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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香港基層政治的制度變遷 

一、港英時期以港督為中心的政治制度與背景 

香港是英國在 18 世紀末，自中國清廷政府手中所取得的一個小島。伴隨後來的續

約和租約，將廣義概念的英國殖民地－香港延展涵蓋了香港島、九龍半島、離島地區和

新界地區共三個部份1。雖說香港是英國眾多殖民地（colony）之一，但在實際意涵上與

其他英國海外殖民地有所不同；從當時英國殖民地部寫給首任香港總督2的信中，明確

的表示：香港殖民地的佔領，以及港督的「業務」，著重於外交、商業和軍事等目的。

比起一般英屬殖民地的拓殖居民、獲取自然資源等目標來說，與中國的貿易、外交和英

國在遠東地區經濟與政治的經營顯得更為重要3。在這樣的概念之下，採用以英皇所委

任的港督，專斷統治為主體的行政主導制度（executive-led）。作為港督權力授予來源的

英國皇室暨政府，則擁有最終的決定權4。換言之，港英時期的香港政治體制，統治權

力的來源基礎，自外於香港。在英國本土政權支持、授權和不反對的情況之下，港督可

以獨自決斷香港殖民地內的一切事務；港督直接擔任行政、立法兩局主席，使兩局作為

港督的諮詢性機構，一直到法院法官的委任權、特赦權等等，皆屬港英時期港督大權獨

攬的「中央集權」範圍之內5。 

因此，扣除掉以軍事基地為主的海外殖民地；對照英國在歐洲、美洲和大洋洲等地

以拓殖白人移民定居為主的殖民地，在政制發展和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過程中，

其行政、立法局的代表，部份或全部由選舉產生。不過，香港這樣由華人在本地佔超過

9 成以上人口的亞洲英屬殖民地，殖民地政府為了達成它異於其他英屬殖民地的目標，

則需要透過較為集權專斷的方式來處理殖民地事務，故底下的行政和立法局之代表，自

                                                 

1 1842 年中英《南京條約》造成了香港島的割讓。1860 年 10 月 24 日的中英《北京條約》以及 1898 年 6
月 9 日的中英《拓展香港界址專條》造成了九龍半島南部的割讓以及九龍半島北部暨附近後統稱「新界」

等大小不一的兩百多個島嶼租借 99 年予英國；劉曼容，港英政府政治制度論：1841~1985（北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年），頁 11~13。 
2 後文皆簡稱「港督」。 
3 英國殖民地部和軍事大臣當時在給首任港督首任港督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亦有翻成樸鼎查）的信

中，表示了這樣的概念。詳見楊奇編，香港概論下卷（香港，三聯書局，1993 年），頁 7；Morris, Jan 著，

黃芳田譯，香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台北：馬可孛羅出版，2006 年），頁 290-291。 
4 1843 年《英皇制誥（Letters Patent）》、1917 年《皇室訓令（Royal Instructions）》是兩份由英國樞密院

通過，英皇名義發佈的對香港殖民地的憲制性文件。《殖民地規例（Colonial Regulations）》則是對於港督

與港英殖民地官員等的人事事務規定的指示文件。見劉曼容，港英政府政治制度論：1841~1985，頁 19-22；
郭展瑋，「香港民主化之研究：以 2005 年香港特首補選任期釋法為例」，發表於 2005 年台灣政治學會年

會暨學術研討會（台北：台灣政治學會、政大政治研究所主辦，2005 年 12 月 10-11 日）。 
5 見 Miners, Norman,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5th edition(H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53-82; 李彭廣，「合一政府或分掌政府：香港特區行政立法關係的演變和發展」，曾建元

主編，臺灣與東亞：制度與經驗比較－第二屆《地方政府與公共管理》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新竹：

中華大學行政管理學系，2007 年），頁 18-20；雷競璇，「香港的中央政制及其特質」，鄭宇碩編，過渡期

的香港（香港：三聯書局，1989 年），頁 20-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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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也會都以委任的方式產生6。在這樣不同的歷史背景之下，雖然同為英國在 18-19 世

紀的海外殖民地，香港的政治制度發展早在開始就缺乏了民主代議的成分7。爾後港英

政制的發展上，在委任議員方面稍微開放一點華人進入政治體制裡參與8。但毫無疑問

地，上層統治菁英和以華人為主體所組成的底層社會，之間關係是斷裂的9。一直要到

了 1920 年代中期，新界鄉議局、市政局的先後成立，甚至二次戰後地方行政改革與基

層諮詢組織開放民選，港英的政制發展，基層與上層之間才慢慢開展出非正式和正式制

度之間互動的關係10。 

二、世代空間想像的形成 

第三空間是「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那麼不同世代在不同時空環境下的生活，

所孕育出來的空間想像和認知，也會跟著有所差異；即使大家都生活在這一塊叫「香港」

的土地。 

許多文獻都會提到香港是一個以「移民」所組成的城市，但其中的涵意究竟是怎回

事？基層市民和政治空間的連接與生活，是討論香港基層空間的重心。所以在這邊必須

先說明在二戰之後，香港人口組成是如何的被建構？透過香港中文大學呂大樂教授所提

到的「四代香港人」11，這是一個瞭解當代香港人口組成的起點。吾人不必全然接受呂

大樂對於每一世代的詮釋（因為不同世代的人或許會拒絕被他者定義，而各自有各自的

文化價值觀），但從對於戰後四代香港人的介紹中，相信可以得到一個窺探現在香港各

代人口組成背景的捷徑。 

                                                 

6 港英時期有所謂的「官守議員」和「非官守議員」。其區分的標準在於；前者指的是擔任議員的人同時

也具有政府組織的官職身份，後者則否。所以，反過來說，今天一個所謂的「非官守議員」，指的是由港

督委任特定的非政府人士出任。在後期的政制發展上，則有可能透過有限民選產生。 
7 羅永祥、陳志輝，香港特別行政區施政架構，頁 9-10。 
8 1880 年華人伍廷芳（又名伍才）因一位英籍非官守議員因事離開香港，故被當時第 8 任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委任入立法局，但被認定是暫代性質。1882 年伍廷芳離港之後（後來成為中華民國首任

的外交部長），一直到 1884 年才再次有華人被委任進入立法局議員並自此佔有 1 席，到 1896 年非官守議

員中共有 2 席是華人代表，1926 年首次有華人被委任進入行政局議員。不過這裡所謂的華人代表，當然

不會是什麼基層市民或是勞工，委任的對象基本上都是繳得起稅的，有一定收入、教育或社經地位的華

人或華資的財團代表。在軒尼詩於 1880 年去函英國殖民地部的信中表示，香港殖民地政府 90％以上的

稅收皆與華人負擔。這也顯視出港英政府重視的是華人財團對於英國在香港乃至於遠東地區的商業利

益，而非要擴大香港在地居民的參政基礎或打破什麼中英之間的種族藩籬。參見 Endacott, G..B.,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91-92; 余繩武、劉存寬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麟書業，1994 年），頁 160。 
9 1850 年立法局開始有非官守的委任議員、1896 年行政局開始有非官守議員，但皆為在香港的英國商人。

非官守議員委任於英商的目的在於擴大港督在香港的統治基礎，但這樣的基礎是建立在殖民地思維上與

商人，特別是英商的合作互利上，行成了港英政府與英商財團共治香港的現象；參見劉曼容，港英政治

制度與香港社會變遷，頁 31；周平，香港政治發展：1980-2004，頁 52-54。 
10 鄉議局一開始並非是港英立法之下的地方單位或組織，而是新界地區居民所自己組成的地方組織。 
11 呂大樂，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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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戰後在香港的四個世代 

第一代人指不在香港當地出生，而於 1920-30 年代出生於中國本土，為了討生活、

糊口飯甚至是戰爭的關係，於 1940 年代中末期來到香港的「過客」12。之所以說過客，

是因為他們早年仍有「回鄉」的期盼，香港只是一個暫時生活的地方13；另一種說法認

為，更深層的原因來自於這代移民對於自我「雙重身份失落」的影響。第一層失落感，

來自於從中國到英屬殖民地的感受。第二層失落感則是戰後來到香港之後，在工作或謀

職所面臨不熟悉或是向下流動的打擊14。這種雙層的身份失落讓他們所感受的香港，產

生出一種「不確定」的想像，這也就是所謂「移民、過客」心態的深層原因。但反過來

說，戰後香港有關於省城（廣州、廣東）、上海等的「空間」想像，卻也是透過這群移

民從中國大陸重新帶進香港這個地方15。此外，這一代也是屬於不得不在逆境與困苦中

求生存的世代，他們的價值觀或許傳統保守，但卻有著面對時局變動，能夠忍耐甚至認

份接受的能力。 

第二代人則是 1940 年代到 1965 年左右之間，所謂「戰後嬰兒潮」的這一代，也就

是戰後移民香港所生的下一代；是香港現在（2008 年）的中壯年人口，也是現在香港

社會中堅的一代16。這世代的成長環境在 1950-60 年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1949
年）、韓戰（1950 年）和越戰（1959 年）先後爆發，香港的經濟發展，從原本以轉口貿

易為主的型態轉向為勞力密集、出口導向的輕工業城市17。1960、1970 年代經濟發展帶

來社會結構的轉變，第二世代開始成為香港累積個人財富的一代，也形成「中產」的觀

                                                 

12 戰後香港本地勞動人力資源需求增加、中國內戰政局不穩、因二戰導致華南沿海地區經濟不振等原

因，都是該時期影響香港人口非自然成長的因素；參見余繩武、劉存寬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頁 338-339。

幾個簡單的人口統計數字：1941 香港淪陷於日本之前約有 160 萬人口，當中的 75 萬是 1937 年中日戰爭

之後來到香港。但到了 1945 年 5 月，香港人口剩 65 萬，二戰結束後，1946 年 155 萬，中國內戰後，1950
年中葉，香港人口已有 223 萬人；詳見呂大樂、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香港：三聯書局，2003
年），頁 18。 
13 講得直接一點就是「難民心態」；參見鄭宇碩，「香港的基層組織對民主進程及公共政策的影響」，亞

