外一回事，但他們是最有能耐、最有求知慾的，甚至如果

給予足夠的空間，他們也是最具創意的，因為他們能注意到理論與生活間的張力，

以及那些張力衍生出來的可能性，而且他們的生存能力也很強勁。回頭看這些素

質一直被忽略，卻可能是課程最應該珍惜的地方。 

 

最後我想作一個總結，因為許寶強說要展望，那我就嘗試展望一下吧。我覺得既

然一開始談邊緣，那可以嘗試多談一點邊際，我不知道這個中文詞語是否最為恰

當，但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我們的課程英文名是“MA in Intercultural Studies”。

這個“Intercultural Studies”的課程名稱有它自己的故事，我想陳清僑也應該知道，

誕生的過程有點莫名其妙，這裡略去不談。然而因為它的出現，我們的課程創辦

人王建元教授──很喜歡使用“Inter”這字，雖然每次大家都聽得一頭霧水，但 

‘Inter”的意思就是不落兩邊、不去歸邊，所以與其認為自己身處體制邊緣，人

家看你無可無不可，那麼不辦就不辦吧，不如爭取成為一個「不落邊」的狀態去

挑戰既有邊界：為甚麼這些邊界限定了怎樣閱讀、限定了怎樣學習、限定了甚麼

叫「前門」、甚麼叫「後門」、甚麼叫「橫門」？這正正是讓我們可以多多質問或

詰問的。我們現在的課程多了很多內地同學，其實出現了很多問題，例如語言問

題，我們其中一個科目是「香港城市景觀」，老師明明用廣東話上課，難道要用

普通話教不成？我們有位老師教粵劇，難道又用普通話教？甚至用英文教？其實

這是一些語言、也是文化政治的問題，我覺得現時我們的政策比較混亂，仍在慢

慢調整中，但我認為這種混亂亦是一種活力、創造力，為甚麼呢？過去幾年因為

多了很多內地同學讓我們不斷地問我們課程的目標是甚麼呢？要不要重新思考

呢？又為了甚麼原因值得這樣做呢？是錢的問題嗎？很多人一直認為是錢的問

題，當然我們剛剛說錢是一個因素，但回頭看我們其實是在提供一個空間，與同

事討論時甚至認為辦文化研究的服務對象可能不應限於香港，而真的需要擴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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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自己教學的領域。 

 

我們今年是第三年增收國內同學，一年比一年多，聽見國內同學說得很興奮，讀

得很開心，其實可以理解他們的興奮，她說今年讀了一年 MA 課程，學到的較過

去四年在國內課程學到的還多。不是說我們課程如何厲害，而是可以聽出他們學

到的、受到的刺激與視野的擴闊的確很大。更有趣的地方在於大部分同學都希望

畢業後留港工作，這又是另一個問題，就是本土學生與國內學生的競爭和張力等

等的問題。然而另一方面他們有些也回到國內去做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

青團）的工作，或政府部門的工作。有一位同學說回去會當《環球時報》的記者，

還有中央電視台。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事，不論將來發展如何，如果他們在課

程認認真真地學習的話，我認為他們都會成為很不一樣的同學，不管回國後到甚

麼機構工作，也會帶著一種不同的觀點回國，這也是他們對自己的承諾。所以我

認為有趣的地方在於過程不斷地變，我們遇到新的問題、新的環境，不停嘗試一

步步去解決，縱使始終都在邊際。這個「邊際」可能就是能讓我們更加靈活，可

以貢獻相對地越來越建制、越來越官僚的大學教育的最佳位置。 

 

許寶強：多謝慧貞的分享。我先想帶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跟馬國明老師的說

法有著共同點。剛才的討論裏首先著重的是辦課程時，在課程內容上的思考，到

底帶出了甚麼訊息？為了配備這些課程可能需要資源上，譬如金錢、體制行政上

的支持等等的思考，到剛才比較多如陳清僑提出的討論教學法，甚麼是教，甚麼

是學呢？教育到底是甚麼呢？一個很根本問題的討論，這就是我剛才聽到的一種

轉變。那往後教學法會不會成為思考新體制外課程的重點呢？我們待會可以討

論。 

第二是學院與民間或社區的結合，幾位講者都有提到，甚至是上一場的講者，如

蘇耀昌提過的學院資源如何與社區分享，不止在教學上，而是圖書館、知識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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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等。或許所謂的教育過程反而是學院在跑入社區的過程，換言之，可能不是

知識份子教育基層，而是基層教育知識份子，這是其中一種對學院社區結合的理

解。我一開始辦通識教育研究的時候，也沒有預期序言竟然能捱過六年，這是教

育局沒有想過，參與諮詢過程中沒人去想過序言的生死，也沒人會想過會有八十

後社會大學的出現，剛才余振雄提到越來越多學生參與課程，有百多人，或者她

們本身就是通識教育的大浪潮裏的一種產物，或者是文化研究的產物。在體制裏

辦課程改革，包括中學到大學裏文化研究的課程改革，會產生一個意想不到的社

區的效果。剛才吳俊雄提到的那種思考我認為已經很前衛，但他暴露了一個秘密

就是那種思考是從二零零三年開始，即已是很前衛，是一個很古老的想法。但從

這個既前衛又古老的課程設計中，看不見一早想好如何跟社區結合，他在思考教

學法與內容設計，以及課程設計的結合，例如是獨立媒體或社區開題，然後要學

生做研究。如果你認識吳俊雄，其實在獨立媒體之前他已經有許多課程是這樣設

計的，亦在教學法上思考結合方法。這種結合帶出了一個問題，過去我們有（學

院與民間）假對立，但其以慧貞的說法就是互補不足的，可見知識分子辦這些課

程有一些憂慮，也要解決自身的問題，文化研究其實是甚麼呢？就是解決體制內

知識分子自己碰到的問題，如感覺授課很沉悶，想著要等那個星期六、日下午才

見到 MCS 的學生，可見生活多麼痛苦。這一個痛苦的生活問題，所以它是解釋

你自身的問題多於解決社區、MCS 學生的問題。 

 

我最後想分享一點，同時也提醒我自己，在辦這個研討會的過程中，我也重看了

英國第一代文化研究教育工作者的過程和經驗，越看越豐富，我們過去很多時候

談文化研究時會忽略了這些很豐富的經驗，例如第一代 Williams 到 Stuart Hall，

全都參與過工人教育，他們都是像蘇耀昌一樣。而其中一個最核心的組織叫

Worker Education Association（下簡稱 WEA），這是兩戰和戰後一個非常重要的工

人運動，當然與許多體制如劍橋、牛津等等有很大聯繫，有一部分如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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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從牛津派出做事，所以學院與這些民間組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種工人

運動十分有趣，當時的歷史脈絡尚未到達馬老師所說俄國十九世紀思想大爆炸的

年代，那時剛剛經歷過法西斯、經濟大衰退、各種文明的衰落、兩次大戰等，也

真的很抑鬱。那如何可以從這狀態中跳出來呢？這是當時一代知識分子重要的思

考題目。當時 WEA 內有個大辯論，分裂成許多派別，後期文化研究那派就批評

工會主義、各種前期內容上的設計，認為要多點批判理論，或是國際政治關係。

有時當開辦一個課程發現有不足之處時，有些時候並非說理論錯了，而是教學法

有問題，那教學法有甚麼問題呢？Williams 等提到過去教育並非以學生學習為中

心的教與學，那學生想要甚麼呢？其實就是剛才問民間是甚麼，民間裏我們談一

些工會的組織幹部，他們需要的教育並不相同，可能需要組織工作、法律等等知

識；但如果是基層工人與家庭主婦，當時英國成人教育最大的兩批對象便是產業

工人與家庭主婦，後期去產業化便轉向一些低收入中產家庭主婦，這種轉法亦使

得後期工人教育由國際政治經濟關係、馬克思理論轉向文學，開始教授外國文學，

這當時的情感轉變有關。提這些是因為馬老師所說的要放回歷史脈絡轉變裏，判

斷這個定律，定律包括民間及其對象是誰、需要的教育與學習是甚麼，如何去學

習等。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學者所處理的都是這些，甚至他們最重要的著作也在書

寫學生對象。 

 

最後讓我提出幾個問題，幾位講者可以處理一下。關於前景的問題，如果剛剛的

說法成立，那我們就要重新判斷香港的背景：究竟是十九、二十世紀俄國的抑鬱

狀況，還是戰後英國走出愁雲慘霧但仍然抑鬱的狀況？學生群是怎樣的？是關注

政治經濟，還是像英國家庭主婦一樣關注文化、文藝，由當中抽取一些文化研究

的有關課程內容？香港又怎樣呢？未來十年的成人教育、碩士課程的學生對象又

是甚麼呢？是中國內地的學生，還是本地的學生？抑或是兩者相關？是基層學生，

還是中產的中學教師？這些中學教師是中產還是基層？我們需要判斷也需要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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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第二個問題是教育的角色、知識的角色是怎樣的？尤其剛才吃飯時與葉蔭聰談到

網上討論再也討論不下去的問題，以前可能在網上被人反駁後會回去找書再反駁，

現在不可能，一旦回去找書就可能有一百個、一千個回應把你罵得……所以不懂

得玩了不禁問知識的角色是甚麼，以至於教育工作的作用是甚麼。我們認為這是

異常嚴峻的問題，我們觀察到教育的轉變除了在知識上、思想上的爆破等等以外，

有情感上的爆破也有技藝上的爆破，近來比較流行同學自己辦教育，都不再是馬

克思、葛蘭西等等，那關於甚麼呢？例如新界東北導賞、下田耕作一日、做花牌、

織毛衣等等，辦的工作坊吸引了不少新一代。除了知識和思想上的未來的前景，

課程是不是也要同時觸及這種情感與技藝呢？在這個範疇上是不是我們辦課程

或民間辦學的未來方向？我提了這些問題，剩下大約十分鐘的時間，現在三位有

沒有甚麼回應？ 

  

陳清僑：補充兩點，第一點是關於那個上課的星期六，需要解釋一下，感覺是非

常真切的，我仍然對當時每天在教學樓的樓梯走下來的心情印象深刻，心想還有

多少天才到星期六呢？但大家不要忘記那時約是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三年度，當時

我們正在建立文化研究學系。建立學系是甚麼意思呢？就是透過建立本科課程去

建立學系，當中當然有很多行政工作，但最主要的是教學工作。這一點我就想說

說，因為兩批的同學大大不同。我們做研究也提到由教學當中引起了理論性的問

題，倒過來問其實文化研究是甚麼？這也是我剛才提到的批判到底要如何處理呢？

這並非作為教學或理論開始提出，而是在每日實踐的處境中我們去提出、辯論。

其實當時星期一至五都在幹這些，為甚麼星期六會不同呢？因為 MCS 學生的確

是不同的，反而於我們來說對他們的教學比較接近傳統教學，星期六好像有點思

考小爆發，因為那些人好像聽得明白。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屆的 MCS 同學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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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時，帶了個大提琴進來，做十五分鐘類似 John Cage 那樣的演出，挑戰我們到

底會如何回應。這是前所未有的，很具挑戰性。當然本科的同學也有挑戰性，但

那是另一種挑戰，要處理的可謂截然不同，即使你同樣想跟他們談 Raymond 

Williams，但如何教呢？其實我也未曾讀過，但同樣要教，我也是自己在書局裏

找書來看的。雖然我讀文學出身，但最喜歡讀的不是小說，而是《馬克思主義文

學》，其實是一本寫得非常難懂的書，不可能讓同學讀，但如何講授呢？ 

 

剛才我提過與中大、港大的不同，我們嶺大的情況是 MCS 的基礎建立在本科課

程之上，所以我們必須維持本科課程的持續性，某程度上你可以叫它 "bread and 

butter"，事實上兩者的確唇齒相依，所以在我們的情況裏兩者的互動關係很密切。 

吳俊雄：我認為剛才許寶強問的問題很難回答，原因是現在世界複雜了不少，為

甚麼看第一屆的文化研究這樣刺激呢？對我們有這樣大影響呢？原因是我認為

他們在一個相對簡單的世界裏運作，意思是他們對主流的學術思想有很多批評，

對民主等等不滿意，於是有一大堆 Stuart Hall 之類的東西跑出來。另外他們對主

流的教學體制不滿意，盡頒學位給精英然後上位，她們不愛這種事，所以搞些很

激進的思潮，然後在體制外辦工人教育，整件事非常純潔。一旦你認為不是這樣，

體制除了頒授學位外也頒授人格，也產生許多其他好的經驗，學院裏面不盡是壞

人，也有不少是好人，一旦想回到學院裏做事，便會面臨從思想到機制每日的抉

擇，甚麼值得做、甚麼不值得做，剛才發牢騷的三人，是在發這種機制上、處境

怎樣抉擇的脾氣。 

 

我認為是有兩堆東西對這群人造成困擾：一堆是當你認為在機制裏面值得做，於

是每天都要做，要對付制度、條文之類的東西；另一堆是處理完這些行政後，要

真正面對學生，教她們你喜歡的東西，大家可以互相學習等等，我認為這裏沒有

一個絕對的答案，因為我們三間院校的情況各異，像陳清僑說中大訓練中文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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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訓練英文精英、你們訓練邊緣的人，儘管不是很準確，但大致上三間院校的

背景不同，面對的事也不同，做起事來有很多要處理的事。剛才慧貞提到中大的

情況，第一期收生到最近收生人數有變，來源有變，要求亦有所不同，所以談的

其實是平台不同、處境不同、要解決的機制不同，我認為只有一樣足以面對上述

這些，就是你當自己是個一個技匠（craft worker），就像你今天象牙雕刻，明天

能否較昨天把象牙雕得更漂亮？其實教育在體制裏，尤其當教學變成一個如此龐

大的官僚體制後，提大原則可能也沒甚麼用，要倒位為技藝，就像梁旭明剛剛問

我最近忙甚麼我也答不上來，因為我最近被一課的簡報絆住轉不過去，我教了五

年，每每教到那處人們便張大嘴巴，不知我在說甚麼，於是我就花了五天解決那

個轉折點。不管是甚麼類型的教學，如會計、規條、設計課程，很多時候是談一

種技藝，該如何轉好一個彎位，更多時候值得提的是那種技藝的經驗，到底是否

有把細節做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很喜歡慧貞剛才說邊際一詞，到底如何才能令文化研究有學術內涵，

也能觸動人心、影響思潮？很大多東西是不能單幹的，應是一個單位、社會學系、

文化研究系去解決這件事，其實目前很多都在靠「邊際」合作或完成。今天好像

沒有談到大學的通識部，通識部其實在進行很多文化研究時，沒有文化研究或社

會學系的束縛，因為它開宗明義讓人破格，醫科生不能只懂醫科，要多認識其他，

所以整個設計已經要求大家「破」、走遠一點。當然通識部有自己的限制，但所

謂 inter 就是文化研究系、社會學系、通識系一同思考如何將這件事由校外傳出

去。 

 

另外一點是想說學院與學院、基層大學與序言書局如何跟 MCS 及各社會學系在

某些場合一同做些事，一同推進的想法。我不認為馬老闆提到俄國十九世紀的社

會即將到臨，香港社會不像會有這種大型爆發，反而屬遍地開小花的狀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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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有一堆七年便倒閉的機構，然後變身成另一家新機構，體制內有捱了十四年

的學部，轉型成七丶八年，但好像不怎麼高興，是這種狀態。其實遍地都有事進

行中。若能好好進行技藝與邊際的合作，可能便會長命一點。 

 

許寶強：慧貞有沒有補充？ 

 

黃慧貞：沒甚麼補充，十分同意。基本上當老師就是這樣一回事，就算體制改得

如何面目全非、非人化也好，但當你面對同學，其學習熱情、對知識的追求、在

課室內你教，然後他的反應、經驗與分享這種互動，我認為這是對於教學非常重

要的事，所以我同意教學法上有許多值得開拓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空間，

但這是應該去探求的。我認為吳俊雄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值得深思。但觀乎中大

的情況，實踐最少的是我們仍然談著非主流的事，從而給予同學一個空間細想原

來可以有所不同的。有一個說法是不怕實踐不了烏托邦，最怕連烏托邦的想像也

沒有，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的堅持。 

 

許寶強：由於時間關係，我現在將時間交給葉蔭聰與羅永生作一個總結評論。 

 

第三節 體制內外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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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生：今次的研討會提供了很多機會讓大家發表意見，而這次研討會沒有答問

環節，是很新的設計，全部的討論都集中在最後環節，我想這構思是希望討論能

較集中一點，避免分散在枝節上，在最後能針對剛才不少嘉賓的發言重新提起對

話，所以我將簡單地分享自己的看法作為討論的引子。 

 

今天的討論一方面回顧了民間大學的歷史，不單有烏托邦的想像，亦見懷舊情緒

和未能滿足的理想等等，時光倒流般進行了一次體制內外，與我們自己人生經驗

裏不同階段的交流。好像剛才黃慧貞提到的“inter”，一種非刻意區分體制內外

的對話，而是自身對自我的“inter”。我認為從簡單的觀念出發，由我們廿多歲

起開始受左翼理論及文化研究啟迪思考，以及如何回應問題開始，到了今天所經

歷的問題已猶如滄海桑田，面貌全非了。第一節劉健芝與蘇耀昌所提到的問題，

都是從二十年前經過無數掙扎，一直延續至今的觀念與理想，另外兩位辦序言書

室和八十後社會大學的朋友談的則是非常現代的問題，是對「當下」的理解，其

實就今天的論題「體制」而言，我認為從大家的對話中，可見「體制」於各位意

義並非相同，如果大家認為文化研究的傳統就是非體制／反體制／在體制邊緣／

抗拒體制，那待會大家可以集中討論對自己來說甚麼才是體制呢？以前的體制若

然是強權壓制，我們又靠甚麼應付它呢？如果文化研究開辦碩士課程也算是反體

制的話，那我們須自我理解它的力量為何得以發展，又或這些反體制的聲音如何

存在，其中一個不能不面對的情況是縱觀過去十多年來，院校的課程均在回應市

場。當學問變成文憑，文憑變成資歷，而資歷可以引出體制內的資源並供人們選

擇時，那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當然不像基層勞工那樣簡單，而是帶出更宏觀的問題，

例如甚麼是求學？甚麼是學生？甚麼是成年學生？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其中不

能不面對的是我們的課程實在是因市場而變化，說白了就是在新自由主義底下的

教育理念下給予人們選擇，然後在市場上養成一種體制，再衍生出一個問題是到

底市場是不是體制？我們正處身於一個漫無頭緒的體制，一個邊陲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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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點則是成人教育，如果我們辦研討會、課程時，需使用這一套語言，而這套

語言在所謂教育體制下是可以被接受的話語，一是職訓，二是人民精神。但這兩

套話語都不是我們今天的話題。今天在談的是社會介入。所以我們身處在交叉點

上：如何能夠說服別人對職訓與人民精神兼容並包？而社會介入則藏身於兩者之

間得以提及，這套話語的操作亦非我們二十年前辦天安門民主大學時考慮所及。

「體制」的意義固然不停更迭，「民間」亦然，若以往我們認為在統治階級底下

的便是「民間」，便是反抗的力量，到今天若問八十後社會大學的朋友，「民間」

又變成了缺乏反思、處於反智文化下的公眾。這就是我們要處置）問題：「民間」

到底是保證我們熱情的來源還是要與之拼死對抗？我們從中得知歷史已經進到

另一個全新的環境裏，運動亦因此有了新的觀念，以前是充分闡釋（well-defined）、

被壓逼的階層，但如今在實踐上究竟還是不是面對著同樣情況呢？以往利用學院

資源聚眾組織、訓練實戰技巧，若果要冠上人民精神之名，那又是甚麼呢？有時

候我們為了闡述這事會用上許多貴族式的語言，先有「人民精神」然後有「社會

介入」，而「社會介入」又是甚麼呢？因為屬於另外一個範疇現便不詳細說明了。

我們處於一個夾縫之中，希望待會的討論能帶出自己如何看待體制，無論是從第

一節民間大學的角度看體制，還是剛才一直回顧文化研究的演化歷史這如此古老

的記憶，檢視了體制裏的苦悶和矛盾心情後，到底你對體制有何看法或思考呢？  

 

葉蔭聰：我聽了整個下午，討論的問題似乎都在圍繞民間及體制，雖說民間也不

全是非體制，不過這裏的體制似乎主要所指的是大學。以個人經驗而言，我認為

兩者最主要的分別未必是在於階級問題，不是說民間屬於基層；體制屬於精英，

依據我在嶺大的教學經驗，事實上很多同學都來自基層家庭，且比例很高。我認

為最大的分別是自稱進行教育的人，如何想像被認為接受教育的人，簡而言之，

就是執教的人對學生的想像。在研討會的第一節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包括蘇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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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基層大學，以及余振雄談八十後社會大學時，對參與者的想像都相對比較清晰。

他們都知道參與者是甚麼人，甚至預計了教授甚麼會起了甚麼作用，非常清晰。

儘管李達寧說最初辦序言書室時沒有考量得太清楚，但我認為最起碼他認知了他

的潛在顧客是小資產階級，是嗎？這也是種想像。所以從個人經驗來看，體制裏

最大的分別就是這樣，我不知道其他同事怎樣看，但我永遠不怎麼懂去想像學生，

特別在本科的教學課程。譬如說我們始終在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oint University 

Programmes Admissions System，英文簡稱為 JUPAS）的體制內運作，所以我們能

夠控制甚麼學生入讀的程度非常低，在三三四改制後，更是每況愈下。社會上面

有種有趣的錯覺，總把本科生視為激進青年，這種錯覺又反過來影響到學生產生

另一種錯覺，有一次有學生問我讀文化研究是不是一定要參加遊行呢？其實每次

我也會說得很清楚：「不是的。」本科同學的背景絕非一兩個「激進青年」所能

代表。舉例來說，曾經數次有學生問我甚麼是「泛民」，可想而知，對學生是有

困難的，你實在不會知道他們是甚麼人，最清楚的僅是大部分同學都想拿個學位

而已。在理解本科生的學生方面我比較幸運，因為一年級上、下學期也有我的課，

但也僅止於第一年的初步認識，然後於他們三年級時再有稍微深一點的認識，但

那時學生即將畢業了，認識實在不深。所以蘇耀昌說我教甚麼都行，我倒不認為

這話錯，但這話的另一意思是否我教甚麼都好像不行？我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有一年暑假，有幾個本科生來跟我提議辦個讀書組，其實我懷疑是不是想捉弄我

