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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ory

中國愈是想抓住香港，香港人就愈想逃開。
近年來，香港人來台灣慢活、逛小店、吃小吃、學烘焙，
甚至學不悲情的「快樂抗爭」。香港人的台灣情，背後反映了什麼？
北京當初承諾香港的一國兩制，正在變調中。
香港學者認為，比起台灣，香港更讓北京頭疼。
文 — 陳一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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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晨四時的合歡山武嶺，瞳孔剛習慣黑暗，一邊
︵ 靚 ︶！﹂當太陽跳出，在眾人的
lang

打哆嗦，一邊環顧身邊黃膚黑髮的輪廓。
﹁好
︵ 靚 ︶！好
lang

廣東話中，這才意識到原來身邊都是香港人。
當大陸人攻佔了阿里山頭，南投清境農場的冷空
氣、草地與綿羊則是屬於香港人的。去年，港澳旅客
來台人次高達九十五萬，今年將突破百萬人次。︵見
六十二頁表四︶
清境黃慶果園民宿的藍瓦白牆小木屋，打開天窗，
躺在床上可以看星星，是香港觀光客間的熱門民宿。
說，﹁台灣
Mandy

十九個房間，常常過半是港客。﹁這裡的房子好漂亮，
好像到了﹃外國﹄，﹂香港的社工員
、
Koni

是第二次共組親子團
Elaine

人很親切，行程比去泰國豐富，而且很放鬆。﹂
與大學學姊
Mandy
講起台
Mandy

來台。前年到墾丁、台南，對於民宿主人每天早上騎
摩托車幫她們送早點，迄今念念不忘。
灣人與香港人的不同，﹁台灣人給我們的感覺是，不只
是為了錢，而是真的希望客人喜歡這裡。﹂

在北京眼中，一國比兩制重要
﹁香港愈來愈是一樣的購物商場、高樓壟斷，商場
裡都是一樣的連鎖店，﹂採訪過程中，堅持不願說名
老公分享，他有點憤怒，﹁香港的資源已經不
字的 Koni
夠，香港的入境政策有很大的問題。問題是，政策是
被北京決定的。北京承諾一國兩制，但在他們眼裡，
一國比兩制重要。港人治港已經沒有了。﹂

三年，抗議港
○○

他透露，八九民運時，他曾經上過街頭。時隔
二十四年，今年七一遊行︵始自二

人人權和自由有受危害之虞︶，他再度帶著念小學的兒
子上街頭，抗議特首的不誠信。他聰明的十三歲女兒
是記者採訪時的翻譯，因為是回歸後出生，在學校要
學國語。問她：普通話對她有何意義？眼神晶亮，她
說話果決明確，﹁那是一個很多人使用的語言，我學它

﹁香港現在讓中南海很頭疼啊，﹂著名社會學者，

業率愈低，衝突愈多，對台灣好感也愈多的﹁巧合﹂。

倍，香港人口不過七百萬。香港卻陷入經濟愈好，失

是為了溝通，不等於對祖國的情感。﹂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憂心地說，香港

︵見六十二頁表五︶

﹁當大陸忙著宣傳﹃神舟五號﹄上太空，台灣在宣

兵與生活人文。

大陸與台灣倡導的是兩個恰恰相反的價值：富國強

變得不耐煩，變得政治化。讓人聯想到二十世紀幾次
大革命，基本指標就是愈來愈不耐煩。對北京而言，
香港恐怕比台灣更棘手。︵見六十八頁專訪︶
在過去五年，大陸、台灣、香港，正形成一種糾結

的歌迷還多，﹂遊走在政治人、媒體人之間的︽主場新

傳台灣的生活小情調。五月天的香港歌迷比香港歌手
聞︾創辦人劉細良說，﹁現在是三十年來，香港人最愛

的三角關係。
八
○年起，香港人一年比一年瘋台灣，同時港人的

過去七年，劉細良擔任前香港特首曾蔭權的政治幕

香港認同攀高，中國認同卻快速走低︵見六十三頁
﹁信任政府﹂減去﹁不信任政府﹂的比例淨值，來衡

僚，最早是民主派大老李柱銘的助理，遊走於朝野之

台灣的時刻。﹂

量一國政府推動政策的社會資產。去年，回答不信任

間。去年，他與知名文化人梁文道、金融人蔡東豪、

表一︶。根據香港大學的政府信任度淨值民調，透過

大陸政府的香港人，比例第一次超過信任者，十二年
三
○年，北京政府送出﹁陸客自由行救香港經濟﹂

聞，即時更新的網路媒體的最大賣點。︽主場新聞︾成

觀點與劉細良主筆的社論，是這個蒐集、整理別人新

網路人宋漢生一起創辦︽主場新聞︾。梁文道的獨家
的大紅包，讓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逐步回升。