洲研究（香港），第 37 期（2000 年 12 月），頁 12；黃芳田譯，香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台北：

馬可孛羅出版，2006 年），頁 88。 
14 當時香港勞動市場與中國內地的不同，所以來自於中國內地的移民在香港所能選擇的工作極可能是和

移民原來熟悉的工作有所不同，甚至向下修正。詳見呂大樂、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頁 21-25；

關於「雙重身份的失落」，可進一步再參見呂大樂，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增訂本（香

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年），頁 23-26。 
15 如果說將戰前、戰後視為一個斷代的話，自清末以來港澳粵三地的互動就很頻繁。但二戰期間暫時讓

這之間的人口流動停滯，戰後隨著中國移民重新進入香港地區，則對於原來中國內地的想像則由戰後這

代移民所承接和帶進香港。見呂大樂，四代香港人，頁 16-18。 
16 現任香港特區第三任行政長官曾蔭權，1944 年出生的他，差不多就是屬這一代的人；關於戰後嬰兒對

當代香港的影響，可參見韓江雪、鄒崇銘，香港的鬱悶：新生代 vs 嬰兒潮世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6 年），頁 10-19。 
17 新中國成立後部份內地資金、勞動力進入香港。冷戰、韓戰讓香港從以轉口貿易為主的經濟型態轉向

為工業生產出口導向的型態；參見韓江雪、鄒崇銘，香港的鬱悶：新生代 vs 嬰兒潮世代，頁 34-35；丁

新豹，「移民與香港的建設和發展－1841-1951」，李光雄編，歷史與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香

港：香港公共圖書館，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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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在這個過程當中，有兩點值得注意；首先，是因為隨著香港房屋政策的發展，各種

公私屋邨、樓宇的興建，成長後的第二世代買樓買屋，自己來當「業主18」的比例較第

一世代為高。落地生根、地方屋邨社區歸屬感的形成，對於第二世代的人來說，「移民」

不再是他們共同的記憶與想像，在「屋邨成長的經驗」才是他們所擁有的記憶與空間想

像；故。經濟的發展、中產的出現，塑造出「低政治強度」的地方認同、歸屬感19。 

其次，第二世代配合著政府提供普及的教育機會，以及經濟環境改變使得在社會競

爭場域中存有「出位、上位20」的機會。這讓原本來自於普通家庭、在屋邨長大（嬰兒

潮）的一代，在 1960 年代末、1970 年代的期間，有機會可以透過自己的努力和競爭中

的勝利，取得在香港社會裡的自我成就與社經地位，也就是社會結構的轉變與社會階級

的流動得以相互作用21。從這樣的脈絡反思，所謂香港人擁有的「個人主義」、強調靠

「自我」努力便有機會成功的形象22，放在這樣的香港在地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來理

解，集體意識型態所存在的想像其實並不讓人意外。而這份樂觀的想像，要到 1997 年

之後香港遇上亞洲金融風暴之後的影響，才徹底受到挑戰。 

第三代人出生在 1966 年到 1975 年之間。本文認為，從「接觸」政治的角度來說，

這個世代是「最貼近」香港解殖十一年後的一個世代。原因在於：第一，前兩代的香港

人的「成長經驗」中，並沒有太多政治參與的管道和機會。民選代表大幅進入立法局、

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其濫觴都起自於 1980 年代港府推行一系列的地方行政

與政制改革計劃，選舉與被選舉權的增加，是有助於香港市民對於政治參與的想像；地

方選區的劃分，也對於地方基層政治空間的形成有所貢獻，當然也影響了第三世代的地

方政治空間想像。第二，1970 年代的保釣事件、1980 年代初期中英關於香港未來的談

判、1989 年的「六四」天安門民運、1990 年代彭定康「政改」對於中港英三方帶來的

政治影響等；第三世代或許不是事件的參與行為者，但對於成長在這段期間的他們來

                                                 

18 香港用語，意為「物業所有權的擁有者」之意。 
19 所謂的低政治強度，指得是說，在這種伴隨經濟發展、中產階級的出現所產生的在地認同，它的地方

（place）空間想像並非直接是訴諸之反抗殖民統治或是港獨的方向。第二世代接受來自第一世代對於中

國的空間想像，但在個人成長、社經成就方面則從香港在地出發，在這種脈絡之下所生成的市民政治文

化，就是所謂的低政治強度。當然 60 年代有一系列的社會動亂，那個容後再提。關於這種香港在地政治

認同的研究，可詳閱李拓梓，「七十年代以來香港認同政治的變遷：一個台灣的觀點」，國立台灣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年）。 
20 香港用語，意近「出頭」、「接班」等意義。 
21 換句話說，階級並非不存在於那個時期的香港，但要從低階級轉換到相對的高階，個人的努力與社會、

政府提供的機會，讓這樣的流動想像有了實現的機會；見呂大樂、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頁

33-44、49-58。要強調的是，階級、結構性不平等並不會就這樣消失在一個社會裡面，台灣、香港都是

如此。至於晚近因為經濟的再次轉型對香港產生結構性失業，容後再提。 
22 呂大樂認為，如果有所謂的「香港意識」，對嬰兒潮這一世代的人來說，不是對殖民地政府的反動，

也非有著什麼長年文化歷史傳承，反而是第二世代的香港人所塑造出來的，代表以個人成就、勝者為王

的文化，作為「香港意識」的一個典型代表；詳見呂大樂，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頁

16、30-31。至於第三代、第四代以降的香港意識，或者說新世代的香港想像，雖然不是本研究的重心，

但田調的過程中，研究者亦可感覺出與第二世代的差異，這也將反映出他們對於香港政治制度發展各自

的想像；細節部份容後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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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從觀察到思考，從思考到現實社會中的體驗，毫無疑問地對於第三世代的政治想像，

以及地方政治空間的建構，他們都是親身體驗並生活於其中的一份子23。 

最後第四代人，就是 1976 年到 1990 年之間出生24，現在香港 20~30 歲的這一代人，

他們的成長背景就和台灣所謂的六、七年級生一樣，處於一個經濟成長快速的社會，物

質生活比前幾代人都來得豐富，被稱之為亞洲四小虎的國家或地區之中。這一代人的集

體記憶，可能是 1989 年民運、1997 年回歸、1999 年之後金融風暴和負資產時代、2002
年的 SARS、2003 年的禽流感等等。第四代前期的港人或許還涉及了一些殖民政府管治

的回憶，第四代後期所面對的香港，是一個已經確定回歸中國的香港，已經在一國兩制

之下所規範和制約，但也在轉變的香港。討論解殖之後香港地方政治空間的內容，第四

世代有著他們的參與足跡，但亦有排斥的理由25。 

因此，本文認為集體記憶不可能會在每一個世代中缺乏，每一個世代的人都有屬於

他們的集體記憶。香港沒有建立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進而走向港獨是另外的問

題；而香港民主化未能在九零年代一竟全功，則是港英、英國和中國都要各算上一筆的

問題。中英雙方在面對民主化進程中，對於基層民主參與的制度演化時，這兩個前後的

「主權行為者」都扮演了某種程度上干預者的角色。在後殖民時期香港的基層政治社會

當中，在 1997 年解殖後基本法的架構之下，產生了不同的行為者、不同的意識型態信

仰者，各自對於解殖後政制改革、民主發展等等的自我想像。 

(二)  認同：制度的影響 

在本章節一開始提到「移民」；在回答「香港為什麼會缺乏本土認同26」、「為什麼

港人公共事務參與度低、社會凝聚力低？」這類問題的時候，以「移民社會」為「因」，

來推導出認同缺乏、公共低度參與和社會凝聚力低的「果」27。這樣的思考邏輯肯定會

出現問題；譬如說美國就是一個以移民社會組成的國家，並不會因為是由移民組成而導

致他們的公共集體意識、社會凝聚力的低落。再者，台灣也是一個在中國清朝晚期被割

                                                 

23 故有研究（Wong，2006）指出，1970 年代後出生的香港世代，對於政治活動的參與是有顯住的提升，

見本第貳章第一節，研究回顧的討論。 
24 呂大樂的世代劃分僅到 1990 年出生為止；1991 年後出生的港人，換算到 2008 年，約 17 歲左右。因

為香港的選民登記須為年滿 18 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港英時期 1982 年的時候，選舉權取得是滿 21 歲），

候選人也就是被選舉權資格則是年滿 21 歲，再加上這次田野調查的受訪者均年滿 20 歲以上，故 1991 年

後的香港市民暫時不列入本文所討論的範圍之內。其他更詳細的討論待後文提到時再述。相關規定可見

香港選舉事務處網站，http://www.reo.gov.hk/。 
25 如深度訪談編號 D002；他是香港大學的大學生，具有社會科學和商學的學習背景，但他拒絕透過如參

與選舉投票這種吾人一般認為是民主政治制度的方式，來表達他對於特區政府的喜好。 
26 這裡指的是自外於英國、中國的「香港國族認同」。進一步來說，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難道本土認

同、在地認同或地方認同，就一定要根植於一種建立國族認同的假設基礎上？港人有港人自己的「香港

意識」認同，縱使它在解殖的過程中沒有發展成獨立的國族認同，但不代表對於本地的香港本土認同就

不存在。 
27 可參見谷淑美、潘毅，「香港公民身份的形成與蛻變－一個理論初探」，政治與社會哲學評論，第 6 期

（2003 年 9 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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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出去的日本殖民地，撇開法理上糾纏不清的爭議，如今在台灣確可以很容易的觀察到