呢！你想讀甚麼呢？他們想讀馬克思主義，還要讀原文。好吧，就這樣決定下來，

但事情不知怎地走漏了風聲，最初我只打算讓嶺大的同學參加，結果居然有些中

大的同學對此感興趣，而且裏面還有幾個是文研的同學，於是我秉持著非精英的

原則聲明：「歡迎參加」，但讀書會只在嶺大舉行，不會移師別處，你知道中大和

嶺大相隔頗遠吧？無論如何讀書會總算開始了，有趣的是到了第三次讀書會時，

所有嶺南的同學都不見人，只餘下中大的同學，所以我就這樣被脅持到中大去了。

我也不知道本校的同學在想甚麼，其實他們在也沒甚麼區別，反正不到半小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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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著了，不過我也是該罵的，心想既然讀原典便用細讀式閱讀法（close reading）

吧，於是一篇〈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讀了九小時。但中大的學生果然是精

英，他們反過來還興致勃勃的聽，這就是最大的分別了。雖然這裏只分享了很少，

但就我自己在嶺大的經驗而言，其實體制內不時有些有趣事情，坦白說我教了十

多年書還未理解透徹，但感覺極其真實。剛才李達寧提到「不生之生」，我認為

這說法準確地形容了我這十多年來在體制內的經驗，但意思可能與原來的有所出

入：我理解「不生」的意思很有趣，並不是說死掉了，反而乍看之下充滿活力，

在崩潰的同時膨脹成一個龐大架構，這裏可以用上很多比喻，陳清僑以往曾用「廢

墟」形容大學，我則認為「不生」，指的是偽裝具有生命力、生產力，卻處於死

亡過程中苟然殘存，它也令人進入同樣想死又死不了的狀態，我會這樣形容自己

身處體制內這狀態的感覺。 

 

大家相信不難理解陳清僑在那六日半生不如死的狀態下，盼望那個跟 MCS 同學

上課的下午、晚上的來臨。我認為 MCS 是這樣的一個產物，就是說「不生之生」，

你想在這樣一個體制找生路，起碼要進行一些嘗試。對我而言，MCS 相對比較

容易想像到底會面對甚麼學生，最起碼我們的選擇權較大，甚至在開始之先便預

料到想找甚麼專業的學生入讀。我在這裏教了十多年書……坦白說過程當中最有

意思的是實習課，學生的確獲益不少。剛才馬國明老師指出香港像俄國革命前，

我人雖未在那時空存在過，但有相近感覺。大家對體制都很不滿，於是產生了不

少古靈精怪的反應，其中有許多是與對體制不滿有關的，一個比較多人使用的方

法就是放棄（俗語說“Hea”）。舉例說，我有一個當公務員的朋友跟我說，當今

公務員的態度非常簡單，那就是在工作上，被任何人痛罵都不要緊，只要默默承

受同一指責三天以上，如此指責的人便會因累而退，至少開始罵點別的，或轉移

責罵的目標──這完全是放棄的態度：我怎也做不來，你罵我也沒用。另一種是

「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心態，既然面對許多事都失望和絕望，所以基本上我說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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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做甚麼都沒打緊。我對近來的族群主義的閱讀就是這樣：既已絕望，那我就

不需理會任何原則，自創一套學說／教派出來即可。我認為「不生之生」的態度

在兩者之外，身處「不生」的體制但仍然去尋找可能性，這是非常重要的，其中

一種可能性就是思考面對學生與參與教育過程的人、思考對方是怎樣的人、如何

與之連結。這也是體制和民間連結最基本的可能，就是你不認為「不生」的體制

真正死亡，而是相信可以找出一條生路。這大概就是我的引言。 

 

羅永生：現在便把時間交給大家了。我們有一邊是屬於「體制」，一邊是屬於「民

間」的，你們對體制有甚麼不滿，現在可以作出反擊。 

 

蘇耀昌：今天的題目是「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的碩士課程」，我想第二場來自不

同院校的文化研究老師都分享了他們的感受，但對於馬老師所謂要找出「共同點」，

我想倒也不一定，題目反而反映了嶺大文化研究有一個對自身地位想像的烏托邦：

將自己界定為體制的邊緣，以羅永生的話說就是將自己界定為嶺大的無間道，一

方面認為自己在體制內快要死了，但教學不應是這樣的，所以便需要找方法能令

它復活、有創造性起來，把自己與整個新自由主義底下的教育體制區別出來並作

出變化，此為其一。第二是民間辦學，在他們的夢想裏，對大學體制有一盼望，

就是這理想要跟民間結合，不單要結合文化研究，而且要活躍於基層民間社會。

這並非是必然的，文化研究不是非得要走這條路不可，中大和港大不走不打緊，

反而問題是日後他們舉行討論會要用甚麼題目呢？到底你們的理想是甚麼？這

問題就留待你們自己回答，今天只是反映了嶺大文化研究系這群文研的老師和同

學的盼望，既有如此盼望，到底怎樣才能實踐它？這便是值得討論的地方，由於

時間所限無法再探討下去。 

 

讓我分享一點個人經驗，近來獨立媒體與浸會大學一些老師合作，辦了一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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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轉移計劃」，當然這說不上偉大，計劃內容是浸大校方撥款給老師，讓他們聯

絡一些民間團體共同舉辦課程予同學就讀，這做法不知是開明還是不開明，同學

必須修夠學分才能畢業，老師會盡量找一些基層團體合作，同學在三、四年大學

教育裏完全不食人間煙火，不知社會為何物的話，請你在畢業前去看看這個基層

社會到底是甚麼樣子的。而老師們也非常有心，與基層團體商量課程設計時，都

拜託每個工作坊至少有一課是教學生基層每日要面對的事，譬如開勞工課程時，

我們會教如何填勞工處的申請表格；公共房屋課程時，我們會教學生申請公屋或

減租的表格怎麼填；開社會褔利課程時，我們就要教申請綜緩與交通津貼那極繁

複的表格怎麼填，當中牽涉了甚麼考慮。老師們說即使同學唸完了三、四年的社

會學社工系，對這些也僅具些概念，甚至畢業後也不曉得實際操作是怎樣的。所

以這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化研究以後如何走下去呢，尤其嶺南文化研究的老

師如何將理想逐步實現呢，可以考慮舉辦多一點這樣的活動。 

 

余振雄*：我想回應一下羅永生教授一些關於八十後的想法。關於民間，我完全

認同剛才蘇耀昌關於年代想像的民間，我們也沒有單一從階級意識出發作辦學的

方針，甚至「辦學」也只是一群烏合之眾談過後便去行動而已，「大學」不是一

種嚴格定義下的大學，所以今天題目的「民間」並不是以相對於「體制」的意義

去談，體制對我們來說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它並不在考慮之列。

我們在「民間」一群人在參與運動，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繼續運動？要去證

明運動的合理性，走錯了路回過頭再來檢視運動（思考）如何檢討，這是我們讀

書、辦講座和進行討論的動力，因為我們假設進入討論的人都應該在運動裏面，

他們都是些關心或者會思考運動、來自街頭或社會運動的朋友們，所以於我們來

說「民間」與「體制」的考慮並不對立，而是我們基本上根本不會去考慮它。對

我們來說「大學」不是一種嚴格的想像，所謂「邊緣」只是被遺忘的東西，而這

種被遺忘的東西正卻在運動裏發生果效。例如以往一直看不見的「本土」，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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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群起攻之的「本土」，以這種考慮去想，其實以往運動裏生發過許多這種想

像，為何不能持續下去等等問題。最後想作一個小小的分享，八十後社會大學裏

也有人以兼職導師的身份，包括我自己在建制學校裏作有機的教學。作為有機型

教學工作者，我們發現建制大學與八十後社會大學幾乎沒甚麼分別，事實是我們

提出疑問，讀書，然後努力改變課程成為自己疑問的答案，例如過去的學期我教

了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這不是我自己要解決的疑問嗎？當然內容程度上

因為教學的原因已經作出調整，但也有很多學生表示不明白，有的卻說非常明白。

其實無論辦 MCS 或 MCCC 課程也好，其實都是有心人，都是想要從中得到些甚

麼的人，那些得到的東西其實很重要。所以我想回到最根本的就是我們談教學，

無論是文研或八十後社會大學在建制裏面做的事，從最簡單的角度看就是在解決

自己的問題。去作一個人、一個老師，處理自己的問題之餘，想想來讀書的人想

要些甚麼，這是一個要處理的問題。最後，今天談建制，某程度上是有些界限

（boundary），限制了我們的行動，不能兼顧太多事情，我們都在掙扎。那些有機

的兼職導師，其實也為糊口，得溫飽後便可以做更多所謂「民間的事情」。這些

限制某程度上一定存在，但是也可以看成為資源，以褔柯（Foucalt）的說法就是

有了這些限制讓我們思考何謂自由，然後便去實踐自由，做不到的，便索性辭工，

再去做多一點事。 

 

吳兆華：我來這兒才知道是 MCS 十周年，MCS 裏也許有人想變成對社運影響重

大的地方，我希望他們有這個機會發展。不過話說回來，我對「民間」和「體制」

這兩個詞語有些意見，回顧香港歷史，早期新亞書院、聯合書院，以致於許多學

院都是所謂「民間」的，因為他們都窮，又有自己的理想，但最後因為錢的問題

連錢穆也放下身份，讓新亞書院進入建制，於是變成了現在的模樣，這對學生總

是好事。但最近有個爭論，便是私校化，私校化偏偏就是最精英的，這點相對於

美國、歐洲，那邊最頂尖的學校可能是私校，變相又走出了所謂的「建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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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建制的意義是指政府。教育機構姑勿論是自由市場或民間，民間辦學以前有創

建學會，大概是五、六十年代，《明報周刊》也曾經介紹過，他們想建立一個比

較全面的教學模式，倒不是完全反建制，而是希望建立一個新的教學模式，因為

他們對舊的教學模式不滿。所以整個過程像是輪迴，香港由最初只有些民間學院，

被吸納進建制後，又有些人想把學院變為非建制，即是私校化。一切又回到中國

最古老的概念「書院」，辛辛苦苦辦書院，無非都是想要發揮影響力而已。 

 

陳子文 Jason*：沒有 MCS 同學發言，那就讓我來說說吧！我是 Jason，二零零九

年入學的。之前的分析都盡量不去處理了，反而想說說我作為學生，經歷過這課

程的個人經驗。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的事，在別的場合應該也提起過，就是 MCS

的面試了。我是由李小良博士和許寶強博士面試的，在面試結束前，小良說了一

句話：「我們要改變世界！」我一生都記得，剛才提出過 MCS 是不是個烏托邦的

問題，我相信是的。說說另一件事，剛剛外面碰見幾位同屆的同學，劈頭一句便

問：「喂搞緊乜嘢先？」，為甚麼 MCS 的畢業生非「搞嘢」不可呢？當然我承認

我的確在「搞嘢」，在關心畢業議題或者一些身份問題，所以我對劉健芝博士那

句「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很有感觸，我相信 MCS 在這過程中所發生的事，

儘管不是滿天星，但幾顆也總是有的，那幾顆星如今正同在新界東北──馬寶寶

社區農場裏有一位教授耕田的老師正在辦公開課，他想做的是找些人來，更新他

們對於公眾文化、永續生活的概念，然後一同去做一件事，他聲稱是很「大件事」，

其實卻是小事一椿，就是讓這群人拿自己的馬鈴薯出來展示，然後教人種植，去

證明他所說的公眾文化是可行的，以及帶出永續的概念。今日在出門前才發現

MCS 正就明年的課程大綱進行投票，其中有一科就是“Food Crisis and Farming for 

The Future”，MCS 和世界的關係很難說清，讓我盡量總結：我不是很在意體制

與辦學的事，反而在意這個時代大家為甚麼花這麼多時間心力「搞嘢」的問題，

其實我想說的不是民間辦學，是民間求學，民間主動去生產和製造知識。本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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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社把香港的地都列出來和政府糾纏，香港有很多事正在發生。 

 

陳家儀 Ivy *：我是剛剛畢業的 Ivy，和 Jason 一樣都是在耕種的。我也以 MCS 畢

業生的身份來發言，示範一下「邊陲」與之前的其他東西是怎樣一回事，還有希

望藉此機會向 MCS 的老師致敬，因為他們教會了我這樣事情，我也想示範一下，

看看畢業後這事能夠如何做。我畢業前收到了電郵通知將會開有關耕種、永續耕

作的新科目，我之前也曾在馬寶寶那兒學過，另外自己的一個讀書會就是讀 

“Permaculture”，裏面有十二種關於可持續生活方式的概念，其中有一種是「邊

緣效應」，不知道許寶強是不是看到了，所以就取了「邊緣」二字。其實「邊緣

效應」是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繼續在體制或不是互相衝突的體制內遊走，去

尋找邊緣持續發展下去，不單是十年、二十年，可能是比地球發展得更長遠的發

展方式，所以「邊陲」、「邊緣」其實非常重要，大家不妨想像一下如何生活下去。

我雖然已經畢業，但我還有一個“Action Research”在進行中，許寶強知道我在

做甚麼，這個研究要進行兩年，但我在最後一個學期才開始，而我是「真的做」

的，不是假戲真做，是真的在進行中。我去尋找食物的來源、研究食物的供應、

耕田、向土地學習、向植物學習等。本身我自己也是老師，但在教的同時也在不

停地學習，其實教與學的關係便是這樣，我就在教與學的同時發現到教學這活動

的發生，我希望能以行為來答謝教了我兩年的 MCS 老師，你們教了我這麼多，

我現在終於做到這件事了。 

 

我在讀 MCS 之前，填表格的功夫很厲害，我集齊所有資料填好表格，表格亦從

不會被退回。我填表格的本領很高，但問題是我不懂得「邊陲」，唸完 MCS 我便

懂得「邊緣效應」或諸如似類，耕種是不用填表格的，在農田、農場見到的只是

田地，農夫原來從未填過表格，所以我又學到了新的東西。在座都應該是 MCS

或對 MCS 有興趣的人，我們希望各位知道讀 MCS 能學到一些事，不過可能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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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發現或者還未做“Action Research”。多謝大家。 

 

羅永生：多謝同學的發言，相信接下來還有很多同學想發言，所以請同學盡量精

簡。 

 

胡世君 Kenneth *：我是 Kenneth，提到種馬鈴薯，我之前在澳洲當過半年農夫，

有機會可以交流一下。但我想說的也是「邊緣」二字，因為我不止是 MCS 的學

生，也曾在中大讀過性別研究，都是些比較邊緣的科目。我在專上學院教書，教

的科目是「全人發展」，朋友常問那到底是教甚麼？我常因此而苦惱，唯有答：「甚

麼也教一點，類似通識吧」。在教學過程中遭遇了一些問題，其一是由於身處於

專上學院中，當我嘗試將自己所學如文化、社會意識乃至於性別平等的概念放進

課程時，便發覺學生最想學好的是設計或商業，「全人發展」是終極次科，而英

文和普通話則是次科。我面對著一個難題就是身處於建制、一個龐大的體制內，

資源不是沒有的，但有資源的同時高層也有著許多想法。我們必須回應僱主，於

我們故之然是要教那些溝通技巧、團隊精神，但當真的把所學的元素融入課程時，

便發覺真的很困難。其二是像剛才提到的通識，現在我教的科目叫國際視野

（Global Vision），在講解功課時，學生會靈機一觸的問：「這不就是通識嗎？」

我忙著說兩者間存在分別，接下來會遭遇到兩種情況：一是大部分學生都不喜歡

通識，二是當他們的的思考投入進去時，要將其抽出來十分困難，因為學生會誤

以為將中學在通識科取分的概念／邏輯應用在這科國際視野中便可。我與我的同

事不斷努力地告之其分別，該如何做事，但是如何做與這龐大的機構裏給予的職

業訓練很有關係，校方在課程內容方面又想要有國際視野，而我又想將文化研究

的事融進去提高學生對社會的關注、對文化的理解、關心、分析，諸如似類的，

卻束手無策，這就是我所面對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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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超杰*：想回應一下 Jason，其實是不是畢業後就沒有將東西帶走或傳承下去呢？

其實是有的，我自己亦有參與不少社會運動，當中亦會思考在評估形勢分析上應

用的一些理論。在機緣巧合之下，我們有些組在參與運動後，可以到不同院校進

行分享以及討論自己的經驗，所以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只是在於數量多少、發

生的程度有多大，你會不會去做這事。很多同學可能在參加運動後不敢或認為自

己不懂得分享，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說，亦不知道同學帶有些甚麼疑問，所以

在分享過程中帶給同學這訊息是重要的。其實正正是因為我覺得參與民間團體的

過程中有所不足，所以才走進體制，然後將體制學到的知識帶出去用，所以民間

團體和體制並不是對立，相反有時需要兩者的結合，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我對

於面試時被問及你有甚麼問題需要解決的印象很深，亦嘗試在讀書的時候解決問

題，但問題一直解決不了，因為它一直在發展中。在讀 MCS 的時候問題在變化，

所以處理問題的方法也要一直在變。我想 MCS 課程並非畢業後便等於完結，而

是如何將學到的帶入生活、社會介入、社會分析、傳達給身邊的人，對於我們民

間和體制結合後該如何進一步發展，確實需要更多的思考空間。 

 

許寶強：我只想補充一點，我們今次辦的研討會題目為「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

所以剛才的討論一直集中在民間辦學與體制邊緣，其實還有一個大題目──「遊

走於體制內外──文化研究與成人教育的回顧與前瞻」，所以研討的應該是文化

研究與教育的關係。關於教育，我想回應吳俊雄博士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Craftsmanship”，其實就是解決自己的問題，體制也好，民間大學也好，都在

解決自己的問題，尤其是在教育方面。這個問題有其特別性，若然是其他工匠

（craftsman），不論工匠也好或其他諸如此類的，你需要處理自己的對象，包括

物料或樹木等，若我們跟他們學習耕種，會從泥土、種籽等開始學習，而教育呢？

則是從你的教育對象學習。教育的特殊性就在於你同時是在解決自己和對象的問

題。作為一個工匠，我們認為生活沒有意義，六天半沒有意義，所以我們去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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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這就是作為一個工匠的訴求。我們要去專注地去解決一些事情，而教育裏

的特殊性在於你必須向你的教育對象學習，對象即是學生。葉蔭聰所說的想像其

實就是認識與了解，兩者的配合導致民間也好，體制也好，不可能只解決自己的

問題而不解決學生的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並沒有辦法處理教育。我在這裏是

想補充一下我們的大題目，八月三十一日的研討會可以繼續探討。 

 

陳清僑：我再重申一次我並不認為那六天半沒有意義，其實那六天半很有意義，

但不開心這倒是真的。那六天半很不開心，所以剩下的半天更顯得有意義和開

心。 

 

我很同意許寶強對教育的說法，教育當然是教人而不是教知識，這是我們都同意

的。廢墟的說法不是我說的，而是由大學學者 Bill Readings 提出，有具體的特殊

意義。我認為直至現在也仍然適用，特別在新自由主義的環球狀況下，它談教育，

特別談到指涉大學，即是高等教育方面，指英文大寫的「大學」與大「文化」已

不再存在，所以馬國明那個紀念碑（monument），無論是帶有正能量還是毀滅性

的也不存在，形成本地廢墟。我那篇〈廢墟中建構文化研究〉的文章其實也用上

了三四年時間，而在那三四年間就建構了文化研究，所以也算是個階段性的象

徵。 

 

羅永生：還有沒有最後的意見？在結束討論之前，我也有話想說。今天的討論很

豐富，挑戰我一直想挑戰外與內的劃分。剛才說沒有 Capital C 大寫的文化，我想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這十多年自有文化研究以來，我們對於甚麼是理論、甚麼是實

踐之間的關係，都有了重新的思考。若宏觀一點，以文本、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談

文化研究，它之所以被新自由主義推了上來，變成大寫文化時，文化研究的焦點

其實是在於文化的流通與消費。不過流通與消費我們又得重新定義，甚麼是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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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消費原來也是一種生產，那我們到底是不是在與之抗衡呢？我們有很多困擾。

今天有一個部分談到我們是不是處於十九世紀的狀態呢？我認為之前的討論迴

避了的問題，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做了十多年還在處理怎樣流通、怎樣

消費，然後將其轉化為動力的話，我們也不是很直接面對知識生產的問題，以及

去生產出一種宏觀的視野。究竟我們視「體制」為純粹的「體制」，我們去利用

它、吸取當中的資源，還是怎樣呢？ 

 

因為當我們面對的大挑戰不再是清晰的強權時，我們要反抗它，問題很多時候反

而是出現在「民間」，出現在我們的公共空間中，學院作為公共空間的中流砥柱，

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建構出一個逐漸散失、崩壞的公共文化。在這個前提底下，無

論是在學院裏領薪的力量，或學院外所謂的邊緣力量都在面對共同問題，我認為

今時今天看文化研究若沒有這遠景的話，是一個很大的失敗。 

 

*MCSian，嶺大文化研究碩士畢業生或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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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團購消費的意識流 

伍海龍 

 

若說網上團購消費成為了我日常生活的指定習慣，那些如我般被界定為購物經

驗豐富的「團購消費者」將會是團購網絡世界的強者？還是長期無力招架而惟

有服膺於網絡世界下的弱者？ 

 

（圖片來源：http://www.groupbuyer.com.hk/zh/latest） 

 

引言 

儘管有智能手機在手，我總不愛玩

“Candy Crush”這遊戲，跟那些七

彩糖果及巧克力無聊地對戰，還要

取他人生命以作自己之遊戲元神，

故個人對此興趣不大。我也不愛披 

 

上戰衣走進模擬賽車場上，駕著超

級跑車風馳電掣，投入那個稱為

“Real Racing 3”的虛擬世界中。我

跟時下的手機或互聯網用家有些不

同，我獨愛定時拿出手機用指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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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屏幕遊走於不同網上團購的應用

程式（Group Purchase’Apps）或相

關網站，熱門團購包括 Groupon、

Beecrazy、Yahoo 等，為的是早、

午、晚一路盯緊這些團購網站會有

甚麼「平、靚、正」的全新產品推

出，若然能及時發現並在成團以後

及限期以前買到心頭好，那種愉快

興奮的心情又豈可簡單用筆墨來形

容？若然你問我怎樣方可通過時下

多功能智能手機與極速互聯網「交

匯融合」（Convergence）來進行團

購，以達致消費的另一境界？一言

而蔽之，這是在虛擬世界裏一場緊

接一場發生的「購買感觀體驗

戰」，我估計戰情只會越戰越激

烈，潮流將隨著互聯網科技的長足

發展而川流不息。以下是個人與團

購消費經驗有關的一些論述與反

思。 

 

