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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為誰服務？
本土運動的崛起與角力

1966 年，27 歲的香港市民蘇守忠，站在中環天星碼頭，絕
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40 年後，2006 年，包括朱凱迪在內
的一群青年，絕食抗議政府拆卸天星碼頭。歷史的鐘擺兩次回
到這裏，呼喊著同一內涵──「香港人的土地，是應該為香港
人的生活去發展。」隨之而激發了近年連串大規模本土運動，
香港意識正式崛起。

文 / 雨文

採訪 / 雨文 黃麗萍

「香港故事」未講完

「香港政治化透過本土運動進行。

過程中雖然會不斷失敗，但卻創造出新

的形勢，具有一定影響力，包括對內

地，這與台灣的本土運動不同。」朱凱

迪說。

牽動香港人心的兩大群眾政治活動

──六四紀念活動和七一遊行，前者關



注內地民主自由的發展，後者則針對香

港本地事務，在今年都創下了參與人數

的又一高峰。七一遊行的主辦單位「民

間人權陣線」估算，今年遊行參與人數

多達 40 萬人，人數之多僅次於 2003

年的 50 萬人和 2004 年的 53 萬人。

在遊行途經的街道，除了傳統政黨設置

了籌款街站，愈來愈多大大小小的本土

運動團體也設置街站。他們與遊行人士

一起高呼「香港是我們的主場」，香港

意識相當炙熱。

「97 回歸前，許多學者都說『香

港故事』已經講完。一個『小城市』回

歸『大國家』，中央政權穩妥，加上

搞國民教育，以為香港意識會變弱，

而國族意識會變強。但回歸至今發現，

『香港故事』還未講完，不斷有新故事

發生。」長期從事香港文化研究，自

1996 年起從事「港人身份認同感調查」

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副

教授馬傑偉認為，「香港故事」得以延

續，與香港年青一代的價值觀轉變有

關。

作為「香港故事」核心的香港意

識，在回歸前以經濟為主軸，但在回歸

後尤其是近年，卻轉向政治化。馬傑偉

指出，本土意識由以往著墨在生活、習

慣等文化層面，轉變到近年強調要由政

策層面來體現生活的價值。

本地社運界中堅朱凱迪，2006 年

率先發起「本土行動」，保護天星、皇

后碼頭。他認為，本土運動是香港政治

化的主要組成部份，香港在擺脫殖民地

走向一國兩制時，港人開始有新的政治

想法，想藉著建立集體意識來決定自己

的未來。「當說政治化事件時，過往關

注的面向是與中國切割不開的，如 89

民運。焦點放在大陸，香港自己卻沒有

未來，很無奈，因為沒有話語權。97

後，2003 年的七一遊行是最大的轉折

點，是質變，整個焦點重新回到香港

這個城市本身，要保護的是香港核心價

值。」

	 	 「香港意識」萌芽之時

香港意識之所以出現如此轉變，必

需追溯到它的根源。在國共內戰前，香

港與內地交往頻繁，兩地差異小，香港

是廣州文化的一部分，並無一個獨特的

香港文化身份，所以相較於香港意識，

嶺南意識反而較強。50 年代開始，大

量逃避戰亂的內地人移居香港。對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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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講，香港只是一個避難所，故此有