自外於中國意識的「台灣意識」的存在（見表 3-1）28。所以吾人應該從不同地區各自

所擁有的歷史脈絡理解，才能瞭解不同地方的差異性。 

從制度面來說，港英政府一開始對於香港殖民地的態度，便影響了香港集體認同發

展的方向。前面談到英國對於香港殖民地的心態和其他英屬殖民地不一樣，香港對英國

來說是一個進入中國、東亞地區的跳板、基地。因此在香港與中國之間的「入出境管理

制度」來說，1949 年之前中國人往來香港、廣州深圳之間是無需經過任何手續，就可

以自由往來；用粵語講就是「就咁行就返到大陸」、「行路上廣州29」。換句話說，中港

兩地在居民往來上、文化流動上，幾乎沒有受到太多來自於官方的制約。在這樣形同不

存在著入出境制度的情形之下，對於華人（或說「中國人」）來說，港英政府並沒有透

過「登記制度」來建立「自己人」、「外人」的差異。換句話說，1949 年之前，在香港

生活的華人並沒有被建立起在法律上一個異於中國的「香港身份」。對於廣東地區的中

國人，到香港去從事勞動力工作只不過是南下「揾工30、揾食」。在一個 9 成以上仍都

是華人的地區，很難產生進入「外國」的感覺或想像，最多可能就是進入租界地的一種

感覺。 

到了 1949 年，因為來自中國的大量入境人口進入香港31，港英為了控制這種情況，

通過《人士登記條例（Registration of Persons Ordinance）》、《入境管理條例（Immigration 
Control Ordinance）》的執行，香港才進行港英殖民政府以來第一次的全面性強制登記，

並且發放香港住民的「居民身份證」32。1950 年代開始，港英政府因應推行各式的社會

政策33，更進一步地界定「自己人－外人」、「他們－我們」的需求之後，先後兩次換發

身份證，確立「香港居民（Hong Kong Resident）」的身份34。和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

身份證相比，港人的身份證一直以「香港居民（Hong Kong Resident）」的方式定之，現

今香港市民手上的身份證上面的字樣，抬頭中文寫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英文

                                                 

28 這種討論可以從歷年來民調中討論「台灣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上來一窺其意；2005-07 年三年之

間，台灣受訪者回答「台灣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數據，分別是 56.0％、60.1％、53.0％，以及

34.4％、33.4％、40.0％，而回答「中國人」的只有 7.0％、4.8％、3.1％。相較於同時期港澳受訪者對於

回答「中國人」選項的比率都有在兩位數以上的表現來看，台灣民眾自外於中國的這種集體意識的趨勢，

不難推測與想像。在這表過不詳述。民調數據出處見林泉忠（日本）、鍾庭耀（香港）、游清鑫（台灣），

『「台灣、香港、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國際比較調查」2007 摘要報告』，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news/12262007TAIWAN.pdf，瀏覽日期：2008 年 9 月 30 日。 
29 1925 年省港大罷工，用輕鬆一點的描述就是數十萬的香港工人對港英政府不滿，一氣火大之下便集體

罷工返回在中國地區的家鄉。 
30 廣東話，「找工作」之意。 
31 呂大樂、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頁 18。 
32 這時候的身份證是一張手寫的紙張。 
33 如 1950 年代初期開始的公屋政策、1968 年的勞工法規，1970 年代推行的九年義務教育、十年建屋計

劃等，港英政府一方面看似半強迫的開始大幅介入民間民生，但配合之後的地方行政與選舉的改革，基

層也開始涉入港英政府的管治架構，細節容後再提。關於各年代的大世記要，詳見文末附錄 1 的年表。 
34 鄭宏泰、黃紹倫，「身份認同與政府角色：香港的例子」，二十一世紀（香港），第 92 期（2005 年 12
月），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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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寫作“Hong Kong Permanent Identity Card”，卡片背面寫著－「本證持有人擁有香港居

留權（The holder of this card has the right of abode in Hong Kong）」35。換言之，作為一

個港英殖民地，作為一個中國地方特別行政區，港人並不是在法律層面上取得類似「香

港人（Hongkong-ese）」的身份。「香港市民」、「香港人」變成是「有權在港居留」的「香

港居民」36。身份制度的發展，或許沒有限制港人對於「香港」這個地方的空間想像，

但總是是在低強度的在地認同上排徊，不像台灣在被日本殖民（1895 年）之後推行在

台華人日本籍的身份。香港與中國缺乏藩籬，社會文化交流幾乎不曾被切割的情況之

下，沒有出現自立於中國以外的香港國族意識。所謂「港獨在香港沒市場37」，便其來

有自（見表 3-2）38。 

                                                 

35 現今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是自 2003 年起換發的「智能身份證」，是一種電腦 IC 卡，具有多種的身

份功能。詳可見香港特別行政區入境事務處網站，http://www.immd.gov.hk/chtml/hkid.htm，瀏覽日期：2008
年 11 月 13 日。 
36 劉紹麟，香港的殖民地幽靈：從殖民地經驗看今天的香港處境（香港：進一步多媒體，2005 年），頁

42-43。 
37 在許多的訪談、座談中，即便是立場偏向民主派的受訪者或與會者，幾乎都是傳達給研究者這樣的一

個概念；如深度訪談編號 D008、田野筆記編號 F017。 
38 從民調來看；當問題問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時，以 2007 年的數

據來看，香港受訪者單獨回答「香港人」的有 21.2％、回答「中國人」的有 21.7％、回答「香港人也是

中國人」的有 56.3％。但在另外一個問題，問到「如果兩組球隊對打，一組是香港隊，一祖是中國隊，

您會支持哪一隊？」回答支持本地（香港隊）的球隊有 65.8％，支持中國隊的有 16.6％，都支持為 9.4
％。兩種不同問題得到的認同意識，有著截然不同的答案。數據見林泉忠、鍾庭耀、游清鑫，『「台灣、

香港、澳門、沖繩民眾文化與國家認同國際比較調查」2007 摘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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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從球隊比賽聲援態度看台港澳和沖繩民眾本土意識的強度 

 

表 3-2：台港澳和沖繩民眾的自我身份認同比較 

 

故，香港人對於生活中政治的空間想像；隨著 1980 年代地方行政改革，開始有了

由選民分區選舉的代表進入立法局、市政局、區議會等。透過選舉選區劃分的影響，在

制度面上將原本只是單純居住地的地名，轉化為地方行政制度中，行政區劃的一環39。

以現今香港特區區議會的選舉來說，香港被劃分為 18 個地方區議會。以特區立法會的

選舉來說，被劃分為新界（東、西）、九龍（東、西）和港島五大地區。地方基層空間

的歸屬、運作和生活，在這種行政區域劃分的情況之下，成為香港人空間想像的基礎之

                                                 

39 舉例來說，小一點的區劃如「銅鑼灣」、「石硤尾」等，大一點的如「灣仔」、「深水埗」「屯門」。這些

地名在經過區議會的區劃之後，前者屬於每個單一選區的選區名稱，後者則是區議會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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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段從早年移民身份認同談起，並不是要訴諸一個港人沒有或缺乏本地認同的結

論。反之，本文認為，在解殖的過程中，香港並未發展出獨立於其他主權國的香港國族

認同。但是在地方行政制度的改革過程中，對於生活空間（第三空間）的地方認同卻開

始形成並存在於港人的心中。 

這種對於生活空間的在地認同，它可能是如呂大樂說的屋邨成長經驗40，亦或是在

港島某處的私人樓宇產生的社區、新界屯門某處的公屋社區裡面。另外一個要觀察的問

題是－港英政府是在什麼時候才開始涉入香港在地民間社會的塑造（先不論是制度化還

是非制度化、有意識或無意識的涉入）？本文以為，1960 年代的社會動亂、中下階層

市民徙置區大火之後，港英政府和香港地方基層空間的互動，才逐漸開始明朗。相關討

論，待後文提到時將進一步說明。 

三、一個起點：戰後的「楊慕琦計劃」 

楊慕崎（Mark Young）是港英政府跨越二戰前後的第 21 任總督。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1946 年 5 月，楊慕琦返回香港復任港督一職41。在 1946 年 8 月的廣播公開演說

中，他宣佈了一個對於香港殖民政府統治制度的改革方案，後稱為「楊慕琦計劃（The 
Young Plan）」或「楊氏政改方案（Young’s Scheme）」。這個計劃主要目的在於建立一個

「市議會（Municipal Council）」，擴大「香港居民」參與該市議會，且殖民政府將部份

行政職權轉移到這個市議會來執行。這個計劃一般被視為戰後香港政治制度改革的濫

觴，但政改計劃在當時並未獲得實現。該計劃有關市議會的制度設計，大概內容如下42： 

（一）成立一個職權涵蓋港島、九龍、新九龍43，但不包含新界的「市議會」。 

                                                 

40 指 1950-70 年代出生，父母輩多從中國來港的移民，他們的成長過程和香港政府大舉興建公共房屋的

歷史背景；見呂大樂，唔該，埋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頁 48-51。同樣在討論戰後嬰兒潮菁英的

屋邨記憶，另見韓江雪、鄒崇銘，香港的鬱悶：新生代 vs 嬰兒潮世代，頁 38-41。 
41 楊慕琦（Mark Young），1941 年 9 月就任香港第 21 任的總督。12 月日本攻入新界九龍，12 月 25 日楊

慕琦投降（黑色聖誕，Black Christmas）。爾後被日軍移送到中國境內瀋陽的戰俘營。1945 年，蘇聯的部

隊進入東北之後，日軍投降；楊慕琦先是回到了倫敦，然後才於 1946 年前往香港復任他原本港督的職位。

參見 Tsang, Steve,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London: I.B. Tauris, 2007), pp.119-124；Morris, Jan 著，

