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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發展方面，一般有兩種機制對前途有利──凝聚力強，本土身份認同及歸屬

感。早年獅子山下的同舟共濟屬於前者，今日已褪色不少。現在香港取而代之

的發展特徵是貧富懸殊、代際矛盾和香港人和大陸人的隔閡。 攝：林振東/端傳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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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地方的前途，都有賴它能否善用生存環境，趨吉避兇。香港自鴉片戰

爭以來，基本上是外來統治者主宰。1997 年前是英國殖民地，之後是中國

共產黨。今天香港生存在一個急劇變遷和關係複雜的世界，前途難料。 

本文的分析側重影響前途的因素：首先要認識各關鍵領域，例如經濟、社

會問題，其次是和中國及其他涉外國關係的變化；進而探討香港的自我身

份認同，同時推敲它在中國和世界的定位。這個定位是歷史的自發秩序，

並非有人有意地創造，而是海內外人士經年累月發生的關係形成的（註一），

但到了現代，則是有力人士（官員、社經精英）想像前途發展之道而刻意

建構出來的。競爭是歷史的教訓，如今世界競爭大了、複雜了，如果沒有

意識去定位，也會沒發展策略，這就難以在巨變而複雜的環境中生存，更

遑論發展。 

富挑戰性的環境多半是來自久遠的傳統、龐大的趨勢和結構性的約束。從

這個角度看香港近年來的發展態勢，實在不容樂觀。 

經濟與社會結構 

香港人經常以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為榮。事實上，這個中心表面強勁，趨勢

卻是正在走下坡。根據「世界金融中心指數」（ GFCI），香港自 2010 年

來一直排名第三，到 2016 年卻被新加坡取代。用絕對數值來看，香港和其



他兩大中心倫敦及紐約，比較起來的差距逐年擴大，到 2017 年才收窄。這

個趨勢的關鍵來源，似乎在於香港的創新力不足。香港從 2011 年到 2014

年置身在「世界創新指數」（GII）的十大之中，2015 年開始失去這份光榮。

今年，香港在 127 個國家或地區中，甚至以 53.88 分屈居第 16 名。從創新

效率（投入多少資源取得多少創新產出的比率）來看，我們的成績更差，

排第 73 位。上述趨勢不變，不利香港經濟的發展。 

http://www.wipo.int/edocs/pubdocs/en/wipo_pub_gii_2017.pdf


 



社會發展方面，一般有兩種機制對前途有利──凝聚力強，本土身份認同及

歸屬感。早年獅子山下的同舟共濟屬於前者，今日已褪色不少。現在香港

取而代之的發展特徵是貧富懸殊、代際矛盾和香港人和大陸人的隔閡（註

二）。 

貧富懸殊的通用指標堅尼系數，香港從 1971 年的 0.43，上升到去年的 0.539，

附帶問題是富者越富。當 18%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福布斯富豪榜上的 45

名港人卻擁有 2140 億美元的財富，約佔香港 2013 年國民生產總值 80%。

貧富懸殊也意味着生活質素下降， 2006 到 2008 年間，質素先是上升，然

後拉鋸，2010 年開始持續下降 。生活質素下調和仇富心態的成長，蠶食着

社會的和諧，從而妨礙跨階層共建香港的合作。 

代際矛盾這個模糊概念流行在公眾論述中。它的含義應當是不同世代人可

能導致誤會或衝突的思想與互動（註三）。香港集思會和特區政府中央政

策組在 2013年及 2015年初分別發表過相關報告。綜合這些及其他資料後，

可以得出下列觀察：跟上幾代人相比，80 後的年輕人傾向後物質主義、支

持加快民主化的速度及深度，贊成環境與文化的保育；厭惡或反對權威、

接受本土思想、對新媒體依賴高、喜愛即興的直接行動進行爭議。 

http://www.ideascentre.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09/02/Report-TC-.pdf
http://www.cpu.gov.hk/doc/en/research_reports/social_attitudes_of_the_youth_population_in_hong_kong.pdf
http://www.cpu.gov.hk/doc/en/research_reports/social_attitudes_of_the_youth_population_in_hong_kong.pdf