「香港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

說法。

香港意識在 60、70 年代開始萌

芽。當時，第一代土生香港人佔總人口

的一半多，成為大多數。加上香港經濟

開始急速起飛，締造了「亞洲四小龍」

的神話。相對於內地的政治動盪與經濟

落後，香港人有一定的優越感。這些獨

有的經歷，使香港人建立了一份抽離於

中國身份的「香港是我家」的集體價值

觀。不過，作為殖民地，香港民主發展

有限，香港意識是透過經濟奇迹來建立

的，香港本土意識較為單薄。馬傑偉說：

「對於香港人來說，香港歷史是抽象

的，只是由漁村轉變成大都會的概念，

經濟奇迹大過本土歷史。」

有別於經濟型的本土意識，蘇守忠

在 1966 年於中環天星碼頭絕食，引發

的抗議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則被視為是

關心社會、抗議不公的真正本土意識的

萌芽點。此後在 1968 年，以學界為代

表，發起爭取中文享有官方語言地位的

大規模社會運動，更被視為是反抗殖民

地政府不公平的第一波本土運動。

80 年代至 97 回歸前，香港意識

1966 年蘇守忠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

1966 年香港市民抗議天星小輪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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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延續著 70 年代以經濟成就來標榜香

港的主軸，並被廣泛敍述成是「香港故

事」，成為社會主調。台灣文化人龍應

台，在 2004 年所寫的一篇《香港，你

往哪裏去？》的文章中，把這種主流意

識稱之為「中環價值」：「中環代表了

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

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裏追求

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

『致富』、『效率』、『發展』、『全

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在這種

價值觀下，香港經濟不斷發展、土地資

源不斷被開發，亦為近年的第二波本土

運動埋下伏線。

港人就是在這些被加在自己頭上的框架

底下來看自己。那幾年，香港人根本不

知道自己是誰。」

港府為了應付周邊地區的競爭，大

力發展金融服務業和基建項目。金融服

「97 後，香港人就是
在這些被加在自己頭上
的框架底下來看自己。
那幾年，香港人根本不
知道自己是誰。」

在迷失中崛起

97 香港回歸後，面

對「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的政治形態，

香港意識走向政治化。

馬傑偉指，香港被定位

為中國的城市，與北京、

上海作比較，最低潮時

甚至與澳門作比較。朱

凱迪認為，港人因而迷

失了自我，「97 後，香

2006 年反拆皇后碼頭運動，讓香港本土運動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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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

比重，由 1997 年的 10.3%，上升至

2009 年的 19.5%。這使本地中央商

業區的土地需求大增，政府於是通過巿

區重建和填海工程，來增加巿區中心地

帶的土地供應量。這與回歸前，以經濟

發展作為主導的思維模式一樣，不過，

民間卻開始有自己另外一套想法。

本土意識正式被搬到枱面並政治

化，起點是 2006 年底開始的保護天

星、皇后碼頭運動。當年，朱凱迪與一

群社運人士、社運團體，組成「本土行

動」。他說︰「我們想透過運動，把本

土意識放在政治層面來討論。整個討論

指向香港人，讓大家想想這些發展究竟

是為誰服務。」整個運動探討的，是香

港城市規劃和空間問題。「香港人想取

回生活的主導權，不再只是關注政制如

何發展、我可否投票選特首的問題，而

是要掌握日常生活的部分，主動塑造香

港。」

同時，本土運動亦越來越多地針對

中港關係。馬傑偉說，「舊時『中國』

是模糊的，但現在大國崛起，同時又有

許多陰暗面，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意識崛

起。」

2003 年的七一遊行，港人從政治

層面提出香港本土意識。當年 50 萬人

上街，反對特區政府按中央意願，就

《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要求政府立

粉嶺北馬屎埔村民發起運動，爭取不遷不拆。
即擱置有關制止叛國、分

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

國家及竊取國家機密等行

為的立法工作，因為擔

憂 23 條立法將破壞香港

的核心價值。這是港人首

次主動提出要守護這座城

市、 自己「家」的核心

價值觀，即自由、人權、

公平等，本土意識強烈。

多項涉及中港融合的

大型工程和措施，亦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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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不滿，指香港從