黃芳田譯，香港：大英帝國殖民時代的終結，頁 327-339；Welsh, Frank 著，王皖強、張亞紅譯，香港史，

頁 460-484。 
42 除了市議會的規劃外，楊的計劃亦有提到有關立法會的改革，在此表過不提。有關政改內容，參見

Miners, Norm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1952 and 1984-1989,” The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11, no.1(June. 1989), pp.95-96；劉潤和，香港市議會史 1883-1999：從潔淨局到

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樂及文化事務署，2002 年），頁 84-86；劉曼容，港英政府政治制度論：

1841~1985，頁 314-317；張連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 264-266。因為有關於政改方案的原始文件參閱

不易，除了劉潤和的書裡大量引用英國殖民地部的檔案資料外；故本文綜合搜集的文獻用以介紹之。有

趣的是，不同文獻的相異之處幾乎沒有，但是不同文獻各自提到的資料卻可見。如關於葡萄牙與印度籍

的保留席位，就只在 Miners 的文中提到而已。 
43 新九龍；簡單來說，在港英時期，由於原「九龍」面積太小，港英政府又有需求去開拓市區用地，所

以在 1937 年將界限街（boundary street）以北至獅子山之南這些原屬「新界」的平地區域，劃為「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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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成立的市議會職權，除了包含原本「市政局（Urban Council）44」的職權

之外，亦研擬負責消防、公園花園、車輛和娛樂場所的牌照、社福、教育、

地方公共工程等等的管理；市議會財政透過管理這些事務的稅收而自主。 

（三）市議會選舉為「有限選舉」。選民條件為年滿 25 歲、不分性別、具有陪審員

資格或擁有物業，年繳財產稅 200 元以上；非華籍人士需在年滿 23 歲後在香

港住滿 1 年以上，不具有外籍的華人則要在近 15 年內在香港住滿 10 年以上

者，均可以投票。 

（四）市議會議員總數為 30 人，半數為華人代表。另外半數的非華籍代表中，再

保留 2 個席次給葡萄牙籍和印度籍人士。直選產生的華人和非華人各為 3 分

之 1（各 10 席）；最後 3 分之 1 由官方承認的商會團體、僑民協會所提名人

選任命之（華人與非華人各 5 席）。 

（五）擔任市議會議員的資格條件為年滿 30 歲、通曉英文。非華籍人士在香港住

滿 1 年，非外籍的華人則是在近 15 年內在香港住滿 10 年以上者，均可以擁

有成為候選人的資格。 

從計劃的內容來看，「楊慕琦計劃」的確是要成立一個多數（2∕3）由「選舉」產

生的市議會，來讓港英政府得以「授權」市議會負責部份政府的行政作業。不過，楊氏

政改計劃的市議會，在政制發展上的拘束，吾人可以從幾個方面來瞭解。首先是選舉人

資格；基本上的限制是要擁有納稅能力或具陪審員資格。前者代表了財產、經濟能力，

後者代表了教育程度（當時要成為陪審員，熟稔英語是基本條件）。按照 1952 年 5 月

30 日一場關於「市政局」的選舉紀錄來看，當時有資格成投票的選民約只有 9,000 人，

扣掉陪審團員資格的 7,800 人，大概只有 1,000 多人具有投票資格。而 1952 年中香港人

口統計約 2,125,900 人，選民與總人口數比約為 1：23645。由此可見，在制度的限制之下，

當時能有投票權的香港市民為少數中少數，幾乎都只是受過教育的菁英或有錢的商人階

級。 

其次，候選人，也就是被選舉人的資格。照 Norman Miners 提到的說法；當時在香

港的歐洲籍（European）商人，之所以也站在政改方案的對立面，主要的原因就是：如

果照方案的內容來看，亞洲人（Asiatic）議員代表將會掌握這個市議會的有效控制權；

                                                                                                                                                

龍」，做為市區用地來發展。所以為了與界限街以南的舊九龍有別，故稱之為「新九龍」。按現今的區劃

來看，大概是東九龍一帶的觀塘區、黃大仙區、九龍城區和深水埗區。 
44 市政局的細節待後面「兩個市政局」該節的時候再詳述。簡單來講，市政局的職權是提供清潔街道、

管理食物衛生、食肆（餐飲業）管理、地區文康娛樂設施等市政服務的港英政府法定機構。 
45 關於人口統計數據，見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1947-1967 (HK: Census & 
Statistics Department, 1969), p.40；關於 1952 年市政局選舉的數據，見劉潤和，香港市議會史 1883-1999：

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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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於殖民當局的立場－保持歐洲人優勢的概念將會背道而馳46。 

從這些角度來看，戰後港英政府想要擴大的「民意基礎」，一開始仍然鎖定在與殖

民地經濟發展目標有關係的特定人士與團體上。換言之，這樣的政改計劃對於基層居民

來說，幾乎一點關係也沒有。部份文獻提及這份政改計劃，用「市民」普遍不關心政改

方案因而導致該方案不了了之的說法，本文認為這並不適當47。對於推行政份政改的港

英政府來說，它們關注的是戰後香港有錢人、工商團體或資本家48，這些「上層菁英階

級」對於香港未來發展的興趣，政改方案試圖提供一個擴大資本家、華人菁英進入港英

政府決策體系一環的途徑；用羅永生的說法稱之為「勾結式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49、末代港督彭定康則以「受任命政客為核心的階級」稱呼50。Carroll 的

研究甚至認為，早在 1949 年之前，在香港經商的華人商賈階級早就已經形成一種專屬

他們的香港認同意識。這樣的意識建基在他們與中國、英國之間的商業利益上，讓這些

中國商人在某種程度上自視比一般在港華人來得高級51。所以楊慕崎的計劃就在連商界

也不感興趣，甚至有所質疑－認為政改方案會影響社會的穩定，進而影響它們的經濟利

益，甚至有可能導致港英政府提高稅率的正當性藉口52，故不受當時「上層菁英」的支

持。至於「基層的政治空間」，以戰後移民人口來港目的，多是要糊口飯的情況來看53，

只要社會穩定、沒有大規模居民集結抗爭事件，港府是沒有什麼急迫的需要性，要讓它

將政治上位制度，也就是殖民政府的行政體制，往基層來做分享。 

此外，還有一種說法－楊慕琦的政改計劃是英國推廣去殖民化的濫觴，想要塑造更

多對於英殖民政府的認同或統治的正當性；所以方案被多數市民所冷淡以對，全因在港

華人多是民族心強的中國人，故對此方案感到冷漠54。對於這樣的說法，本文也認為應

                                                 
46 Miners, Norm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Hong Kong, 1945-1952 and 1984-1989,” p.96. 
47 張曉輝編，百年香港大事快覽（成都：天地出版社，2007 年），頁 165；張連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頁 265。 
48 亦許多學者將香港這樣的政商模式視為「統合主義、法團／社團主義（Corporatism）」的實踐；如見

Zhang, Baohui, “Corporatism, Democracy, and Hong Kong’s Political Reform,” presented for the 2005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cember 9-11, 
2005), pp.16-22. 
49 這個概念主要在說明港英殖民統治與華人菁英，相互利用勾結的政治架構。本文認為，這和金耀基的

行政吸納（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說法是異曲同工。詳見羅永生，「解讀香港臥底電影的情緒結構和

變遷」，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60 期（2005 年 12 月），頁 148-152。 
50 「…這群人主要選自工商界及專門技術人員，以任命權、榮耀及維護現有體制之共同利益等力量結合

在一起…那是十足的殖民作風」；見 Chris Patten（彭定康）著，蔡維先、杜默譯，東方與西方－彭定康

的治港經驗（台北：時報文化，1998 年），頁 40。 
51 Carroll, John M.,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bourgeois identity in colonial Hong Kong,”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39, no.2(October 2005), pp.146-164；其實這種心態在不同的時空都會存在，一點都不

難想像。譬如說在 21 世紀的台灣，「上流社會」、「科技新貴」等等名詞隨處可見，很容易就可以想像這

種菁英自視的心態不管在什麼年代都不會消失。 
52 參見「Hong Kong Journal」的 Timeline，http://www.hkjournal.org/timeline/timeline1900s.html，瀏覽日期：

2008 年 9 月 25 日。 
53 鄭宇碩，「香港的基層組織對民主進程及公共政策的影響」，亞洲研究，頁 12。 
54 張連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頁 265；張曉輝編，百年香港大事快覽，頁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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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保留。因為，當時二戰結束的時候，脫離殖民地統治的原屬中國領土，香港並不在

其列55。英國持續統治香港、管理香港的態勢十分明顯。所以英國本土政府乃至於港英

政府主動在這個時候要幫香港進行去殖民化的工程，可能性並不高56。再者，楊慕琦的

政改計劃並沒有動搖到原本以「港督」為首，大權在握的港英政府體制。計劃構圖下的

市議會，只是被動地接受來自殖民政府某些行政權上面的「交待」或「有限授權」事項。

直言之，這是一個戰後對於香港政、經、社各層面的菁英行政吸納計劃，不涉及到港英

政府「高層政治權威」向下對基層政治空間的釋放和形塑；不管是從積極面或消極面來

看，皆是如此。港英政府真正開始有意識的「進入」基層民間，則還要再等待一陣子。 

四、兩個市政局 

香港政治發展過程中，開始有「非官方」代表的選舉歷史，起於港英時期的「市政

局（Urban Council）」－地方層級單位的選舉。隨著歷史的遞嬗，吾人可以發現香港基

層政治制度的變化，並非是上位殖民者的神來一筆或空穴來風。隨著歷史事件的產生，

有關「民生（livelihood）」需求出現並影響統治者管治能力或利益的時候，就可以觀察

到制度相對應的改變；如早年的環境衛生問題、二戰後的移民徙置問題等等57，成為百

年來港英政府基層政治演變的動力來源。 

先在此介紹幾個有關於港英時期，議會成員名稱的名詞意義。「官守議員」，指擔任

議員的人，同時也具有政府組織的官職身份；「非官守議員」，則否。所以，今天一個所

謂的「非官守議員」，有可能是民選產生，亦可能是由港督「委任」特定的非政府人士

出任。「當然議員」，指某人因為身份條件，所以在議會每屆改選的時候，「當然（自動）」

成為新一屆的當然議員代表。所以「官守議員」可以是「當然議員」的一種，但是「當

然議員」不一定就是「官守議員」。 

                                                 