為去年香港最受矚目的媒體。

來首度轉負。

一二年，陸客到港人次近三千五百萬，是 三
○年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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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比例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比例
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
表1

1997-2013年，香港人本土意識提升、對一國兩制信心降低

45.4

35.6

32.5

56.1

24.9

24.8

27.2

23.5

22.4

18.2

2000

2003

2005

2006

2007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網路泡沫破裂，全
球經濟不景氣

．香港本土身分與公
民社會形成的濫觴

．首任特區行政長官
董建華下台，曾蔭
權接任

．捍衛天星 皇后碼
頭運動（∼2007年）
（註22）
）
（註

．香港主權移交大陸
10 週年

．SARS危機

24.2

21.8

1997
．亞洲金融風暴

38.2

37.7

35.5

27.2

35.8
25.2

37.6

34.4

31.8

30.7

註─每年年底調查數字，2013年為6月民調 研究─辜樹仁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網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路透社

2008
．全球金融海嘯

．曾蔭權續任特首

21.1

23.0

9.3

10.3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興建連接中港「廣
深港高鐵香港段」
爆發爭議（註3）

．兩岸簽署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ECFA）

．廣東省珠三角區域
發展計劃納入香
港，港人抗議「香
港被規劃」

． 反 雙 非 孕 婦 （註
5）、反對開放粵港
自駕遊（註6）抗議
行動

．籌備第二次佔領
中環運動，爭取
2017 年 落 實 特 首
普選

．第一次佔領中環運
動，響應美國佔領
華爾街（∼2012年
9月）

．抗議中聯辦介入特
首選舉遊行，梁振
英當選第四屆特首

．陸客與香港家長搶
購奶粉風波，港府
實施「限奶令」

．開放深圳戶口赴港
多次簽

．七一遊行：1989年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
最大規模遊行
（註1）

16.6

21.3

．菜園村衝突事件
（註4）

︵

．中港簽署「更緊密
經貿關係安排」
（CEPA）

提供︶
AFP

．開放大陸民眾赴港
自由行

．中學生發起「反國
教」運動，反對親
中共的國民教育課
程，舉行729反洗
腦大遊行

互動圖表請前往
topic.cw.com.tw/
chart

註釋

2012年，近3,500萬人次陸客赴港。香港總人口僅700萬。
陸客蜂擁香港，香港人跑來台灣散心，

95 萬港澳來台旅客人次，創下歷史新高。
陸客帶來錢潮與就業率，
但「民主、法治、廉潔、自由、人權」的香港核心價值，
備受威脅。
香港人的中國認同轉冷，對台灣好感度迅速加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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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人往香港跑
表2

大陸赴港旅客人次（萬人次）

人
大陸50萬人移港
表3

大陸移民香港人數（萬人）

香港人往台灣跑
表4

35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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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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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00 '02 '04 '06 '08 '10 '12

資料來源─香港旅業網

0

'04

'06

'08

'10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12

0

港人對各地人民觀感淨值（％）

'98

'00

'02

'04

資料來源─陸委會、觀光局

'06

'08

'10

'12

1. 抗議《香港基本法》第23條（禁止叛國、分裂國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憂慮這項法
例可能影響港人的人權和自由，此後每年遊行。

2. 反對都市重建填海計劃，保留港人集體記憶。

新加坡
台灣
加拿大
英國
德國
日本
美國
法國
中國
菲律賓

40

2

1000

表5

港澳來台旅客人次（萬人次）

60

3

1500

香港人對台灣人大有好感

3. 被指造價過高、拆遷影響範圍大等。
4. 為建造廣深港高鐵列車停車側線及緊急救援
站，計劃清拆香港新界橫台山菜園村，引發衝
突事件，民眾抗議政府無視「先安置到新村，
後搬遷舊村」的訴求。

5. 夫妻雙方都非香港居民而來港產子的孕婦。
-20

註─ 2013 年 5 月民調

0

20

40

60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6.「過境私家車一次性特別配額試驗計劃」，容許
香港及廣東省的車輛跨境行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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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文社是第一家出版東京與台灣自助旅行指
想了很久，﹁只剩海港城商場的露天停車場沒變！﹂