置身於後現代的世界處境 

就以個人對團購的種種購買體驗而

言，一次「效用極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的團購體驗就是消費

者可以用低於市價的團購價買到心

頭好，團購消費者自然會感覺良

好，久而久之會變得樂觀且積極，

主導著整個團購消費行為，心底裏

感覺團購之出現惟我所用，互聯網

科技之普及亦惟我使用，團購消費

者很自然地便會成為主體。但想深

一層，凡事總有正反兩面：凡此種

種的團購消費行為亦好像一直主導

著我，使我無時無刻視不同的團購

網站如聖地般朝拜，仿如馬克思所

說的「商品戀物狂」（Commodity 

Fetishism）。另外學者 Silverstone 形

容個別經過媒體中介（Mediation）

的經驗處境往往是「似是而非」

（Subjunctive)，即個人對外界的感覺

是怎樣也觸不著邊際，很不踏實，

惟該概念的引伸在此正好派上用

場。不錯，人們走進網絡世界，做

個虛擬消費者的確有點似是而非的

感覺，似虛實真，又似真實虛。進

入了二零一三年新世代，我們不約

而同置在「後現代世界」（ Post 

Modern Society）裏，互聯網連結消

費很自然成為這個世代的必然及理

性產物，理應沒有甚麼值得大驚小

怪的地方。的而且確，網上團購的

興起，多少令一些網上購物狂可以

忘了現實世界，而樂於在網絡世界

做個都市漫遊者，經常出入於虛擬

世界的購物商場，產生在不同虛幻

式商場逛物的異樣感覺。 

 

網上團購之所以流行，除了可歸因

於在團購應用程式或網站，所推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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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或價格份外吸引以外，產品

或服務的獨特性也應記一功：它們

大多是不會在市面上隨意買到的東

西，又或某些超低價的餐飲或旅遊

服務，這些都不會在市面上大力宣

傳，惟獨通過團購這個獨特的營銷

渠道售賣，使你我可體驗到團購的

樂趣。然而該樂趣與經濟學的效用

或消費者剩餘等概念類似。當中團

購所彰顯的產品品牌效應，我們則

視之為一個過渡的關鍵，多少會使

我們「購得安心、買得放心」。通

過團購，我可以買到室內迷你煙花

投影機、迷你卡片型手提電話、個

別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推出的特別

版手錶等等。但從消費者心理學觀

之，以往的團購消費經驗使我無比

快樂，因而讓我在認知上自覺網上

團購帶來難以量化的超強愉快消費

經驗，因為行為的與眾不同，更成

為 另 一 種 即 時 的 滿 足 （ Instant 

Gratification)。不過有些學者認為購

物不再是滿足需求的行為，而是一

個充滿樂趣的「道德系統」。 

 

自家不斷購物，而且越戰越勇 

我自知對團購的著迷使我成為了

「 強 迫 類 形 態 的 消 費 者 」

（Compulsive Buyer），直接參與及

助長「強迫類形態的消費行為」

（Compulsive Consumption），撫心

自問這種消費是心甘情願的，從來

沒有任何外在強迫的成份，說到底

還是如學者 Baudrillard 所說的「不斷

購物」（Perpetual Shopping）。再說

團購之所以流行，某程度上是受惠

於體制上偏低於交易成本的「合約

安排」。諸如所有團購消費者須於

限期內取貨，強化了「產品限量版

化」，物我矝貴之感覺。至於團購

不可以用現金購物，而且每項交易

須透過個人信用卡來付賬。站在消

費者的角度看，這筆應付而未付的

賬項就好像賺取了利息，跑贏了通

賬一樣。某程度在心理上有助團購

消費者在團購血拼時越戰越勇，不

理「後果」地團購下去。返回現

實，網上團購並不是免費的，不過

是先買後付鈔的分期付款式結賬而

已。可是在團購那一刻，我們只懂

購物，卻不懂付鈔。 

 

若以團購行為作為文化實踐來說，

經過媒體中介等諸般複雜的過程，

使其早已成為現今人們的普及文

化，眾人皆可參與此文化，有共同

創造的意義，這就是普及文化和大

眾文化的的意義類近的原因了。學

者 Silverstone 也已命定大眾普及文化

其實是一種自得其樂及十分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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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Playful Culture），彰顯包括付

款（Pay）、遊玩（Play）、以及展

示（Display）等消費三部曲，乃至

於消費文化下的景觀社會等。至於

該文化有趣到那個可量化之程度，

自當需要參與遊戲的人如我這般樂

此不疲，並對之全然著迷。另外，

大眾普及文化須建基於不同概念的

全速運行，在文本連結意義的前提

下，行為上的呈現與內心裏的觸動

皆讓我看到文化意像的流動和轉

向，感覺實在微妙之極。推一步來

說，思想結合感覺產生的「實在意

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把思

想與感覺劃上等號。所以當下我所

經驗的文化行為如團購，就屬於永

遠的現在進行式，這樣便構成包括

團購在內的文化相關「情感的結

構」（Structure of Feeling）！ 

 

科技文化暨科技資本主義 

那 就 容 許 我 先 說 說 科 技

（Technology），這個劃時代經驗載

體怎樣及如何把團購運作起來。很

明顯科技作為「文化」，它帶給我

們時而有用，時而無用的資訊。再

者，數碼文化（Digital Culture）如何

離開日常生活的普通文化（Ordinary 

Culture）？值得關注的是，科技真

的實實在在地改變我們社會，及文

化的時間與空間：說白了，即是經

濟交易可以無時無刻，並突破地域

界限來進行。學者 Silver 指出，在批

判虛擬空間的文化學説（Critical 

Cyberculture Studies）裏，大致可分

為四大範疇：一、虛擬空間交易如

進行團購等電子商業活動；二、數

碼論述；三、從文化、政治、社

會，以至於經濟等諸般元素如何帶

來互聯網科技的普及與生產；四、

虛擬空間裏的介面空間設計。惟更

重要的是目下的虛擬空間已成了我

們日常生活的有機個體及人們日常

生活之寄託。  

 

網絡是一種科技及多元的消費品。

學者 During 與 Baudrillard 認為源自

互 聯 網 的 科 技 文 化 （ Techno-

Culture）及科技資本主義（Techno-

Capitalism）的空間將會變得越來越

虛擬，當中的空間反而將變得越來

越真實，這將有助傳統經濟商業活

動的拓展，如網上團購等電子商業

活動便是箇中例子。這樣的話，網

上互動交易跟互動社會會依附在虛

擬經濟與虛擬貨品之上，學者

McLuhan 強調科技是我們個人身與

心能耐的持續擴展，而且科技也給

人 們 視 作 魔 法 ， 令 人 著 迷

（Enchantment），因為人們會被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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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科技結合團購電子交易模式吸

引及著迷。與此相應的是，法國學

者 Baudrillard 所說的在虛擬世界裏，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早已難以分

辨，而影像與任何現實都毫無關

係，影像只是自身的純粹模仿物

（Simulacrum）而已，然而這種境界

確實讓我進入了「超真實」的意

像。 

 

虛擬空間商品化是眼下事實 

在互聯網世界裏，無可否認，在現

在的我作為主體，而「他者」作為

客體的前設下，我其實已成為「次

等文盲」（Secondary Illiterate），但

這卻有助我成為團購的專業消費

者。科技不但是經濟的空間，更是

個無比龐大的互聯網經濟，而互聯

網自身早已變作消費者產品。推而

論之，虛擬空間（Cyberspace）商品

化（Commodification）的現象成為了

目下全球資訊型經濟的尖端科技，

成就了商品化的時間，使我高度追

求更多時間。有了科技作團購概念

的流行基礎後，很大程度上科技使

團購消費迅速發展，消費或享用

（Consumption）概念跟媒體的關係

更變得十分互動並且無分彼此。正

因為當我們消費媒體時，媒體也在

不斷消費或消耗我們。同樣道理，

我在網上進行快樂「消費」時，同

時間消費著自身的時間與生活。所

以買或不買成為了我們日常生活的

重大問題。消費一直建構著我自身

的時間與作息流程，難怪為了查看

團購應用程式裏所推售的新產品及

新優惠，哪裏會理會是晝或是夜，

只管指尖緊貼著智能手機的屏幕，

我懷疑手機馴化了我，更懷疑是團

購馴化了我。這一刻的我真的千頭

萬緒，不知就裏！ 

 

（圖片來源：www.1mobile.com） 

 

由此可知，消費早已使我埋沒了時

空的概念。在網上逛街可以無休無

止，可以使人渾然忘卻今夕是何年

何日，因此可說團購是對個人時間

管理的一大重要考驗。更重要的

是，這不過是我在虛擬世界裏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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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旅程的開始，從起點出發卻看

不到終點，也許終點的出現只會由

於自家身體的疲憊。再者消費是種

感覺（Feeling），這種感覺進而再

產生對產品或服務的需求。這樣對

消費的需求是被創造出來的，同時

對團購消費的需求也是被創造出來

的。事實上，不論實體現實消費還

是網上消費，兩者都不約而同出現

在我的工作與休憩之間，成為了一

個流動的過程。我尤其喜歡消費讓

我隻身走進幻想或夢想的園地，給

我不同程度的愉悅（Pleasure），及

令人陶醉的狂想（Fantasy），由此

而突顯身為科技高端消費者或網上

團購消費者的獨特身份象徵。 

 

消費享用放大了信任的重要性 

因為優惠而有良好的消費經驗，使

之一直對科技與消費信任（Trust）

有加。可是信任這東西看似抽象且

無以名狀，惟起碼它消除了我對不

同新生科技事物的種種疑慮，故而

減少對科技的懷疑。然而信任就儼

如資訊的一種，建構為一種產物。

長期置身在眼下發展一日千里的網

絡購物世界之內，對於「存有安

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重要

性，我認為它須達致一定的安全程

度方可使網上交易完成。無論如

何，新科技或新媒體現正伸出雙

手，為了取得我們的信任，以及科

技完全釋懷。除了對科技高度信任

以外，本人更對不同團購網站的營

運模式信任有加，至少在我認知

下，本地團購很少出現甚麼不誠實

交易。歸根究底，團購消費者多不

以貨品品牌為依歸，反之團購有時

是個人購買認知與購物情感的互相

交織下的衝動。 

 

回想起來，多年來有關團購的記憶

（Memory）教我把團購這個潮流遊

戲看得透徹，亦看得通透，總之我

認為值得買回來的東西應是「物有

所值」甚或「物超所值」的，這樣

不論在工作或玩樂的時候，我都感

到愛慾（Erotic）之所在，如是者便

成功觸動起自身對外界如團購的諸

般情感。不可不知，部分學者認為

記憶裏其實有一個迷宮，內裏深不

可測。對於跟記憶有關的學術概

念，學者 Baudrillard 直言深信當今二

十一世紀是記憶跟自我經驗脫鈎的

年代，因此記憶成為自在自存的一

種累積，記憶教我理解個別團購貨

品的價格並不如早前想像般那麼便

宜，及如想像般那麼獨特，至於團

購的售後服務就更加強差人意了，

但愛上就是愛上，有時亦難以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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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釋。由於記憶不是我們的主觀

願望，惟它的運作實際上是具備效

用的，多少會讓我加入一些向前眺

望的想像空間。文學家也認為記憶

像一條無盡的長河，使像我一樣的

這些網上團購消費者可以透過經

驗，透視個人對團購的真像。 

 

家、社群、乃至全球化的經驗 

我猜想各人在網上團購所得的經驗

是相差無幾的，分別可能在於參與

團購活動的年資繼而產生程度不的

一回憶與體悟。再想下去，相對於

置身在實體的家（House）裏進行的

個人網上團購，你、我、他的家早

已變成了全球化空間下的電子智能

家居。除了「家」以外，團購亦使

我成為這個獨一無二的公共空間社

群（Community），團購旗下成員或

買家具備不同且難以名狀的身份，

但卻是真實存在的不同實質及存在

的個體。有趣的是那些在線或非在

線的群體成員之間的「他者」（The 

Other）是從不會結識對方的，遑論

會有甚麼面對面的交流！互聯網上

的團購社群是個公開公共的社群；

是個看不見觸不到的虛擬群體，卻

很大程度具備著主體的公共性

（Publicness）。 

 

基於社群裏的成員互不相識，惟獨

透過網上買家數目的呈現來估量對

方的確切存在，及靠想像估算群體

內成員的不同購物偏好。所以這個

名為網上團購社群的出現不但全憑

想像，更是我們直接通過互聯網這

個新媒體直接「製造」出來的。加

上 互 聯 網 把 現 代 性 及 全 球 化

（Globalization）拉在一起，因而直

接給網上團購群體全球性空間及全

球性交易的無限次互動。說到網上

團購除了想以低價購買心頭好以

外，其吸引之處更在於其處於高度

的好玩（Play）經驗層次。那麼又何

以見得那麼好玩？前設的好玩必須

帶給我相當程度的愉悅，後設的好

玩便是在用互聯網的同時，使我得

以暫時逃離現實（Escape），而我亦

可真情投入（Engagement）於另一個

「無何有」且被壓縮了的時空。因

之「逃離現實」跟「真情投入」可

視作一體兩面的事情：可以是同一

事兒，又可以是各行各路的二元概

念。當中哪裏會有「非黑即白」的

客觀答案或客觀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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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上經歷不同層次的好玩 

說白了，好玩給我機會在互聯網世界無邊探索著幻想與真實，以及真實與想

像。具體而言，團購好玩是多面體的：通過團購，好玩是每天無時無刻對新產

品的期待；通過團購，好玩反過來是每天時刻對新產品仍然未出現的失望；通

過團購，好玩是科技結合購物盡在股掌控制之內的權力誘惑，心裏懷著主導地

位的感通；通過團購，好玩可能是因團購人數不足而不能成團的唏噓與悵然。

好玩也可能是我可以不斷把「團購影印劵」視作給朋友或家人的送禮首選，有

助強化自身的社交能力。惟直至目前為止，我認為，最好玩要算是對團購產品

或團購服務的猜想，存有博彩的成份：究竟我買入的是貨真價實的團購產品／

服務？抑或是貨不對辦的產品或水準以下的服務？絕大多數經傳媒中介的記

憶，是團購產品始終較團購服務更合乎心意，至少實物產品的相片能夠呈現在

網上給我們作初步參考，但如餐飲或一些課程等服務就須以團購人數作口碑指

標了，網上圖片與介紹不能作準。 

 

（圖片來源：https://www.groupon.hk/） 

 

其實團購行為作為普及文化，既是不斷重複，也是大量生產的文化產物，「最

緊要好玩」自不可或缺，且當中角色的演繹或表演（Performance）至少須讓我

可以遵循網上團購的遊戲規則，而把角色投入誠意來演繹下去。那麼網上團購

又有甚麼角色可供我演出？我認為我的身體已放置於網絡世界裏，互聯網科技

正好為我提供一個舞台或一個表演場地，誠懇地演繹團購買家、互聯網用家、

乃至於遊戲玩家等不一而足的角色。如此這般的角色互演，我敢說是戲如人生

或人生如戲的相關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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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總的來說，作為使用互聯網的團購

消費者，理應是處於主動並主導這

個虛擬世界大局的強者。可是人之

所以為人，面對當前甚具誘惑的產

品實不得不進行高用量的網上消

費，有時候我認為我服膺於網絡世

界成了弱者，甚至出現弱者的「異

化」現象，但這是非不能而非不為

也！可是我自信自身作為具有自由

意志的主體，我堅信我始終有力反

客為主，掌控著團購世界裏的主導

權，進而作為網絡團購世界的強

者，好使互聯網或團購成為個人應

用的工具之一！不過經過多年來對

團購的經驗或體驗，也許不自覺已

為林林總總團購網站擔任了代言

人，因為我實實在在是個網上團購

的「專業消費者」，當中長期見證

及比拼不同團購網站推出的不同優

惠，漸次成為了本地團購世界裏的

「最佳買手」及「團購達人」，長

遠來說是給資本主義下的消費文化

社會帶來相當程度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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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慈善行為──從中介理論角度分析 

陸欣庭 

 

前言 

慈善行為（泛指無償的經濟／時間／

勞力等付出行為：如公眾捐款／義工

／各種大小型籌款活動等）已經成為

普及文化的一種。以香港為例，在我

們的日常生活中，到處都能夠觸及由

不同團體所製作的慈善宣傳品──走

進港鐵站內，可以看到不同的宣傳廣

告版；走到街道上或商場，可以碰到

不同的慈善街站或攤位；透過電視和

收音機，會經常看到或聽到不同的籌

款節目和慈善活動的宣傳和轉播。社

會好像不斷地告訴我們，在世界不同

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人，需要我們給

予關注和提供援助，而各種行慈善的

機會時時刻刻都在我們身邊出現。根

據英國慈善援助基金會（Charities Aid 

Foundation）公布二零一二年的世界捐

助指數（World Giving Index, WGI）顯

示，
1
香港在全球一百四十六個地區或

                                                      
1 World Giving Index (WGI)：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Giving_Inde

x 

國家中排名十九，在亞洲排名第二，

僅次於菲律賓，亦間接顯示出香港人

樂善好施的外界形象。論文前半部分，

嘗試從坊間各種鼓勵參與慈善行為的

文本出發，分析不同文本中的普遍結

構及措辭，了解各種媒體作為中介，

受眾是如何由此生產意義，從而影響

其參與慈善行為的中介過程；又試從

經驗的場域及位置出發，了解其在參

與經驗建構的過程中，有著甚麼樣的

中介作用。論文後半部分，會討論行

為（act）本身作為一種中介（a kind of 

mediation），是如何參與經驗建構的過

程；各種經驗配合新鮮的媒體資訊，

如何反過來影響公眾參與慈善行為及

媒體對慈善行為的表述等，從而指出

整個複雜的中介過程，其實沒有開始

亦沒有終結。最後，嘗試反思慈善行

為的本質，期望釐清有關慈善行為的

一些迷思。 

                                                                         
東方日報相關報導：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21227/0

0176_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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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慈善行為的各種文本分析 

從募捐影像宣傳片段說起 

由坊間各式各樣的慈善活動或募捐的

宣傳品中，我們不難看出當中有很多

相近似的地方。例如，很多慈善團體

會選擇以明星或公眾人物作招徠，企

圖透過他們的知名度達到公眾對其慈

善活動的注意，以收宣傳之效。這些

團體選擇的名人對象，通常都是一些

在社會上形象正面和健康的知名人物。

以樂施會和世界宣明會（簡稱宣明會）

為例，他們曾邀請不同名人、明星（例

如：森美、林嘉欣、鄭秀文和周慧敏

等）
2
拍攝慈善節目及宣傳片。名人明

星甚至會親身到達目標受助人身處的

地區中，跟他們對話，或與他們短暫

地共同生活，向公眾呈現出受助人所

面對的艱難處境，呼籲公眾積極捐款

以協助改善問題。這類型的宣傳片段

                                                      
2 森美（樂施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pElpEPA
PA&NR=1 
林嘉欣（樂施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DznVcln
WIQ 
鄭秀文（宣明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kUTvClc
uo 
周慧敏（宣明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YcexU9M
lQ 

的流程設計都有相似的結構。片段中

名人都會先簡單述說受助人身處地區

的環境（例如泥土貧瘠，和缺乏清潔

食水等環境背景），然後名人便會親身

示範受助人日常是怎樣過著艱苦的生

活（例如喝不潔的食水，在家徒四壁

的居所住上一個晚上，經歷缺乏各種

物資的日常生活等）。名人通常都會跟

受助人打成一片，呈現溫馨的景象，

配以輕快柔和的音樂，再加上配音旁

述以平穩沉著的聲線，述說著受助人

如何透過慈善團體的幫助，解決所面

對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在宣傳片的末

段，通常名人會呼籲觀眾透過不同渠

道和方式捐款到該慈善機構，以協助

受助者改善他們的生活。引用派帝‧

史坎諾（Paddy Scannell）於其對電視及

收 音 機 媒 體 研 究 文 章 中 所 言

“[Sincerit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rust＂（真誠是信任的必要條件）和

“[Sincerity] authenticates intimacy＂
3

（真誠帶來親密），慈善團體喜歡選擇

以名人明星作親身宣傳，目的是希望

透過其良好和真誠的公眾形象及親和

                                                      
3 Paddy,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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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令觀眾相信片段中所呈現的各種

處境，並信任和肯定該團體的慈善工

作。慈善團體舉行的慈善活動能否得

到公眾響應，甚至慈善團體是否能夠

繼續經營和運作，團體對公眾表現出

的真誠度（或誠信度）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名人亦樂於協助這些慈善團體

參與宣傳，因為名人的正面形象及親

和力亦並非無中生有的。他們往往是

透過其在公開場合和大小活動的曝光

機會，一點一滴地建立其形象的。名

人明星公開地參與慈善活動，其本身

就是一種表演性（performative）活動，

藉此向公眾表現出自己善良和富責任

感等正面觀感，因此慈善宣傳對其公

眾形象的建造亦有所脾益。 

 

細心觀察，這類影像片段中的聲音和

畫面，當中涉及很多相似的語藝和修

辭方式。如前所說，這類影像普遍都

運用輕慢柔和，甚至是哀愁的背景音

樂來貫穿整個節目，而被探訪的受助

人，通常都是善良而無助的。影片中

主要交由名人對受助者的處境作出詮

釋，卻很少拍攝到受助者自己為其生

活狀況說話的片段。影片亦經常透過

以香港人日常生活經驗呈現出強烈對

比的畫面及敍述，以求引起和激發觀

眾對受助者的同情和同理心。以下選

取部分明星參與拍攝的慈善宣傳片段

作例子以茲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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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宣傳片段： 

森美：｢（貴州的）小朋友的手都很粗糙黝黑，因為他們經常要下田工作，香港

的小朋友可能連碗也沒有洗過。｣（0：23）
4
 

 

（畫面近鏡拍攝小童的手） 

 

容祖兒：｢很難想像他們怎能飲用這種水……難以想像他們幾代都飲用這種水。｣ 

（1：04）
5
 

  

（畫面拍攝啡黃色的泥水池） 

                                                      
4
 森美盼小朋友認識貧窮和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EpElpEPAPA&NR=1 

5
 樂施大使容祖兒探訪雲南(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5nMH6F81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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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經常地指出生活在香港的我們，要珍惜自己所擁有之餘，同時亦可以付

出以協助有需要的人： 

 

森美：｢……要珍惜自己擁有的東西之外……懂得把自己美好的生活……跟其他

如內地農村的小朋友分享｣（0：36）
6
 

 

 

 

  

                                                      
6 樂施大使容祖兒探訪雲南(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5nMH6F81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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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祖兒：｢有一群很需要幫助的弱勢社群……所以作為香港人其實真的很幸

福……｣（3：45）
7
 

 

 

 