55 而且主要都是日本殖民地，如台灣。至於香港之所以沒有在那個時候回歸中華民國蔣介石政府，不管

是不是因為當時政府和同是同盟國的英國有所交易，那並不在本文要探討的範圍之內，重點在於英國當

時並沒有要放棄讓香港脫離殖民統治的動機，且香港內部民間亦不存在強如印度（甘地）獨立運動的民

間力量。 
56 有說法是；楊慕琦在被俘期間以及戰後短暫回到英國之際，對於香港之所以這麼快淪陷，以及戰後英

國要如何調整對港政策進行思考，因而得出以政改計劃作為戰後港英政府的改革標準。但即便如此，楊

的政改計劃和擴大正當性或是統治權力下放基層，就計劃訴求對象和制度改革的內容來看，和基層參與

政治幾乎是談不上關係的。再加上接任楊幕崎的港督葛洪量（Grantham）亦認為香港未來不是獨立或自

治的問題，而是如何面對 1949 年之後的中國的問題。所以臆測在這個時候英國政府想讓香港開展去殖民

化的工作，其可能性實在不高。參見強世功，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8 年），頁 70-71；王宏志，歷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陸的香港史論述，頁 114-116；Grantham,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著，曾景安譯，葛量洪回憶錄（香港：廣角鏡，1984 年），頁 138-146。 
57 用最簡單的數據來說明，到了 2001 年，香港還有近 50％的人口是居住在政府的公共房屋或是由政府

撥款出資，或協調興趣的房屋，可見香港政府（港英、特區）之於香港居民的住房之重要性。見立法會

網站，http://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sc/sc_bldg/reports/rpt_1/m_2.pdf，瀏覽日期：2008 年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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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源起 

19 世紀中葉的香港，並非一塊杳無人煙的荒地。香港島（Hong Kong island）、九龍

半島一帶，往來中國東南省份與外國貿易的商船川流不息，亦是海盜58、疍家59出沒頻

繁的地區。九龍以北到新界，甚至有許多傳統中國氏族的廣東客家「圍村」聚落60、沿

海的漁村聚落等。在英國殖民香港的初期61，對於從「相對先進」的英國殖民者來說，

來到地處亞熱帶濕熱的香港所面臨到最大的挑戰，不是殖民地上原本居民的反抗，卻是

衛生保健的問題。缺乏現代公共衛生設施（如排污、排水）的香港，很容易滋生各式的

傳染病，對於殖民者的健康，明顯的造成了威脅。許多早期駐港的英軍便因不習慣這樣

的環境而死於疾病62。 

1843 年港英政府成立「公眾健康及衛生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Health and 
Cleanliness）」；該委員會屬於諮詢性質，提供改善環境和公共衛生的建議給港督。1883
年「公眾健康及衛生委員會」解散，成立「潔淨局（Sanitary Board）」。1887 年立法局

通過了一個關於公眾衛生的法案條例，擴大潔淨局的組織；10 名成員中有 4 名是「官

守成員」。另外 6 名「非官守成員中」，新增了 2 個選舉名額，由當時具有繳納「差餉63」

資格，且是陪審團員名單中始得為選舉人來投票產生。雖然是限制選舉，但這就是香港

最早透過「選舉」產生的市政局非官守代表。 

1936 年潔淨局改組易名為「市政局（Urban Council）」64。簡單來說，從潔淨局到

市政局，主要的職權範圍都是港九一帶的「市區」。基本上它是一個議事與受諮詢的組

織，真正的執行還是要透過政府的其他行政部門（如醫務署、潔淨署和相關工程單位）
65。市政局的「官守議員」，來自於如華民政務司、工務局和警察司等等，這意味著市

政局的議事，也多少具有港英政府內部會議討論和跨部門統籌協調的性質。1946 年市

政局於二戰後重新開張，計有 5 位官守議員和 6 位非官守議員，但非官守議員都是「委

                                                 

58 如位於香港島左側海域的小島－「長洲」，上面現今還流有海盜「張保仔」的遺址洞穴，成為當地的

一個觀光景點。 
59 同義字還有如蜑家、蛋家等等，簡單說就是指住在船上的人家。 
60 如現今九龍西荃灣的三棟屋博物館，便是保留當年的圍村遺址而成立的；官方介紹可參見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chinese/branch_sel_stu.htm，瀏覽日期：2008 年 9 月 30 日。又譬如說像

新界北部的「粉嶺」，早在明朝時期就已經有彭氏和鄧氏宗族入遷此地並長期發展；參見陳國成編，香港

地區史研究之三：粉嶺（香港：三聯書店，2006 年），頁 8-14。 
61 1841 年英國人就已經在港島駐軍，1842 年中英簽署《南京條約》，1843 年 4 月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正式成為第一任的香港總督。 
62 Welsh, Frank 著，王皖強、張亞紅譯，香港史，頁 290-304；劉潤和，香港市議會史 1883-1999：從潔

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 7-17。 
63 最簡單的解釋；在港英時期就是地稅和房屋稅之類的物業不動產稅收。1997 之後，特區政府有專責部

門－「差餉物業估價署（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來專責處理房產物業的差餉及地租估價，以

及帳目與發單，以便港府徵收差餉及地租；官方網站：http://www.rvd.gov.hk/。 
64 1935 年立法局通過組織條例，1936 年 1 月市政局正式改組運作。所以部份文獻資料會將 1935、1936
這兩個年代相互指涉，在此說明。 
65 但毫無疑問的市政局它就是一個屬於港英政府體制內的「公共諮詢」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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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產生。 

1940 年代末期的國共內戰，大大地增加了來自中國的移民人口數量。因為當時香

港並沒有任何類似像公共房屋的安置計劃，所以這些外來人口多數都居住在市區邊緣或

山腳邊緣66，以木頭和鐵皮所搭建的「寮屋（Squatter）」區裡面67。1951 年九龍城東頭

村的大火、1953 年石硤尾大火68等等造成大量的移民居無定所，這迫使港英政府要對於

移民的徙置問題作出回應。因此，1952 年市政局恢復了 2 名民選非官守議員的席次（在

1946 年後共 11 位席次的基礎上，另外增加這 2 位民選非官守席次；共 13 個席位）。1953
年，市政局的主席同時兼任「屋宇建設委員會（Housing Authority69）」的主席以便統籌

相關事務；市政局再增加 2 位民選非官守席次（共 15 位；計 5 位官守、6 位非官守委

任、4 位民選）。此後民選的席次又逐年調整，在 1973 年市政局完全取消官守議員的席

次之前，市政局有 26 位議員，民選和委任各 10 名，官守議員 6 名。 

(二)  市政局的政改思考：1960 年代 

大量移民的安置，無形中也讓香港從轉口貿易為主的經濟模式，在 1960 年代開始

漸漸轉為發展勞力密集的輕工業、紡織業等外銷出口的產業模式70。1966 年中國文化大

革命的運動正剛開展，而香港在該年 4 月也發生了一件著名的社會事件－「天星小輪加

價」事件。簡單來說，天星小輪公司打算對往來港九一帶的渡輪船票加價五分錢，進而

引發社會基層市民的不滿，甚至有許多年輕人參與抗爭行動71。1967 年則是有新蒲崗72的

                                                 

66 市區、山腳邊緣的意思是相對於港九一帶的市區來說，當時幾個大型寮屋區如石硤尾、大磡村、東頭

村，都是位於新九龍一帶（今黃大仙、九龍城一帶）。而靠北邊的便是如獅子山、飛鵝山等的山腳區域。 
67 寮屋，是沒有港英政府法律授權，隨意搭建的鐵皮木造房屋。有關寮屋區的樣貌，可參見香港導演陳

果 2002 年的作品－「香港有個荷里活」，2002 年金馬獎最佳導演。該片主要的場景就取自現今位於黃大

仙東側的鑽石山一帶，已經被拆遷完畢，號稱香港最後一個大型寮屋區的「大磡村」。關於寮屋的拆遷，

可參見「香港房屋委員會及房屋署」的官方網站上面的說明，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b5/residential/guidestools/squattercontrol/0,,1-0-329--0,00.html，瀏覽日

期：2008 年 10 月 25 日。另外，” squatter” 這個字眼也在 Partha Chatterjee 的論述中出現，用以描述那些

在印度加爾各達城市裡棚屋區的底層居民；見 Chatterjee, Partha,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pp.53-55. 
68 1953 年平安夜的石硤尾大火之所以有名，乃是因為它造成了 5 萬多人的無家可歸（東頭村 1 萬多人）。

再加上寮屋火警並非是個案，已經成為香港在 50 年代經常發生的社會事件，所以才讓港府重視徙置問

題，加速相關部門如徙置事務處（1954 年）的成立（處長也因此成為市政局的當然議員）。 
69 在 1973 年時，由改組整併的「房屋委員會」取代。不過變動的是中文名稱，英文同樣都是「Housing 
Authority」。 
70 1949 年香港總人口為 1,857,00 人，到了 1960 年已達 3,075,300 人。1951 年香港本地生產的產品只佔