未被諮詢，只是在不

斷 地「 被 簽 約 」。 典

型例子就是在 2009 年

底，民間大規模反對

興建廣（州）深（圳）

港（香港）高速鐵路

項 目（ 簡 稱 高 鐵 ），

以及隨之而起的保護

石崗菜園村運動。

80 後本土社運人

士 卓 佳 佳 說：「 香 港

人的土地是應該為香

議行動。「一句為了與珠三角融合，就

去建立一個新市鎮，與內地的地產項目

融合。我覺得香港現在只是被再殖民，

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則是中共的

殖民地。」卓佳佳由關注馬屎埔村的發

展，到進駐當地並與村民一起創辦「馬

寶寶社區農場」，推廣永續農業，來抗

衡官方的發展模式。她指，政府從未就

有關計劃諮詢過公眾意見，是「偷步出

賣香港人」。

這名 80 後，如此著緊馬屎埔村的

前途發展，原因很簡單，就是「香港是

我家」。「其實我的想法是為整個香港

港人的生活去發展，為何我們一定要

為『人民幣』服務？現在賺到的錢只到

小部分人手中，如地產商，代價卻是由

全體香港人去承擔。」她批評政府現時

的社區規劃，根本不是為了香港市民。

「我並不抗拒中港融合，但不可以單方

面被對方融了而失去自己，應該堅持自

己的價值、獨特性，去影響對方。」

例如新界北區粉嶺的馬屎埔村，同

樣被包括在中港融合計劃、新界東北

新發展區計劃內，當地村民要面臨被

拆村的危機。村民與關注事件的本土

運動團體，兩年來發起多次反拆村的抗

幾年後 , 馬屎埔村很可能就會被高樓大廈所取代 , 城鄉共生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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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去做的。許多人說台灣很好，永續農

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為何不移民到台

灣呢？但我會覺得，就算到了那裏，那

裏是不是我的家呢？無論是我或者我的

父母，現在或者將來，都會把香港視作

自己的家。」

她指自己這種以香港為本位的想

法，是受到保護天星、皇后碼頭行動的

影響，「那時開始知道甚麼是身份認

同。身份認同是建立於一個人如何在這

個地方生活，怎樣去用這個生活空間和

擁有一些共同的回憶。」卓佳佳說，正

因為這種香港意識與現實落差太大，港

人完全無法主導自己的發展方向，才引

致今年七一有 40 萬人上街。

內外夾迫	本土意識往哪裏去？

本土運動曾嘗試在 2010 年，改變

這種政治無力感。當年社民連和公民黨

五名立法會議員，透過辭職後再參加補

選，發動「五區總辭」運動，提出藉著

選民參與「變相公投」，以表達要求落

實普選的民意基礎，嘗試在政治夾縫中

有限度地推動民主政治。不過，五區補

選的投票率只有 17.1%，不少論者皆

認為「公投」運動以失敗收場。

朱凱迪說，曾積極參與「五區公

投」的本土運動團體，當時的挫敗感很

強。「五區公投後本土運動一直無法擺

脫那種無力感。像在今年的特首選舉

裡，就沒有動員反抗力量，變成最終任

由媒體炒作僭建事件，相當荒謬。」他

又形容，香港這兩年的政治環境如去年

區議會選舉種票案、今年的特首選舉，

都令港人無法冷靜。

此外，在與內地高度融合下，香港

漸漸「大陸化」。自由行和雙非孕婦問

題所引起的種種問題，令港人感到憤

怒。去年中起，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

授陳雲發起的「香港自治運動」，在社

會上產生了一定共鳴。以他為代表的

「香港城邦論」者主張，香港在《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享有自治

權利，強調建立一個作為『我』的香港

人，與作為內地人的『他』有甚麼不同。

曾任灣仔區議員，同時亦是文化運

動人的甘佩瑋，去年接觸了陳雲的「自

治論」後，被他所吸引而加入了「香港

自治運動」網上群組。「五區公投後，

部份本土運動人士選擇重建菜園村，部

份人士卻消失了。涉及到中港問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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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問題，大家都不敢碰，陳雲則接手

