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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薦 序

中國發展迅速，經濟強大，其和平崛起，一洗百年來的民族恥辱，這其中自

有一股沛然的民族精神在。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與民族主義有相當的關係。

大陸母親要回香港這個兒子，但兒子與母親之間，既親又疏。因為經歷過殖民統

治，現代化又來得早，兒子的行為與思想，不一定與母親相同，有時甚至「我行

我素」，表示有「型」；加上民生經濟等因素，本土主義由是而興。柳泳夏教授

的《香港弱化—以香港歷史博物館的敘事為中心》梳理、探討的，正是這段歷

史和這個現狀。柳教授曾長期在香港學習，在此取得博士學位，學問扎實，閱歷

豐富；他用了七年時間撰寫此書，運用相關理論，活用文獻，精分細析，成為可

貴的一家之言。說他活用文獻，因為他的重要依據，包括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

展—占地七千平方米、展示香港六千年發展歷程、具體生動的「香港故事」。

當前香港政制改革論述紛紜，柳教授這本書饒有參考價值。

香港中文大學前中文系教授

黃維樑

中 文 版 序 文

我有許多中國朋友，也有許多香港朋友；根據使用普通話或廣東話、隔著深

圳河是此端抑或彼端，我有時稱呼他們為中國朋友，有時也稱呼他們為香港朋友。

我所認識的中國朋友或香港朋友們最顯著的差異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用自己的

視角來看世界；如果說中國朋友的思考極其簡單明瞭，香港朋友們的想法則十分

錯綜複雜。

於我而言，最近凝視深圳河的心情愈加複雜，一百五十年時間的長河橫亙在

中國和香港朋友之間，所謂「香港主權回歸祖國」今年已屆二十年，彼此想法的

互異愈發明顯；我期待他們彼此熟知、理解，最終成為一個整體，但我認為他們

目前應正確認知彼此相異之處為何，如果他們對此視而不見或刻意忽略，則達到

成為一個整體的路會愈發遙遠。

我的認同為何、建構我的要素為何？我認為任誰都有支持、建構自我的要素

與原因。我一直執著於「認同」此課題，因為認同的生成和變化與我們的生命時

刻連接在一起，認同的問題與我們生命的品質、幸福直接連貫自然也毋庸贅言。

那雖並非一朝一夕即可成就，但極有可能在片刻之間為之消失，更準確地說，認

同的生成和變化與政治、經濟密切相關，雖說產生認同的機制非常複雜多端，但

其體現仍帶有政治、經濟性。認同有時起因於與其他認同的衝突，有時亦因兩者

之間政治、經濟的變化而為之消滅，我認為正面的部分和負面的部分都可能存在

於其中，進而言之，正面與負面的交集亦可能被創造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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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此書的初衷是源於作為一個瞭解中國，也瞭解香港的朋友，我希望能對

中國與香港理解彼此而略盡綿薄之力；當然，作為一個外國人，極有可能顯露出

所謂第三者的限制，但我認為身為外國人，更能以客觀的角度直視問題。我極其

厭惡陣營論理和二分法的思考，如果按照該論理，我有可能屬於這邊，也有可能

屬於那邊，也有可能不屬於任何一方。但我可以確定，我希望中國與香港的優良

傳統相遇，各自的傳統更加燦爛發光，以之成就兩者之間美好的關係。

作為仍身處冷戰邊緣的韓半島的一個韓國人，我十分羨慕實際上已施行三通

的海峽兩岸關係，也羨慕正朝向統合前行的中國—香港關係，但如果將目光放得

更遠，我們不得不注意到所謂虛擬國度（Bitnation）—即沒有國境、自發、脫

中心的網絡國家的興起已成既定事實。正如世界化已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我們

必須為未來成為「世界公民」預作準備。

為締結出版契約，在與紅出版集團的資深編輯 Joyce．沈長達一年半郵件往來

的過程中，我再次發現香港人的不同，在此要向她的專業精神致敬。最終我要向

將所有翻譯經驗完全灌注在此書翻譯之上的盧鴻金教授致謝。謹將此書獻給憂心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認同衝突的所有人們。