出口值的 20％弱，到了 1962 年大幅增加到 76％強；數據參見劉蜀永編，20 世紀的香港經濟（香港：三

聯書店，2004 年），頁 168-172。 
71 關於 1966 年天星小輪加價引發的社會騷動，不同的文獻來源也是給了吾人不同的解釋。舉例來說，

有些文獻認為加價只是針對頭等艙船票加價，對社會基層的影響不太，進而指涉動亂的背後主因與中國

文革和左派滋事有關係。但也有文獻提到，天星小輪的加價是不分頭等或二等艙，頭等加一角（另一說

是加五分錢），二等艙加五分錢。本文比較偏向後者「不分艙等皆加價」的說法（因為寫下這種描述的杜

葉錫恩是當時市政局的外籍議員）。相關上述文獻描述的差異，可參照 Welsh, Frank 著，王皖強、張亞紅

譯，香港史，頁 520-521；Tu, Elsie Hume Elliot 著，隋麗君譯，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台北：人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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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花工廠工人，因為勞資糾紛引發罷工，最後擴大成社會暴動的事件，稱之為「67
事件」或「67 暴動」73。對於港英政府來說，這些社會動盪事件突顯出當時的香港社會

中勞資關係的對立，以及港英官方對於民間基層社會輿情的認知不足，也因此提供了一

個官方開始介入民間的反思之窗74。 

1964 年到 1971 年的港督是第 24 任的戴麟趾（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他在

1964 年的時候，便曾提議成立一個研究香港地方政制改革可行性的委員會。1966 年 8
月出爐的《香港地方行政制度工作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內容提到「市政局」的改革計

劃；將有關教育、房屋、醫療和社福等事務，交給一個類似地方政府的單位來負責。因

該報告書由狄堅信（Dickenson）為主席所組成的工作小組委員會所研擬，因此亦稱為

「狄堅信報告書」。同年 11 月，市政局本身也提出一份政改研究報告；報告中建議在香

港成立一個擁有較多職權的「大香港市議局」，並下設三個區級議會分別於港九和新界

地區75。但因為上述 1966 年、1967 年的社會動盪，反而讓英國下議院擱置了這些政制

改革的建議案。1969 年 3 月，市政局再提出一份《地方政府改革報告書》，建議制定時

間表來落實 1966 年的報告書。 

從市政局的投票人口來看；1965 年的市政局選舉，全港人口約為 3,700,000 人，當

中合格選民為 29,529 人（不足總人口 1％），實際投票率則約只有 22％（6,492 人）。到

了 1971 年的市政局改選，全港人口約 400 萬人，合格登記選民仍不足 1％（37,797 人），

投票率則為 26.6％（10,046 人）76。直言之，在 1983 年大幅放寬選舉限制之前77，港英

政制下唯一有民選議員代表的市政局，和「基層市民」的參與仍然是有一不小的距離。

港英面對 1960 年代的社會動盪78，以及對中共、極左派甚至是國民黨在香港鬥爭有所

顧慮，因此願意作的改變多是在如民政處、民政署等港英官方處理民政事務的地方行政

機關，不涉及有民選議員席次，像市政局這類的組織。 

                                                                                                                                                

社，2005 年），頁 97-101；亞洲電視有限公司，香港風華（香港：青桐社文化，2006 年），頁 16-17。 
72 位於現今的東九龍黃大仙區東邊，大約是啟德機場那一帶的附近。 
73 關於「67 暴動」，撇開中共與激進左派介入的質疑，基層不滿的氣氛的確存在於 1960 年代的香港社會

之中。這也是本文目的－提出來參照之後港英政府所採取的回應措施。至於中共與左派的問題則不在本

研究要討論的範圍之內。相關文獻參見 Tu, Elsie Hume Elliot 著，隋麗君譯，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頁

97-104；張家偉，香港六七暴動內情（香港：太平洋出版社，2000 年）。 
74 劉紹麟，香港的殖民地幽靈，頁 127-128。 
75 香港地方行政制度工作小組委員會，香港地方行政制度工作小組委員會報告書（香港：香港政府印務

局，1966 年） 
76 數據見劉潤和，香港市議會史 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 96-101；該書作者直

接採用 1960 年代《星島日報》的數據。 
77 1983 年大幅放寬選民資格的限制，主要的原因是為了配合區議會的選舉而出現的改變。 
78 除了上述的社會集體動亂事件之外，1960 年代香港公務員體系和警界貪污腐敗的情況也很嚴重；見

Tu, Elsie Hume Elliot 著，隋麗君譯，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頁 6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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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中英轉手之前的改革79 

1973 年改制之前，市政局的基本職務，除了臨時附加的徙置問題之外80，主要還是

集中在環境衛生、公園管理、垃圾清運、食物衛生、小販商牌照和房屋清潔等等。另外

較次要的文康事務，如香港大會堂81的興建和管理、大會堂藝文活動的辦理和圖書館管

理等等，也都在這個時期市政局的職權範疇之內。前面的段落有稍微提到；市政局本身

是一個議事，以及像港英政府（港督）提出諮詢意見的組織。真正的執行機關則是「市

政總署（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82」。雖然，「市政總署」的人事費用支出是由市政

局的預算支出，但是「市政總署」的組織與人事安排則由政總署隸屬的政府部門－布政

司署來安排調度。甚至在 1973 年之前，「市政總署」的署長還同時出任「市政局」的主

席。就這個角度來看，可以瞭解到「市政局」作為港英政府底下，地方諮詢組織的意義

和權力的限制。 

1971 年到 1982 年是第 25 任港督麥理浩（Murray MacLehose）的時期。1970 年代

香港的經濟發展過程，是奠基香港成為亞洲四小虎／四小龍的時代。許多現代香港的基

礎建設和經濟制度都始於這段時期83。產業型態則從勞力密集開始轉向資本、技術密集

的方向發展84。1973 年，市政局再次進行改制。這次改革有三個重點：首先，確立了市

政總署作為市政局的執行機關，市政總署署長是港英政府的部門首長，向布政司負責。

第二，確立市政局的財政自主權；市政局的財政收入主要來自於「差餉」，以及其它如

牌照的稅收；並可編列自己的年度預算，但亦需同時負擔包括市政總署在內的行政支出

與人員薪資，港英政府不再編列預算給市政局。第三，市政局取消所有官守議員的席次；

總數 24 名市政局議員，半數由港督委任，半數由具有選民資格且登記成選民的香港市

民所選出。雖然完全取消了官守議員的席位，但因為選舉人資格仍然有所限制，在

1979-80 年間，合格的登記選民數仍然只有 3 萬多人。 

1980 年代初期，英國一方面與中國在進行香港前途的談判，另外一方面港英政府

也再度進行香港地方政制的改變85。1983 年配合新的地方行政架構調整（如區議會的成

立），市政局也開始全面分區直選，選民資格全面擴大；只要年滿 21 歲且在香港住滿 7

年者，即擁有登記成選民的資格。當年登記選民人數與 1970 年代末期相比暴增 20 多倍，

                                                 

79 「轉手」一詞來自直譯“handover＂。不用回歸或主權移交的字眼，是希望將討論思維集中在制度的

轉變過程上，不要去涉及到太多有關於國家主權、民族國家等等的問題上。因為一直以來香港就是一個

超過 95％的華人或說中國人的社會，在歷史推進的過程中，民族（nation）一直就不是爭議的重點。 
80 劉潤和，香港市議會史 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 75-76。 
81 今位於港島中西區的中環。 
82 有些文獻寫作「市政事務署」，這是早期的名稱，到了 1980 年代以後就都以市政總署稱之。 
83 簡單舉例來說；1972 年港九海底隧道正式通車、十年建屋計劃、改建與新建公共屋邨；1973 年取消

外匯管制；1974 年廉政公署（ICAC）成立，肅貪工作卓越、開放港元浮動匯率；1977 年財政司宣告的

積極不干預主義的政策；1979 年地鐵港島金鐘與九龍尖沙咀通車；1982 年取消外幣存款利息預扣稅等等。 
84 劉蜀永編，20 世紀的香港經濟，頁 201-202。 
85 對應的時空背景；1982 年柴契爾夫人訪北京開始的一連串中英有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到 1984 年中

英聯合聲明的出台，這段期間也就是香港開始擴大基層市民選舉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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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73 萬人登記為選民。實際投票人口也大幅度成長到約 17％（127,220 人）。1986 年

新制的第二次分區直選（自 1983 年起，市政局議員每 3 年為一期任），投票率更上升到

接近 30％（218,573 人）86，和 1960、1970 年代相比（不足 10,000 人），成長非常顯著。 

另外，在市政局議員席位方面；1983 年總席次為 30 席，半數委任、半數直選。而

這 30 席市政局議員同時也兼任新成立「區議會」的「當然議員87」。1989 年的市政局改

選有兩個主要的變化；第一，取消上一屆市政局議員同時兼任區議會「當然議員」的資

格。第二，市政局總席次增加到 40 席，15 席委任，15 席分區直選，另外的 10 席則由

當時 10 個區議會各自選出的 10 個代表88。最後到了 1995 年，港英政府最後一屆的市

政局改選；總席次為 41 席，32 席全部由分區直選，「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89」的方式產

生。餘下的 9 席則是由港九市區 9 個區議會選出的代表加入90。 

(四)  組織職權：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 

到 1997 年之前，市政局本身內部的組織架構也逐年變動。基本上幾個核心的架構

如下：首先，「常務委員會」；由全體議員所組成，一個月有兩次定期會議，討論與市政

局相關的政策事項，提出建議和修改方案。其次，「事務委員會」；分工負責各項市政局

的專責事務91。如「建設工程委員會」，統籌策劃市政局管理職權內的建設工程；「文化

事務管理委員會」，統籌與舉辦相關的文化活動；「地區關係委員會」，協調處理與區議

會之間的事務；「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負責管理、檢查、清潔等環境衛生相關事務。

第三，「酒牌局」；負責發放食肆、酒館、酒吧等店家合法出售酒類飲品的牌照。所以單

就組織設計的架構來看，雖然市政局本質上只是被定位在港英政府體制下的地方事務性

諮詢機構，但是財政獨立自主的程度，以及所涉民間民生事務之廣度，是到目前為止

（2008 底），香港特別行政區任何一個政府下設的地方性組織所遠遠比不上的。第四，

「市政局秘書處」；處理行政庶務、會議紀錄以及文書往來等工作。第五，「議員接見市

                                                 