了這一塊。」

「香港自治運動」成員謝家俊表

示，他們主張「中港區隔」，中國政府

必須根據《基本法》行事，除了國防和

外交事務外務，不應干預特區的內部事

務。與此同時，他們也不贊成香港介入

和干涉內地事務。

「回歸初期北京尚算放手給特區自

治，但在2003年七一以後，就變成『以

我為主，不斷干預』的政策，這體現在

北京不斷地干涉香港政務之上。中國政

府的駐港機構，往往扭曲香港的情勢，

損害了兩地的關係和利益。中聯辦本來

只是聯絡機構，時至今日已變成類同於

昔日英國殖民部的角色，例如介入特首

選舉。」謝家俊說。

今年初發生「蝗狗」中港罵戰，使

本土運動內部出現撕裂，分成「支持蝗

蟲論」與「反對蝗蟲論」兩大陣營。對

於有社運人士批評，香港自治運動支持

「反蝗」論，是類同西歐反移民的右翼

排外思潮，謝家俊表示絕不認同，強調

他們並非「反移民」。「我們只是反對

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以及毫無節制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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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遊客自由行政策。他們的不斷湧入，

很難避免會與土生香港人產生族群衝

突。不少泛民主派政黨和社運人士，囿

於長期高舉『公平正義』、『幫助基層』

等意識形態，都不願意承認和觸碰這個

問題。」

面對內外的挫敗感，朱凱迪預計，

未來本土運動所面對的形勢將會變得愈

來愈複雜。對外，有中央的存在；對內，

則有許多對抗性的力量如地產霸權、小

圈子選舉等，較以往困難和複雜得多。

「以往是親共產黨，或是親國民黨。之

後是親共或反共。但未來，本土運動每

走出一步都會很有意義。」

朱凱迪指，如果土本運動能夠在香

港實踐成功，也將對內地產生一定影

響，李旺陽事件正是最好例子。「未來

香港作為可影響內地政治的地位將重新

提升，這與台灣本土運動不同。台灣從

來不是可以影響大陸的基地，但香港正

相反。如何令香港本土運動在內不讓資

本家吃掉，同時又可抗拒專制，打好這

場角力戰，繼續影響大陸。這是未來努

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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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治運動：

2011 年成立的「香港自治運動」組織，主張「中港區隔」，
目前活躍成員共有數十人，在 facebook 上則有數千名支持者。
今年的七一遊行，他們舉著約 30 面「龍獅香港旗」參加，數
百人響應他們在網上的號召，加入了遊行行列，場面壯觀。