以上的簡單分析只提及部分慈善機構的宣傳片段，但其實從其他平面海報設計，

以及宣傳單張等不同的主要宣傳媒介，亦普遍看到以上所述的相似結構和修辭方

式。各種文本的書寫，整體來說，都在運用煽情的音樂和修辭、強烈對比和落差

的畫面及表述，嘗試向公眾呈現世界某處存在著一群無助的不幸者，極度需要援

助，而身處香港過著相對富足生活的我們，正好可以扮演幫助他們脫離困境的重

要角色。 

 

誠然，單是對文本的結構和修辭進行分析其實並不足夠。筆者一方面嘗試對文本

給予意義，但文本之於讀者會得出怎樣的意義（claim to meaning），從而對其經驗

                                                      
7 樂施大使容祖兒探訪雲南(20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5nMH6F81_8 

108



 

 
 

（experience）或行為（act／action）有所影響，其實並不能簡單地一概而論。亦

正如尼克‧庫德瑞（Nick Couldry）指出，文本環境（textual environment）乃由至

少三種｢流｣（flows）所組成（見圖一），其中包括文本流（flows of texts）、意義

流（flows of meanings）和讀者流（flows of readers）：｢有多少位讀者，就有多少種

以這些流所組合而成的不同的角度／視野｣(“as many perspectives on that overall 

pattern of flows as there are readers”)，
8
其意義是指，文本的流動（或流通），跟意

義的流轉，和個別文本讀者三者之間，在不同的處境脈絡（context）和時空地方

人物之間，在組合上有無限的可能性。當然，單就現象所見，慈善團體認為以名

人明星作慈善宣傳是能夠達到一定的宣傳效果的。 

 

 

（圖一） 

 

                                                      
8 Couldry, pp.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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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行為經驗之建構 

經驗的不同場域 

香港每年也舉行各大大小小的慈善活

動，可謂多不勝數。
9
當中包括各種不

同的籌款街站和攤位、一星期兩次的

賣旗籌款活、各大小團體售賣慈善奬

券的抽獎活動、一年一度的饑饉三十、

公益金百萬行、渣打馬拉松、慈善星

輝仁濟夜、歡樂滿東華等等。公眾透

過各種不同的媒體（media）作為中介

（medium），中介著（mediate）他們如

何參與各種不同慈善活動的方式。參

與者其實就是行動者（agent），透過參

與活動的行為，建構著他們的個人經

驗。而這行為本身亦是一種中介作用

（mediation），同時中介和建構公眾對

慈善行為的不同意義和經驗。由此可

見，媒體的中介過程是永無止境的。
10

以下將依據Silverstone提出的經驗的場

域（dimension of experience）的三個不

同角度（perspective），嘗試分析公眾在

參與慈善活動時，意義從何而生，經

驗從何而來？ 

 

                                                      
9 香港慈善活動列表

http://zh.wikipedia.org/wiki/  
10 Silverstone, p.19 

玩（Play） 

以宣明會主辦一年一度的饑饉三十為

例，活動首先是由一個開幕禮及誓師

大會展開序幕，然後配合不同的工作

坊和體驗，最後以音樂會作閉幕，歷

時三十小時，建議在整個過程參加者

不要進食，以能夠親身體驗遠方活於

貧窮和饑餓的人的生活狀況，關注他

們的處境及向他們提供援助。從描述

二零一三年饑饉三十活動的文字、相

片及影片可見，
11
流程包括不同的主題

活動，例如：｢點解要饑饉｣，旨在認

識五個饑饉精神，與隊友並肩同行，

營救飢餓孩子；｢走進孩子世界｣，走

進四個貧困國度，用心感受飢餓孩童

每日困境等。參與者分組進行集體遊

戲，嘗試了解受助人艱難的生活處境。

參與者都是來自社會不同各屆階層人

士，各有不同的身份，他們進入了舉

行活動的場所後，穿上了主辦單位提

供的短袖衫，自願進入饑饉三十的｢玩

｣空間，跳出日常生活，共同去｢玩｣這

個 三 十 小 時 的 禁 食 活 動 。 好 比

                                                      
11
我們這一組（三十小時饑饉營）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1
0151401932571275.1073741837.49145456274
&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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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verstone引述Johan Huizinga所言：｢遊

戲是一個自發性活動……跨出『真實

的』生活……遊戲都有各自的規則，

這些規則決定在這個由遊戲界定的短

暫世界中……｣，
12
參與活動的人，亦

清楚明白禁食的時限是止於三十小時，

活動（或遊戲）過後，離開場所（遊

戲空間），禁食的規則就已不再適用。

在禁食的過程中，可能會感到飢餓，

而參與者亦能隨時離開會場停止禁食

行為（終止遊戲）。透過｢玩｣的過程，

參與者進行了｢現實生活的預演｣，
13
親

身感受飢餓滋味，同時建構了對貧窮

和飢餓的理解和經驗（儘管不盡不實）。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慈善行為就是一個

遊戲而已，不必認真；有些人可能真

的能夠感受遠方饑餓的人的苦況，因

而更加積極參與其他慈善活動。部分

參與者亦可能透過媒體或其他社交網

絡，發布有關活動的相片、影片或文

字訊息，推廣饑饉三十活動給其他親

戚朋友。總之，參與者創造了各種有

關是次活動的訊息的意義，各人都進

行了對是次活動的不同理解和詮釋。

                                                      
12 Silverstone, p91 
13 Silverstone, p99 

這各種訊息和經驗的分享及發布行為，

亦同時中介著其他人對饑饉三十或參

與慈善活動的各種理解和經驗。 

111



 

 
 

 

 

饑饉三十網頁（圖片來源：http://30.worldvision.org.hk/） 

 

表演（Performance） 

逢星期三、六的賣旗籌款活動，都會

見到不少舉行籌款的團體的職員和義

工，在各大小公共交通工具車站、屋

苑附近範圍、各主要行人路段等地方，

向公眾進行募捐。他們募捐的對象，

都是在街上經過的普羅市民。當市民

投入善款到捐款旗袋時，義工就會在

捐款者身上貼上貼紙（小旗），以茲識

別。而當其他義工遇到這位已捐款的

人，就不會再向他募捐。然而，這張

小旗的功用，除了作為識別之用外，

對捐助者來說，亦同時是一個身份的

象徵或呈現（presentation）。每逢星期

三、六早上出門，人們可能都會刻意

準備些零錢，在遇到賣旗募捐者時，

能夠捐出少許善款。很多市民也不問

團體及其慈善理念是甚麼，就已經決

定捐款買旗。由於以這種賣旗募捐方

式的捐款金額都很少，為怕令其他人

以為連捐助少許零錢也不捨得，被他

人以為吝嗇而遭到別人白眼，人們通

常都會（主動）迎合募捐。賣旗的表

演性質，並不在於得到了小旗而自我

認同為樂善好施者，而在於怕因沒有

捐款而被認為是吝嗇者。賣旗捐款是

一種社會共識或文化規則（ cultural 

regulation ），其實亦是一項操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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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tive）行為。透過這個表演

（performance），獲取自己是一個｢正常

｣的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又例如某些慈

善活動會以對某物件，地方或建築物

冠名方式，以｢回報｣或｢獎勵｣捐贈者

的捐款行為，這當中既有表演的性質，

亦有｢獎勵｣的效果。上述的社會共識，

當中涉及不同的中介過程，例如媒體

的傳播（各式各樣對賣旗籌款的宣傳，

對｢大慈善家｣的記念和歌頌）、個人的

歷史和記憶（小時候曾經參與賣旗義

工／家庭教育及家人朋友對賣旗籌款

活動的反應及處理習慣)等，形成了各

人普遍對賣旗籌款和慈善冠名等行為

的理解和經驗。 

 

消費（Consumption） 

消費行為跟人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混合著慈善的消費方式亦經常在坊間

出現。例如星巴克於二零一零年十一

月十八日舉行了一次｢咖啡慈善義賣｣

活動，將當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售賣飲

品的全數收入，捐予福幼基金會用作

四川江油市大康鎮修補官渡大橋的工

作。
14
又例如品牌Esprit

15
和Walkershop

16

舉辦的慈善消費活動等，捐款到不同

的慈善機構和地區，達到品牌宣傳和

刺激消費的效果。衣食住行和旅遊娛

樂各種各樣的消費活動，都能夠跟慈

善連上關係。如Silverstone所言，｢消費

是某種形式的中介……所購買的東西

說明了我是什麼樣的人，而不是我的

行為或想法｣，
17
當人們消費那些跟慈

善相關的商品和服務，便說明了他們

是一個樂於行善的人。而由於消費活

動是一個商品不斷循環的舞台，而消

費跟慈善結合的商品亦漸趨常見，故

此亦強化了所謂｢消費慈善｣的想法和

概念，
18
有團體至將這個概念具體化，

19

甚使其成為一種新的消費模式（見圖

二）。在這樣的一種社會環境下，人們

已分不清到底是為慈善而消費，還是

為消費而慈善。消費跟慈善的意義糾

                                                      
14 
http://blogazine.beautyexchange.com.hk/?uid-9
7924-action-viewspace-itemid-17253 
15 
http://www.am730.com.hk/article.php?article=
30409 
16 
http://lifestyle.etnet.com.hk/column/index.php
/leisure/luxurybrand/13316 
17 Silverstone, p117 
18 http://baike.baidu.com/view/3008110.htm 
19 高分咭，循環行善，智慧消費

http://www.gofun.com/card/responsibility/2.p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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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在一起，消費和慈善的經驗於是亦

變得密不可分。人們對於消費及慈善

行為所賦予的意義，影響著人們往後

其他消費及慈善行為的模式和習慣，

是故消費和慈善的意義其實亦在無止

境的中介過程中不斷流動和轉變。 

 

 

（圖二）高分咭，循環行善，智慧消費 （圖片來源：http://www.gofun.com/card/about/） 

 

中介過程的無限延續 

如前所述，香港的社會環境相對安全

穏定，是經濟相對富裕的地區，我們

很少面對巨大的自然災害，亦沒有面

對戰爭的風險和危機。相對於身處戰

亂或貧窮的人們，我們的生活處境相

對是沒有那麼艱難的。我們或許很難

想像遙遠他方的人所面對的困難有多

艱鉅，亦很難了解他們的生活環境是

如何的嚴峻。我們對他方的知識來源，

就只有電視、互聯網等各種主流及新

媒體。媒體透過聲音、畫面、影像等，

向我們呈現他方的窮困地區是怎樣的，

他方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這些媒體

中介所提供的資訊，建構了我們對他

方的理解和經驗。我們身處安全和舒

適的地方，可能是一家餐廳，亦可能

是我們的家，在用膳時間，收聽或收

看著媒體對他方的描述和呈現。我們

沒有機會親身到達他方經歷和見證，

而媒體替我們做了這樣的角色，為我

們提供各種知識和資料。這各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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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資料，囿於各種不同條件和因素，

當中必然有所遺留或扭曲，甚或是錯

誤。然而這些媒體的內容，卻組成了

我們經驗的一部分。家，在這個安全

而穩定的私人空間，人們透過電視機

和互聯網，觀看著這個公共的世界，

與他方不幸的人的生活處境形成強烈

對比，觸動了我們的情感和同理心，

誘發了期望幫助不幸者改善情況的想

法和衝動。某些團體的宣傳或募捐的

節目，正好告訴你，可以透過做些甚

麼，來達到你的期望，解決遠方不幸

者的問題，並同時能夠安撫你波動的

情感。這類型的電視節目通常都在會

在畫面上顯示出捐款熱線或銀行賬戶

號碼，令你隨時可以伸出｢援手｣致電

或轉賬捐款；電視台通常亦會安排這

類型節目在周末晚間時段播出，而這

個時段通常都是一家大小吃過晚飯後，

共享天倫之樂之時，能夠收到因生活

處境強烈對比和落差而觸動情感的效

果。 

 

誠然，在廣大的群眾當中，有些可能

是因為不忍受助者繼續受苦的情感所

觸動，所以支持捐款或參與義工；亦

有些可能認為這些偏遠地方的人和事

其實跟自己沒有很大關係，看過節目

後很快便遺忘；又有些可能會支持捐

款，但目的卻純粹為了自我感覺良好，

或作為購買某種罪孽的｢贖罪券｣；又

或有人從來否定慈善，一早已經拒絕

這些資訊。各人從各種中介過程中，

各自創造了對訊息的意義，這些意義

可以是相同，相近或相反的，不一而

足，而其後各自的行為本身亦成為中

介的過程，將意義延續下去。正如

Silverstone提醒我們：｢中介過程就是意

義的循環與流動｣，
20
參與其中的人從

不同面向建構著經驗和產製著意義，

透過媒體及行為，相互影響，在中介

過程中不斷延續，既沒有開始，也沒

有終結。 

  

                                                      
20 Silverstone,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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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行為的吊詭效果 

慈善團體透過著名的藝人明星，增強

觀眾對慈善團體的信任，在那數十秒，

或數十分鐘的廣告或專輯節目內，透

過文字、影像、聲音等描述，建構觀

眾對他方困難受助者處境的理解和經

驗，並配合提供各種渠道，告訴你如

何可以改善或解決他們的處境和問題。

這種對他方貧困無助者描述所建構的

經驗，對於籌募善款的團體來說，可

能是最直接和最收效的。然而，如此

建構觀眾對他方問題的經驗，實在是

對核心問題的一種善意（或刻意？）

的扭曲。這是一種一條龍式的節目設

計，向觀眾呈現狀況，籌募善款，只

著重透過金錢的捐獻，以圖解決受助

者即時的問題。而在闡述的過程中，

他們告訴觀眾只要捐了錢就能舒緩或

解決他們面對的問題，卻有意或無意

地忽略了造成問題的結構性和宏觀性

原因（例如受助者國家其實沒有財政

能力的問題，只是沒有施行合理的政

策，引致資源分配不公；又或因爭奪

權力而內戰連年，政局不穏；又或國

家貪污腐敗嚴重，資源只集中在個別

特權階層手中；又或刻意依賴慈善團

體協助，有意忽略問題，視而不見等），

使之不能對症下藥（針對處理政府政

策不義問題；又或慈善團體透過進行

公眾教育及宣傳，揭示問題本源；又

或透過不同組織聯合力量，主動向相

關政府或統治團體施壓；又或教育及

協助弱勢者為自己爭取改善處境等

等）。 

 

慈善團體的捐款可能只幫助了個別受

助人的即時困境，但卻沒有清晰交代

和處理引致受助人面對如此困境的背

景及根本性問題。公眾及慈善團體，

以這種對問題的片面理解的處理方法

所建構的經驗，只會造就了更多無知

或犬儒的群眾，既不能解決真正的問

題，甚至連真正的問題到底是甚麼亦

被忽略，間接容許繼續產生更多其他

不幸者。饑饉三十的活動如工作坊和

音樂會，又或是購物消費的所謂慈善

活動等，這各種活動對參與者所建構

的經驗，就是透過參與各種遊戲、獎

勵和消費活動而行善，但對於慈善的

目的、慈善存在的原因、慈善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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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等更核心的問題，在慈善的論述

中卻被忽略（或從來沒有出現過？），

甚或更為悲哀，可能其慈善消費活動

本身，正是間接製造受助者的元兇之

一而不自知。社會上對慈善論述的不

足，使大眾對慈善概念及慈善行為的

想像有所局限，令慈善行為不能指認

出造成慈善存在的背後的核心問題，

並試圖徹底地解決他們（儘管慈善團

體可能宣稱這是他們的目標）。這亦正

是慈善行為的吊詭性之所在。 

 

對慈善的反思 

四川雅安地震就是一個好例子。二零

零八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香港市民積

極捐款，向汶川災區共捐出合共九十

三點五億港元。
21
在以後的數年，卻很

少聽到有關於災區重建的跟進資訊。

其後發生郭美美事件，
22
媒體揭發由國

家營運的中國紅十字會的捐款給挪用

和不知去向等各種醜聞。二零一三年

四川雅安地震，
23
香港坊間一片抗捐潮

出現，反對捐款給有關慈善團體和地

                                                      
21

 http://zh.wikipedia.org/wiki/汶川大地震捐

款列表 
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國紅十字會 
2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3 年雅安地

震 

區政府。誠然，正如呂秉權所言，｢災

區不缺錢，只缺制度｣。
24
這正好給樂

善好施的香港人一個反思的機會，思

考到底捐款和慈善行為到底是甚麼一

回事。以上例子亦令我們看到，媒體

的報導，提供了新的資訊，豐富了我

們的經驗，並對以往行善的經驗作出

重新的檢視和理解，從而亦影響著我

們以後如何進行慈善行為。 

 

結語 

不能否認，坊間慈善活動以遊戲、獎

勵、消費方式作為包裝，以推廣慈善

概念，籌募捐款或招募義工，實是無

可厚非。然而從遊戲、獎勵、消費等

出發，卻僅止於遊戲，獎勵及消費，

沒有提供對問題更深入的視野和分析，

才是引致問題未能被對症下藥的關鍵

所在。對慈善有熱誠的人，實在有必

要增加了解慈善活動背後想要達到的

目的。慈善活動當然可能可以解決受

助人的燃眉之急，但作為負責任的慈

善團體，除了提供對個別受助者的援

助外，亦有必要向公眾清楚說明他們

                                                      
24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
0422/1823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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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處理問題所扮演的角色及目標，

以方便捐助者作出適當和明智的選擇。

作為捐助者，亦應要由被動轉為主動，

在被動地接收慈善團體提供的資訊的

同時，主動地對慈善團體作更深入的

了解和詰問，跟進捐款的使用方法和

去向，亦要嘗試對期望協助的受助者

所面對的困境的背後成因，作更深入

的思考和反思。否則，這種關懷或愛

心的付出，只會變成是一種錯置，若

只是為達到純粹自我感覺良好的目的，

則這種慈善行為就更只是一種偽善

（hypocrisy）的表現。 

我們使用 Silverstone 的分析架構，對慈

善行為進行分析，理解當中的中介過

程的複雜性及延續性，而各人在過程

當中參與著對訊息及行為的意義生產

和經驗建構的過程。我們可以相信，

人們在中介過程中是擁有一定的積極

能動性，有可能在這過程當中進行多

一點的思考和反思，從而影響以後的

各種行為及其效果。在當下我們發現

慈善行為的犬儒面向和慈善論述的不

足處，我們又是否可以做點甚麼，以

改善這種不幸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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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envisum 18 x 24 community photograph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photo 

education in Hong Kong 

Mak Siu-fung Vincent  

 

Introduction: 

In this essay, I want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how a contemporary community 

photography project in Hong Kong is being mediated in the context of photography 

education project, photo workshop, shooting day and exhibition. Besides, the 

sub-ordinate promotion comprising event and visual documentary is mediated under 

the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flowing mechanism as a popular culture.  

 

The research question includes: How does the general public reflect on a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based on their interests and focusing on photo images? What is their 

major concern in their community through their images? What kinds of visual 

possibilities are being explored through their self-engaging projects? How does the 

photo workshop influence their ways of seeing in their community? Is their political 

stand reflected in their images? Does this kind of community art (photo) project 

strengthen the liberal mind of the public? What should be done to improve the 

community art project as part of the local photo education?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and how does it process at this moment. Beside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ediation among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event as a popular 

cultural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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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king use of the analysis of visual theories of Barthes related to photography, 

criticism of cities and photography of Jane Tormey, community art experience of 

Kester, and mediation theory of Silverstone and theory of everyday life of de Certeau, 

a clear picture of visual and mediate analysis is expected to be revealed in this 

research project. 

 

Before starting the simple research of the mediation of the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as a cultural event, I, as a researcher and analyst, must state clearly my background 

and the multi role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case study. I graduated in BA(HONS) 

Photographic design course in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the late 90s, 

then I was working as a photojournalist handling all kinds of photo related areas 

from local news, feature sections to photo editing for ten years in a local newspaper. 

Since 2009, I resigned and took up my part-time photo lecturer post at a local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 started my independent community photo 

project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Besides, I joined Lumenvisum as a core 

and board member mainly engaging in the youth education projects until now. As 

the part-time photo art facilitator, I was invited to teach and conduct the content of 

the following photo workshops of the “Lumenvisum 18 x 24 photo project”. However, 

most likely, I am not involved in organizing the event,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budget and event execution. As a semi-insider status, I would like to conduct a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education under the mediation of the event. 

 

Content (case studies): 

In 2012, a community photography project called 18 x 24 was established by 

Lumenvisum (http://www.lumenvisum.org/eng/), a local photographic NGO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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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exhibition and education. The 18 x24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http://lumenvisum18x24.org/) is composed of a 24 hours photo shooting days and 

public workshops in 18 districts covering the whole Hong Kong. Those shooting day 

events are being executed in the various districts from October 2012. Basically, there 

is one shooting day in the succeeding months until April 2014. The project is mainly 

funded by the HAB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partly sponsored by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g.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some District Council offices, and some commercial 

partners, e.g. PCCW. Besides, most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NGO Lumenvisum are 

being funded by the HKADC (Hong Kong Art Developmental Council).  

 The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e around 8 public photo 

workshops in each district, parts of them are being held in secondary schools, youth 

centers, elderly centers; and at least half of the workshops are being conducted 

special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recruitment over social media and other 

promotions. Those photo workshops consist of 3-hour introduction to basic 

knowledge on photography, photo reading exercise, some photographers’ works for 

appreciation, and sometimes technical training is included (Based on the target 

groups’ knowledge on photography).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re some reference 

from local photography courses (mainly contributed by those tutors in some local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photography and photojournalism), and some teaching 

material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hoto educating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ICP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Photography http://www.icp.org/). Based on those 

resources, the tutors are developing a set of flexibl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heir 

workshops. The teaching teams include five photo lecturers (three of us received a 

master’s degree and two of us are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photography),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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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 photojournalism and photo documentary in undergraduate cours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Most of the team members have experience in conducting 

community photo projects in Hong Kong. 

 

The emergence of the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was developed from a photo project 

in 2009. In 2009, the photo event is called “24 hrs Photo Adventure in Kwun Tong” 

(“Kwun Tong 24” in this article) was run by Lumenvisum, the photo educational NGO, 

included a series of community photo workshops and the 24hours shooting event in 

Kwun Tong district. Sinc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as planning to start the urban 

renewal project in Kwun Tong district, Lumenvisum had been running the community 

photo documentary project for several years before the “Kwun Tong 24” project. In 

that project, over 10 photo workshops were conducted in the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15 photo workshops were provided for the public. A total of 250 participators 

were invited to post their photos on the database website for public 

access.(http://www.re-kwuntong.hk/chi/home.php) 

 

In fact, some refinements on the photo project were introduced in the workshop of 

the “18 x24”community photo project in 2012.  The major difference from the 

previous one is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ommunity in Hong Kong.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aim of this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collective visual images in the 

community, which reflects what the public view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in this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straight photography”(Beaumon 

Newhall,1982:167-198), the evident proving type of photo style is essential in all the 

photos of the participators. That means the photos should be taken directly with a 

camera and without manipulation of visual or technical after effects such as a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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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removing something in the content of the photo with Photoshop or other 

software. However, as the common knowledge and tradition of the optical formation 

of the photography, acceptable amount of adjustment on brightness, cropping, using 

black & white photo medium are exceptional. 