2017 年元月柳泳夏於首爾

序 文

我是世界主義者，傾向於世界體制，我希望能克服全球化的弊端，將世界建

設成為一體的世界共和國。現在雖銷聲匿跡，但曾有一段時間，在韓國流行過東

亞談論，企圖建設東亞共同體，更進一步地傾向於世界共同體的一種學術運動。

歐盟雖然仍持續暴露許多問題，但身為領土紛爭或過去歷史問題仍未獲致解決的

亞洲的一份子，我無法否認像歐盟程度的統合還是讓我非常羨慕，何況最近東亞

強國—中國或日本企圖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前近代的手段解決國內所有紛

爭和矛盾。

那麼，我為何矚目香港呢？因為我認為無論是民族或本土（locality），比起

強化認同感，弱化更是大統合的前提和必需條件，在此意義上，再也沒有比香港

這個過去被認為是各種價值共存的第三空間更適合的地方。香港雖然是英國的殖

民地，但過去可說是經歷超國家、超文化的空間，特別是作為非左、非右的第三

地帶，香港這個政治經濟空間可被定義為朝向世界共和國的東亞談論的出口。香

港保有自我的特徵，並呈現全球化的特性，因此被定義為海外企業本土化的方向。

作為東亞談論的方向性，香港價值應該加以保存、發展，但現在香港象徵的近代

性和多元性正處於嚴重的危機當中，此乃因為受到以中原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中國

民族主義要求本土香港解體之故。

中國民族主義對香港的要求極為森嚴，後殖民時代的中國動員所有方法，

努力將香港納入國民國家的範疇中。從最近香港的示威可看出即便在主權回歸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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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的現在，中國政府和香港民主勢力都不放棄各自的目標，即中國政府為了