斯文、沉靜，綽號書生的正文社董事鄧永雄，與活
穿越維多利亞港的天星小輪，載過無數的白流蘇、

兩個世紀前，尖沙咀因為天星碼頭的興建而繁榮，

曾經把尖沙咀的大街小巷當成遊樂場的鄧永雄說。

潑、直率的太太梁潤儀是政大新聞系的僑生班對。當
范柳原，穿梭在中環皇后碼頭、灣仔碼頭之間。

南、掀起風潮的出版社。

年，鄧永雄以政大新聞系第一名畢業，為了照顧在尖
一九七七年，海港城依碼頭而建，停車場建好時，鄧
永雄念中學，喜歡站在那，看著港島。

沙咀開西裝店的父母，他決定回香港。
深夜十點，他夫婦倆帶著︽天下︾採訪團隊，在燈
十五年前，小孩出生，海港城的

一
○三年，在陸客強大消費力的催化下，﹁中環

味覺失憶，空間讓位。就連天星小輪上，音頻極高

的錢差不多。﹂

二

對香港的診斷。

這是 四
○年龍應台在︿香港，你往哪裡去？﹀中，

社會進步的指標。﹂

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

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中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

﹁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

比九七年地產崩盤前還貴。

過去五年半，香港租金漲了五成，住宅漲了兩倍，

堂？﹂令人迷惑。

店、化妝品店。香港依舊是購物天堂，但是﹁誰的天

公尺，記者數數竟然開了二十三家金店，十三家藥

沿著彌敦道，從尖沙咀往佐敦的路上，短短八百

婦的生活地圖上。

們熟悉的商店早就搬走了。尖沙咀早已不在鄧永雄夫

如今，只有超級名牌可以付得起海港城的租金，他

童書店、玩具反斗城。

多利亞港，一家人到兒童樓層泡上一整個下午，逛逛

比餐廳︶是一家三口最愛去的美式餐廳。窗外就是維

︵露
Ruby Tuesday

亮如白晝的尖沙咀，費勁尋找舊時的﹁蛛絲馬跡﹂。

價值﹂早就侵入尖沙咀、灣仔、銅鑼灣，甚至住宅區
的沙田。

萬台
○

銅鑼灣的利苑粥麵專家快快地吃碗雲吞麵。但一月，

的中華民國國籍，退休後打算把香港房子賣了，搬到

台灣了。許多當年的香港僑生，紛紛恢復念書時取得

位三十出頭，年年參加政治遊行的漫畫家，舉家移民

鄧永雄談起，最近一件讓他大感震撼的事，身邊一

的大陸普通話取代了粵語，聽覺也跟著讓位。

泉章居
——

鄧永雄到灣仔香港動漫畫聯會開會的路上，習慣在

也撤離銅鑼灣，原店鋪租給先施百貨。雞店老闆告訴

台灣。

幣︶的月租。他與阿儀喜歡的鹽焗雞名店

利苑收了，因為付不起六十萬港幣︵約二三

梁潤儀，﹁誘惑很大啊！因為賣一千隻雞跟當房東賺

在電台留言：香港已經不是以前﹁我們﹂的香港，很

﹁移民台灣﹂是劉細良上週的電台節目話題。聽眾

父之稱的榮念曾的辦公室裡。

工透過關係，與其餘四家公司，寄居在有香港文化教

面沒有空調，更談不上舒適。︽主場新聞︾近二十位員

各條地鐵線的盡頭，各個閒置的

值﹂，正在觀塘、柴灣、長沙灣

中環價值以外的﹁新香港價

多東西變了，又說不出未來會如何。﹁應該說，是看
到未來的方向，但不接受、不認同﹃那
樣﹄融入中國，﹂劉細良道破。
去 年 ，︽ 主 場 新 聞 ︾選 在 ﹁ 七 二 九 反

﹁學民思潮﹂發起、抗議北京愛國教育

的中學生黃之鋒為代表，學生自主組織

第一代。他認為，︽主場新聞︾

的劉細良是家中在香港出生的

父母都是廣東農民，四十五歲

工業大廈裡，尋找棲身之所。

的這場抗爭，已被視為香港新世代社會

鎖定的讀者，是亞洲的新中產階

洗腦大遊行﹂那天開張。因為以九 後
○

運動的代表。︽主場新聞︾選在那天提

級。他們有國際觀、有核心價
改變的力量。

值，不同於老一輩華人，正形成

出，要﹁香港觀點的國民教育﹂。
到︽主場新聞︾之路，頗為另類。劉細
良帶著我們穿過光鮮亮麗的觀塘 ａｐｍ

點．我主場﹂為口號，毫不介意

︽主場新聞︾以﹁我城．我觀
上︽主場新聞︾搭乘的是部老式的運貨

拋開傳統新聞學的中立客觀，強

商場，進入前身是紡織廠的工業大廈。
電梯。要進入電梯，得先打開柵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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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四位創辦人，跟其餘六成香港人一樣，出生於