 

Since we must consider the mediation of this photo project as a community art 

project, the website for the public participators posting photos provides an 

interactive function of ‘marking the theme of those photo taking’, ‘like’ and 

‘download’ under ‘CC common’ (for non-commercial sharing purpose), which 

enables an interactive archive for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exchanges of ideas 

among the users, including participators and other viewers concerning those photos. 

Some interesting observations will be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part of this essay. 

 

Finding and Analysis 

As earlier i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prototype urban district photo workshops and 

shooting day, “Kwun Tong 24” in 2009, it started a local photo event which aimed at 

gathering the community creative images of the urban district. The outcomes of the 

images are various in terms of subjects and points of view, but they have a lot of 

common characters ( http://www.re-kwuntong.hk/chi/photo.php?bas0=0). 

 

However, we can easily discover that most of the images are the exterior urban space 

as their subject matter from the images database. Only ten percent of those images 

show people.  Besides, very seldom images are the portrait as the main theme in 

the photo. This result is actually a bit out of our expectation. It seems that it matches 

the evidence what Abbas did in his research about Hong Kong photographic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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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part of visual cultural research to prove his assumption of “Photographing 

Disappearance”, he stated that ‘ The camera lens puts the city on the couch. The 

visual is a means of interrogating visuality: its puns and parapraxia. Not just an 

optical unconscious; a spatial unconscious as well.’ (Abbas,1997:91)We do not want 

to easily draw the conclusion of the images of Hong Kong citizen reflecting a sense of 

“Photographing Disappearance” (Abbas,1997:91). However, this case study of the 

“18 x 24 community photo project”(http://lumenvisum18x24.org/archive) is being 

run after three years of the prototype (Kwun Tong 24), it is obvious that a similar type 

of images are being uploaded by the participators, it proved that Abbas may be right. 

 

To analyze the case in detail, I choos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a recently 

completed section of this photo event in May 2013 as a detailed case study.  Some 

observations of the participators are being recorded and analyzed in the two public 

workshops on 27 April and 28 April and the photo shooting day on 5 May, I 

commence by clearly stating that it is a self-reflection as a photo tutor to review the 

mediation among this event and especial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ement about the 

education methods. It is expected to give inspiration to the art facilitators and 

educators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some outstanding situation observed in this 

article. Another restriction in this analysis is explicit that the detailed textual analysis 

and audience research are not the key point when carrying out observations. Actually,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under reference to sound recording and video 

recording on the photo workshops and shooting day event in the time period 

mentioned above. 

 

The number of participators of those workshops on 27 April and 28 April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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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15 and 10 respectively. The age range is from 18 to 65. Some of them have 

strong interests in taking photos, some of them are beginners, and two or three of 

them are amateurs for over 15 to 20 years. Normally, one third is female and two 

thirds are male.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 provided the special workshops for schools, 

youth centers and elderly centers, there are still a few school teenagers and the 

elderly in the public workshops.  Besides, there are also some supporters from 

Lumenvisum NGO fans or other art related groups.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th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m are relative good; 

many were studying and growing up in the district. The reason why they come to the 

workshops may be related to their interests in photography and eagerness to 

engaging in culture related activities, while most of them mentioned that they had 

been living, studying or working in the district previously. These groups of 

participators are actually very mature in understanding of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m as a living community, where they expressed sentimental experience and 

memories in everyday lif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As a result, after the 

session of visual knowledge, in which photo reading and some community photo 

projects of the tutors’ artwork were being introduced to them, they wer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discussion regarding relationship of their experience and the 

community. (In fact, this situation in other districts is different, depending on the 

participators’ background 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community.)   Considering 

flexible learning options, photo technical knowledge or an exercise in location photo 

shooting could be process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workshops. In my memory, one 

of the groups chose some photo masterpieces for art appreciation; while the other 

group chose to have a practical location shooting in the Sunday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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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shooting day of this district on 5 May, two participators contacted me for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photos through Facebook. One of them is Ms. Mandy 

Chow in her 30s, a graduate in fashion design who used to work in marketing; she 

now becomes a physiatrist practicing Chinese Fu Kung for health’s sake sometimes. 

She has been developing her interests in taking photos, and she has been taking a lot 

of photos in her leisure.  She explained the reasons for posting these photos on 

archive of shooting days in the Central & Western District and Kowloon City District. 

photo1a: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876, 

Photo1b: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880, 

photo1c: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896, 

photo1d: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581 

  

photo by Ms. Mandy Chow, 

photo1e: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583, 

photo1f: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585. 

 

She replied that one of her favorite photos is photo1d, the one showing a tram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photo1c; she did not post it without any reason. Perhap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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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ition is not good enough to hold her attention.   In fact, seldom photo in 

the archive shows people (children) as a subject which was revealed in the photo1d.  

Mandy’s photos are therefore quite exceptional. 

 

Another participator, Mr. Wong ML in his 30s, an IT technician, a part time 

ambulance man and an enthusiast becoming semi-professional with several years of 

photographic experience, who takes a lot of photos daily and travel photos 

frequently. He posted three photos on the archive: 

Photo2a: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748, 

Photo2b: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749, 

 
photo by Mr. Wong ML 

Photo2c: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750. 

 

He told me that his favorite one is the photo2b. In the photo2b, there was a big 

beautiful wave approaching the coast in the Western part of Hong Kong. His photo is 

a kind of “Pictorial Photography” (Beaumon Newhall,1982:141-166) which stresses 

on the ascetic pictures in the composition. Although, this is a traditional photo style 

during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y in the emerging period, many people are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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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ng to take the photos with compositional beauty to percept their world. It may 

be photo style that never disappears. I would like to know the reason why he takes 

beautiful scenic pictures only. He explained that he wanted to take some special 

scenery rather than other photographers usually do. 

 

I also invited one of the participators, Mr. Lee, a merchant around 55 years old, to 

share his photos with me in an interview. He claimed that he is an amateur who took 

a technical-based photo course before joining our workshop.  He stated that he had 

the experience of taking photos for several years.  However, he does not 

concentrate on photo taking because of his busy work. He started learning 

photography again after his family had commented on his photos.   He is actually 

quite eager to learn and involve himself in photography. He is developing his visual 

sense and view on community photo, for examples, he went to different site, where 

is the Kowloon side, to take photos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on the 

shooting date. He showed three photos for sharing as follows: 

Photo3a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841, 

Photo3b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842, 

Photo3c http://lumenvisum18x24.org/photos/843. 

 

However, his images are other examples of a highly technical “Pictorial Photography” 

as mentioned above.  

 

Exceptionally, there was a chance for me to conduct the photo-sharing event in one 

of the photo shooting day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on 5 May 2013. The 

venue was the Western District Community Centre. The Staff of Lumenvisum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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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set several laptop computers for the public, who do not know how to upload 

their photos at home or want to share their photos with other participators and get 

comments from photo tutors (I am the one at that time). At that afternoon, there 

were around 20 participators, mainly the elderly, retired people and a few teenagers, 

staying at the casual seminar. Normally, every one of them had several minutes to 

introduce their photos and related ideas. They talked a lot about their feelings of 

visual elements and contextual matters in their photos. The contents were very 

broad,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elderly activities to foreign domestic 

helpers, etc.  I was aware of those interesting arguments indicating different values 

on some social issues.  As a photographer and photo lecturer, I did not find those 

discussions weird or out of my expectation. Originally,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or 

even community photography must intervene in the social or even political issues.  

 

However, I met another participator (anonymous in this article) who is running a 

local small business. He conveyed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to us. Even if he has 

started learning a digital photography this year, he has had some experience in 

photos taken with film cameras for over 20 years. When he was asked his favorite 

one, I got an unexpected answer. He told me that he had taken one but he dared not 

post it up. This was a photo taken at the Cheung Kong Centre at Central, a banner 

was set to fight for justice by the protestors against the capitalism (*phot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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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4, by one of the 18x24 participators) 

 

He explained why he took this photo because the chance of fighting for their rights 

against the biggest corporation in Hong Kong was exceptional. When I asked him why 

he did not post it up, he found it political and sensitive. Actually, he did demonstrate 

a practice of self-censorship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The following conversation 

among the participating photographer, I (the photo tutor) and the colleague (the 

Lumenvisum 18x24 community photo event) was also interesting.  The participator 

hesitated to do so because he knew that this event was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photo was in his concept of too politically sensitive.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 is 

acceptable to post it up because a photographic artwork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daily life; I gave the same reminder at the public discussion session. However, our 

colleague stated clearly that she was afraid of the misuse of the posting action as an 

intentional intervention by som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It is totally understandable 

for the website holders to avoid being overwhelmed by hackers’ intentional attacks), 

I therefore partially agreed with my col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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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viously,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self-censorship are being considered in the 

mediation of the photo event. Although, it may involve in some other technical 

problems about the judicial point of view and the legitimacy of posting images that 

for or against some institutions or capitalists.  Basically, I cannot accept the political 

censorship of photographic image in this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I stated very 

clearly in front of the public at the seminar. This type of social issue is most likely to 

appear in the everyday life of the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On the contrary, if 

there is any photo of protest in the community photo documentary in Central district 

in Hong Kong, it is not a reality. It is unforgettable that photographic image, especial 

for straight photography, is based on the reality representation. As Barthes stated, 

‘First of all, I had to conceive, and therefore if possible express property (even if it is 

a simple thing) how Photography’s Referent is not the same as the referent of other 

systems of representation…, in Photography I can never deny that the thing has 

been there. There is a superimposition here: of reality and of the past. And since this 

constraint exists only for Photography, we must consider it, by reduction, as the very 

essence, the noeme of Photography.’(Barthes, 1994:76) 

 

Although it may not be appropriate to compare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ty art 

project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with the case in Hong Kong directly, there are many 

aggressive community artists in Zurich, who create an innovative “art form”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issues by the modern concept of community art. The Austrian artists 

collective WochenKlausur intervened in the drug policy by setting a boat off for a 

three-hour cruise on Lake Zurich. It provided a chance for the politicians, journalists, 

sex workers and activists of Zurich to have a round table gathering in making a 

community conversation. Cited from Kester,‘For these artists the complex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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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ary to bring the boardinghouse into existence was itself a creative act, a 

“concrete intervention” in which the traditional art materials of marble, canvas, or 

pigment were replaced by “sociopolitical relationships.’(Kester,2004:3) In fact, this 

kind of contemporary community art is usual in Chinese society in Hong Kong. Our 

goal is to conduct community art project through visual art media, such as 

photography, I aim at drawing public attent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aily life 

and cultural/social issues and connecting with our artworks.  That means the 

purpose of conducting a community art project is not a type of leisure activity 

providing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ppreciating beautiful sceneries. Although, I am 

not an activist in social movements, I agree strongly with the point of view from 

Adorno about Culture Industry.   The power of awareness through art should not 

serve the commercial and propaganda purposes only.   Our awareness of the 

criticism through “art”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world is most important. 

 

Undoubtedly, the meaning of community is changing a lot when comparing with the 

past. Cited by Silverstone, ‘Indeed, the media do community’ ( Silverstone, 1999:99), 

the Hong Kong community is being more cyberly developed,  internet, smart phone 

and new media such as Facebook change the community a lot.  The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should be a district-based activity; more participators coming from 

different areas in Hong Kong posted and discussed their photos in appropriation acts. 

We, the initiators of the project, originally intend to create a space by providing 

platforms for discussion on photography.   According to our observations after 

discussion with participators, I heard so many times that they had discovered some 

photos gained a lot of “likes” after being posted on the website. I am really not 

curious about it, but what their responses show me that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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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ents/E-supports seriously and the justice of the activity. Perhaps, as 

Silverstone said, ‘Communities are lived. But also imagined.’ We may not understand 

why the participators concern the photo criticism too much.  

 

Conclusion: 

In conclusion, after my brief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ediation of this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case, I cannot get the unexpected situation out of my 

thought. The form of mediation reminds me that we cannot just make the content of 

the workshop better to improve the visual sense, knowledge and social/community 

awareness of the public. However, one crucial point I observed i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art and education world. It 

is highly affected by the ideology that being received by the public. Even if we are 

not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the previous case of self-censorship reflects that they 

perceive all kinds of community art activities as official one. There are some 

boundaries restricting their creative minds and expressions upon their daily life 

culture. It makes me rethink about the mode and size of the community art project 

which should remain simple and small scale. Maybe, we should not be too ambitious. 

If we really want to make it interactive and let the public create and speak, it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us to conduct the event-based workshops. I recalled a more 

successful community photo project three years ago, that was “The Family photo 

project”. 

(http://myp.nikonimagespace.com/myphoto/guest.jsp?y=oe9-eRCitKp4L1jHwgc-Eb0

EJVx05qlAy4EQAl3h6XuQElAaOvEkutViLYe_5gewvRefI4-XjpeYOC9ZMa0pRmjqjzmliq4

Cu5WBAi_G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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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ve summer workshop provided six 2-hour lessons to explore their views on 

family. It was truly an inspiring and creative workshop.  Supposing that we want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in the interwoven structur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we should 

make reference to de Certeau’s “tactics” of everyday life (De Certeau,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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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o Privacy and Surveillance in a Technology-mediated Society  

Poon Hoi-yu Polly 

 

Introduction 

Under the rapid growth and fast penetra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uch as 

internet and e-mail communication under a neo-liberal economic order since the 80s, 

people in Hong Kong become highly technology-mediated nowadays in their daily 

lives across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One side of the arguments suggested that legal protection of privacy in Hong Kong 

developed in the pre-digital era is not applicable to the digital world. This has pos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privacy protection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another 

side raised that personal privacy is no longer important to the individuals in the 

digital world nowadays. Facebook founder, Mark Zuckerberg, argued “privacy is 

dead”1 by elaborating that privacy is only an obsolete social norm.  He believed 

people enjoy sharing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publicly online nowadays. In 

response to Mark’s claim, this paper will review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 by re-

examining the concepts of privacy as suggested by Jurgen Habermas and Beate 

Roessler, who related privacy with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A case study approach was chosen to review and discu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ivacy laws in Hong Kong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Yahoo! Shitao case in 2005 

was selected to be scrutinized in this paper as this case touches on a number of 

controversial privacy issues uniquely to this digital era such as definition of “personal 

data” in digital realm and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etc.  The paper is to unfold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posed to privacy protection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local 

legal legislations under th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This is also to point out that the vaguenes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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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ly authorizing and legalising privacy intrusion and surveillance practices in the 

society.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aims to examine privacy intrusion and surveillance by 

introducing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Michel Foucault’s concept of 

governmentality is employed as a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and surveillance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information age 

nowadays. It i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ccount on technologies, surveillance and 

the normalisation of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nowadays under a neo-liberal 

framework.   

 

Privacy in Informational Age 

Importance of Privacy 

The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the notion of privacy.  The following 2 

key conceptual building blocks will be covered to reveal how they shaped our 

expectation and laws afterwards.   

Public-private divide concept introduced by Jurgen Habermas2 explained the co-

extensive relationship of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 to public good.  Jurgen Habermas’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published in 1962 provided a good account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phere in the modern form.  The public 

space is the space in which private persons gather to discuss public matters and 

compete with a view to arriving at consensus to provide the basis and authority of 

public policy.  However, in Habermas’s view, the source of control and criticisms are 

found in the private sphere instead. Privacy emerges at this time as a key principle of 

central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 sphere. According to this, privacy concept of the 

public sphere was woven into the legal structure of the state in Europe and the 

private person acquired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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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a recent study by Beate Roessler in 2005 related privacy with autonomy. 

In her view, autonomy is about the subjective capacity to take a decision plus follow 

it through; and the external (social, political or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that make 

such action possible3.  She suggested that privacy;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control 

over access to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elf; is in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 namely 

decisional, informational and local privacy. It is essential to have the state's 

protection of the private sphere to provide an external condition that promotes 

autonomy in decision making, access of information and preventing physical 

intrusion.  She further elaborated privacy protection enables a person to construct 

his or her own identity and ward off the manipulation of desire.   

In their views, privacy is associated with individual autonomy instead of just 

protect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sharing publicly without a previous consent. 

Privacy is a concept apart from “right to be let alone” (Warren & Brandeis, 1890)4,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 protection also enables a person to construct his/ her own 

identity by preventing the manipulation of desire.   

 

Emergency of data economy in Information Society 

Economy of Hong Kong shifts away from manufacturing to service industry since the 

80s. GDP contributed by industrial production decreased from 22.8% in 1980 to 

16.7% ten years later. While the share from service industries increased from 68.3% 

to 75.4% in the same period according the figures from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n Hong Kong5.   

As suggested by Manuel Castells, in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creation, distribution, 

use, integr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become one of the significant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6. In view of this, Hong Kong has also 

changed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to information society. Citizens are becoming highly 

technology mediated in their daily lives.  Nowadays, we are relying on technologies 

such as Octopus card, credit cards or access card for transportation, settling 

137



 
payments, accessing premise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like ubiquitous Wi-Fi/ 

3G connection to get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world anytime anywhere; 

interacting with various web platforms or applications to complete banking 

transactions or passport application and involve in a political discussion or pictures 

sharing online.  Citizens actively engage with systems and generate a vast amount of 

person-specific data upon every interaction or dialogue with technologies in both 

their public or private sphere. Besides, the distribution, use, integr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data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bodies 

nowaday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bodies are motivated to gather personal data in a new stage 

of capitalist economy called post-fordism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 or service 

design and differentiation. According to Stuart Hall's article “Brave New World”7, 

socio-economic order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changed from mass production to 

flexible accumulati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ost-fordism not only 

associated with the shift of 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through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choices.  Technology innovations enable 

flexible specification of production in small-batch and quick changeover of product 

lines to support the differentiated consumption behaviour. In view of this, collection 

of customer data became useful in personalisation of product and communication to 

different customers. In the late 80s, database marketing emerged as a new 

marketing discipline, with new technologies enabling customer personal data and 

responses to be recorded with the aim of opening up a two-way communication, or 

dialogue, with the individuals. Since then, customer data become a profitable 

business discipline8.  According to Hong Kong Direct Marketing Association (HKDMA) 

in Hong Kong, direct marketing in electronic form riding on database or traditional 

channels is now recognized not just as the fastest growing segment of the marketing 

business, but also the segment that produces the most substantial profits for every 

business from financial services to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9. In 2005, direct 

marketing sales accounted for 10.2% of the total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HLDMA estimated that the size of direct market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is roughly 

a tenth of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relates to direct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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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quitous Surveillance in Information Society 

As proposed by Surveillance Studies Network (SSN) in the United Kingdom,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society is a society which is organised and structured using 

technologies for extensive collection, recording, storage of data for the individuals or 

groups about their activities or movements in public or private spaces and also 

analysis, sorting, categorising and using as a basis for decision-making in private or 

public organisations10. Information society provides the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the 

emergenc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However, without the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together,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may not able to be formed in the society.  As 

discussed previously, public and private bodies in Hong Kong actively collect, record, 

analyze and use of individual data with the purpose of governing, regulating, 

managing or influencing what they do in the future.  Octopus card transactions, 

retail loyalty programmes, website cookies, IP address, GPS, mobile calls, identity 

card scheme and routine health screening are all qualified as surveillance at private 

or public organisations. Besides, the enhanced data mining and profiling technology 

nowadays are able to process massive personal data rapidly, with low cost to provide 

a full description of a person with attribute descriptions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web browsing behaviour, purchase preference, dining habit, demographics 

data like gender, income bracket, schooling levels,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marriage status etc. It is a systematic use of personal data systems in the 

investigation or monitoring of the actions or communications. In Roger Clarke's view, 

such activities are regarded as data surveillance at individual level11.  In this sense, 

technologies assist the formation of surveillance society in Hong Kong in the era of 

post-fordism. Data collection at individual level is justified in the name of providing 

personalis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Data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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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ew of this, individuals have to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below to personal 

priv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under neo-liberal rules12. 

• Enormous amount of data 

Interactive nature of internet generates vast amount of person-specific information 

as every interaction or dialogue; such as simply a click on a button; between a user 

and a system will be captured. All these leave traces can create challenges in data 

handling 

• Increase difficulties in identify 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  

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 is a legal concept to define “Personal Data”. In 

Hong Kong, only data that can be classified as “personal data” will be protected by 

law. Nowadays, PII becomes harder to define and identify as the absence of PII does 

not mean that the remaining data does not identify individuals. Some attributes may 

be able to identify an individual on their own. However, some attributes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s with modern re-identification technologies are also able to 

identify an individual. Cookies and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 (IP Address) are some 

of the examples of possible hidden PII nowadays.  

• Extensive cross-border data movement  

Data travel silently across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nowadays.  It is also common for 

private corporations to gather data in one place, store and analyze data at the other 

country.  It is harder to identify and regulate non-compliance cases.   

• Privatised and decentralised data storage  

it is also to point out that data storage become privatized and decentralised with the 

pro-market and pro-privatisation strategy in neo-liberal economic order in Hong 

Kong. In the past, data storage was relatively centralised in government bodies. 

However, privatization has been increased after 1997 as suggested by Yun Chung 

CHEN, Ngai PUN in Neoliber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Hong Kong after th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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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Crisis in 200713, a number of public utilities such as MTR and public housing 

assets Links Management etc. have been privatized in the last decade.  Massive 

amount of personal data is now sitting in a decentralised way at different private 

organisations at different part of the world.  That increases the difficulties in data 

storage management. 

• High processing power but affordable technologies 

Finally, surveillance becomes ubiquitous with the increase of processing power 

technologies available and affordable in the market.   

 

Effectiveness of privacy protection in a technology-mediated society 

International & Local Privacy Legislation  

Before jumping into the case, it is to briefly introduce the right to privacy and the 

related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legislations.  

• International Privacy Laws 

Right to privacy originally cover physical property protection of an individual only. 

Later, the right incorporated in the legal systems broadened as a civil liberty to 

safeguarding the privacy of individuals as what Brandeis's suggested “right to be let 

alone” in 189014.  Nowadays, the term right to privacy refers to both tangible 

properties and intangible aspects such as feeling and intellect. 

Privacy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recognised in the UN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1945,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in 1976.   

In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rticle 12 states15: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family, 

home or correspondence, nor to attacks upon his honor and 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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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or attacks. 

