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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採納「中國因素」的理論框架，以分析中港關係的動態。近年，北

京對香港事務的各種「直接施力」和「間接施力」，激發了本土主義在香港

社會興起，並由此引發各種對「中國因素」的抵抗動員。本文的結論是，

「中國因素」氣旋的不斷擴大，已經令「中心邊陲矛盾」有取代「普選議

題」，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要分歧之勢；而未來香港的各大政治勢力，會如何

回應本土化浪潮以至重新組合，將是觀察香港政局的風向標。 

關鍵詞︰中國因素、本土主義、中心邊陲矛盾、香港 

* * * 

壹、序 言 

1997 年 7 月 1 日，英國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香港由一個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

國主權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北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對港政策

下，享有除國防、外交以外的廣泛自治權，並維持一套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政經制度。 

在主權移交初期（1997～2003 年），由於北京基本上對香港事務採取「不干預政

策」，令中港之間潛在的「中心邊陲矛盾」被淡化，香港行政長官成為本地政治的主要

焦點。但隨著 2003 年後北京逐步改變對港政策，不斷加強對香港事務的「直接施力」

和「間接施力」後，香港社會在「中國因素」的氣旋籠罩之下，香港人的「本土意

識」逐漸演變成一種強調保衛香港自主和核心價值的保衛意識，並由此引發各種對

「中國因素」的「抵抗動員」。在「本土意識」的浪潮下，「中心邊陲矛盾」正逐漸取

代原來的「普選議題」，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要分歧」。未來各主要政治勢力，會如何

回應本土浪潮以至重新組合，將是觀察香港政局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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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國因素」在香港：一個分析框架 

本文採納「中國因素」（China factor）的理論框架，以分析主權移交後中港關係的

變化。泝 

吳介民將「中國因素」定義為北京對他國或境外區域施展影響力的「作用力機制」

（ influence mechanisms），包括「直接施力」（ direct influence）和「間接施力」

（indirect influence）兩種模式（吳介民 2014；2015；Wu 2016）： 

一、「直接施力」指北京對他國或境外區域直接施壓 

例如 1996 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解放軍對台舉行軍事演習；2000 年總統大選，

中國總理朱鎔基公開警告台灣人勿支持民進黨；2005 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反分裂法》以阻嚇台獨；2010 年北京透過大陸旅客、經貿文化考察團拒絕到高雄，

來抵制高雄巿政府在「高雄電影節」中放映維吾爾族領袖熱比婭的紀錄片等，都是北

京試圖透過「直接施力」，以響台灣事務的明顯例子。 

二、「間接施力」則指北京運用資本與其他相關手段

「以商圍政」 

即透過經濟吸納台商和政治人物，以形成「經濟依賴結構」（economic dependence 

structure）及「跨海峽政商網絡」（cross-strait government-business network），使網絡下

的台商和政治人物成為北京的「在地協力者」（local collaborators），並以此為槓桿介入

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2012 年總統大選中，幾十個台商公開表態

支持「九二共識」就是顯著例子。 

吳介民認為，近年「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有從「直接施力」轉變為「間接

施力」的趨勢，顯示北京理解到軍事威嚇等「直接施力」，往往會適得其反，因此改為

以「間接施力」的方式「以商圍政」（Wu 2016）。正如吳介民所指出，「中國因素」的

理論框架，非常適合用於分析北京對香港的干預（吳介民 2014；2015）。但要將「中

國因素」的理論框架應用在香港，必須先予以擴充和調整，以顧及台灣和香港的不同

情況。 

首先，由於台灣是擁有「事實主權」（de facto sovereignty）的政體（Friedman 

2015），因此北京要對台灣進行「直接施力」，存在不少現實上的限制；相反，香港是

                                               

註 泝 「中國因素」是由台灣中央研究員學者吳介民博士提出的理論框架，他在《「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

港公民抵抗運動》一文中（吳介民 2014），提及台港兩地在中國政府的干預下，正出現相類似的「反

中國因素運動」。本文在吳介民文章的基礎上，更全面地分析北京近年對香港事務的「直接施力」和

「間接施力」，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本土主義思潮和「抵抗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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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主權下的特別行政區，北京可透過〈基本法〉下的中央權力，「合法」地直接干預