文 / 陳嘯軒

近兩三年開始，在香港舉行的大

規模遊行示威，都有人高舉昔日的港

英旗幟參加，因此曾惹來親北京報章

專欄的批判。去年成立的「香港自治

運 動 」（Hong Kong Autonomous 

Movement, 簡稱 HKAM），旗幟也

因為與港英旗類似，遭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劉夢熊炮轟為「隱性港獨」。「香港

自治運動」的成員反駁，他們絕非要求

「港獨」，強調只是希望做到「中港區

隔」，促請北京切實履行《基本法》保

障特區的高度自治，真正做到「河水井

我們並非「戀殖」



水互不侵犯」。

香港「戀殖人」

在今年的「七一」遊行，在人群中

揚起的昔日港英旗幟，數目之多可謂是

歷次七一遊行之最。已經退休的余先

生，當日與妻子拿著紙製的港英紙旗遊

行。他直指現在的特區政府，表現較港

英政府「差一百倍」，坦言自己有一點

懷念前朝統治。「那時我們讀書、買樓

或者是生活，都沒有現在那麼艱難，年

輕人也有很多出路的，找工作很容易。

反觀現在，年輕人找工很困難。」

20 歲的 Sam，與朋友湊錢訂造了

一面港英旗幟，在七一遊行充當「持旗

手」。回歸時年僅五歲的他，坦言對英

治年代印象不深，但卻認為現在香港的

自由空間較回歸前收窄。「（末代港督）

彭定康走時，我們是歡送他；但現在（剛

卸任行政長官）曾蔭權離任，我們不會

了。我感覺英治還是較中國統治好。」

甚至在 6 月 10 日，香港足球代表

隊在旺角大球場友賽迎戰越南國家隊，

在一片紅色特區區旗的旗海中，在看台

上也赫然出現了一面藍色的港英旗。這

一幕在回歸以來的香港足球史上，還是

頭一次。有輿論因此認為，港英旗愈來

愈多在公眾場合出現，反映部分港人

「民心未回歸」。

去年 6 月成立的「香港自治運動」

香港自治運動成員，在今年七一遊行展示「龍獅旗」旗海。

組織，旗幟也與港英

旗類似，但只取了港

英 旗 的 龍 獅 盾 徽 部

分，去除了左上方代

表英國的米字旗，底

色則沿用原港英旗的

海軍藍色。組織核心

成員謝家俊強調，這

面代表「香港自治運

動」的龍獅香港旗絕

非「港英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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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絕非要求「復辟」英國

殖民統治。七一遊行當天

出現的大大小小港英旗，

也並非他們製造和派發。

「我們並非懷念港英殖民

統治，而是希望把英治時

期的遺產保存下來，令這

個城巿繼續發揚光大。」

謝家俊稱，隨著香港

在中港加速融合的過程中

「被規劃」，例如粵港澳

政府共同推出「環珠江

建築的城巿導演團，讓參加者了解香港

昔日殖民地和成長的歷史，以及英國人

留給今天香港的「遺產」。

此外，他們還曾組織成員，參加了

多次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遊行，包括

「我們並非懷念港英殖
民統管，而是希望把
英治時期的遺產保存下
來，令這個城巿繼續發
揚光大。」

口宜居灣區行動計劃」及興建廣深港高

鐵，在政治上中聯辦介入特首選舉，在

社會上則有大批「雙非」（夫婦皆為非

香港居民）孕婦來港產子等，引發了香

港人的危機意識。不少人擔心，香港將

會喪失自由、法治等在中國土地上的獨

有優勢。

適逢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陳雲去

年提出「香港城邦論」，於是一批認

同 這 套 理 念 的 網 民， 便 在 社 交 網 站

facebook 建立群組，成立「香港自治

運動」組織。成立一年以來，他們共舉

行過四場有關探討「香港自治」和中港

關係的研討會，並曾組織參觀香港歷史

自治運動核心成員謝家俊強調，他們並非「戀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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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七一遊行，乃至今年的聲討曾蔭權

貪腐遊行，反對中聯辦「亂港」遊行

等。以今年的七一遊行為例，他們舉著

約 30 面「龍獅香港旗」參加，數百人

響應他們在網上的號召，加入了遊行行

列，場面壯觀。他們又印製了 4,000

多面「自治運動」小紙旗，免費派發給

參與遊行的巿民。

主張「中港區隔」

自治運動目前共有幾十名成員，在

facebook 上則有數千名支持者。組織

沒有「主席」或「發言人」，各人都是

志同道合的義工，「有錢出錢，有力出

力」。對於不斷有人批評他們是搞「變

相港獨」，謝家俊再三強調：「我們不

是要搞獨立，不是要向中國政府宣戰，

而是希望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大家都

好。」

「英國人留給香港的遺產，包括法

治、人權保障、廉潔的文官制度、中西

合璧的多元文化等，這些遺產到現在還

很有用，對中國大陸也有用。」謝家俊

認為，在「一國兩制」逐漸受到蠶食的

今天，港人有必要維護這些遺產，否則

「中國會失去晉身現代社會的借鑒對

象，香港也會失去其獨有優勢，兩者也

會痛苦」。

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早前離奇身

亡，觸發 2.5 萬人上街遊行，要求中央

在今年七一遊行，不少人高舉港英小紙旗參加。

政府徹查。但這

在謝家俊眼中，

卻是港人不宜做

的事。「我們很

尊重他，認為他

是一位烈士，但

我們不贊成介入

或干涉中國大陸

的內政。我認為

支聯會應該搞一

個悼念會，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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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遊行要求中國政府調查。這其實很