香港。流浪，彷彿是上一代香港人的本能。但︽主場

主義、內地化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劉細良說。
斯。﹁我們正在經歷九 年
○代台灣走過的路。對台灣人

調﹁介入﹂香港的運動，爭取普選。﹁香港在尋找發展
︽主場新聞︾是時代的產物，也是世代的產物。
而言，本土意識是生活的一部份。但在香港，本土還

八月四日，在寸土寸

菜，﹂他們分析。

還可以吃沒有農藥的

以改善生活的自由度，

處於一個除魅化的過程，﹂他說。

八九民運時，劉細良念大學，父母移民到加拿大，
留 他 一 人 在 港 。 九 七 後 ， 看 香港 沒 事 ， 爸 媽 又 回 到

台灣的本土化運動，透過了解歷史，凝視記憶，照
見人，使得台灣社會對於多元文化價值多些包容。
而香港的本土，除了被西方媒體與中國大陸簡化為
﹁反祖國、爭普選﹂的政治議題，其﹁公民﹂社會的
﹁鑽石﹂的尖沙咀海港
城，二十四歲，嬌小可

需求，其實也深層而多元。
從來就沒有陽台、沒有後院的香港人，這兩年熱衷
愛的香港護士何嘉嘉，

港大護理系畢業，月

教學秀。

要第一次主持她的餅乾

種菜。香港電影文化中心還特別成立﹁通天菜園﹂城
市農場計劃，推廣種菜。
負責在通天農場教人種菜的是，三十四歲的樸樂田
創辦人
薪十萬台幣，但受到台

與二十五歲的阿洛。學電影的
Yvonne

，五年前辭掉書店的工作到英國農場打工換宿，
Joyce
灣烘焙小店與港大好友

、
Joyce

被喜
那是她第一次接觸到泥土。竟沒碰過泥土， Joyce
築夢的啟發，何嘉嘉去

歡園藝的英國人當成怪物。念翻譯的
做了個小鴨蛋糕，訂單不斷，紅到引起了海港城的注

年在臉書上開烘焙店。五月，黃色小鴨來襲香港，她

到台灣，
Yvonne

在陽明山住了一個月，每天攪醬油缸、餵豬、餵羊。
愛上了耕田，因為自給自足的踏實感。去年，
Joyce
她與母親的一次激烈爭吵，反映出香港世代的轉

意。

樸樂田，推廣農業。這兩年，她明顯感受到香港人重
變。有一回，因為她趕訂單沒睡，母女倆為了做事是

她辭去工作，在新界的元朗天水圍租了一塊地，創辦
新開始回歸土地，商場找她們教顧客種菜。九龍的太
趕完，﹂何嘉嘉說。但媽媽看到她滿足的表情，現在

否只為了錢，大吵一架。﹁我後來一面哭，一邊把訂單

﹁香港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種東西可以舒壓，可

男炎亞綸。但同時間，她政治細胞十足，五都市長、

子花市，除了賣花，現在加賣種子。

不反對了。忙的時候，八十多歲的外婆，還會幫她提

總統大選，她都想辦法到台灣觀選。

社運的不再悲情，讓香港去年的反國教運動，採取

旅遊，社區營造與產業結合，在香港就沒有。而台灣

常常是有事才集結，但桃米社區發展在地的觀光生態

﹁台灣有很多值得學的，﹂她說。香港的社區意識

蛋糕到西灣河地鐵站交貨。以吳寶春為偶像的她，今
年要辭掉護士的工作，到台灣八里的中華穀類食品工
業技術研究所，上半年的專業烘焙班。
後
○的新社會運動，是因為不同的價值觀

﹁我們八
而動員，﹂第七次到台灣，暑假在南投埔里桃米社區

﹁快樂抗爭﹂的理念，許多家長願意帶著小孩走入公
民廣場。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實習的黃妙賢說。
黃妙賢愛上台灣，是因為偶像團體飛輪海裡的花美