 

In ICCPR, Article 17 states16: 

1.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or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family, home or correspondence, nor to unlawful attacks on his 

honour and reputation. 

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or attacks. 

 

This section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vacy protection 

from civi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although some scholars such as Habermas have 

reframed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as basic guarantors of individual autonomy.  On 

the other hand, this view has been constantly opposed by some other scholars or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as this view is seen to conflict with the notions of 

personal autonomy and freedom by taking away a person’s property with no 

consent.  This gives us a wider perspective in considering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autonomy. This also reminds us that any state actions to protect the autonomy of 

some will inevitably impact the autonomy of others.   

Interest in the right to privacy increased since 1970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urope. The surveillance power of computer systems 

prompted demands for specific regulations governing collection, handling and use of 

personal data. The first data protection law in the world was enacted in Hesse in 

Germany in 1970s17.  

• Hong Kong Privac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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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AR has signed and ratified ICCPR since 1991 with the passage's of the 

Hong Kong Bills of Rights. The right to privacy is protected by Article 3018 of the Basic 

Law and Article 14 of the Bill of Rights19 in Hong Kong. Howev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only signed ICCPR in 1998 but not yet ratified. In Basic Law of Hong Kong 

SAR, article 30 states: 

The freedom and privacy of communication of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No department or individual may, on any grounds, infringe 

upon the freedom and privacy of communication of residents except tha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may inspect communic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legal 

procedures to meet the needs of public security or of investigation into 

criminal offences. 

In Bills of Rights of Hong Kong, article 14 states: 

Protection of privacy, family, home, correspondence, honour and reputation 

(1)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or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family, home or correspondence, nor to unlawful attacks on his 

honour and reputation. 

(2)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or attacks.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i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legislation controls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ed and held by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bodies and applies to automated and non-automated data. The 

regulatory model adopted by Hong Kong is through a public official known as 

Commissioner who is responsible to monitor compliance with the laws and conduct 

investigation, public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iaison in data protection and data 

transfer.  

The ordinance specifies six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s below which must be adhered 

to when dealing with person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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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1: purpose and manner of collection of personal data 

Principle 2: accuracy and duration of retention of personal data 

Principle 3: use of personal data 

Principle 4: security of personal data 

Principle 5:  information to be generally available 

Principle 6: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Privacy in Hong Kong - Yahoo! Shitao Case Study  

A case study approach was chosen to review and discu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ivacy laws in Hong Kong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udy.  Yahoo! Shitao case in 2005 

was selected to be scrutinized in this paper as this case touches on a number of 

controversial privacy issues uniquely to this digital era such as definition of “personal 

data” in digital realm and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etc.  The section is to discuss 

and unfold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posed to privacy protection and the 

ambiguity of the local legal legislations under th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20 in Hong Kong and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Ordinance21 are the 2 legislations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  The key focuses of this section will focus on the areas below:  

 

1. Definition of personally-identifiable data  

2. Prescribed Consent for new purpose of data usage 

3. Extra-territorial Law enforcement 

4. E-mail Surveillance in the name of crime detection 

 

 

• Case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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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rporations founded in the digital era providing 

extensive services internationally riding on a virtual online platform crossing 

terrestrial and national borders.  Yahoo! HK is a subsidiary of Yahoo!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providing services to the people both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at the time the case concern below. The case22 is about an appellant appeal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Appeal Board, contending the commissioner erred in law in 

concluding that Yahoo! Hong Kong has not violated the Ordinance in furnishing 

account holder information to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In 2005, a journalist called Shitao employed by Hunan’s Contemporary Business 

News in Mainland China, was convicted of the crime of illegally providing state 

secrets to foreign entities out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and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mprisonment. The “state secret” document was sent out 

from Communist Party authorities in Apr 2004 recommending media members not 

to report on the upcoming fifteen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th Tiananmen 

Incident" and also media to correctly direct public opinion and not to release any 

opinion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central policies. Tiananmen Incident on June 4th 

1989 were a student-led demonstrations in Beijing in 1989 received broad support 

from city residents. The protests were forcibly suppressed by leaders who ordered 

the military to enforce martial law.  The crackdown that initiated on June 3 to 4 

became known as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 journalist used his personal 

Yahoo! email account (huoyan-1989@yahoo.com.cn) in his office to send an 

anonymous post attached with the document to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Asia 

Democracy Foundation” located in New York, USA and editor-in-chief of the foreign 

web site “Democracy Forum” and the electronic publication “Democracy News.” 

afterwards. 

 

In the Verdict from the China court, it stated that Yahoo! Beijing office had provided 

the State Security Bureau of Mainland China (SSB)’s user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including business address and contact number, Internet Protocol (IP) address, log-in 

information such as time and date and certain email contents. As Yahoo! China 

website is owned by Yahoo! Hong Kong at the material time. Privacy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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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ersonal Data Hong Kong received complaints and carried out investigation. After 

hearing, Members of Administrative Appeal Board held unanimously and confirmed 

to dismiss the appeal on November 2007. The conclus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argument that the IP address of an internet account holder was not constituted as 

personal data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Cap 486). 

 

 

• Definition of Personally-identifiable data?   

 

Although the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Yahoo! HK had undoubtedly led to the 

revelation of the journalist's identity, and assist the China Authorities to identify the 

individual. However, these information were not constituted as “Personal Data”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finition in the Ordinance as stated above. If data is not 

regard as personal data, it is by no means caught by the law.  The definition of the 

“Personal Data” is the key piece of law to refer to here.   

 

In section 2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states that "personal data" 

means any data 

(a) rela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a living individual; 

(b) from which it is practicable for the identity of the individual to b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scertained; and  

(c) in a form in which access to or processing of the data is practicable 

 

According to the arguments by the Commissioner, an IP address on its own is not a 

personal data because it refers to a computer but not an individual. It cannot reveal 

the exact lo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Even, IP address combined with the user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business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provided by 

Yahoo!, it is also not constituted as a personal data since the Commissioner argued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how the user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are real or belong to a 

living individual as no verification has been made before by the company. As a result, 

it is believed by the Commissioner tha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Yahoo! IP 

address and user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only disclosed that the email was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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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 computer located at the address of a business entity, and the date and time 

of the transaction. Without additional evidence such as CCTV, it would not be 

reasonably practicable to ascertain it was the appellant who used the computer 

identified by the IP address to send out the relevant email at the material time.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to define PII (or “Personal Data” mentioned in this c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vacy protection, new thinking that should be injected in 

the legal framework.  Instead of just discussing whether the data provided by Yahoo! 

is practicable to identify an individual or not after sharing the inform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look into the issue from an opposite view.  We should ask whether 

Yahoo! is able to differentiate and confirm if the data is going to be shared is 

definitely not practicable to ascertain any individual before they use. It is doubted if 

the company is able to make an accurate assessment in dealing with the data like IP 

address.  If not, It is to argue the data such as IP Addres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definition of “Personal data” by default to eliminate the ambiguity in evaluation and 

protect the data owners from violation of the Ordinance.  It is also a measure to 

provide a better protection to the data subjects as well. Here below is to further 

explain the argument in details.   

 

Although IP address on its own is not practicable to identify an individual.  However, 

when it combines with ot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it is in many ways possible.  

According to an advice provided by an independent EU advisory body called the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in 201023, it propose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identify an individual by linking the IP address with other personal information; 

especiall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modern and powerful technologie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mining nowadays. Besides, on 25 January 2012,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unveiled a draft legislative package to establish a unified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24; in which explicitly pointed out that any IP address should be 

treated as personal data.  

 

In Yahoo! Shitao case above, there was no such discussion raised in the court or 

among media during and after the hearing.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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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law makers should have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data which may 

incur ambiguity in law compliance.  Legislations are required to address these 

ambiguities in order to protect privacy of the data subject and also prevent the 

corporations from violating the law with uncertainty. 

 

 

• Prescribed Consent for new purpose of data usage  

 

This section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 prescribed consent on the new purposes of data 

usage (not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purpose upon collection) in a form of Terms 

of Service (TOS) upon service subscription suggested by Yahoo! Hong Kong is not 

effective enough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the data subject. This acceptance of TOS 

as a prescribed consent solution actually creates uncertainty to data subjects and 

also legitimizes monitoring activities and intrusion of individual autonomy.  

 

In the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 3 of the Ordinance, it clearly states that unless 

having a prescribed consent with the data subject, personal data shall only be used 

for a purpose consistent with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collection.  Prescribed consent 

can be understood as expressing consent given voluntarily. 

In the Yahoo! Shitao case, the prescribed consent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Appeal Board to dismiss the appeal as it argued that the prescribed consent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TOS which stated that Yahoo! China might preserve and 

disclose a user’s account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if required to do so by the local 

law.  

As the appellant was accepted TOS upon subscription of the Yahoo! email service, 

the Appeal Broad then agreed that appellant has given consent voluntarily to Yahoo! 

China to share his personal information to the local authority if required by the local 

law. 

 

However, it is to suggest that although the information was included in the TOS, it 

still should not be regard as a prescribed consent blindly without reviewing the 

presentation or delivery of those information to the data subject. Font size,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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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of writing employed and amount of information included in the TOS can affect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Although we cannot go back to the 

time when the appellant subscribed the Yahoo! Service to study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TOS, it is to point out the common problems of TOS delivery by reviewing 

the online subscription flow of the Yahoo! HK mail nowadays25.  Having reviewed the 

existing TOS of Yahoo! Hong Kong mail service, it just mentioned Yahoo! HK will not 

share the personal data to third party unless it is requested by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under the section 58 in the ordinance.  It does not mentione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will be shared to the state explicitly.  Such style of writing is not 

easy for the user to understand, and needless to say, to agree to provide consent to 

Yahoo! voluntarily.  Besides, the TOS will updat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Yahoo! will 

only posted in website, and this also create confusion to the data subject, and unfair 

to imply that they have provided a prescribed consent to the amendments. 

 

• Extra-territorial Law enforcement 

 

The case also raised public’s concern on the absence of provisions in the Ordinance 

governing extra-territorial data protection.  Section 3326 in the Ordinance regarding 

“prohibition against transfer of personal data to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except in 

specified circumstances” was enacted in 1995 but has not put into operation until 

now, even after the latest amendments in 2012. Although this is no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ismissal of the appeal but it clearly creates a loophole in data prote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t is not uncommon that a company collect customer’s information in Kong Kong, 

with database server located in country B and data processing taken place in country 

C, and set up call centre services located in country D nowadays in globalisation and 

in neo-liberal economic order.  A lot of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ies such as PCCW, 

they operate telecommunication business in Hong Kong, and set up call centers in 

southern China providing service to customer in Hong Kong.  With the section 33 put 

in operation, it controls personal data transfer outside Hong Kong except com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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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requirements below.  Data subjects can at least enjoy the minimal privacy 

protection with section 33. 

 

− Where the Commissioner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re is 

in force in a place outside Hong Kong any law which is substantially similar to, 

or serves the same purposes as, this Ordinance, he may,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specify that plac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ection 

− the user has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re is in force in that 

place any law which is substantially similar to, or serves the same purposes as, 

this Ordinance; 

− the data subject has consented in writing to the transfer; 

 

Data protection law nowadays cannot design only under the imagination of national 

border.  It should also address the frequent trans-border data movement for better 

data and privacy protection for the citizens.  

 

 

• E-mail Surveillance in the name of Crime Detection  

 

When reviewing the Yahoo! Shitao case above, a question that has to be raised: 

whether China authority has consistently monitored e-mail contents of their citizens 

in Mainland China?  If not, why the authority will request Yahoo! China to provide 

the specific account holder’s information to them? Although the case happened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worth to ask if Hong Kong people, as China citizens in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enjoy enough protection from e-mail surveillance with 

the Basic Law Section 30 and Bills of right Section 14?  In this part, it is to discuss the 

effectiveness of laws in against HK government from exercising e-mail surveillance to 

the citizens.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 and Surveillance Ordinance (ICSO) was passed 

in 2006 in Hong Kong.  The direction of this ordinance is to balance the nee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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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curity or crime investigation, and freedoms and rights. Before 2006, 

communication interception or covert surveillance carried out by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had been largely unchecked. The Ordinance provides the basic protection by 

specifying the adequate purposes, authorization procedures required and the 

departments allowed for carrying out communication interception or covert 

surveillance.  Only 4 departments namely Hong Kong Police Forc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and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re allowed to carry out communication interception or 

covert surveillance if with prescribed authoriz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reventing or 

detecting serious crime or protecting public security.   

 

The number of cases on communication interception and covert surveillance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dinance as claimed by the 

Commissione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ommissioner’s annual report in 201027, 

Mr Justice Woo Kwok-hing stated that “the commission exists in name only” as the 

punishments were too soft even for some serious non-compliance cases which 

cannot create a deterrent effect to the parties involved.  Besides, the goal keeping 

practice is also not effective enough as the Commissioner has no power to listen to 

audio intercept in investigating the potential non-compliance. In the annual report 

200828, he also criticized that some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were dishonest and 

unwilling to cooperate, behaved in an arrogant and disobeyed orders by deleting 

relevant recordings of covert surveillance.  The departments involved have not 

responded to the accusations made by the Commissioner after the report issued.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has expressed that they will consider the Commissioner’s 

suggestions to study the possibilities to increase the Commissioner’s power in case 

investigation, but there is no further follow up from the government after that.    It 

seems that although there is a law in place to protect us from being monitored, but 

it is not effectively enforced.  

 

In this section, it is clearly show that privacy laws nowadays are unable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that posed in information age in privacy protection especiall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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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that we have highlighted through studying the Yahoo! Shitao case.  Although,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in Hong Kong has been updated in 2012, the 

issue of IP address and extra-territorial law enforcement discussed above that still 

have not been addressed.  It is to point out that the ambiguity of legal legislation 

actually authorizes and legalise surveillance practices in th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unveiled a draft legislative package to establish 

a unified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 on January 2012 which show determine to 

face and address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privacy protection nowadays. 

 

Governmentality of technologies & Surveillanc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and surveillance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aims to examine privacy intrusion and surveillance by 

introducing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Michel Foucault’s concept of 

governmentality is employed as a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from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information age nowadays. It is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account on technologies and surveillance, and normalisation of 

surveillance under a neo-liberal framework so as to cover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privacy in Hong Kong.  

Governmentality is a concept first developed by Michel Foucault in the 70s.  In hi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he defines governmentality as the "art of 

government" in a wide sense. This suggested “government” is not only limited to 

state politics, but also includes a wide range of control techniques or technologies 

applied to a wide variety of objects, which is particularly linked to the concept of 

self-control and power-knowledge29.   

According to Michell Dean’s words, "Governmentality: How we think about 

governing others and ourselves in a wide variety of contexts..."30 (Mitchell Dean, 

1999). This raises an interesting point that those who are governed may not 

understand the unnaturalness of both the way they live and may also take this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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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ife for granted.  Thus, to analyze government, apart from looking into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is to analyse the mechanisms that try to shape, sculpt, mobilise and work 

through the choices, desires, aspirations, needs, wants and lifestyles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 New form of surveill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 Panopticon  

Panopticon was a prison building designed in the 18th Century by a philosopher 

called Jeremy Bentham.  In this design &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ll the “cells” 

were built around a tall central tower; which facilitates a total surveillance with very 

little cost in terms of money or manpower as anyone standing at the top of the 

tower is able to see all the cells outside the windows.  As Foucault pointed out in 

Discipline & Punish31, Panopticon enforced discipline not by constant presence of a 

guard but by the simple fact that prisoners know that they may be observed at any 

moment. The prisoners exercised self-control finally. The surveillance becomes 

“permanent in effects, even if it is discontinuous in its action…” (G Sewell, B 

Wilkinson 1992) 32 

• Migrated the Panopticon concept to modern surveillance society 

As Foucault suggested, the 18th century prison system was migrated into the 

modern surveillance for social control of the population.  The exercise of power is 

dispersed rather than centralised in one authority and achieves effective control by 

using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Other than top down control, we also police our 

own behaviour due to external “gazing” by others or even without intervention from 

outside.  

According to Mitchell Dean’s, he connects "technologies of power"33 to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ality to explain the self-governing behaviour of individual in a 

surveillance society.  Technology of power is those "technologies imbued with 

aspirations for the shaping of conduct in the hope of producing certain desired 

effects and averting certain undesired ones" (Rose, 1999)34.  Foucault defined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s techniques that allow individuals to exercise on thei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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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ies, minds, souls, and lifestyle, so as to attain a certain state of happiness, and 

quality of life35. Such continuous self-monitoring activities inside a body with an 

objective to shape citizens’ behaviour are actually a kind of self-surveillance in 

modern state.   

Another concept of self-governing is gazing that proposed by Foucault. In his 

Discipline & Punish, gaze is to illustrate a particular dynamic in power relations and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In his Discipline & Punish, gaze is one of the concepts to 

explain self-regulation under systems of surveillance as suggested in Panopticon. 

This refers to how people modify their behaviour under the belief that they are 

constantly being watched even if they cannot directly see who or what is watching 

them. This possible surveillance, whether real or unreal, continuous or interrupted, 

has self-regulating effects.  CCTV is a good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gazing effect.  

Surveillance of the public using CCTV is particularly common in many area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a video tracking device in public or private areas such as banks, 

casinos, airports,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for crime detection, property protection etc.  

People police their own behaviour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front of CCTVs with a 

brief that they are constantly being gazed even though it is off.  

As Foucault suggested, statistic is a kind of technology that the state employed to 

gather citizens’ information to build a database and exert control in a way to 

reinforce gaze, surveillance and nomination36. We actually internalize the rules that 

limit our conduc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s in the original panopticon building, even 

in absence of direct surveillance, we examine ourselves and monitor our actions for 

any taint of “abnormality”.  In Foucault’s view, a perpetual victory avoiding physical 

confrontation is decided in advanced. 

•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in informational society in the 21 Century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new technologies enable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under neo-liberal capitalism as discussed in the beginning.  Surveillance 

practices expand its scopes in terms of intensity and capacity.  Data surveillance 

emerged as a new form of surveillance practice; which further escalates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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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to the individuals in the society.  William Staples suggested “It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o simply gaze at the body – or train it in hopes of 

rendering it docile – rather, we must surveil its inner evidence and secrets” (Shelley 

Feldman, 2011)37.  This opens a new dimension in social control shifting surveillance 

society by simply gazing to ubiquitous surveillances monitoring inner secrets of the 

population.  

Data surveillance can monitor individual’s secrets by actively collecting personal data, 

analysing and mining to develop a profile for each individual.  The profile is possible 

to describe a person demographically such as age, sex, occupation, income range, 

education level etc. Besides, it can also describe your taste, habit, work and leisure 

schedule by analysing shopping or dining transactions, frequently visit locations 

( such as Octopus or Mobile GPRS) etc.  The most powerful of data mining 

technologies is to understand individual’s psychological state or secrets by running 

semantic analysis on posts tweeted or posted at social media sites, by understanding 

the web surfing behaviour through studying cookies stored in your computer.   These 

data may be stored at different companies, but it is possible to map those separately 

stored information by a unique identifier such as HKID, e-mail address etc. to enrich 

into 1 profile.  With such a powerful profile, public or private body are able to 

manipulate individual’s behaviour and thinking precisely,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From the discussion abo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form 18th to 21st 

century, technologies are actually underpinned by mentality of government that 

seeks to shape our behavior and mind and to transform a citizen into an individual 

that fit political objectives.  Nowaday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part from top down 

power and gaze, new technologies enable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can shape our 

behaviour and mind through monitoring individual’s secrets by actively collecting 

personal data, analysing and mining to develop a profile for each individual. 

 

Normalisation of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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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Shelley Feldman’s Surveillance and Securitization38 – the new politic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is operated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Normalisation of surveillance practices was enforced by multiple actors in different 

fields from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One of the common discourses of surveillance is 

security which is operated by manipulating fear in areas of death, loss of property, 

job security and reputation etc.  This becomes even more obvious after 911 Incident 

as fear of death is invocated.  This makes strengthen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justified in the name of public security.  On the other hand, in Feldman’s view, under 

the neo-liberal rule of promoting privatisation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but 

retreating from social welfare, “fear is normalised in ways that make opposition 

difficult.  (Shelley Feldman, 2012)”.    

 

Conclusion 

Under the rapid grow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since the 80s such as internet and 

e-mail communication under a neo-liberal economic order, people in Hong Kong 

nowadays become highly technology-mediated in their daily lives across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clud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is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privacy protection as vast amount of personal data are being 

generated by the individuals in every interactions with technologies and being 

collected by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with political or economic motivation.  

However, Facebook founder, Mark Zuckerberg, claimed “privacy is dead” and 

described it as an obsolete social norm in this context.  To respond to Mark’s claim, 

this paper reinstated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 protection by associating privacy 

with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Apart from 

protecting personal data from sharing publicly without consent or “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 (Warren & Brandeis, 1890)39, In Jurgen Habermas and Beate Roessler’s view, 

the importance of privacy protection also enables a person to construct his or her 

own identity by preventing the manipulation of desire.  To protect individual’s 

autonomy, the significance of privacy should be reinstated and reiterated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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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crutinizing the Yahoo! Shitao case, it clearly showed that privacy laws 

nowadays in Hong Kong are unable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on privacy 

protection in a technology-mediated society. Definition of “Personal Data”, cross-

border data movement and privacy protection on covert surveillance or 

communication interception by the government are some of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that are unable to be handled in the current laws as reflected in this case.  The 

ambiguity of legal legislation actually authorizes and legalise surveillance practices in 

the society.  