賦予香港人國民身份，正進行多樣的試圖，而香港人為了守護自身的香港價值，

仍不斷地掙扎著。中國政府想賦予香港人國民國家的國民身份之過程，向我們展

現國民身份的認同為何，同時也展示出其目的為何。1997 年主權回歸以後，中國

民族主義和香港本土主義可說遇見建構新模式的絕好機會，但以目前而言，無論

是中國民族主義或香港本土主義都無法呈現理想的方向性，甚至可說只留存有過

剩、被扭曲的認同感也不為過。只有建構以設定可行的兩者關係為前提的認同感，

才能成為在朝向東亞共同體，甚或世界共和國的過程中有益的應用實例。

在巨大中國民族主義洪流之前，所謂本土香港的認同面臨重大的挑戰，作為

「次國民」和「少數民族」，香港人的未來會如何？權力的主體在內部可以強制

要求接受文化，對外也可強制要求少數民族的次國民，漢族習慣將被稱為東夷、

西戎、南蠻、北狄等的週邊民族和國家他者化，在中國國內，民族主義直到目前

仍對西藏、新疆、內蒙古等地應用為國家統合的絕對真理。

香港的朋友經常說現在展開的香港歷史在過去不曾重複，從英國的殖民地轉

變為所謂「一國兩制」的中國後殖民模式，在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因之未來展

開的歷史也是獨特的。現在正是定義、再次思考圍繞香港的中國民族主義和香港

本土主義的時刻，中國向香港要求以民族進行後殖民，而本土香港向中國要求後

殖民，在強迫和被強迫的層面上，希望這本書是探究民族主義的最後一本書。

韓國國內相當數量的中國研究者對於本土的認識都限定於中國大陸的範圍，

最近發表論文時，某位指定與談人竟完全無法理解「本土」。中原中心主義者的

意識中，只存在本土中國，本土台灣和本土香港都不存在，他們也是長期接受國

民國家教育或中原中心主義教育的受害者，我企劃此書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想提

醒國家主義者和中原中心主義者，在地球上存在為數眾多的本土之事實，並希望

提出解決的方案。

曾有一段時間，香港作為先行並呈現後現代的象徵—「混種」和「邊境」

記號的空間而受到學界的矚目，在後現代談論的空間中養成的「香港學」現在作

為後殖民的代表並炫耀其價值。香港的固有價值，即「香港性」在各種研究中，

被介紹為活生生的實例，但主權回歸以後，因為強加的民族和愛國意識形態，「香

港性」遭逢重大的危機，其證據就存在於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區—「香港

故事」中。

根據我手機的備忘錄顯示，2005 年夏天，我參觀完香港歷史博物館後，我認

為通過博物館的展品，可讀出中國民族主義和香港本土主義的現在；其後每次去

香港，我都會去觀看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研究計劃遂開始具體化。最後

一次參觀是在 2011 年的 1 月，因此本書的內容應是以 2011 年 1 月為基準，但如

果我沒記錯，從 2005 年起到 2011 年為止，展品及其說明都沒有變化；我在只有

事前預約才能訪問的香港歷史博物館的資料室裏尋找過關於「香港故事」的研究

論文或書籍，但很奇怪地，幾乎處於全無的狀態。這種情況通過網路檢索也是一

樣，因此本書可說是第一本研究「香港故事」的著作，特別是以民族主義和本土

主義視角進行的研究來說，本書是獨一無二的。

我一直對於博物館這個空間抱持懷疑，對於博物館是否有代表「性格」的資

格懷疑，因為博物館極有可能僅展示權力主體希望宣揚的理念之故。從香港歷史

博物館的常設展廳「香港故事」欲完全保留民族主義原型談論的立場來看，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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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主義的活教材，正確而言，香港歷史博物館並非敘述香港的歷史，而是

敘述以香港為中心的中國歷史，在此層面上，它應是中國歷史博物館，因此「香

港故事」中呈現的「香港性」認同和香港的「事實」並不相符。我認為無論是民

族或本土，終究都應像博物館的情況一樣，只是敘事而已，本書持後殖民主義的

立場，並從無論是「民族」或「本土」都只不過是敘事的結論出發。

香港當地的博物館如何體現中國的民族主義？而香港的本土主義又以何種面

貌加以對應？這個問題的主要任務是必須探求兩者所有的實體，同時導出批判。

若分析中國持續灌輸香港是中國民族一部分的理由、目的和灌輸方法，則可得知

中國民族主義的實體。正如同在沒有民族的地方，國家主義者或民族主義者皆可

創造出民族一般，此刻全世界到處都持續進行民族教育和國民教育，如果民族文

化形成主流，殖民主義可輕易從其獲得內、外在的動力，而民族主義殖民談論依

據民族的原型，持續灌輸「香港性」是不知民族、國家的不毛之地之觀念。

通過分析「香港故事」，我將會揭櫫以某種「性格」為代表的民族或本土的

認同是多麼模糊，又是多麼扭曲；我也會強調主體聲嘶力竭呼籲的民族和本土的

「性格」是確認偏誤的結果。我認為在現實上，認同感終究不得不只是政治經濟

作用的產物，阿帕杜萊的結論是：如同民族主義一樣，本土主義可能也只是想像。

本書在探究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近代性，因之在本書中我將中國的民族主義理

解為象徵新的殖民主義的洪流，並將敘述其形態；我也將香港本土主義視為抗拒

民族主義籌劃的巨大潮流，即努力遂行反殖民和後殖民的鬥爭。即便如此，我也

不希望隱藏對寄生於本土主義中的內部殖民機制的批判性視角。經驗超國家、超

文化系統的香港本土主義本質究竟為何？它理想的樣貌究竟為何？

我希望堅持到最後的基準是認同感必需在一定程度上放棄近代性才有可能產

生，而在此層面上，必定是最危險的教條。因此我將從「性格」的角度，探索國

民國家中國和本土香港之間的理想關係，我相信如果中國—香港的關係健全發展

的話，一定可以創造全新的「複合的文化再生產」。參考書籍中，我僅列出直接

閱讀和引用的書以及論文的題目。內人韓珠暎依舊是本書的最初讀者，也是校對

者。在收集資料時，祈志偉、黃燕金、林援森等香港友人的幫助極大，在此敬表

謝忱。

2014 年 10 月

和山 柳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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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有一本分析香港認同的書出版，題為《無主之城》—「沒有主人