香港事務，因此香港比台灣要面對更多來自北京的「直接施力」。 

其次，按照吳介民的分析，北京對台灣的「間接施力」，主要集中透過建構「經濟

依賴結構」和「跨海峽政商網絡」，由台商和政治人物等「在地協力者」來進行，換言

之「經濟吸納」（economic co-option）是北京介入台灣的主要工具；在香港，由於中國

共產黨自成立以來一直在頻繁活動，主權移交後又成立了「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作為駐港機構，因此北京除了進行「經濟吸納」外，還

可以透過分派政治職位（例如港區人大代表、港區政協委員、各親中團體的領導職位

等等）進行「政治吸納」（political co-option），以建構一個涵蓋工商界、政界、專業

界、大學、社區等不同界別的「權力依賴結構」（power dependence structure）和「跨

境權力網絡」（cross-border power network），從而透過遍布社會各界的「在地協力

者」，對香港進行全方位的「間接施力」。 

本文因此會採用上述更全面的視角，去理解和定義「中國因素」，以準確地分析北

京近年對香港事務的各種「直接施力」和「間接施力」【圖 1】。 

圖 1 「中國因素」在香港的分析框架 

 

 

 

 

 

 

 

 

 

 

 

 

 

 

資料來源：此圖修改自吳介民（2015）。 

參、中港關係的轉向：中國因素氣旋逐漸擴大 

在主權移交初期（1997～2003 年），北京基本上對香港事務採取「不干預政策」（a 

position of non-intervention），允許特區政府自行處理香港事務（So 2011; Cheung 

2012），「中國因素」在這段時期，可以說是處於一種「藏而不露」的狀態──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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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運用「直接施力」影響香港，顯得非常克制（例如北京領導人一般避談港事）；而北

京的各種「間接施力」亦不明顯（例如中聯辦官員保持低調、各種統戰工作低度進

行）。 

在北京的「不干預政策」之下，本地和國際社會都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的成功落實予以肯定（Horlemann 2003, 102）；而由於北京對香港事務的介入

有限，中港之間潛在的「中心邊陲矛盾」（center-periphery cleavage）亦被淡化，香港

行政長官成為本地政治的主要焦點（Li 2000, 233）。 

2003 年的七一遊行，則是中港關係轉向的分水嶺。2003 年 7 月 1 日，五十萬香港

巿民走上街頭，反對《基本法》23 條立法和要求民主普選。七一遊行規模之大，令北

京領導人非常意外，他們將事件視為香港巿民和民主派對北京主權的挑戰，並認定事

件背後有「外國勢力」挑動策劃。為了遏制香港社會的抗中情緒和穩定特區政局，北

京決定改變原來的「不干預政策」，提出要對香港事務「有所作為」（ active 

engagement）──即強調要積極介入香港事務，多談一國，少談兩制（Cheng 2009）。

在新的對港政策方針下，北京成立了「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當時的國家副

主席曾慶紅領導，成員包括港澳辦、統戰部、公安部、國安部等多個部委的代表，全

面協調對港政策的制定和執行（Yep 2010）。 

在新的對港政策方針下，北京逐步加強對香港的各種「直接施力」和「間接施

力」，令「中國因素」的氣旋在香港不斷擴大。 

一、直接施力：以中央權力介入香港事務 

北京對香港事務的「直接施力」，建立在一套強調「中央權力」的政治論述上。

2003 年後，北京領導人和官員，透過兩會講話、接見香港人士、訪問香港等各種場

合，不斷建構一套強調「中央權力」的政治論述，包括強調香港的所有自治權力都是

來自中央授權（透過〈基本法〉）、香港特區並不存在「剩餘權力」、中央對香港的政治

體制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等等（Cheng 2009; Cheung 2012）。其中，2014年 6月以國務院

新聞辦名義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

書），則是整套「中央權力」論述最有系統性的宣示【表 1】。 

而這套「中央權力」論述，明顯地是要將香港的自治權力，放在北京的嚴格控制

圍之內；同時亦為近年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數次就香港政制問題的數次決定和釋法保駕

護航，以「直接施力」的方式，全面主導香港的重要政治發展，當中包括 2004 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否決 2007 / 2008年實行雙普選、並釋法引入「政改五部曲」程序；2007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 2012 年實行雙普選；2014 年人大常委會決定「8.31 特首普選框