危險的，因為當中國政府意識到，香港

可能成為一個顛覆、反共基地，就有可

能刺激他們的思想，從而做出對（內地

和香港）雙方都有害的政策。」

以往也曾出席支聯會「六四」悼念

晚會的謝家俊，批評支聯會長年只是搞

悼念活動，實際作用不大。他認為，港

人除了要反對「西環治港」外，也應該

做到「中港區隔」。「六四晚會舉行了

23 年，已經變成無所作為，淪為一種

竟然都消耗在一個靜坐晚會上，沒有造

成任何社會現狀的改變。」他謂自己今

年「六四」已沒再去維園，改而選擇

與友人到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自發舉行

「六四」死難者悼念活動。

生於八十年代中期的謝家俊，自

稱以往一直也是泛民主派的支持者。

2009 年底首次參與街頭社運，當年為

了反對香港建造高鐵，曾參加包圍禮賓

府和立法會等多次行動。但泛民各政黨

多年來在本土政治上的表現，令他感到

很失望。「泛民政黨脫離了香港民眾和

本土植根，沒有想過幫香港制訂長遠政

策，例如吸引工業回流，建立擺脫地產

霸權的多元化社會，制定長遠房屋政策

等。」

「左」與「右」難定分界

「香港自治運動」在政治上主張盡

快推動香港「雙普選」，反對中聯辦介

入香港政務；在經濟上反對「地產霸

權」，要求政府回購領匯，支持基層社

區經濟等。這些主張都與香港其他社運

界十分類似，然而他們的社會和人口政

策主張，卻與左翼社運界大相逕庭。

「香港自治運動」倡議人陳雲，因

泛民政黨脫離了香港民
眾和本土植根，沒有
想過幫香港制訂長途政
策，例如吸引工業回流，
建立擺脫地產霸權的多
元化社會，制定長遠房
屋政策等。

宗教儀式。支聯會在晚會上，不斷宣

揚大中華意識，反而忽略了本土政治

的力量。其次，十多萬人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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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本年初提出「反蝗蟲論」，高調指

摘內地孕婦「侵佔香港公共資源」，內

地遊客「干擾公共秩序」，甚至提出

「大陸到香港新移民是中共殖民香港的

棋子」。此等言論引起很大爭議，有社

運人士因此標籤自治運動為「極右」、

「排外」甚至是「法西斯」。

面對主要來自左翼社運界的責難，

謝家俊否認他們是「反移民」或「極右

排外」，強調自治運動只是反對「雙非」

孕婦藉來港產子為子女取得居留權。他

擔心，若香港繼續無限制地吸納內地新

移民，難保有朝一日香港會出現族群大

衝突。「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想做到區

隔，你不輸入人口，問題就會減輕。我

們不是要排斥現在已在港的新移民，也

不會迫害新移民。」

謝家俊認為，「反蝗」運動的方向

沒有錯，其後也導致一致成果，包括廣

東省政府正式表態廣東居民來港生第二

胎，仍會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而受

罰。壓抑「雙非」孕婦來港產子數目，

也漸成為香港主流政黨的共識。

與謝家俊年齡相若的自治運動成員

Mason 說：「我們只是將一般港人的

直覺講出來，不喜歡內地人的某些錯誤

行為，例如插隊、小孩隨地在街上大小

便，說話粗聲粗氣、侮辱港人等，港人

不喜歡他們是很直接的反應。」謝家俊

也否認自治運動鼓吹民粹：「香港泛民

政黨喜歡講大道理，講平等包容，但卻

壓抑巿民這些憤慨感受。如果日後香港

發生大陸人和香港人，初則口角繼而動

武的傷亡事件，怎麼辦呢？」

「我認識的一些來自左翼的社運人

士，其實在暗地裏也認同我們自治運動

的一些理念，只是囿於他們表露的意識

形態，不便公開他們內心的想法。」謝

家俊坦言，在四年前的立法會選舉，

投票支持了屬於左翼、被視為激進反

對派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今年

9 月的立法會選舉仍會考慮繼續投他一

票。梁國雄一直反對「蝗蟲論」，更曾

就此議題與陳雲激辯。「左」與「右」

在香港的意識形態定位，有時候的確十

分吊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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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黨：本土運動新趨勢　
專訪朱凱迪