的城市」，象徵了香港的現在，當然這純粹是作者主觀的判斷或視角所決定的香

港的現在。從副題為「從香港電影中呈現的『97』回歸 1 和香港人的認同」來看，

分明是打出敵視 1997 年主權回歸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象徵性形象的牌，就主權回

歸十週年所出版的書名而言，不能不說是非常具有挑戰意義的。「沒有主人的城

市」之定義無論對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或香港的本土主義者而言，似乎都不是令他

們十分愉快的外號。

其理由如下，從香港本土主義的立場而言，也許對於香港是否依然必須意識

到某個「主人」，是否只是需要主人的「從」的存在而感到鬱憤；而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這個國民國家（nation-state）的立場上，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已過十年，

但對於主人還不能被承認為主人的現實感到惋惜之故。那麼我們不得不對香港本

土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再次提問，香港是沒有主人的城市嗎？抑或是需要主人的

城市嗎？

正式而言，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香港的主人是國民國家—中華人民共和

國，但在本土主義的立場上，明顯存在著香港特有的「精神」，而要獲得其認同

感，香港的主人當然應該是香港。事實上，香港的正式名稱—「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本身已然說明了一切，亦即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某種

特別區域。對於所謂「沒有主人的城市」此稱呼，相對而言，感到更為不快的，

1 「回歸」或「移交」詞彙的意義依據英國或中國主體的不同而相異，即從曾為殖民主體的英方立

場來看，交給中國在法律上可以不給的主權，所以是「移交」，中方的立場是收回了理應收回

的東西，所以是「回歸」。過去曾有一段時間，雙方根據自己的立場而執著於使用「回歸」或「移

交」，但目前看來學界幾乎都使用「回歸」，本書承認主權回歸的現實性，因此統一使用「回歸」。

應該是接受主權回歸的政治實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1970 年代後半開始進行

的主權回歸協商，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餘年，雖然為了主權的完全恢復，傾注全

力於民族教育和國民教育，但「沒有主人的城市」此類挑釁題目的書公然被消費

的香港社會氛圍，究竟應該如何加以說明？

2012 年 1 月春節前夕，在香港發生了明確呈現香港和中國兩者關係的事件：

在禁止進食的香港地鐵裏，一位從中國來的遊客因為進食而遭受香港人的指責，

進而引發爭吵。拍攝這個過程的視頻創下了被瀏覽數十萬次的紀錄，而對於該場

面的爭論引起軒然大波，門戶網站立即實施了輿論調查，大陸和香港的網民之間

掀起了尖銳的對立，而孔慶東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對於本土香港的批判讓爭

論更形同火上加油。他的主張共有香港人仍然在殖民地的優越感中輕視大陸人、

香港知識分子經常想要教育大陸人、以及香港人的「國家意識」不足、應早日建

立「中國意識」等數點。

對於在地鐵裏制止進食行為的香港人，當時第四屆行政長官呼聲較高的兩位

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各自發表了「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人的絕對多數

主動遵守法律是值得尊重的，這反映了香港人是有素養的。」和「香港未來應向

包括大陸人在內的所有外地人宣傳香港的規範」等立場。表面上看起來雖是政治

領袖不得不採取的委婉立場表現，但不可諱言地，他們都闡明了守護「香港精神」

的意志。2

2 請參閱柳泳夏，《후식민의 주체로서 국가와 본토 -: 중국 - 홍콩의 경우 作為後殖民主體的國家與

本土：以中國—香港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 63 號（2012 年 12 月），1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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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和香港之間的隔閡，二者之間明顯存在著