Surveillance becomes decentralised and ubiquitou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in neo-liberal economic order.  To examine privacy 

intrusion and surveillance from a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 by using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suggested by 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are actually 

underpinned by mentality of government that seeks to shape our behavior and mind 

and to transform a citizen into an individual that fit political objectives. Surveillance 

nowadays is not only riding on a top down power or gaze, it is actually through 

surveilling individuals’ inner secret to attain higher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control and manipulate autonomy.  According to Shelley Feldman, the 

normalisation of ubiquitous surveillance is operated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In her 

view, under the neo-liberal rule of promoting privatisation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but retreating from social welfare, “fear is normalised in ways that 

make opposition difficult. Perhaps, surveillance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is a part of 

the political project to legitimate the suspension of law and right in privacy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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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本土性」和「本土論述」 

馬國明 

 

近日有關「本土」或「本土派」立場

的討論，沸沸揚揚。借用英語的講法，

這次討論暫時只產生熱能，卻沒有光

（The discussions generate heat but not 

light）。香港的殖民統治既結束（起碼

在名義上），「本土」是一個十分嚴肅

的概念，因為廣義的殖民是指外來事

物凌駕於「本土」的事物。已離開香

港多年的香港大學榮休教授 Ackbar 

Abbas 在他那部出版於一九七七年的

著作 Hong Kong: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更提出慎防「本土的誘

惑」（The temptation of the local）。他說：

“The local is not easily localized.”又說：

“What I am suggesting is that the local is 

already a translation.”（p.12）他的意思

是「本土」並不容易「本土化」，所謂

「本土」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他

這番話是基於他認為有別於印度、南

非或南美洲等前殖民地，香港的「本

土性」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之前的歷

史。他指出：“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erms that are relevant to what it has 

become today, has effectively been a 

history of colonialism.”（p.2）Abbas 當

然知道甚至參觀了李鄭屋村的東漢古

墓，他亦知道唐朝時曾在屯門駐軍，

又或者官塘的名稱來自它曾是官方營

運的鹽田；但正如香港歷史博物館裏

的常設展覽說的「香港故事」，香港由

漁村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個

灰姑娘的故事顯然是在英國人面上貼

金。問題是中國收回香港之後的「香

港故事」依然是這個灰姑娘的故事，

北京的老爺們顯然樂於見到香港繼續

是個被後母欺凌的灰姑娘。Abbas 的重

點在於今日人們熟悉的香港，尤其是

一個「中環價值」凌駕一切的香港是

英國殖民統治形成的，不是東漢古墓、

屯門駐軍或官塘的鹽田做成的。他的

見解早在十六年前提出，對任何「本

土論述」而言是一項嚴峻的挑戰。他

提出的是關乎「本土」的論述，在方

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否站得

住！不過到目前為止，各種「本土」

的論述似乎都未有認真面對 Abbas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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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質疑！ 

 

在各種「本土論述」中，以「香港城

邦論」相關的「本土派」最為矚目，

但「城邦」是古希臘社會的政治形態，

早期的羅馬也是「城邦」；中世紀意大

利北部的商人城市，如威尼斯、佛羅

倫斯、熱那亞等，由於在政治上並不

從屬任何強大的政權，因而亦稱得上

是「城邦」。「城邦」是典型的西方歷

史文化的產物，立足於「香港城邦論」

的本土派似乎應驗了「所謂『本土』

其實是從別處翻譯得來」的溫馨提示。

事實上，立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

土派十分重視的「粵語」和「繁體字」

恰好由於英國殖民統治，才不曾被「胡

語」污染了的「普通話」（其實是「官

話」）和自一九四九年後在中國大陸全

面推行的「殘體字」侵蝕。「粵語」和

「繁體字」這兩個例子正好說明「本

土」不容易「本土化」，然則「本土論

述」是否註定失敗？由於有關的討論

經常演變為意氣之爭，令人忽視「本

土論述」和「香港高度自治」的緊密

關係。即使在學術的層次上不同意立

足於「香港城邦論」的「本土派」，但

後者清楚指出「本土論述」和「香港

高度自治」的緊密關係；這點恰好是

聲稱爭取「民主」的香港泛民主派多

年來忽視的。 

 

「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早在一九九

七年前的中英談判期間提出，但一直

只屬北京的大老爺「說了算」的層次。

建基於這種基礎的「高度自治」有如

海市蜃樓，由不會也不願說粵語的中

聯辦官員一手策劃的特首選舉最能說

明香港的「高度自治」有多麼高。經

過一場所謂「有競爭」的特首選舉之

後，「本土論述」早已自行從象牙塔跳

到地上。但跳出象牙塔不等如毋須理

會嚴謹的學術探討，Abbas設下的難題

必須解答了，「本土論述」才不至再一

次變成海市蜃樓。有趣的是Abbas曾直

接提及「粵語」和「本土」的關係，

他說：“The ‘local’ in Hong Kong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adopting Cantonese, 

the local dialect, instead of English,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the colonialist mentality 

can find expression in Cantonese just as 

well as in English.”（pp11-12）他認為

以粵語取代英語不表示「本土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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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之前，立法會的辯論以英語進行，

九七之後改用粵語，但只要有一群以

北京的大老爺馬首是瞻的議員順利或

自動當選，「本土」之說也無從談起。

雖然如此，語言是建立「本土論述」

的基石，現代的語言研究指出，語言

絕對不是一套表達某種思想的工具，

相反人們必須在語言裏思考，語言有

如空氣，人根本生活在語言裏。由於

這個原因，每當生活出現重大轉變時，

語言往往最深刻地表達了當中的轉變，

白話文取代八股文便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新的詞彙和名稱更是社會轉變的

重要指標，名稱在語言的體系裏十分

重要，因為逃避納粹黨逼害而自殺身

亡的德國猶太裔思想家班雅認為名稱

最能表達事物的真諦，並且把事物的

本質和紛紜的現象清楚區分。他更指

出名稱壓根兒是一種存有的狀態（state 

of being）。
1
市建局無視灣仔利東街的居

民反對，執意清拆滿載香港街道特色

的「囍帖街」（利東街的別名），並曾

揚言要打造一條提供「嫁娶」一站式

服務的「嫁娶街」。若干年後，市建局

                                                      
1 參看 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London, Verso, 1977. P. 36. 

的重建大計「大功告成」，並把整個重

建項目命名為「囍歡里」。消息公佈後，

立即在網上被網民「鬧爆」，並且招至

各式各樣的揶揄。名稱有別於記號，

名稱是一種存有的狀態，利東街原是

「囍帖街」，後者正好是一種存有狀態。

重建後的利東街面目全非，普羅市民

對這處曾滿載香港街道特色的地方一

無所知時，有關方面卻急不及待冠上

「囍歡里」這樣一個強逼市民大眾拍

掌叫好的名稱，當然惹來強大的反彈

和反感。跟「囍帖街」相比，「囍歡里」

固然缺乏前者的平實，更予人「假大

空」的感覺。更嚴重的是「囍歡里」

無非是重建計劃的主事者矯揉造作博

取市民大眾讚賞的名字，而「囍帖街」

則 來 自 班 雅 明 所 說 的 初 始 感 觀

（primary perception），他認為這種初始

感觀的特色在於詞彙擁有其作為名字

的高貴，絲毫不曾受到任何刻意安排

的損害（“Words possess their own 

nobility as names, unimpired by cognitive 

meaning”）
2
班雅明對名字或名稱的見

解有助解決有關「西九文化區」即將

落成的「戲曲中心」的英文翻譯的爭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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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目前的爭議在於應以漢語拼音，

把「戲曲中心」譯作Xiqu Center，還是

把戲曲譯作Chinese Opera。反對按漢語

拼音翻譯的人士揶揄戲曲的漢語拼音

跟「私處」相同，實在貽笑大方；反

對者更以此說明中國大陸推行的「普

通話」，音調貧乏，做成大量同音字。

支持漢語拼音翻譯「戲曲中心」的人

士則指出中國的戲曲有別於西方的歌

劇，因為中國戲曲包含雜耍的元素，

亦有不少插科打諢的情節，這些均是

西方歌劇所沒有的。雙方各持己見之

下，情形似是膠著。不過爭議的雙方

均忽略了一個十分基本的問題──為

甚麼須要英文譯名？巴黎著名的歌劇

團（L’Opera de Paris）每年演出高達

三百八十場歌劇、芭蕾舞或音樂會，

演出的場地遍佈巴黎，觀眾人數高達

八十萬人。不過所有演出場地都只有

法文名稱，沒有翻譯成其他文字。其

實一所永久的，並且必定向公眾開放

的「戲曲中心」，在中國戲曲發展裏，

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絕對是嶄新的

事物。戲曲形成於元、明之間，相對

於詩、詞、歌、賦，戲曲有如話本小

說，是較晚出現的事物。戲曲的發展

還有一重要的特點，有「東方莎士比

亞」之稱的湯顯祖，有感官場黑暗，

辭官還鄉後潛心創作《牡丹亭》，並改

建自己居所的一部份為上演戲曲的戲

棚。湯顯祖是中國戲曲發展的一名重

要人物，但連同《牡丹亭》，他總共才

創作了三部作品；更須要指出的是湯

顯祖有生之年，能觀賞他的作品的，

僅限於他家鄉的鄉親。《紅樓夢》這部

清朝的作品，清楚無誤地說明當時戲

曲不過是官宦人家喜慶時，在自家裏

上演的助慶節目而已。據說洪昇的《長

生殿》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

父曹寅家裏演出三日三夜，洪昇本人

則飲得酩酊大醉。即使是「國際金融

中心」的香港，曾上演粵劇的「利舞

臺」亦冠上香港望族的姓氏。在最初

的數百年裏，中國戲曲不過是官宦人

家喜慶時上演的助慶節目，觀眾層面

狹窄，題材亦因而狹窄，幾乎是千篇

一律「才子佳人」的故事。更重要的

是，由於戲曲的觀眾不是廣大的民眾，

而是個別地方的官宦人家，因此，中

國戲曲充滿濃厚的地方色彩。相反，

西方的歌劇原是以意大利話演出，自

從莫札特打破常規，以德語創作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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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意大利語便不再壟斷歌劇創作。

不過語言雖不盡相同，但對音樂的要

求卻一樣。每個歌劇團必定有專用的

管絃樂團，而且西方的歌劇由作曲家

創作樂曲，再交專人填詞；與中國戲

曲那樣，只是為舊曲譜上新詞絕然不

同。 

 

總而言之，戲曲確實有別於歌劇，但

箇中的差異固然是在於戲曲本身的特

色，但亦不能忽視箇中的差異更是基

於戲曲本身的不足；像一所永久向公

眾開放的「戲曲中心」便絕對是嶄新

的事物。戲曲有別於歌劇，稱之為

Chinese Opera確實不當，但按漢語拼音

的翻譯卻又令人啼笑皆非。既然人家

的Opera不作中文翻譯，為何「戲曲中

心」必須有英文翻譯？答案當然跟「西

九文化區」這個龐大的計劃有關，「戲

曲中心」是整個「西九文化區」最早

落成的項目。「西九文化區」這個龐大

的計劃無非要使香港這世界知名的

「國際金融中心」增添一點文化魅力，

確保香港作為「盛事之都」的地位。

在廿一世紀資本主義體系出現所謂

「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之際，
3
「西

九文化區」這一龐大計劃旨在確保香

港的競爭力，發展文化不過是點綴而

已。「戲曲中心」作為面向「國際社會」

的「西九文化區」最早落成的項目，

當然須要英文這一國際通行的語言翻

譯。換言之，「戲曲中心」這個名稱本

身其實跟「囍歡里」有點同病相憐，

同是擺脫不了主事者的意圖。香港特

區政府的政務司司長是整個「西九文

化區」的總負責人，這位總負責人是

否明白一所永久向公眾開放的「戲曲

中心」在中國戲曲發展的重大意義，

實在無從得知。不過更值得討論的是

名字表達一種存有的狀態（ state of 

being），而這種存有狀態首先是上文所

言，語言有如人們生活的空氣，語言

絕對不是表達某種事物或意念的工具，

語言表達的是語言自己。
4
「戲曲中心」

是「西九文化區」內，一所或一系列

建築物的名字。出現這名字當然首先

經過命名的過程，班雅明指出在語言

                                                      
3 參看拙作《全面都市化社會》，香港，進一步多媒

體有限公司，2007。Pp43-55。 
4 見 Walter Benjamin,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in Walter Benjamin, 
Reflection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8, pp 
31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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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裏，命名的唯一目的和最深刻

的意義在於說明語言最核心的本質

（“Naming, in the realm of language, 

has as its sole purpose and its 

incomparably high meaning that it is the 

innermost nature of language itself.”）
5
班

雅明又強調命名的真諦在於除了名字

本身以外，便再沒有任何事物。他認

為命名就是語言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

（“Naming is that by which nothing 

beyond it is communicated, and in which 

language itself communicates itself 

absolutely.”）。
6
在語言的領域裏，「戲

曲中心」除了表達語言自己之外，絲

毫沒有表達任何事物。當然「西九文

化區」的主事者把首個落成的項目命

名為「戲曲中心」，其意圖無非是要展

現廣闊的「文化視野」，要打造香港成

為全中國戲曲的中心。問題是名字本

身表達的就只是語言自己，「戲曲中心」

的命名跟「囍歡里」如出一轍，主事

者的意圖昭然若揭。中國戲曲既富於

地方色彩，在理念上根本不可能有甚

麼「戲曲中心」。雖然香港在上世紀五、

                                                      
5 同上, p. 318. 
6 同上. 

六十年代之際曾是不折不扣的「粵劇

中心」，但「粵劇」不過是中國戲曲的

一種；即使香港仍稱得上是「粵劇中

心」，也不可能是「戲曲中心」。「西九

文化區」首個落成的項目卻名為「戲

曲中心」，而不是野心少得多，但貼近

香港實際情況的「粵劇中心」。由於整

個「西九文化區」計劃是一野心勃勃

的計劃，首個落成的項目更無論如何

要有英文譯名。班雅明在〈翻譯者的

任務〉一文裏劈頭第一段便指出：沒

有一首詩是專門為讀者而寫，沒有一

幅畫是專門為觀畫者而畫，沒有一首

交響曲是專門為聽眾而作。他接著指

出翻譯也不是為了不懂原文的人而

做。
7
可是「西九文化區」首個落成的

項目必須有英文翻譯，原因顯然是為

了不懂中文的人，當前有關英文譯名

的爭議卻把為甚麼要翻譯的問題掩蓋

了。 

 

無論從理念上或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

發，香港頂多只能成為「粵劇中心」，

不可能成為「戲曲中心」。後者和「囍

                                                      
7 Walter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Schochen Books, 1969, pp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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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里」無甚分別，不過是主事者好大

喜功的表現。「戲曲中心」和「囍歡里」

這兩個事例又正好說明，在缺乏香港

「本土性」的理解之下，歷史博物館

裏的「香港故事」常設展覽說的那個

灰姑娘的故事深深篏入市民大眾以至

政府官員的腦海裏。灰姑娘要擺脫後

母的欺凌，唯一的方法是穿上玻璃鞋，

坐上南瓜變成的馬車出席舞會，與王

子邂逅。在缺乏香港「本土性」的理

解下，無論是政府的施政，以至公民

社會的抗爭或充權行動都往往事半功

倍，甚至失諸交臂。像當前關於「戲

曲中心」的英文翻譯的爭議便完全是

庸人自擾，香港目前安排粵劇演出已

是捉襟見肘，安排其他地方的戲曲上

演更必須倚賴中國大陸的協助。這些

充滿中國各地地方色彩的戲曲或許會

吸引個別追求異國風情的西方遊客專

誠欣賞，但對粵劇也無甚興趣的香港

年青新一代會有多大吸引？答案不言

而喻，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毋須為「戲

曲中心」翻譯，更何況在理念上，「戲

曲中心」的名稱本身已是英文所說的

Misnomer，即錯誤的名字。即使「西九

文化區」的「戲曲中心」落成，香港

也永遠不會成為「戲曲中心」，根本毋

須為一種不會存在的狀態作無謂的英

文翻譯。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Abbas 對探討香港

「本土性」的質疑正好牽涉翻譯，他

認為對香港而言，任何「本土」的事

物都不過從外邊翻譯得來。無論如何

也要把即將落成的「戲曲中心」翻譯

成英文一例，可說是曲線地印證 Abbas

的見解。不過「戲曲中心」的英譯問

題並不是首個生硬地把毋須英譯的事

物，勉強翻譯的事例。從字面意義而

言，「大笪地」不過是一大笪空地而已。

事實上「大笪地」無非是中、上環之

間的一笪空地，根本沒有任何設施。

可是任何一位在香港長大的市民都知

道，這塊沒有任何設施的空地，在上

世紀的一段數十年的光景裏，每天到

了黃昏時就會熱鬧起來；空地上有如

「平地一聲雷」似的，出現賣平價貨

的小販攤擋，亦有販賣各式熟食的攤

擋，更有行走江湖的賣藝人表演身手，

然後販賣能醫百病的膏藥，還有為人

指點迷津的「睇相佬」，總之就是應有

盡有。「大笪地」雖然是英國統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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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出現的事物，但卻絕對不是英國

統治者帶來的。相反，英國統治者根

本不明白「大笪地」奇妙之處。這點

可從「大笪地」的英文譯名得知，「大

笪地」的英文譯名不是意思相近的

“Big Empty Ground”，而是不倫不類

和「生安白做」的“Poor People's Night 

Club”。這個不倫不類的譯名很可能是

當年的政務官撰寫報告，向英國人上

司解釋「大笪地」為何物時想出來的。

這是個不倫不類和「生安白做」的譯

名，因為光顧「大笪地」的不限於窮

人，但更要非議的是「大笪地」根本

不是「夜總會」，後者不會離開酒、色、

財、氣，「大笪地」卻完全不是那回事！

當然這個不倫不類的譯名正好說明殖

民統治的本質，即硬將「夜總會」這

種外來的事物強加在充滿「本土」特

色的「大笪地」之上。更加須要說明

的是「大笪地」這一名字跟英文翻譯

的最大分別在於「大笪地」跟「囍帖

街」的命名如出一轍，同是來自市民

大眾的初始觀感（primary perception）。

上文已指出這種初始感觀的特色在於

詞彙擁有其作為名字的高貴，絲毫不

曾 受 到 任 何 刻 意 安 排 的 損 害 

（“Words possess their own nobility as 

names, unimpired by cognitive meaning.”）

「大笪地」和「囍帖街」這兩個名字

同是完全沒有任何修飾，不似得「囍

歡里」或「戲曲中心」那樣，有關的

主事者處心積慮要博取掌聲或展現宏

大的抱負（結果當然適得其反）。 

  

如果「大笪地」這個出現於英國統治

香港期間的名字只能「生安白做」的

被翻譯為英文，那麼「車仔麵」這一

名字雖然也是出現於英國統治香港期

間，但卻不曾有任何英文翻譯。換言

之，「車仔麵」這種曾經是香港的勞苦

大眾自食其力，在街頭利用一般的手

推車安裝了既可以煮食，又能盛載多

款已煮好的餸菜，供客人選擇的流動

熟食根本不曾被英國殖民統者留意到，

當時的政務官毋須費神翻譯。今日，

雖然起碼在名義上結束殖民統治，但

香港的街頭反而容不下「車仔麵」。不

過當「車仔麵」在街頭消失後，「車仔

麵」卻成為足以媲美「麥當奴」的成

功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現時很

多小本經營的食肆紛紛以「車仔麵」

為店舖的名稱，經營「車仔麵」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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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營權，但凡在香港長大的人，一

看到「車仔麵」這名字便會立即明白

這一家食肆售賣的是甚麼貨式。跟「囍

帖街」或「大笪地」一樣，「車仔麵」

的名字同是在市民大眾的「初始觀感」

中出現的。面對 Abbass 對「本土性」

提出的質疑，或許可以提出一個初步

的回答。香港那個灰姑娘一般的「香

港故事」確是不可能離開英國殖民統

治的歷史，但「大笪地」和「車仔麵」

這兩個事例雖然是英國統治香港時出

現的，但前者的英文翻譯說明英國統

治者根本不能明白箇中的精妙。後者

則沒有英文翻譯，即是說一直在英國

統治者的視線以外。其實英國統治者

不能明白或根本不曾留意的「本土」

事物豈止「大笪地」和「車仔麵」！

英國殖民統治者一直誇耀自己的統治

建基於「共識」（Rule by Consensus），

事實上，英國殖民統治者建立的一套

諮詢架構和程序，今日依然沿用。就

連當年一些甘於為殖民統治者出謀獻

策的人，今日亦被中國大陸收編，成

為「親中」陣營的中堅份子。不過英

國殖民統治者的「共識統治」僅限於

一群少數社會菁英份子，這點表現於

各諮詢組織成員，早已形成近親繁殖

的現象。這種由少數社會菁英份子維

繫的「共識統治」其實早被識破，「高

等華人」這名稱便足以說明。但較「高

等華人」更耐人尋味的是「兵頭花園」

這一位於港島半山，官方名稱是「動

植物公園」的外號。這個外號來自香

港的普羅市民，甚麼時候開始流傳這

一外號則無從稽考。無論如何，把官

方稱為「動植物公園」的地方改稱「兵

頭花園」一方面十分恰當，另一方面

說明香港的市民大眾早已洞悉英國殖

民統治的不公。「兵頭花園」位處港島

半山，跟金鐘的英軍軍營卻只是一街

之隔，軍營裏有駐港英軍三軍總司令

的府隸（Flagstaff House）。九七主權移

交前，軍營改建為今日的「香港公園」，

英軍總司令的府隸則闢作今日的「茶

具博物館」。「兵頭花園」的命名，說

明香港的市民大眾早已洞悉「共識統

治」的假象，一語道破殖民統治的不

公。 

 

「兵頭花園」的命名印證「人民的眼

睛是雪亮的」這句老掉牙的說話，「人

民的眼睛是雪亮」無非是因為人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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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參與生產的空氣裏。語言有如

空氣，命名則是語言毫無保留地表達

自己。「兵頭花園」、「車仔麵」、「大笪

地」等名字全是由香港的市民大眾命

名的。雖然這些名字都是出現於英國

殖民統治香港期間，但這些名字不是

被殖民統治者忽略，就是根本不是殖

民統治者所能理解的。上文已討論了

命名的唯一目的和最深刻的意義在於

說明語言最核心的本質。命名的真諦

在於除了名字本身以外，便再沒有任

何事物。「兵頭花園」這個名字的意義

不在於印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而在於說明即使在殖民統治的情況下，

即使「共識統治」的論調高唱入雲時，

香港的市民大眾不但有自己的想法，

還以命名說出自己的語言，而這套語

言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兵頭花園」、

「大笪地」或「車仔麵」等名字不止

說明香港的市民大眾找到自己的聲音，

聲音無非傳達某種訊息。命名卻是語

言毫無保留地表達自己（“Naming is 

that by which nothing beyond it is 

communicated, and in which language 

itself communicates itself absolutely.”）。

面對 Abbas 的質疑，香港的「本土性」

不能訴諸殖民統治之前的歷史。即使

Abbas 不曾提出他的質疑，只要聽過中

國大陸收回香港時，高呼「正式結束

中國近代史的百年屈辱」，便清晰無誤

地得知，香港的故事不過是中國近代

史裏一件毫不光彩的事。殖民統治之

前的香港歷史不過是另一種「香港淪

陷或淪落史」而已，根本不可能有甚

麼「本土性」可言。相反，在殖民統

治的情況下，「地道」或「本土」的事

物並非不可能形成。「大笪地」和「車

仔麵」這些事例，說明在殖民統治下，

香港的勞苦大眾掙扎求存下，往往創

造了獨步天下的「本土」事物。但更

值的探討的是在語言的領域裏，「大笪

地」、「車仔麵」或「兵頭花園」等名

字清楚說明即使在殖民統治的情況下，

香港的市民大眾有如地球形成初期的

海洋生物一樣，製造了適合後來生物

生長的空氣。從方法學以至知識論的

層次而言，香港的「本土性」恰好建

基於殖民統治。這種主張當然矛盾重

重，殖民統治既是外來的事物凌駕於

本土的事物，在殖民統治下，怎可能

產生本土的事物？ 

 