架」；以及最新在 2016 年 11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 104 條〉的宣誓程序，

以收緊獨立自決派的政治活動空間等等【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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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白皮書所列出的中央權力（節錄） 

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管治權 

1 組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包括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官員。 

2 

支持指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包括行政長官每年向中央政府述職，報告基本

法貫徹執行情況等須向中央政府負責的事項，國家領導人就貫徹落實基本法的重大事項對行政長官

予以指導。 

3 

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包括支援香港特別行政區積極開展對外交往與合作、

妥善處理國際條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適用等條約法律問題、審批外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領事

機構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維護香港同胞在海外的安全與合法權益、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 

4 
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擔負防衛勤務，管理軍事設施，承辦

有關的涉外軍事事宜等防務職責。 

5 

行使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包括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予

以備案審查、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在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作出增減決定、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作出新的授權、對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批准和

備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正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職進行備案等等。 

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 

1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既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又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行政長官還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依法履行基本法授予的領導特別行政

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以及其他各項職權。 

2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經選舉產生並根據基本法行使職權，包括根據基

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

收和公共開支等。 

3 
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特別行政區成立後，設

立終審法院行使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 

資料本源：《一國兩制白皮書》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14）。 

表 2 主權移交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的解釋及決定 

時間 內容 

2016年11月7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2014年8月31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 

2011年8月25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十三條

第一款和第十九條的解釋 

2010年8月28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修正案〉的決定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正案〉的公告 

2007年12月29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

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2006年10月31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

轄的決定 

2005年10月27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

三所列全國性法律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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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2005年4月27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三

條第二款的解釋 

2004年4月26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 

2004年4月6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 

1999年6月26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二

條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解釋 

資料本源：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及決定（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2014）。  

二、間接施力：透過「在地協力者」介入香港事務 

北京早在主權移交之前，早已在香港以新聞機構的名義，即「新華社香港分社」，

進行統戰香港社會各界的工作（Wong 1997）。但主權移交初年，由於北京對香港事務

奉行「不干預政策」，新華社（於 2000 年 1 月正式改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

政區聯絡辦公室）在政治上非常低調，甚至有研究指新華社的編制人員被北京削減了

百分之六十（Loh 2010, 203）。但隨著北京在 2003 年改變對港政策方針，中聯辦被擴

大為「第二支管治隊伍」，沴北京透過這個在地的駐港機構，全方位地進行對香港社會

各界進行「政治吸納」，透過分派各種政治職位（例如港區人大代表、港區政協委員、

各種親中團體的領導職位等等），以建立「權力依賴結構」和「跨境權力網絡」。這種

全方位的吸納工程，令北京的「在地協力者」遍布香港社會各界，從而可在選舉、媒

體、專業界、大學等不同場域施加影響力： 

（一）選舉 

近年，中聯辦已逐漸成為建制派的選舉協調機關，負責協調各建制派政黨在兩級

議會（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選舉工程（Ma 2015）。其中，中聯辦的港島工作部、九龍

工作部及新界工作部，分別透過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九龍社團聯會和新界社團聯會三

個建制聯會，統領數以百計的地區組織（包括各種同鄉會、街坊會、長者會、婦女

會、青年會等等），吸納地區人士為「在地協力者」，以支援建制派的日常地區工作

（舉辦地區活動、分派食物禮物、進行選民登記等等），並在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時動

員選民投票沊（Loh 2010, 209; Cheung 2012; Chou 2014; Fong forthcoming2017）【圖

2】。 

                                               

註 沴 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網站資料（網址：http://www.locpg.hk），中聯辦主任

一人、副主任六人、秘書長一人、副書長兩人，下轄 24 個部門。中聯辦並未有公開其編制及職員數

目，但 2015 年路透社翻查中聯辦自 1999 年成立至今的物業買賣紀錄，其名下物業數目多達 490 間，

相信主要用作職員宿舍（Lee 2015）。 

註 沊 有關中聯辦協調地區人士以影響香港選舉的描述性研究，可參閱〈建制派如何在選舉屈機？從區議會

到立法會的選舉操控〉（區諾軒 2015, 11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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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聯辦作為選舉協調機關 

 