86 劉潤和，香港市議會史 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 127-128。 
87 也就是指，某 A 是市政局由港督委任的不分區議員，他住在當時區議會分區的某 X 區裡面，則某 A
也就同時獲得該 X 區議會的當然議員的身份。 
88 這裡指的是港九市區的 10 個區議會。另外在新界地區，1983 年時有 8 個區議會，1986 年則是 9 個（原

本的荃灣區拆出葵青區），其代表則是列入區域市政局的成員。另外有關於區議會的分區沿革，待後面章

節談到區議會再一併介紹。 
89 「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plurality with single-Member-District system）」；「單一」，指每個選區只有一個

當選名額；「相對多數決」就是指計票的勝出以「勝者全拿（Winner-take-all）」為標準；詳參王業立，比

較選舉制度，三版（台北：五南圖書，2001 年 8 月），頁 12-14。 
90  1980 年代港九市區有 10 個區議會，1994 年旺角區議會和油尖區議會合併成油尖旺區議會，故在 1995
年的市政局選舉中，來自區議會的「當然議員」變成 9 位；羅永祥、陳志輝，香港特別行政區施政架構，

頁 302。 
91 從每一個事務委員會的名稱，也可以看到市政局主管地方事務的項目和範疇；以 1985 年來說，市政

局共有 12 個事務委員會：（1）政務委員會；（2）財務委員會；（3）建設工程委員會；（4）地區關係委員

會；（5）娛樂事務委員會；（6）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7）食物衛生委員會；（8）文化事務委員會；（9）

圖書館委員會；（10）康樂事務委員會；（11）博物館委員會；（12）街市及販商事務委員會（「街市」就

類似像台灣傳統市場的地方）；（13）酒牌局；參閱劉曼容，港英政府政治制度論：1841~1985，頁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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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處」；在港九市區一帶設置數個接見處，並安排時間與議員定期和市民面對面，接受

投訴或討論問題。 

在 1986 年的時候，港英政府另外成立了「區域市政局（Regional Council）」，並於

同年和市政局同時進行議員代表的選舉92。「區域市政局」的職能與市政局大同小異。

差別在於市政局主管範圍是港九一帶的「市區」，而區域市政局的職權涉及範圍則是「新

界地區」。相對於市政局之於市政總署，區域市政局的執行機關稱之為「區域市政總署」
93。1986 年區域市政局總共有 36 個席次，12 人委任，12 人分區直選，9 人由新界當時

的 9 個區議會各自推選，剩下 3 人則為當然議員，由新界鄉議局的主席、2 位副主席所

出任94。區域市政局的內部組織方面；與市政局稍微不同的在於它僅有 3 個事務委員會
95，但有 9 個「地區委員會」。這 9 個地區委員會的成員，除了區域市政局的議員之外，

亦包含該地區的區議員和其他非官方或非民選的地方民間組織的代表。從這個角度來

看，在地區性政策議事討論的制度面來看，地區委員會想要擴大它深入層面的意味十分

明顯。有關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在香港地圖上各別所涵蓋的範圍，可參見圖 3-1 表示。 

不管是港英時期或是 1997 年之後特區時期，對於一些政府機關，或具「民意代表」

的機關，其「真正」的權力、職能、隸屬關係，單就字面上來理解，不管是中文或英文

名稱，都是不準確的。特別是對已經習慣於西方民主或地方自治的台灣研究者來說，更

是要注意的地方。如這香港的這兩個市政局（簡稱「兩局」）96；中文字面來看，「兩局」

似乎是政府行政部門的一部份，英文字面來看似乎是具有西方民主內涵的地方自治議會
97。但就前段文中討論提到的實際狀況來說，中英文名稱皆無法展現這兩個這個「組織」

的全貌。 

而兩局受到的制約，舉例來說：兩局的財政自主，可以自己編列預算，亦可以向銀

行進行借貸的動作98。但市政局最大的收入來源「差餉」，並非「全額」歸兩局所支配。

換句話說，港英政府有權透過立法局的動議，來限定每年全港九的差餉收入，得提撥多

少百分比給予市政局運用，而市政局幾乎無置喙的途徑。又，市政局可以自己決議興建

大型的地方基礎建設，並以市政局的名義進行工程貸款。但市政局的決議是一回事，尚

要經過財政司的批准才算數，而且在殖民地政府體制居上位的港督，仍保有對於市政局

的最終批准決定權。再者，市政總署的職員薪水，必須要編列在市政局的預算當中。但

                                                 

92 1985 年創立「臨時區域議局」，1986 年參與當年市政局選舉，正式名稱定為區域市政局。 
93 區域市政總署成立於 1985 年，由原本的新界市政署，以及康樂文化署下轄的幾個專責處理新界地區

事務的政府部門整併而成。所以本質上來說並非是突然冒出新設立的政府單位，相關的業務原本就都有

專責部門在處理。 
94 羅永祥、陳志輝，香港特別行政區施政架構，頁 303。 
95 3 個事務委員會分別為「財務施政及建設事務委員會」、「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康樂文化事務委員

會」。另外和市政局一樣，有 1 個酒牌局負責酒牌的審核發放。 
96 後文如果需要同時指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則一律簡稱「兩局」。 
97 類似 city council 之類的自治單位。 
98 在港英政府的同意之下始得為之，且港英政府作為市政局的保證人；見劉潤和，香港市議會史

1883-1999：從潔淨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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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局本身對於市政總署的人事，沒有主動調整置喙的能力；市政總署的人事屬於港府

的公務員體系，受港英政府的布政司署管理。更直接一點來看，市政總署所要執行的政

策，是先由市政局的議事通過，但又必需得到港英當局批准的政策，市政總署才需要去

執行。從殖民政府的組織架構來看，市政總署負責的對象是港英政府和港督，而非有議

會形式的市政局。所以，殖民政府體系的制度安排，結果是讓兩局變成兩個出錢但卻不

能「話事99」的角色100。 

換句話說，「兩局」在港英政府的架構當中，就是屬於「殖民地統治」概念下的「諮

詢」組織。其存在的最大意義在於增進港英政府執政的正當性，而港英政府也可以透過

「兩局」與民間基層的接觸－不管這樣的關係強度有多少；一方面探知基層民意的動

向，另外一方面也在政府行政的形式上，增加市民參與的一點點成份。市政局很多的組

織變革都發生在 1950-60 年代的社會動盪之後，更可以突顯出兩局作為港府探測民意的

風向球意義。在這樣的概念理解之下，有些文獻資料會將立法局、市政局、區議會稱之

為香港的「三級議會101」，如田野經驗中一位受訪者他的看法： 

「所以說我覺得區議員的存在價值是需要的，但是我自己是覺得還要就是…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以前我們香港就是還有一個叫作什麼市政會……（我：市政局？）啊，

市政局！（我：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對對對。本來香港就是三層的，立法會，然

後就是剛才你說的那兩個，最後才是區議會。現在就是 97 年以後，沒有中間的那

一層（我：對對）102。我覺得應該要有中間的那個（我：應該要有？）。對，然後

就是我覺得應該要再加上區議員」103。 

在港英殖民政府的架構中，不同於現今西方式民主的地方自治概念。嚴格來看，「三

級」議會在實質內涵上，不過就只是「三個」議事的單位組織，特別是對於市政局和區

議會來說；吾人當然可以肯定它們對於香港的選舉文化、政治發展過程的存在意義；從

港人參與政治途徑的角度來看，不能否認這些諮詢組織的存在價值。但從制度面來說，

它們仍然是在殖民體制當中，有著議會（council）之名，但卻無議會自決的能力之實的

「基層諮詢性組織」。但即使如此，漸進擴大的選舉參與、對於市民投訴的接見、基層

民生事務議事的涉入，使得它們在香港歷史中，確實在塑造屬於香港市民對於基層政治

空間的「想像」。 

                                                 

99 粵語用詞（非正式），指說話有份量。「話事人」，就是指一個單位或組織中有權力講話的人物。 
100 劉曼容，港英政府政治制度論：1841~1985，頁 249-250；羅永祥、陳志輝，香港特別行政區施政架構，

頁 304-305。 
101 如見文匯報，「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出爐」，http://news.wenweipo.com/2008/09/08/IN0809080020.htm； 
香港基督徒學會雙月刊《思》，「專訪李明堃先生談九一年三級議會選舉」，1991 年 1／2 月，

http://www.hkci.org.hk/database/sze%20pic/sze11/sze11-03.pdf，瀏覽日期：2008 年 9 月 30 日。 
102 正確來說是 1999 年 12 月 31 日為止正式結束兩局，香港用語稱之為「殺局」。 
103 訪談編號 D001，括號內為筆者與受訪者的訪談應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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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世紀末的「殺局」 

最後一位港督104－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他在 1992 年 10 月所宣佈

的「政改方案」105；對於「兩局」最大的影響，是全面取消了委任議員的制度，使得幾

乎所有的兩局議員都擁有透過直選所付予的民意正當性基礎。1994-95 年的選舉，是港

英時期委任議員全面終結的時代。1994 年的區議會選舉，除了新界鄉事委員會主席是

新界地區區議會裡的當然議員之外，完全取消了區議會的委任議員席次，以單一選區多

數決的方式選出區議員。同樣在 1995 年立法局、市政局、區域市政局的改選中，也全

面取消了委任議員席次。就「市政局」來說，總共 41 個席次中，32 位是由地方分區直

選產生，剩下 9 位則是港九區議會各自選出的代表。而「區域市政局」總共有 39 個席

次，有 27 位是由地方分區直選產生，剩下 12 位當然議員，則由新界鄉議局（3 位）和

區議會（9 位）的代表出任106。 

但是，這份包含「兩局」在內幾乎全面直選的政改方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北京當

局認定彭定康的「政改」造成了中英有關香港前途協議的「三違反107」。因此，原本的

「直通車108」被取消。1997 年之後，過渡性質的「臨時市政局」和「臨時區域市政局」
109面到存廢與否的命運。結果就是到了 1999 年 12 月 31 日的時候，「兩局」正式地從香