這些現象有多麻煩還有待更多的研究。但是，作為老一輩或上幾代的父母、

教師和政府官員等的態度與行為也是問題根源，因為管教、責罵和處罰之

類的回應往往適得其反。青年人的出軌行為可以是一種針對父權主義的反

動，也有為了爭取社會流動的，甚至期盼政治流動，以發揮對公共政策影

響力的，只有少數人會追求「這套制度」的劇變。這些政治取向對香港前

途發展不能一概而論，但起碼他們關心是好事。 

至於香港和大陸人的隔閡，一方面見諸電影、 歌曲與社交媒體所誇張散播

的標籤， 比方回歸前的「阿燦」或回歸後出現的「蝗蟲」；另一方面，有

關大陸新移民生活體驗的研究則展現另類認識：根據 2013 年特區政府委

託的調查，成年的大陸移民約四分之一感到被歧視，其中男性比女性稍微

嚴重一些。至於被惡意對待方面，有五分之一有此感覺。其中性別差異輕

微。成年的大陸移民與未成年者比較，前者被歧視感比後者嚴重三倍多，

至於感覺被惡意對待過的成年人比未成年人多四倍半。 

身份認同與歸屬感是複雜課題。人可以因應環境有多重身份及歸屬感；身

份的本質也意義繁雜，視需要而定；集體身份認同則更為複雜，視乎社會

的同質性或異質性程度。戰後香港社會的多元化造就了多元的集體認同，

然而宏觀地看，香港人作為移民或移民的後代，根源和生存環境基本上同

質，因此也共享一種「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的實用主義。這種對前

http://www.com.cuhk.edu.hk/project/ericsite/ah_chank_to_hk_chank.html
http://evchk.wikia.com/wiki/%E8%9D%97%E8%9F%B2
http://www.cpu.gov.hk/doc/sc/research_reports/A_study_on_new_arrivals_from_Mainland_China.pdf


景的擔憂，令港人一來關心時局演變，以便決定去留，二來具務實行事的

生存意識，以免招惹政治風險。這種實用主義的影響是導致香港「經濟發

達，政治落後」，正好呼應主事香港政策的大陸官員對港人的告誡──不要

把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城市。 

香港的對外資源 

社會條件如此不濟，香港的對外關係資源可否補救？首先，分析概念上，

對外關係應分成外交和非外交兩類，分別在於後者涉及主權。香港沒有進

行外交的主權能力，非外交的對外關係也受到其主權國的授權或限制。這

些授權和限制經《基本法》制度化起來。（註四）結果是，香港在經貿金

融等的對外關係資源非常豐富，例如駐港海外及內地公司數字持續上升，

到去年錄得 7986 間。（註五） 

相對而言，香港政治性的對外關係，則只有作為「關係方」被動地捲入的

事例。首先就是 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國在該聲明承諾，香港可

以就自治範圍的事務發展對外關係。這就是香港最重要的對外關係資源，

同時也延伸出另一套間接性的資源：美國在 1992 年制定的《美國—香港政

策法》，容許美國依據《聯合聲明》裏中國對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的承諾，

就有關自治範圍中的事務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的優惠待遇（主要集中於經

貿金融等領域，具體例子有進口限額、產地來源證和高端電腦的出售等等）。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10/26/P2016102600320.htm


（註六）該政策法還要求美國總統每年評估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

的進展，寫成報告，包括依據香港的自治程度決定延續或終止優惠待遇。

法令目的在於鼓勵美國和香港發展及鞏固一些直接的聯繫，其間接效應是

弱化了中國對香港的控制，因此招來中國的強烈抗議。 

《中英聯合聲明》和《美國─香港政策法》的真正價值在於實踐。實踐表現

在每年的政府報告，以及官員和議員的言行。一般而言，報告多半是資料

報導；官員和議員的言行方面，前者會比後者保守謹慎，但美國則前者較

嚴厲。至於整體發展情況則是實踐越來越不到位（註七），這是利益格局

變了。 

本質上，《中英聯合聲明》和《美國─香港政策法》只是外部環境賦予香港

的資源，這份資源的價值也離不開中央政府的干擾，所以多半在政治上用

不上的。最明顯的是《美國—香港政策法》，老早已被中國批評為侵犯中

國主權和干預其內政的行為。香港如果硬要使用，自會招來勾結外國勢力

的指控。至於《聯合聲明》，中國認為前者已經在 1997 主權回歸而失效。

總言之，香港的政治性對外資源作用有限，而經貿金融之類的的對外資源，

則是強大的軟實力，能提升香港的議價能力和鞏固香港的前途發展。 

http://foreignpolicy.com/2014/12/18/does-china-think-the-sino-british-joint-declaration-is-void/