資料來源：此圖取材自 Loh 2010, 209; Cheung 2012; Chou 2014。 

（二）媒體 

主權移交之前，北京已經展開對香港傳媒的統戰工作。近年，北京加緊透過「政

治吸納」和「經濟吸納」，將傳媒大亨收編為「在地協力者」【表 3】。時至今日，除了

壹傳媒（蘋果日報、壹周刊）以外，幾乎所有的本地主流媒體，都已經落入與北京有

緊密聯繫的資本家手中，令北京可以透過這些「在地協力者」影響媒體運作，各種干

預編輯自主、媒體自我審查的事件遂不時發生；沝其中， 2012 年香港數碼廣播

（DBC）停播的事件，便明顯地看到中聯辦如何透過親中傳媒大亨作為「在地協力

者」，去影響香港數碼廣播的內部運作。沀 

（三）專業界 

透過「政治吸納」和「經濟吸納」建立「間接施力」機制，也見諸於北京對香港

各專業界別的統戰工作。以法律界為例，由於事務律師（solicitors）主要處理公司、商

業及房地產等案件，因此各種港陸跨境商業活動，都是事務律師的主要業務所在，香

港律師行在中國大陸開設分行的數目遂不斷增加【圖 3】。龐大的商業利益、再加上政

治職位的誘因，令北京得以在法律界廣泛吸納「在地協力者」，律師會的理事不少都與

北京及建制派有政治聯繫【表 4】；其中，2014 年律師會會長林新強高調支持《一國兩

制白皮書》的事件，就有北京「間接施力」的痕跡。 

                                               

註 沝 香港記者協會歷年的年報（香港記者協會 1994~2016）。 

註 沀 2013年香港記者協會年報（香港記者協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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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香港傳媒大亨與北京的政治聯繫 

媒體 傳媒大亨 與北京的政治聯繫 

電子媒體 

1. 有線電視 吳光正 現屆全國政協常委 

2. now TV 李澤楷 現屆北京巿政協委員 

3. 亞洲電視 王征 前全國政協委員 

4. 新城電台 李澤鉅 現屆全國政協委員 

5. 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 黃楚標 現屆全國政協委員 

報章 

1. 東方日報 

2. 太陽報 

馬澄坤 前全國政協委員 

3. 星島日報 

4. 頭條日報 

5. 英文虎報 

何柱國 現屆全國政協常委 

6. 信報財經新聞 李澤楷 現屆北京巿政協委員 

資料來源：〈媒體操控下的新聞界：風雨中抱緊新聞自由〉（陳智傑 2015, 163-171）。 

圖 3 香港律師行駐中國大陸代表機構數目 

 

資料來源：〈赤色風暴下的法律界：我城法律精英的時代使命〉（鄺英豪 2015, 15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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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與北京／建制派有政治聯繫的香港律師會理事（2014 年度理事會） 

委員總數：20 

與「北京／建制派有政治聯繫」的委員數目：8 

與「北京／建制派有政治聯繫」的委員比率：40% 

姓名 職位 政治聯繫 

林新強 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副會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管理局第一屆法律專業諮詢委員會委員 

湖南省僑聯第六屆委員會顧問 

昆港經貿協進會顧問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法律顧問 

蘇紹聰 副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彭韻僖 副會長 
第十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籌委會主席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名譽會長 

葉禮德 理事 第十一屆廣東省政協委員 

何君堯 理事 

第二十一屆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 

新界關注大聯盟召集人 

保衛中環召集人 

蕭詠儀 理事 第十一、十二屆廣州市政協委員 

陳曉峰 理事 香港青年聯會副秘書長 

陳寶儀 理事 香港青年法律工作者協會副主席 

資料來源：作者按香港律師會理事會名單（香港律師會 2015），逐一翻查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友好協進會

2015）、全國人大網（全國人大資訊中心 2015）和全國政協網（人民網 2015）等官方紀錄，以及慧

科新聞搜尋器（慧科 2015）等網站資料庫，以核實各委員與北京或建制派的政治聯繫。 

（四）大學 

大學是社會知識中心，學者透過教學及研究，對社會輿論和思想有重要影響，北

京自然視之為兵家必爭之地。近年，特區政府委任了不少現屆或前任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政協委員或省巿政協委員，進入各間大學的校董會，令北京可以透過這些「在地

協力者」影響大學運作。2016 年香港大學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被否決出任副校長的