場的香港社運，現在

﹁絕食﹂手段方得收

有一種焦慮，覺得北京有個中港融合的陰謀，﹂張鐵

矛盾愈來愈大，香港人會愈來愈覺得被侵犯。﹁香港人

但在中港文化衝突上，隨著自由行的人愈來愈多，

政治層面也許會有微弱的希望。

社運人士卑微的期待是

志說。

過去十年，屢屢使出

﹁不再悲情﹂。但不論

過去十年，共有五十萬大陸人移民變成香港人︵見
外︾復活的台灣總編張

是香港公民、在香港出生的二十萬﹁雙非嬰兒﹂。目

六十三頁表三︶。這還不包含

是讓香港老牌雜誌︽號
鐵志、香港文化局長提

前，香港人口七百萬，港府預估，二 三
○ 年
○香港會

一
○年來，父母親都不
名人黃英琦或多位香港

有九二 萬
○人。
理講應該去殖民化。但現在，北京將人送入香港，決

一位香港社會觀察者憂心地說，﹁九七之後，香港照

人，對於香港不耐煩的
現狀、對公民社會的未
來，均不樂觀。

涼鞋的社運與愛樂青

克思、頭綁布條、腳踏

港許多公民議題上，與民主派、改革派爭鋒相對，衝

的各種民間團體，如：愛港力︵愛護香港力量︶，在香

除了人口、留學生，親大陸駐港的中央聯絡辦公室

定香港事務，形成另一種再殖民。﹂

年，有過嚴謹學院政治

突屢屢激化。

台大時期就是嘴念馬

學訓練的張鐵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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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開。對中共領導人而言，香港問題的
複雜度在於，不是完全國內，也不是

﹁我很擔心，針鋒相對的結果，會讓廣大的香港市

兩個演變又不能同國際局勢完全分

本頁空白

民厭煩，剛剛萌芽的公民社會就不見了，﹂黃英琦憂

香港是讓習李政權很頭疼的議題。
香港變得不耐煩，變得政治化，而這

心地說。

標，就是社會愈來愈不耐煩。

是律師，也是香港古蹟保護運動先鋒的黃英琦，原

突然就是一個不會革命的關頭，出現
了動盪與暴亂。這些革命共通的指

是特首梁振英提名到北京的文化局長，卻被北京拒

《天下》記者訪談時，他岔題談了
香港，洞見卻發人深省：

絕。

多革命都是在經濟不錯、政治不錯，

隨著二

上，國際級的重量學者。在接受

香港人的台灣情愫背後，並不輕鬆。香

你要看看 20 世紀幾次大革命，許

一七年特首選舉辦法需提早一到兩年立
○

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

授丁學良，是中國社會轉型議題

法，佔領中環運動持續升溫，未來一年，香港社會將

始，因為沒有遇過重大的治理危機，
所以尚未做出大的調整。

港寓言，不言而喻。︵記者採訪後記與佔領中

身大陸、走過文革的香港

處於超級緊繃的狀態。佔領中環發起人、港大法律系

出

環相關文章，請見天下網站。︶

香港 北京最頭疼的邊疆

副教授戴耀廷不諱言，自己的策略是透過對抗，來產

專訪 香港科大社會科學部教授 丁學良

完全國際。比起來，台灣在馬英九當

文化三方面卻愈來愈堅持兩制。

香港，中共覺得給你夠多了。但對於
香港以律師、媒體人員、教師等白領

中共：什麼是「政治上的自治」
？
香港比從前更急躁、更富對抗性，

中產階級希望實現政治上的自治，中
共既有理解上的差距，也有理念的差
距，因此在操作層次上，無法推出比
較可以持續下去的創新嘗試。
我對中共處理香港問題有點同情，

驗。以上這三大特質都使香港問題很

但不是很樂觀。北京的用心即使不是

棘手。在我看，起碼是中南海前五名

很壞，但他們對香港的理解有問題。

擔心的問題。

香港事務處理不好，處理台灣事務就

中共處理香港問題，從鄧小平開

更沒希望了。

■

邦制度下，處理獨立政治單元的經

更多內容請前往
www.
.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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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

又比較文明；香港議題的本質兼具國
內與國際事務兩面性；中共沒有在聯

生一種張力，讓大家回到談判裡。﹁我提

軍事，基本上就是給你物質好處。對

出佔中，是為了不佔中，﹂戴耀廷說。

年過去了，香港本土從政治、社會與

但一年後，對抗情緒會蔓延到勢不兩

中共面對西藏與新疆，只要不是

立，或走向妥協、達成共識？二

更多經濟貿易的好處，就會朝一國方
向去走，兩制只是過渡安排。但 16

年是否能夠普選特首？他無法預測，他

局很清楚。中共原以為，只要給香港

形容佔中的結局是，﹁一念天堂，一念地

︵聯合知識庫提供︶

我不是研究香港地方政治的，但我
的理解，九七以後，中共對香港的佈

獄。﹂

總統期間，不會有太多突發狀況。

英文版同步上線

www.cw.com.tw/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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