如同水和油無法融合的部分。通過輿論來觀察以地鐵舌戰為中心的爭論，我們可

以知曉香港與中國相互要求的事項，更進一步地，亦能看出二者認識自我的認同

性代表元素。亦即在地鐵中，香港人希望向中國人宣揚香港法律的嚴明，並且也

希望讓中國人知曉香港與中國不同，「反文明」的行為是不會被容許的，當然這

背後也不能完全否認包含有香港人蔑視中國人的心理。對此，大多數中國網民的

反映可以孔慶東的惡舌為代表，一言以蔽之，中國想用國家和中國意識強行制壓

香港，香港則希望以法制制度認識自我，並弘揚該理念。

擴大事端的孔慶東是炒作（noise marketing）專家，曾以交換教授身份在韓國

數年，並曾辛辣地貶抑韓國文化，據此名揚韓、中兩國。他作為大眾文化研究者，

置身各種事件的中心，意圖將自我存在感最大化。他敷衍地鐵事件，並表示「一

部分香港人帶有殖民地的優越感，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內地都市大為發展，香港

現在卻正重新尋找經濟發展的方向，香港人老是這樣欺負內地人是不好的。」又

說香港部分教授開口閉口都想教育內地人，還說香港輿論媒體不能總認為香港是

先進的地方，並威脅說香港與內地爭鬥，吃虧的永遠是香港，同時他認為香港人

的「中國意識」不足，優越感讓香港人遺忘「國家養你們的事實」，並教訓說香

港人應該找回良心，建立「中國意識」。

他並提出香港不以普通話為主流，而以方言—廣東話為主的語言問題，他

說事件中因為香港人使用廣東話，內地兒童和同行者無法正確理解他的意思，並

說「中國人有使用普通話的義務，不說普通話就是王八蛋」，並說出「有很多香

港人還是殖民主義養成的狗」，「以法治維持的秩序證明你們沒有素養、沒有知

覺，用一句話來說，就是賤東西」的粗話。

緊接著，孔慶東言及香港以內地人的觀光收入維持生計，若非如此，香港人

早就餓死了；香港人自認為是國際一等國民，但水、水果、米都是由內地供給，

內地各城市都在飛躍發展，而香港已經喪失優勢。孔慶東還說「正如同殖民地韓

國看不起別的國家一樣，殖民地香港也看不起中國，這正是典型的殖民地情緒，

也是洋鬼子心理。」3 為了批評香港，毫不猶豫地對韓國也冠以殖民地的封號。4

觀察孔慶東的發言，看來似乎是因為過度亢奮導致喪失理性，但事實上，無

異於是為過去對香港積累的中國民族主義立場的不滿代言，他憑借地鐵事件批判

在香港特區依然澎湃的本土意識。本土香港一直被認為是中國官方或以愛國主義

武裝的大多數中國人極欲去除的對象，亦即內地人認為香港人（應該說構成本土

香港的部分香港人）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的「走狗」，沒有一絲反省地想將香港

式資本主義擴散至中國，且保有嘲笑中國社會的前近代性和不合理性，一直欺負

內地人。進而言之，即便是在主權回歸之後，香港人也一直拒絕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國民國家的同化。從偉大的「祖國」得到經濟上莫大的優惠，如果沒有這些

恩澤的話，香港是一時半刻也無法生存的環境。反過來說，他的發言強烈證明香

港本土主義確實存在，我們由此可以知道中國民族主義乃至國家主義的趨勢無時

無刻地都在強加於香港之上。

3 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n4Un3eRUAQ。

 參考 http://hk.news.yahoo.com/ 唐英年指港人不是狗北大教授要為自己言論負責 -110800065.html。

4 請參閱柳泳夏，《후식민의 주체로서 국가와 본토 : 중국 - 홍콩의 경우 作為後殖民主體的國家與本

土：以中國—香港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 63 號（2012 年 12 月），191 頁。事實上，有不

少研究是根據美國後殖民或脫殖民的立場來分析韓國的位置。孔慶東教授如果如此定義韓國的

情況，那麼對於中國對香港的殖民，在相同脈絡上會留下無法同意的遺憾，對此，未來將會有

擴大議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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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1 年起，香港媒體開始使用「蝗蟲」此用語，這是指從中國為了購物、