港基層政治發展的過程中退場。從特區政府行政管理的角度來說，「兩局」存在意義是

在於民意的諮詢與探詢，真正決定執行或不執行的「終極權力」還是在港英政府手上。

加上兩局最主要的職能「環境衛生」，於 1997 年的「禽流感」事件中受到了嚴重的挑戰

                                                 

104 第 28 任，1992 年 7 月 9 日到 1997 年 6 月 30 日。 
105 所謂的「政改方案」是包含在一份彭定康於 1992 年 10 月向立法局宣佈的五年施政計劃報告”Policy 
Address of Governor Chirs Patten, Our Next Five Year: The Agenda for Hong Kong”當中。涉及到香港政制改

革的部份，簡單說「選民年齡限制從 21 歲降到 18 歲」、「除新界地區當然議員之外，分區直選全面採單

一選區單票相對多數決制」、「擴大立法局的功能組別，且只要是功能組別的在業人員都具有一人一票的

投票權」、「取消委任議員」等等；見 Chris Patten（彭定康）著，東方與西方－彭定康的治港經驗，頁 65-88；

周平，香港政治發展：1980-2004，頁 160-172。 
106 羅永祥、陳志輝，香港特別行政區施政架構，頁 302-303。 
107 「三違反」，指責彭的政改方案，「違反中英聯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違反過去中英

談判過程的協調和諒解」；見錢其琛，外交十記（香港：三聯書店，2004 年），頁 297-300。有趣的是；

不避諱的說，彭的政改方案被中國方面定調為英國阻擾中方接收香港回歸的手段，此「陰謀論」的說法

可散見多數出自於中國方面的文獻，如錢其琛在書中說的「港督彭定康卻反其道而行之，就怕向中方交

接政權時代順利」。撇開國際政治陰謀論的思考，從中國的角度來看，確實有其立場認為這些政改的推出，

是要試圖增進香港在回歸之後的泛民主派力量。因為政改擴大的民選議員代表性，付予了立法局、市政

局和區議會等等組織有了比過去港英時代的任何一個時期都還要來得龐大的民意正當性基礎，而這對於

相對缺乏民意正當性的特區政府乃至於北京當局來說，當然會有壓力，因為對於政改和彭定康乃至英國

倫敦當局的指責，就不難以想像了。 
108 「直通車」，其概念在於對 1994-95 年間，港英最後一次的民選議員改選，能直接過度到 1997 年 7 月

後的香港。因此 90 年代初中英談判的重點之一不在於如何回歸，而是在於香港回到中國手裡之後，原本

港英時期存在的民選議員組織要怎麼樣調整的問題。但因為中方對於彭定康推行全面取消委任議員的政

改方案極度不滿，多輪談判的最後結果，就是中國方面立下「另起爐灶」的原則來面對 1997 年 7 月的香

港。這也就是 1997-1999 年，全由「委任議員」所組織的臨時立法會、臨時市政局、臨時區域市政局和

臨時區議會的由來；見錢其琛，外交十記，頁 300-310。 
109 1997-1999 年的兩個臨時「兩局」，各 50 名代表，全是特區行政長官所委任的「委任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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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在某種程度上增加了特區政府對於「兩局」下手變革的正當性來源。1998 年 6 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Constitution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所提出《區域組織檢

討諮詢文件》的討論過程，從當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報告致辭當中，特區政

府一個廢除兩局的三段推論儼然成形： 

A、因為「……市政局政治功能減退……市政局議員所扮演的「冤情大使」和

公共政策監督者的角色，已經淡化……有議員批評政府借「禽流感」事件抹黑兩個

市政局。其實，我們絕對無意就個別事件責難兩個市政局，所以我不明白為何那麼

多議員自動對號入座。《諮詢文件》以「禽流感」事件做例子，只是要指出現時處

理食物安全工作的架構的不足之處……」。 

B、再加上「……從我們收到的市民意見可看到，一般市民較關注兩個市政局

是否能提供良好的服務，而並非作為民選議會的角色……」。 

C、所以「……我們應從行政管理角度去尋求一個有利於統籌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又能有效提供文藝、康體服務的方案……」。111 

即便當時「兩局」亦有自行提出對於市政局保留的改革建議方案，但最後結果仍就

是 1999 年末的「殺局」。現今香港唯二有「民選普選代表」的議事型組織112：在港府中

央層面的是立法會，地方基層就剩下「區議會」。兩局廢除之後，區議會和區議員已經

是特區政府架構中，對於香港基層政治所剩下唯一有「民選代表」的組織，全港 75％

的區議員都是透過香港市民普選產生113，這也代表了它們今後對於建構香港基層政治空

間的重要性。區議會是香港在 1983 年才出現的組織。但在談論香港區議會對於基層空

間的影響之前，就不能忽略在區議會之前已經存在的市政局。如第貳章一開始提到

Abbas 的“dis-appearance＂－從「消失」中的「再現」；二次戰後的政治制度改革，一

開始仍然和基層民眾保持著不小的距離。政治上對於基層政治空間形塑一直到 1950-60
年代的徙置問題、社會底層市民暴動問題，才「提醒」港英政府將它關注的眼神往社會

基層來移動。1970 年代末開起的中英談判、1980 年代初期的香港前途議定，則又促成

了香港基層政治制度變化的另外一次機會之窗。漸漸擴大的選民資格，代表了香港市民

參與基層政治空間塑造的途徑也越來越明確。 

1990 年初彭定康的「政改」、「三違反」、「取消直通車」，到 1997 年後的禽流感，

                                                 

110 關於 1997 年香港的禽流感事件與影響，可參見香港政府衛生署的相關說明，

http://www.info.gov.hk/elderly/publications/flu/avian_flu.ppt，瀏覽日期：2008 年 9 月 30 日。 
111 引號內的文字，截錄於 1998 年 7 月 30 日，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在立法會會議上就「區域組織檢討」

的動議辯論的致辭，全文見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199807/30/0730001.htm，瀏覽日期：2008
年 9 月 30 日；底線部份是筆者為強調所加。 
112 不將鄉議局和鄉事委員會算進來的原因在於，它們的組成背景雖為選舉產生，但身份上的限定是新界

地區的原居民和其後裔男性。所以不在「民選普選」的範圍之內。 
113 Loh, Christine and Civic Exchange, Getting Heard: A Handbook for Hong Kong Citizens, 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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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供了香港基層政治制度在世紀末最後轉型。到 2008 年底為止，大體上沒有劇烈的

改變。要強調的是，香港和基層有關的政治制度改變，如 1997 年的禽流感影響了「兩

局」的廢除，並不是說單靠「禽流感」就足以導致市政局近百年的歷史就此灰飛煙滅。

撇開中國與英國當局各自的政治盤算問題，本文所強調的乃是在於：香港每次有關於基

層政治制度的變動過程當中，源自於基層社會的「事件」－不管是被當成變革的「藉口」

也好，亦或真的是讓執政當局「感受」到壓力也罷114；Soja 說「第三空間」是生活的空

間（lived space）；現今我們已經無法「直接接觸」到過去的生活空間，但透過對於文獻

的歷史回顧，來自於「基層」影響政制塑造的活力，不容否認的是一直存在於香港基層

政治空間當中，一次又一次的「再現」來表示它的活力115。同樣的，2000 年後董建華

政府的施政不利、2003 年「SARS」、「七一」遊行等事件對於香港政制在新世紀中的形

塑，不意外地也就各自發揮它們的影響力了116。 

                                                 

114 換句話來說，「基層」相對於「港英政府」這個統治的主體來說，基層是制度變革中的客體，也就是

公共政策中，政策執行下的「標的」。在非民主的殖民架構中，還是個「消極的」關係人角色。但如果從

互為主體的思考來看，沒有來自基層的聲音作為制度變革的「需要性」、「動機」或「藉口」，那麼擁有權

力的統治者也看不出有什麼理由要來推行變革。這麼說，基層就取得了與港英政府互為主體的地位嗎？

當然沒有，基層仍然是只能做為一個消極發聲的角色，真正「話事」的仍然是上位號稱「主權國」的那

個主體。在 1997 年 7 月之前，從 70 年代末期中英開始談判之後，香港的制度變革不再只有英國和香港，

加入了中國這個行為者之後，英國漸漸喪失它在 1997 年之後對於香港政制「話事」的權力。而中國漸漸

的取代原本港英所扮演的角色之後，就又會產生新的主客體互動關係。進一步的討論將待行文至區議會

的部份時再一並說明。 
115 會這麼書寫的原因主要是：港人「政治冷感」是筆者在 2004 年前尚未踏足香港之前的「想像」。而實

際走訪香港，到後來的田野經驗當中，香港基層空間的活力卻又隨處可見，不管你說這種活力是不是屬

於「政治」。所以縱使英國殖民政府到現在北京政府的影響力，展現在香港所謂民主發展上的制約，但這

不代表香港基層市民就和政制變革的進程是脫節和脫勾的，這也是進行基層空間的瞭解、描繪和探訪最

主要的原因。因為，既然第三空間帶給我們的是一個生活空間的認識論基礎，那麼研究者親身接觸第三

空間，才能有機會來理解在這樣的空間中，所存在的「真實」。 
116 譬如說，2005 年 3 月 11 日，第 2 屆香港特區行政長官董建華突然表示因為「身體健康」的關係，辭

去特首一職；「香港特首董建華辭職」，BBC 中文網，瀏覽日期：2008 年 9 月 30 日，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330000/newsid_4335600/4335675.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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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的職權區劃 

 

※圖片來源：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0/04/Hk_map_uc_lc.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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