事件，就有北京「間接施力」的操作痕跡【表 5】。 

肆、本土意識：對中國因素的抵抗動員 

在北京的各種「直接施力」和「間接施力」之下，「中國因素」氣旋在香港不斷擴

大，已經籠罩社會的各個界別。如前所述，近年北京之所以積極介入香港事務，背後

的如意算盤，是希望能夠遏制香港社會的抗中情緒和穩定特區政局（Cheng 2009）；但

吊詭的是，北京「有所作為」的對港政策，不但無法達到原來的「維穩」目標，反而

激發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local identification or regional identification），並由此引

發各種對「中國因素」的「抵抗動員」（counter-mo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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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與「北京有政治聯繫」的委員（現屆委員） 

委員總數：20* 

與「北京／建制派有政治聯繫」的委員數目：10 

與「北京／建制派有政治聯繫」的委員比率：50% 

姓名 職位 政治聯繫 

紀文鳳 委員 第十二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李國章 委員 第九、十、十一、十二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梁高美懿 委員／司庫 第十一屆河南政協委員、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經濟界） 

廖長江 委員 第十一、十二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王國強 委員 第十一、十二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王䓪鳴 委員 第十、十一、十二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劉麥嘉軒 委員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 

陳坤耀 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務顧問 

石禮謙 委員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秘書長 

盧寵茂 委員 團結香港基金顧問 

*說明：不包括已辭任的袁國勇教授及研究生代表 Aloysius Wilfred Raj Arokiaraj。 

資料來源：作者按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名單（香港大學 2015），逐一翻查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友好協進會

2015）、全國人大網（全國人大資訊中心 2015）和全國政協網（人民網 2015）等官方紀錄，以及慧

科新聞搜尋器（慧科 2015）等網站資料庫，以核實各委員與北京或建制派的政治聯繫。 

「本土意識」在香港其實並非新事物。追本溯源，香港人的「本土意識」緣於

1950 年代中港邊界的設立，改變了以往兩地頻繁的人口流動，令香港開始出現固定的

「本地人口」（Local population）（Tsang 2003）；而隨著 19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本地

大眾文化興起（廣東歌、港產片及免費電視），中港的經濟文化差距日益擴大，一種植

根香港的「本土意識」逐漸抬頭（Mathews, Ma and Lui 2008）。及至 1980～1990 年

代，前途談判、六四事件、以至彭定康政改，連串的政治衝擊反鞏固了港人的身分認同──

「港人身分」與「中國人身分」的差異，不再單指經濟、教育及文化上的差異，而越

來越體現在政治制度及價值上的巨大鴻溝（Bhattacharya 2005）。 

換言之，以往香港人的「本土意識」，主要建基於香港相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

和文化的優越性；但隨著近年「中國因素」氣旋不斷擴大，香港人的「本土意識」逐

漸演變成一種強調抵抗中國作為「他者」的保衛意識（Kwong and Yu 2013; Yew and 

Kwong 2014; Fong forthcoming 2017），即一種強調保衛香港自主和核心價值的保衛意

識，構成了當前本土運動的政治基礎，並迅速擴散到各種社會運動──例如 2014 年人

大常委會決定「8.31 特首普選框架」，引發了為時 79 日以「命運自主」為主軸的雨傘

運動；2016 年香港大學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被否決出任副校長的事件，引發各大學

教職員和學生會以「守護核心價值」為旗幟的學術自由運動；在各級議會選舉例如

2015 年區議選舉中，「守住香港」都成為了泛民主派政黨的選舉主軸。換言之，在

「中國因素」氣旋不斷擴大的衝擊下，「香港人身份」成為了香港民主反對運動，用以

抗衡北京各種「直接施力」和「間接施力」的政治動員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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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香港政治光譜走向本土化 

由「中國因素」氣旋所引發的本土浪潮，已經迅速改變香港的政治光譜──以往

由於北京對香港事務較少干預，中港之間潛在的「中心邊陲矛盾」（center-periphery 

cleavage）被淡化，特首是本地政治的焦點，香港的政治勢力就按「普選議題」這個主

要分歧，分成建制派和泛民主派兩大陣營，然後再按「階級分歧」（class cleavage）分

成建制右派（自由黨、經民盟）、建制左派（工聯會）、建制中產（民建聯、新民黨）、

泛民左派（工黨、社民連）、泛民中產（民主黨、公民黨）等等；但隨著近年「中國因

素」氣旋引發本土化浪潮後，「中心邊陲矛盾」有取代「普選議題」，成為香港政治的

「主要分歧」（principal cleavage）之勢。 

2016 年 2 月 28 日舉行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預視香港政治光譜走向本土化的趨