觀光、生育（以 2011 年為準，有四萬孕婦在香港產子）而到香港的內地人，這也

反映了香港人對大陸人的心情。中國政府對於這些意圖享受不繳稅、教育等香港

各種福利的行為加以袖手旁觀，這是因為中國想在日後以血統馴化香港的人海戰

術 5 思考所致。由於這些現象，香港人的憤慨與日俱增，2012 年春節之前爆發了

針對來香港購物的中國遊客的「反對蝗蟲」示威 6。正如證實這些矛盾似的，香港

代表中立報紙《明報》在社評提出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矛盾日益嚴重，兩地的文

化融合效果尚無可觀之處，中央與香港政府應介入政策層面，加以收拾的解決方

案。7

那麼本土香港的目標究竟為何？是不是夢想將沒有主人的香港建立成城市

國家？還是夢想將沒有主人的城市香港建設為香港共和國？這個「沒有主人的城

市」形象對於擔憂香港身份危機的人來說，很清楚地是一個全新的福音，因為十

年後的本土香港依然存在可成為強烈的反證，也可獲得在承受巨大民族主義地毯

式轟炸時，本土主義盡全力加以對抗的正面評價，在此層面上，我希望站在身為

中國「次國民」8 的香港人立場加以辯護。

5 對於中國的人海戰術或人口政策，請參閱柳泳夏，《이미지로 읽는 중화인민공화국 從形象閱讀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서울：소명，2012 年 6 月初版第二刷），154-165 頁。

6 請參閱柳泳夏，《후식민의 주체로서 국가와 본토 : 중국 - 홍콩의 경우 作為後殖民主體的國家與本

土：以中國—香港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第 63 號（2012 年 12 月），190 頁。

7 《明報》，2012 年 1 月 21 日。

8 以中國為例，漢族是國民，少數民族是「次國民」，因為雖以「五族共和」或「民族調和」為

口號，但事實上，在以政治為首的所有層面，漢族都是中心，特別香港人仍處於主權回歸之後，

納編國民的過程，以國民而言，還是啟蒙的對象，因此還難登國民的「大雅之堂」。

在參觀完這本書的主要分析對象—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後，如

果要用一句話來表現我的感覺，我不得不以「空虛」二字來形容。因為被去除決

定性因素的展示空間中除了虛無，還是虛無。博物館應是集合珍貴的經驗和歷史，

並經由努力而再次呈現的空間，但也許因為本土性的基礎不深，香港歷史博物館

的常設展示區—「香港故事」的故事僅展示到主權回歸為止也未可知。正如同

對於歷史的疑問一般，如果以懷疑的態度觀覽「香港故事」，會不斷產生究竟是

香港人從事本土香港的建構失敗，抑或是已然放棄的疑問。

在英國殖民期間無法挽回的（或無法建立的）微弱本土主義，不知是否在主

權回歸後，經由博物館而變為可能，但我從未聽過經由博物館努力脫離後殖民的

話語。將重點置於回歸而布置的博物館「故事」，只讓人覺得不過是新的主人指

使香港人創造的空間罷了。「薑不如老的辣」的理由是因為無知的新官不知節制

的力量所致，直到此刻為止，中國這個新官仍在與英國這個舊官競爭，那麼，香

港的博物館依舊是英國與中國兩者之間的競技場，所以香港的博物館與其說是本

土主義的確立，不如視為按照新上任的新官之意建立的民族主義的學習場地。

基本而言，本書的目的在尋找此刻呈現於「香港故事」的中國民族主義與香

港本土主義的認同感，其結果將自然是最近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況以及香港本土主

義的產生過程及其特徵，如有餘力，我還將批判中國民族主義和香港本土主義的

情況。因為加諸於本土香港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目的非常現實，如果對本土香港立

即賦予、恢復人民身份，那麼接受「神聖的」人民身份的本土香港所必需交付的

究竟為何？將如何適用於兩者的未來？進一步而言，對於東亞和世界共同體又將

透露何種訊息？本書正將是對於這些疑問的解答，如果到達這本書的結論部分，

我必定能交出回答前述疑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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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直接對象是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海防博物館的常設展示品和說