170



 

不過從「車仔麵」或「大笪地」這些

香港特有的事物和名字入手，「本土論

述」在方法學上或知識論的層次上是

站得住的。雖然「大笪地」早在九七

前消失，但「大笪地」的名字早已深

入民心。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華主政

時，由於施政失誤，經濟低迷。當時

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提出「本土經濟」

的概念，冀望振興經濟。為了配合「本

土經濟」的概念，有關方面決定重開

「大笪地」。可惜主事的官員根本不明

「大笪地」為何會這麼熱鬧，竟然透

過招標，交由中標的承辦商全權負責，

結果慘淡收場。審計署後來更揭發承

辦商欠下數以千萬的租金，無力償還，

索性一走了之，簡直是一盤爛攤子，

但除了不了了之外，負責的官員半句

說話也不曾說過。同樣，街頭的「車

仔麵」檔因為食環署的「小販掃蕩隊」

大力掃蕩而蕩然無存，但卻成了小本

經營者的成功品牌。但這些都不過是

一些容易觀察到的現象，頂多只能成

為「本土」事物的標記。一如「港式

奶茶」一樣，作為「本土」事物的標

記，「大笪地」和「車仔麵」這些容易

觀察的現象或許綽綽有餘，但「本土

性」涉及理念層次的探討，不能停留

在簡單現象的層次。不過「車仔麵」

和「大笪地」不止是容易觀察的現象，

更是深入民間的名字。事實上，在英

國殖民統治香港期間，深入民間的名

字，不限於「車仔麵」、「大笪地」或

「兵頭花園」這些上文提及的名字。

今日香港的城市佈局不止充斥著大型

商場，商場與商場之間更幾乎必定有

行人天橋連接。商場固然「冷氣開放」，

即使是行人天橋也往往是密封的、「冷

氣開放」的全天候行人天橋。上世紀

五、六十年代之際，「冷氣開放」是小

本經營的食肆的一大賣點。不少店鋪

更索性在店鋪外當眼的地方用油漆髹

上「冷氣開放」四字。「冷氣」是香港

社會專用的名稱，無論是中國大陸或

台灣都根據英文air conditioning的意思

而稱作「空調」。當然今日中國大陸對

香港的影響日益增加，愈來愈多用語

已跟從中國大陸，但「冷氣」這一名

稱早已深入民間。如果「空調」是從

英文air conditioning翻譯得來，那麼「冷

氣」則來自香港市民大眾的初始感觀

（primary perception）。類似的名字還有

「徙置大廈」和「廉租屋」，兩者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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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歸為「公營房屋」。後者是官方的

正式名稱，名稱顯然從英文 public 

housing翻譯得來。當然時至今日，「徙

置大廈」或「廉租屋」等名字已被遺

忘，取而代之的是「公屋」、「居屋」

或「夾屋」等。無論如何「徙置大廈」

和「廉租屋」曾是香港社會的專有名

稱，前者是指一九五三年石硤尾大火，

數以萬計的人無家可歸，當時的港英

政府參考英國的監獄設計，以最短的

時間和最低的成本，興建了一座座呈

拉丁字母H形狀的七層高大廈。這些大

廈的單位沒有獨立的廚房或廁所，因

此成本低，興建的時間短。港英政府

後來為了清拆自行在山坡上搭建的簡

陋鐵皮屋，分別在東頭村、黃大仙、

竹園等地與建了這些七層高的大廈，

把鐵皮屋的居民遷入，因而有「徙置

大廈」之名。「廉租屋」的由來則因為

港英政府由六十年代中開始，不再興

建「徙置大廈」，改而興建單位內設獨

立的廚房和廁所的房屋，「廉租屋」之

名不逕而走。無論是「徙置大廈」或

「廉租屋」都不是官方命名的名稱，

而是像「兵頭花園」、「冷氣」、「車仔

麵」、「大笪地」那樣，在市民大眾之

間自行流傳。這些發自民間的名字當

然是百份百的「地道」或「本土」，但

須要指出的是這些名字完全沒有「囍

歡里」、「西九文化區」或「戲曲中心」

等官方命名的名字所附帶的「意圖」。

班雅明指出真理無非是由理念組成，

絲毫沒有沾上意圖的存有狀態，要認

識真理不可能滿腦子想著追求知識，

而是要浸淫在真理那種不含意圖的狀

態中（“Truth is an intentionless state of 

being, made up of ideas. The proper 

approach to it is not therefore one of 

intention and knowledge, but rather a total 

immersion and absorption in it. Truth is 

the death of intention.”）
8
 

 

香港「本土性」和「本土論述」的探

討正好是為了明白在殖民統治這種被

殖民統治者的意圖籠罩下的存有形態

下，香港的市民大眾其實是怎樣活過

來的。這種探討十分逼切，一方面如

上文所述，由英國殖民統治者的角度

而述說的「香港故事」雖然把香港當

作灰姑娘，但這個故事仍是堂而皇之

                                                      
8 Walter Benjamin,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London, Verso, 1977.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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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香港的「歷史博物館」日復一日

的繼續說；另一方面，殖民統治期間，

一般市民大眾如何生活的問題則被輕

輕一句的「獅子山精神」概括了。「獅

子山精神」間接來自梁錦松這位不知

「大笪地」為何物的財政司司長。二

零零一年他宣讀財政預算案時，由於

財政出現赤字，被逼緊縮開支，醫療、

教育、福利等經費全被削減。宣讀預

算案即將完結時，梁錦松引用多年前

香港電台拍攝的電視片集《獅子山下》

的主題曲的歌詞，呼籲全港市民重拾

當年胼手胝足，渡過艱難歲月的精神。

自此「獅子山精神」成了殖民統治期

間，香港市民大眾怎樣活過來的簡寫。

後來因著電影《歲月神偷》在外國的

電影節中獲獎，「獅子山精神」總算加

添了一點色彩。但正如中國大陸推行

的「簡體子」被謔稱為「殘體字」，即

使加添了色彩，「獅子山精神」始終只

是一種簡寫，而且沾上梁錦松這位財

政司司長的意圖。要充份了解在殖民

統治的存有形態下，香港的市民大眾

其實是怎樣活過來，便必須嚴謹地探

討香港的「本土性」和「本土論述」。

上文引述班雅明所言，真理由理念組

成，絲毫沒有沾上意圖的存有狀態。

他又認為真理不是見諸在經驗世界裏

得以實現的意圖，相反真理是決定經

驗世界本質的能力，而名字正好是這

種能力的存有狀態（“Truth is not an 

intent which realizes itself in empirical 

reality; it is the power which determines 

the essence of this empirical reality. The 

state of being, beyond all phenomenality, 

to which alone this power belongs, is that 

of the name.”）。
9
用諸香港「本土性」

和「本土論述」的探討，班雅明的見

解足以讓人們重新認識「大笪地」、「車

仔麵」、「兵頭花園」、「冷氣」、「徙置

大廈」、「廉租屋」等絲毫沒有沾上意

圖的名字。這些名字不止表達了香港

社會一些憑觀察便得知的現象，更表

達了「決定經驗世界本質的能力」。這

也是為甚麼Abbas從方法學上提出的質

疑並非不能解決。在英國殖民統治香

港期間，香港的市民大眾不但發揮了

「獅子山精神」，自食其力，胼手胝足

的活過來；而且憑著「命名」，掌握了

能力，決定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

「大笪地」、「車仔麵」、「兵頭花園」、

                                                      
9 同上。 

173



 

「冷氣」、「徙置大廈」、「廉租屋」等

名字，說明香港市民大眾在殖民統治

的艱難歲月活過來的同時，不斷為身

邊的事物「命名」，情況有如地球形成

初期的海洋生物一樣釋出氧氣，讓更

多生物品種在地球出現。 

 

更重要的是，無論「車仔麵」或「大

笪地」全賴一群被香港特區政府當成

是瘟疫的無牌小販，日曬雨淋，頂著

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才能在香港社會

出現。今日的香港街頭已幾乎沒有小

販了，有人認為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

政績，因為改善了香港的市容。其實

今日的香港不止沒有小販，就連街道

也正在消失，不少人以為今日香港的

城市發展策略有助香港保持國際大都

會的地位。凡此種種說明一套建基於

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的「本

土論述」何其逼切。香港的「本土性」

不可能訴諸殖民統治以前的歷史，也

不能訴諸「城邦」這種從外邊翻譯得

來的事物。我們香港的一群「被壓逼

的祖先」，為了避開統治中國大陸的共

產黨政權的政治壓逼而逃到香港。「兵

頭花園」這名字說明香港並非想像中

的人間樂土，逃到香港的人，在無援

無助的情況下，在香港的街頭掙扎求

存，創造了「車仔麵」和「大笪地」

這些香港獨有的事物。跟我們「被壓

逼的祖先」相認，意義不在於「認祖

歸宗」這種封建意識，而是要繼承和

發揚「被壓逼的祖先」們那種「決定

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的氣魄和能

力。由董建華年代起，香港的執政者

便不斷高唱「背靠祖國」。在梁振英治

下，更提出「中港融合」，甚至「深港

同城化」的論調。跟我們香港「被壓

逼的祖先」相認，我們才能了解自己

的世界，不至被目前瀰漫著的「偽中

產價值」或所謂「中環價值」支配。

提出「中港融合」，甚至「深港同城化」

的最大理由無非是要維持香港的「安

定繁榮」。中共的不同領導人，在不同

的場合不斷說：「保證香港永享安定繁

榮」。統治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決定收回

香港時，三番四次強調事情只是牽涉

中國大陸和英國的外交談判，香港本

身只能做觀眾，搖頭歎息或拍掌叫好

則適隨尊便。由於談判的對手僅限於

英國，中國大陸方面當然對英國的一

舉一動瞭如指掌。中國大陸當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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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殖民統治者的「共識統治」不過

涉及香港少數菁英份子的「共識」而

已。力主收回香港的中共領導人鄧小

平曾說：「英國人做到的，中國大陸會

做得好百倍。」英國的「共識統治」

既涉及一小撮菁英份子，所謂「永享

安定繁榮」當然只須由一小撮共產黨

信任的人享有便綽綽有餘。「英國人做

到的，中國大陸會做得好百倍。」英

國殖民統治香港時還不至形成「地產

霸權」，中國大陸收回香港後便立即形

成「地產霸權」。跟我們香港「被壓逼

的祖先」相認，除了認清我們的身世，

更是為了回歸被壓逼者的傳統。班雅

明說：「被壓逼者的傳統告訴我們，當

前的『緊急狀態』其實正好是經常出

現的『常態』。」
10
梁振英政府為了壓

抑不斷上升的樓價，推出所謂「雙辣

招」，又說「雙辣招」不過是為了應付

當前的「緊急狀態」而已。跟我們「被

壓逼的祖先」相認，回歸「被壓逼者

的傳統」，當前的所謂「緊急狀態」不

過是經常出現的常態而已。事實上，

因為中國大陸領導人口中的「永享安

                                                      
10 Walter Benjamin, “Thesis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4. 
Cambridge, Mass. 2003, p. 392. 

定繁榮」不過是向香港少數人說的，

香港的樓價，除了二零零三年受到亞

洲金融風暴和「沙士」的雙重打擊而

大幅下調，其餘時間都是節節上升，

所謂「緊急狀態」根本就是常態。 

 

「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意義豈

止是了解我們自己的身世，更是為了

認清我們身處的經驗世界，重新掌握

和發揚「被壓逼的祖先」那種以命名

「決定身處的經驗世界的本質」的氣

魄和能力。須知我們「被壓逼的祖先」

除了在街頭擺賣創造了「大笪地」和

「車仔麵」，還一語道破位處港島半山

的「動植物公園」不過是「兵頭花園」。

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我們「被壓逼的

祖先」並沒有如Abbas所言一樣把外來

的事物翻譯，而後當作「本土」。「冷

氣」或「冷氣機」當然是外來之物，

但我們香港「被壓逼的祖先」並不似

中國大陸或台灣的做法，將這些外來

之物，按照人家air conditioning的意思

翻譯成「空調」；而是按照自身的實質

經歷，直接了當的說：「冷氣」。跟我

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意義也在

於深入認識。他們不止發揮了「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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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精神」，而且在面對外來的事物時，

一方面無甚文化包袱，另一方面則不

亢不卑，根據自身的經驗，為各種外

來的事物「命名」，因而「決定身處的

經驗世界的本質」。無論是「徙置大廈」

或「廉租屋」都是英國殖民統治者興

建的，嚴格來說也是外來之物。我們

「被壓逼的祖先」卻不是按照人家官

方的名稱翻譯，而是根據自身的經驗

「命名」。Abbas認為以香港的情況，「本

土」不過是翻譯得來而已。他的說法

未免片面和有點兒武斷。總括而言，

香港的「本土性」和「本土論述」必

須首先建基於「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

相認」，回歸「被壓逼者的傳統」。這

樣的一套「本土論述」固然在方法學

的層次上回應了Abbas的質疑；在政治

上這套論述除了有助貫徹香港高度自

治，更在實質行動的層次上發揮重要

的啟示。二零一二年，香港舉辦了一

次所謂「有競爭性」的特首選舉，代

表香港泛民主派象徵性地參選（由於

毫無機會勝出）的參選人何俊仁，政

綱主打「反地產霸權」。但除了空洞的

口號外，根本沒有任何具體措施針對

中國大陸讓一小撮人「永享安定繁榮」

而形成的「地產霸權」。但只要「跟我

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任何人都會立

即明白，只要重新發出流動小販牌照，

「地產霸權」便時日無多。當香港的

街頭重新出現「車仔麵」，香港市面上

的舖租必定立即應聲下調。在文化的

層面，「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的

意義可能最大。猶記得二零零五年夏

天，中環一家幾乎是碩果僅存的大排

檔，「民園麵家」的牌照持有人年老逝

世。其多年的合夥人希望食環署網開

一面，不會立即吊銷牌照，讓他能繼

續經營。事件暴光後，香港文化界普

遍認為「民園麵家」代表香港的飲食

文化，紛紛支持「民園麵家」續牌，

繼續經營。可惜香港文化界的聲音一

向不被有關當局重視，食環署按照慣

例吊銷牌照，並派員拆掉「民園麵家」。

不過「民園麵家」被拆掉前卻發生了

一段離奇的小插曲。位於沙田的「文

化博物館」得悉「民園麵家」雖然是

大排檔，但卻裝了一塊超過五十年的

古老鏡屏，於是趕在拆卸前派員取去

鏡屏。
11
在整件事中，食環署的做法不

過是貫徹「掃蕩小販」，不讓小販在香

                                                      
11 見《蘋果日報》2005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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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街頭留下半點踪跡的政策而已。沙

田「文化博物館」的做法卻令人莫名

其妙，既然鏡屏有歷史價值，那麼鑲

嵌鏡屏的大排檔起碼有同樣的歷史價

值吧！鏡屏須要保留之餘，一直鑲嵌

著鏡屏的大排檔卻被當作廢物拆掉後，

送到堆填區。沙田博物館方面連一個

解釋也沒有，報導事件的報章也似乎

沒有察覺事情的不合理。無論如何，

「民園麵家」這家路邊大排檔，竟然

像人家的店舖一樣，鑲嵌了一塊古老

鏡屏。一般店舖鑲嵌鏡屏，在視覺上

令店舖顯得較寬闊，鏡屏上又可以寫

上「大展鴻圖」之類的說話。大排檔

也鑲嵌鏡屏，在視覺上或許無甚作用，

但卻同樣可以寫上檔主覺得稱心的說

話。如果「民園麵家」的鏡屏有價值，

須勞煩「文化博物館」趕在拆掉前派

員取去，價值卻不在於鏡屏超過五十

年，而是鏡屏盛載和表達了大排檔檔

主對自己經營大排檔的一份尊嚴。今

日，香港的街頭偶然還可以見到炒賣

栗子的小販。後者將炒熟的栗子放進

一個十分小巧精緻的木盒裏，顯然有

保溫作用，但這個精緻的木盒其實表

達了小販對自己在街頭炒賣栗子的一

份尊嚴。香港社會在還不曾「跟被壓

逼的祖先相認」的情況底下，對在街

頭販賣的小販完全沒有半點尊重，不

當在街頭販賣，自食其力有任何尊嚴。

所有在街頭販賣的小販，一旦遇到「小

販掃蕩隊」，除了被拘控定罪罰款，販

賣的貨物和一應生財工具均被充公。

無論是精緻的木盒或其他小販們，顯

示其尊嚴的物品都必定被送往堆填區。

只有「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這

些表達社會上小人物們自食其力的一

份尊嚴的物品才會受到重視。任何社

會都必定尊重社會裏一些盛名遠播的

人物，這種「見高就拜」的做法或許

是人之常情，但很容易變成「勢利」

而已。「跟我們被壓逼的祖先相認」後，

我們的社會首先會樂意聆聽他們的故

事，只要細心聆聽，定當發現不少發

人心省的事跡。久而久之，我們香港

社會便會懂得尊重這群「被壓逼的祖

先」！這也是「本土論述」的最大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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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恩慈的街頭經驗 

林喜兒 

 

跟亞 Mo 賴恩慈做過好幾次訪問，通常都是談她的最新演出，早前替某航空公司

的機艙雜誌找她做訪問，最初以為是她十大傑出青年的銜頭夠吸引，原來是編輯

從報章得知她成為西九管理局本地藝團領袖海外考察及培訓計劃的其中一員，明

年將赴美取經，探討如何善用公共空間。令編輯感興趣的是亞 Mo 談到街頭表演

如何由下而上改變空間，如是著我找她再詳談一點。 

 

畢竟機艙雜誌屬消閒性質，尚且能夠接納藝術文化，然而一談到政治便避之則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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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可以很惹火，街頭表演跟社會政治一脈相連，跟亞 Mo 談的東西一點也不敏

感，只是不太適合消閒雜誌，唯有在這裡延續。 

 

明年將到美國三藩市默劇團（San Francisco Mime Troupe）做考察的賴恩慈，在香

港一直也有做街頭表演，二零零三年第一次闖進旺角，「那時我跟一班志同道合

的朋友，也就是今天好戲量的成員，因為當年七一五十萬人上街遊行的啟發，發

覺原來很多改變其實都是從街頭開始，我們在想怎樣才是理想的社會，於是想到

利用我們最喜歡的戲劇去改變現狀。」亞 Mo 說當時正在做《駒歌》，大家在談

甚麼是 better world，原來理想也不只是個人的。他們決意闖進街頭，也不是一剎

那的衝動，事前做了很多準備功夫，「當時我們都是一班十來二十歲的𡃁仔，當

時香港沒有街頭表演，我們沒有 model 可跟，於是做了很多 research，熟讀基本

法那些關於表演自由言論自由的條文，邊做邊學。最初經常有警察來干預，問我

們在做甚麼，我們說在表演，他們又問是甚麼表演，有沒有申請。其實我們是在

教育警察，因為我們做足功課，雖然有時事情會鬧大，當時旺角所有警局也有我

們的 file，而其實警方是沒法控告我們。」 

 

就這樣邊學邊做，長駐在旺角街頭，「我們是持續做的，幾乎是每一日也有表演，

星期五六日更是風雨不改，漸漸地警察也明白我們在做甚麼，有些警員落班後也

會看我們的演出。」好戲量在旺角街頭打響名堂，直至二零零八年，「那是最風

風雨雨的一年，當觀眾開始受落，也開始有一家大小來看我們，卻鬧出了甚麼黑

社會、非禮、當街裸跑的指控，後來我們知道一切都是政治，因為那年是選舉了。

當時很多人攻擊我們，令大家也心灰意冷，一度想到就此解散。」 

 

在街頭打了五年的持久戰，一下子要完結，「不過我們認為街頭事要在街頭解決，

於時辦了街頭論壇，讓所有不滿我們的人走出來，面對面質詢。」意料之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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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來指罵，意料之外的是原來很多人明白他們在做甚麼，「文化界、學術界，

他們都在談論我們如何運用公共空間，而更欣喜的是一些原本已帶著反對立場來

採訪的傳媒，最後卻明白了我們的理念。這些聲音平衡了一面倒的指罵，原來也

有人認同我們。」於是好戲量繼續在街頭現身，也帶動了旺角的街頭表演，「記

得有一位叔叔走來支持我們，叫我們要堅持，原來他也曾在街頭彈結他，卻經常

被警察拉，雖然每次也不能檢控他，這位叔叔跟警察說既然諾也認得我，何必每

次也要他上警局，怎知警察對他說，下次不要說自己是街頭表演，說自己是乞丐，

或者會得到同情！」亞 Mo 說她因此更下定決心，繼續堅持，「街頭表演不是這

麼低微！」 

 

今天的旺角行人專用區雖不至百花盛放，也確實比十年前開放得到，「我們常笑

說今天到旺角也沒地方表演，不過這絕對是好事，當然今天的狀況也未必是最好，

有人說商業化了，也有人說太多『騎呢』演出，但至少是由民間自發，也愈來愈

多人去了解公共空間。最重要是釋放了空間，然後交由民間慢慢尋找，可能需要

十年二十年，就是要給她時間。」原來賴恩慈二零零四年曾在三藩市默劇團當實

習生，認識了這個已有五十年歷史的劇團，「他們一直在做免費的街頭表演，在

公園的演出可吸引四五千人，巡迴演出更可籌得三十多萬美金，每次只要呼叫

“pay for the free show”，觀眾自動會走過來，圍在一起看表演。」賴恩慈說他們

由最初只得十幾個觀眾，到今天幾千觀眾，其實是一個教育的過程，「他們是衝

著資本主議而來，打破既有的消費模式，告訴大家劇場也不知是娛樂， 可以是

關於社會政治，他們的表演都是跟社會息息相關，所謂的 newspaper theatre。也告

訴大家藝術也不只屬於某一個階層，是普羅大眾也可欣賞的藝術。」明年便到美

國考察，回來後把經驗帶到西九，「將來的西九會有一個 free space，也希望西九

的藝術文化不只是一小撮人的事，而是雅俗共賞。」 

 

180


	feature
	intro
	feature_01
	feature_02
	feature_03

	critic
	critic_01
	critic_02
	critic_03
	critic_04
	critic_05
	critic_link
	OLE_LINK1


	Key_Concept
	interview_01
	cover.pdf
	OLE_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