勢。獲泛民主派一致支持的楊岳橋，以 37.2%的得票率，擊敗只有 34.8%得票率的建制

派候選人周浩鼎，成功當選立法會議員。同時間，明確走「獨立路線」（以「香港獨

立」為政治願景）的本土民主前線候選人梁天琦，亦取得 15.4%得票率。泞「香港獨

立」路線的快速崛起，令泛民主派面對相當大的本土化壓力，楊岳橋在投票日前後，

便不斷聲稱要帶領泛民主派走革新之路。泀 2016 年 9 月 4 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中，「獨立路線」的青年新政在梁天琦的助選下取得兩席、「建國路線」的熱血公民取

得一席（以「香港建國」為政治願景）、「自決路線」（以「香港外部自決」為政治願

景）的朱凱廸、劉小麗、羅冠聰則取得三席，連同提倡《香港前途決議文》（以「香港

內部自決」為政治願景）的公民黨取得六席，即主打香港前途議題的政治黨派合共有

十二席，佔整個「反對陣營」（opposition camp）議席（總數 30 席）超過三分之一，洰

顯示了香港政治光譜快速轉向「中心邊陲矛盾」的趨勢。 

事實上，參照海外「地域性政黨」（ regionalist parties）的經驗（De Winter and 

Tusan 2003），在「中心邊陲矛盾」成為「主要分歧」（principal cleavage）之下，香港

政治光譜已經初步展現了「地域性政黨體系」的發展趨勢，出現了提倡「香港獨立」

（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香港建國」（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

城邦派）、「香港外部自決」（香港眾志）和「香港內部自決」（公民黨）等不同本土訴

求的「地域性政黨」。未來其他政治勢力，包括較傳統的民主派政黨例如民主黨、泍以

                                               

註 泞 《立場新聞》的選舉數字統計（立場新聞 2016b）。 

註 泀 可參閱楊岳橋的勝選宣言（楊岳橋 2016）。 

註 洰 《立場新聞》的選舉數字統計（立場新聞 2016a）。 

註 泍 民主黨在宣布參選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時，提出不支持港獨、支持永續「一國兩制」、爭取最高度

自治的立場；爭取連任立法會議員的黃碧雲指，認同香港應對內部事務有自決權利。可參閱《民主黨

八名單出選老將「抬轎」劍指七席》（星島日報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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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建聯、自由黨等建制派政黨，泇會如何回應這種本土化浪潮，將預示「港式地域性

政黨體系」的未來發展方向，也是觀察香港政局的風向標。 

 

 

 

* * * 

 

 

 

（收件：105年 10月 31日，接受：106年 1月 17日） 

                                               

註 泇 民建聯的前主席曾鈺成，曾經發言支持本土認同、粵語文化等等，似要開拓了一條建制派的本土路

線。例如曾鈺成在 2016 年 2 月 24 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香港人不想大陸化、希望港人優先、維護本

土特色是無可厚非，認為北京應該區分本土和分離主義，不要打擊本土主義，可參閱《稱中央正「冷

靜明智」了解衝突原因》（明報 2016）。另外，曾鈺成又撰寫一系列文章，指使用粵語和書寫繁體中

文符合「一國兩制」，可參閱《語文政策》（曾鈺成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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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Mobilization under the 

Hurricane of China Factor 

Brian C.H. Fong 

Associate Director 

Academy of Hong Kong Studies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hina Factor in th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Mainland-Hong Kong relations. In recent years, 

Beijing has increasingly adopted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ce mechanisms to 

shape the affairs of Hong Kong, and paradoxically such attempts have 

triggered the rise of localism in Hong Kong and resulted in tidal waves of 

counter-China Factor mobilizations resisting Beijing’s interference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growing signs that the issue of center-

periphery relations is replacing universal suffrage as the principal political 

cleavage in Hong Kong. How different political forces in Hong Kong 

respond and realign with the rise of localism will be a significant weather 

van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Keywords: China Factor, localism,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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