明文，首先敘述各展示室入口和各種展示品前方或旁邊配置的說明文，接下來將

敘述博物館入口處免費分發的介紹手冊和印刷品等。因此本研究的範圍將展示品

及其說明文施以相同比重，並進行分析；亦即展示品、展示空間和影像品另外加

以說明，對於說明文，即直接的說明文和博物館內提供的各種說明（包括手冊、

CD）的分析另外進行，企圖導出更加細密和有效的成果。首先我想據此讀出內部

不斷升溫的所謂中國這個意識形態。

最近加諸於香港的中國意識形態，特別受到強調同一民族的情緒以及共同歷

史的方向，因之，無論從歷史、地理或文化層面而言，中國和香港是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為目標加以強調的論調為之擴大。早在 1997 年主權回歸當時，以香港為爭

論的話題中，佔據最大位置的即為「民族」此一概念，吾人可斷言，為包容於中

國這個國民國家之內，「民族」必定是香港被要求的至高無上的價值。在危機的

瞬間，可被抽出的所謂「漢族」此一寶刀，可說比任何武器都具效用。

這兩個博物館正如其名稱，以香港本體性的實現及其展示為第一個目標。如

果認為博物館是直接表現某個地區或組織本體性的地方，那麼可說這兩個博物館

是探索該本體性最佳的場所。其中尤以博物館的常設展示品因為是博物館的組織

總動員、在長時間準備下誕生的產物，因之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對象。

尤其我期待讀者注意的理由是「常設展示」此點，「展示」除了陳列展品以

外，同時展示企劃者的「解釋」介入陳列對象的意義和重要性的陳列，意圖與觀

覽者共有其價值。因此如果仔細觀察香港歷史博物館和香港海防博物館的常設展

品及其說明，對於香港實體可進行歷史性的接近。吾人在進行博物館的研究時，

最重要的即為展品的時間點和背景，尤其常設展示就其重要性觀之，從企劃、準

備，到開幕為止的全過程比起展示本身更為重要。以此觀之，可謂代表香港的這

兩個博物館的常設展示時間點與社會文化的背景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我現在即將前往香港，進行博物館的考察，至終不可輕忽的問題意識是在「香

港故事」中呈現的「中國性（chinese-ness）」為何？「香港故事」中，「香港性

（hongkong-ness）」是否存在？在「香港性」中加入的「中國性」本體性為何？「香

港性」和「中國性」的偏差為何？以及從民族為之解放的香港人的存在是不可能

的？等問題。如此，最後終究能解釋出香港自己認知、引以為傲的「香港性」成

立的過程，以及中國認知的「香港性」、中國宣揚的「中國性」等。

此書的議論主要以後殖民主義的視角進行，因之，被引用的大部分思想家也

是主張後殖民主義者，或者是他們擴大再生產的功勞所致。眾所週知，後殖民主

義（postcolonialism）的「後（post）」具有的雙面性雖然並無定論，但以香港為

中心觀之，如果對中國存疑，則不得不是殖民主義延長線的「之後（after）」的

意義；另一方面，如果從香港本土性的維持或強調獨立的層面來看，應是意味殖

民主義解體和克服的「擺脫（beyond）」。

特別是，所謂本體性的上部結構是受到以政治或經濟為代表的下部結構直、

間接影響的生成物；眾所週知，馬克思主張的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的相關關係理

論，儘管認為上部結構是下部結構反映的機械論觀點遭到懷疑，但其價值在馬克

思主義與結構主義等各種理論領域中，依舊獲得認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

中，對於上部結構與下部結構的關係，曾大聲疾呼「人類所處的生命的情況，他

的社會關係、他的社會性存在，乃至他的思想、觀點和概念，簡言之，他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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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之變化，是否需要更深的洞察？」。9 我認為在中國—香港的關係中，下部結

構絕對性地掌控上部結構，現實上，在兩者之間或在單獨的空間中，政治經濟的

運轉時刻推動著「中國性」或「香港性」，並再次生產。因此我在證明政治文化

與經濟文化作為殖民與脫殖民重要基準的層面上，將兩者在目錄的後本土或後殖

民故事中加以強調。

9 칼 마르크스，이진우 옮김，《공산당선언》（서울：책세상，2002 年 10 月），4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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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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