香港和大陸人的隔閡，一方面見諸電影、 歌曲與社交媒體所誇張散播的標籤， 
比方回歸前的「阿燦」或回歸後出現的「蝗蟲」；另一方面，有關大陸新移民

生活體驗的研究則展現另類認識：根據 2013 年特區政府委託的調查，成年的大

陸移民約四分之一感到被歧視。圖為尖沙咀廣東道名店前的內地遊客。攝：林

振東/端傳媒 

香港的定位 



身份認同和定位是不斷演變的問題。香港人身份認同的人口結構基礎，在

於 1960 年代中葉香港出生的人口首次過半。其後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香

港經濟起飛，生活質素持續改善，自豪感逐漸形成，「香港人」的身份才

開始確立。這個清晰而對立的認同因為九七回歸、跨境關係增加、中國崛

起、中港融合和內地新移民的安頓等等因素逐漸瓦解，過渡到因時制宜的

組合──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香港人等不一而足。這些

自我身份認同靈活、模糊，甚至強弱不定。 

然而，這種模糊性質難以協助香港在臨近區域、國家層次和世界高度找到

定位。這也許沒關係，定位這些話語、權力和決策的鬥爭通常都是政治精

英的角色。 

過去幾十年來，社會上關心香港長遠利益及定位的精英分子或團體實在鳳

毛麟角。政府方面，除了董建華之外，也沒有什麼後繼特首或問責官員有

意或有腦去定位香港。董建華是個例外，曾蔭權只想「打好這份工」，而

梁振英是唯中央馬首是瞻。董先生把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可是政策

重點卻放在打造以飛龍代表的香港品牌。這個定位延續到 2011 年。中央政

府透過「十二五規劃」首次、主動地為香港定位，目標是深化粵港澳三方

合作，促進「區域經濟共同發展」。具體而言，是要「建設以香港金融體

系為龍頭、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資源和服務為支撐的金融合作區域，打造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9B%BD%E6%B0%91%E7%BB%8F%E6%B5%8E%E5%92%8C%E7%A4%BE%E4%BC%9A%E5%8F%91%E5%B1%95%E7%AC%AC%E5%8D%81%E4%BA%8C%E4%B8%AA%E4%BA%94%E5%B9%B4%E8%A7%84%E5%88%92%E7%BA%B2%E8%A6%81#.E7.AC.AC.E4.BA.94.E5.8D.81.E4.B8.83.E7.AB.A0.E4.BF.9D.E6.8C.81.E9.A6.99.E6.B8.AF.E6.BE.B3.E9.97.A8.E9.95.BF.E6.9C.9F.E7.B9.81.E8.8D.A3.E7.A8.B3.E5.AE.9A


世界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構建現代流通經濟圈……共建粵港澳

優質生活圈」。 

董建華的施政和中央的 2011 規劃給香港的定位，都有「國際」概念，但實

質上是「亞洲的」或「中國（區域）的」。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新規劃

才讓香港的定位視野拓寬了。按中國發改委主任的就「十三五規劃」的說

法，香港可以憑其人才與融資能力，為國家的「一帶一路」大戰略發揮更

大的影響。香港政府和社經精英也相繼正面回應。 至此，「背靠祖國、放

眼全球」的戰略定位大致完成。至於實際發展就得看實踐，尤其是本地的

經貿、金融、服務行業等精英的配合。成敗將有待觀察。 



港獨本不成氣候，自由學術討論和書生文字倡導都屬無傷大雅，2016 年，中文

大學民意與政治發展研究計劃同類的調查顯示，支持獨立的人只有約 17%，而

反對的有 58%。圖為 2017 年七一遊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行文至此，有必要就港獨問題研判，香港前途論述方為完整。 