文 / 雨文

朱凱迪由 2006 年開始參與本土運

動，有份發起保衛中環天星、皇后碼頭

運動。2009 年初，更參與成立菜園村

支援組，與村民一起抵抗迫遷，並重建

家園。 2010 年，參與成立地區運動組

織「土地正義聯盟」，負責元朗八鄉地

區的組織工作。

富有豐富社運經驗的朱凱迪，直言

搞本土運動，個人所要付出的代價將會

越來越大。像他在去年參與六四燭光晚

會後，因再集會被警方控以「非法集

會」，至今仍官司纏身。他淡然地說：

「這種情形會越來越多。」

香港近年被視為「示威之都」，警

民衝突的場面經常出現，卻從未出現騷

亂的失控情況。朱凱迪指，這與六七

朱凱迪 (左 ) 在菜園村帶領導賞團。



暴動的陰影有關。相對於 1999 年和

2000 年的學生運動，近年參與本土運

動的人數增加了很多，而行動程度亦提

升了不少，但有關行動一直較為克制。

「香港民間運動有很長的歷史，民間團

體的默契也很高，自制性很強。與內

地不同，內地人沒條件自制。2003 年

七一大遊行，50 萬人上街竟然沒有出

現騷動，這在全世界都找不到，這種情

形其實是變態狀況。這與無法擺脫六七

暴動的陰影的有關，左右兩派都會計算

一旦出現騷亂會引發出來的後果。」

不過，亦因這種自制力，使近年本

土運動舉行的次數雖然越來越多，但透

過行動向政府施壓的能力卻變得越來越

小。「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當時的行

動較有壓力，因為行動形式比較少見。

但現在，警方已見慣了，你衝過來就用

胡椒噴霧。」他指，這正是目前本土運

動應多思考的問題，「有些人覺得，香

港要先出現失序狀態，才可以帶來重

組。行動方式應如何達到最大的政治影

響力，這很重要，要不斷地改變。」

35 歲 的 朱 凱 迪 說， 他 們 這 一 代

「70 後」，已沒有 80 年代畢業的那

一代人那般幸運，在社會往上層流動的

機會很少。「我們已是在社會的下層，

不會有所謂找其他的事情做會較現在更

好的情形了。」雖然身處香港這個十分

現實的社會，但對於金錢他一向看得不

重：「作為搞社運的人士，資源少、人

不多，已習慣了看菜吃飯。」他指，現

在許多本土運動都會選擇把網上聊天室

來作為發起運動的平台，這將使本土運

動的經營成本減小，有助有關運動的推

行。

不過自從女兒在 2011 年出生後，

朱凱迪亦開始「被逼面對現實」，思考

金錢的問題。「我不是很弱勢的人，賺

取生活費不難，不覺得特別辛苦。不過

現在就要每個月都要賺取固定數目的

錢。」

對於自己的本土運動前景，他很坦

然地說：「繼續努力，很簡單。我只有

一個人，可以做多少就盡力去做，最重

要是保持自己的創作力。」不過他說，

香港本土運動組織發展成政黨，使運動

更具影響力，可能是未來的發展趨勢。

「影響目前的政黨很重要，泛民政黨現

時並不理解我們所提出的土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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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政府統計處 6 月 18 日公佈的 2011 年人口統計數據分析，
香港堅尼系數達 0.537，創多年以來新高。