港獨本不成氣候，自由學術討論和書生文字倡導都屬無傷大雅，運動與組

織早在 2004 年，香港就有《香港獨立運動》，發展到 2012 年僅獲 500 人

支持。2007 年香港大學民意調查發現，只有 25%的香港人有港獨傾向，不

認同者佔 65%。2016 年，中文大學民意與政治發展研究計劃同類的調查顯

示，支持獨立的人只有約 17%，而反對的有 58%。 

中港兩地政府漠視港人的民主訴求，特別是 2014 的「白皮書」和人大常委

會的「8．31 決定」，加上中聯辦對特區自主事務的介入日增，才是港人已

有的本土意識轉化為獨立傾向的主因。特首梁振英以鐵腕策略鎮壓受廣泛

市民支持的雨傘運動，繼而以嚴厲的言辭批判香港大學學生會期刊《學苑》

出版《香港民族論》，港獨思潮才從此由倡議演化為爭奪正式決策權的波

浪。 

2016 年，港大學生梁天琦初試牛刀，在立法會新界東的補選中奪得 66000

多票，象徵本土派有力在議會中與建制及民主派鼎足三立的趨勢。可惜港

府至今尚未覺悟，依然把港獨問題無限上綱（註八）。如果這個問題果真

是香港前途的關鍵，那麽未來的出路只有兩個基本方向，其中各有兩個可

能：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Separatism/about/?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Separatism/about/?ref=page_internal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lease/release529.html
http://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TaskForce_PressRelease_160722c_English.pdf
http://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TaskForce_PressRelease_160722c_English.pdf


甲：以基本法為基礎──（1）維持現狀，或（2）透過基本法的修改或解釋

落實真正的「高度自治」； 

乙：拋開基本法──（3）主權城市國家成立（類似梵蒂岡），或（4）香港

變為中國的一般城市（港獨革命發生，中央政府血腥鎮壓的後果）。 

但願香港前途光明！ 

（關信基，香港著名政治學者，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榮休講座教授，公

民黨創黨主席） 

註一：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天窗出版社 2015, 第三章「香港既是中國的，

也是世界的」。 

註二：這三大現象並不涵蓋香港社會發展的全貌，只是對前途的全面發展有害的結構性因素。 

註三：其實行為也應包括在內，因篇幅有限而從略。 

註四：《基本法》第 13、150、151、153 和 156 條。 

註五： 其中，日本居榜首，共有 1376 間公司，之後分別為美國（1353 間）、中國內地（1123

間）、英國（656 間）、臺灣（387 間）及新加坡（382 間）。 

註六：法理來自國際法庭（IJC）就核子試驗問題作出的一項裁決──認定了甲國（這裏適用於中

國）對乙國（即英國）的承諾對甲國所產生的約束力，也對依賴該承諾的第三者（例如美國）有

效。Nuclear Tests Case (Australia v. France), 1974 I.C.J. 253 (Dec. 20); Nuclear Tests Case (New 

Zealand v. France), 1974 I.C.J. 457 (June 22). 



註七：英國外交部近年的報告主調是說，《聯合聲明》許多環節持續運作良好。偶爾提及不足之

處，例如法治受到衝擊。2014 年香港發生和平佔中及雨傘運動，英國國會議員組成訪問團欲來

港考察，遭到中國政府拒發簽證。此事引起國會的辯論與譴責，而英國首相則低調處理，說「中

國此舉是錯誤的，會適得其反」。至於銅鑼灣書店事件，報告一方面說事件是 1997 年以來違法

一國兩制方針的最嚴重事件，但措辭上不外是「中央政府強大干預侵蝕香港的自治引起關注」而

已。相反地，美國一群參議員於去年底和今年初提案，應對侵犯了香港自由的官員實施懲罰措施。

不過，至今未有通過的消息。 

註八：中央政府有些微試圖說服的意思，見今年李克強總理 3 月 5 日的政府工作報告。 

關信基 九七 20 年 評論

 
分享文章 

https://theinitium.com/tags/_1723/
https://theinitium.com/tags/20_7/
https://theinitium.com/tags/_7080/
https://theinitium.com/tags/_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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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須知 

0 發表 

• 远离漩涡 2 個月前 

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香港要赶紧制造条件大举引进移民。 

• 呵呵笑 2 個月前 

按照泛民，苹果，明报，本土派这些爱港的人士和媒体的“真”说法和报道，香港早就死了

啊，端传媒疯了吗？难道被中共收买了，一个臭港还需要担心未来？早就死透透了，只有

那些中共媒体才会说香港仍然强大，经济发展，金融中心等等，所以，端传媒被收买了？

香港已死啊 

• ToYueh 2 個月前 

新加坡正逐渐取代香港，真是让人不开心啊 

• 馬路 2 個月前 

問題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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