堅尼系數超過 0.6 
該地區屬於隨時會發生動亂的狀態

堅尼系數超過 0.4 
該地區屬於可能發生動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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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過往多年堅尼系數顯示
香港始終處於「警戒線」之上。

編輯 / 呂睿 孫娜  

設計 / 桑田

香港
貧富懸殊40



60,000-

50,000-

40,000-

30,000-

20,000-

10,000-

1    2          3            4        5          6            7        8          9           10 組別

2001 年與 2011 年就業人士收入數據，
高收入組別增幅比低收入組別增幅要高。

月收入
（HKD）

升幅 2001 2011

+15.7%

+6.7%

+10%

+10%

+12.4%

+7.7%
+8.1%

+20%

+2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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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香港政府統計處將香港就業人士收入由低至高排列，
按人數十等分，組別 1最低，組別 10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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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工廠北移、外遷，香港經濟變成以

服務業和金融業為主，低學歷工人的勞

動價值大幅下降。

過去30年

製造業就業人數

大幅下跌

製造業就業人口數量

佔總就業人口百分比

40%
48%

42%

28%
1000-

800-

600-

400-

200-

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7%

千人

&

33.4%

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

且缺乏老人退休保障計劃。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數據

香港長者的貧窮率在各年齡組別中最高

2011 年上半年統計
長者貧窮率

香港貧富懸殊不斷加劇

工業外遷 人口老化

即每三位長者便有一位屬於貧窮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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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

市民生活消費被大集團控制，

競爭者不足而造成價格壟斷。

	 參考陽光時務第二十期

			《香港大資本》

因教育文化差異，內地來港新移民婦

女未能符合香港就業市場需要，難以

找到合適的工作，同時又不符合公屋

和綜援申請的資格。

就業率

遠低於

政府統計處 2009 就業率統計

新移民婦女

35% 52%

本地婦女

金融投資成為香港人增加財富主要

途徑之一，但貧困人士大部分收入

用於基本生活資出，無法累積資

本，造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萬通亞洲 2010 年調查結果

港人平均投資金額

約佔其全年總收入

25% $
$$$

$

$

新移民就業困難 創富途徑單一

商業大資本霸權壟斷

生活篇 地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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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Tuby L.  設計：Teresa S.

抗議天星小輪加價

天星小輪加價港幣 5 分，市民上街抗議加價，引起騷亂。 

1966
事

年份

1978 中文運動
聯合委員會
成立 

會
第二次中文運動

爭取香港中學用中文教學。 
事

1989
支聯會 成立

主張平反八九民運，

建設民主中國 

會 八九民運 事

五十萬人七一上街抗議 事2003



本土行動 成立

主張爭取爭取城市規劃民主化，以保留皇后碼頭為行動焦點
會

抗議利東街重建事2004

保衛天星碼頭

市民和民間團體透過網絡策劃靜坐和示威，兩度佔領

舊中環天星碼頭，阻止政府拆卸。示威者佔領行動

遭警方清場，造成警民衝突，14名示威者被捕。

事2006

保衛皇后碼頭

本土行動策劃一連串論壇、靜坐和絕食，

阻止皇后碼頭拆卸，事件後來演變成警民衝突。

事2007

保衛菜園村

新界菜園村村民及保育人士反對政府因計劃興建

高鐵而拆遷菜園村，他們印製特刊、到政府抗議、

舉行音樂會、論壇等方式，希望保留菜園村。

事2008



反高鐵運動

反對者在立法會外示威，亦曾到禮賓府外靜坐，

有反對者通過五區苦行的方式方式希望讓其他

市民理解其反對高鐵之理據。

事2009

土地正義聯盟 成立

三位成員參選

區議會選舉，

最終落敗。

會2011 香港城邦自治運動

主張香港在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

可以享有自治權利。

事

反蝗運動

稱內地遊客為蝗蟲，反對內地遊客掠奪

香港社會資源、侵蝕香港核心價值。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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