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香港文化漫談 
  公 
  開 
  大 
  學 

導 師 : 陶 均 雄 





妳在各圖片中發現了什麼 
共同特點？ 



？麼什到想妳讓化文港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z4qY_zKnp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z4qY_zKnpE


文 化 承 傳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realtime/article/20171125/57499267 
 

整車係一班無文化嘅人 

https://hk.lifestyle.appledaily.com/lifestyle/realtime/article/20171125/57499267


什 
麼 
是 
文 
化 
？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R84-XoL3eAhUNFogKHWMEC8sQjRx6BAgBEAU&ur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wN_DFEPSBSM&psig=AOvVaw1711GWw7ZKnLCvWrRz3WtH&ust=1541507194412813


文化是由古羅馬哲學家定義，原意是「靈魂的培養」，
由此衍生為生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積累起跟自身生活相關
的知識或經驗，使其適應自然或周圍的環境，是一群共
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及經濟生產方式所形成的一種約
定俗成潛意識的外在表現。  



廣義的文化指文字、語言、建築、
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
藝術等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 

狹義的文化
指視覺藝術、
音樂、舞蹈、
話劇、表演
藝術、博物
館等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知榮辱 
足食衣 



從基本衣食住行的平民百姓生活模式 

到講品味的富裕高雅藝術化生活 

下流社會 

向 
上 
流 
動 



講 



登陸水坑口 1841年，英國人義律與清朝欽差大臣琦善私擬訂定《穿鼻草約》，皇家英
國海軍軍官卑路乍仍率領軍艦搶灘登陸香港，英軍測量人員此前早已測定香港島西面
有一片突出的高地，既平坦又臨海，可以用作軍旅紮營，於是命令工兵開闢從海旁到
此處高地的道路，即今日的水坑口街。 



19世紀初描繪的薄扶林瀑布 
早於香港開埠之前經已廣為人知，曾被記載為「香港八景」之一，當時來往廣州經
商的歐洲船隻，經過該處時大多都會取用食水。 





食 



http://hkhselderly.com/tc/food/eat/391 
 

http://hkhselderly.com/tc/food/eat/391


茶樓 
 
杏花樓、大三元、宴瓊林、鏞記酒家、南園、西苑、
文苑、聚馨樓、探花樓、觀海樓、桃李園等，您光
顧過沒有？也許您會說：「想當年，我朝朝都去哩
間茶樓嘆茶，就連結婚都响哩間擺酒！」 
 
其實很多人志不在飲茶吃點心，卻在於與朋友坐下
來圍「茶」共話。現在上茶樓是「有時間」才會進
行的聯誼活動，但早期的「茶居」卻是勞苦大眾填
肚之所。初期多設在上環至西營盤一帶，為商人和
勞動階層提供點心和飯菜。 



「一盅兩件」是指一盅泡茶兩件點心，吃飽肚子後，
就紛紛返回工作崗位，繼續幹活。或者有人奇怪，
勞動階層只吃兩件點心，如何能維持半天？ 
 
原來當年的點心，無論是包點、燒賣、蝦餃等，都
像嬰兒拳頭那麼大，而且用料充足，沒有偷工減料，
所以每碟兩件點心相當足夠，如果仍嫌不足，茶樓
還有粉、麵、飯等食物供應，不愁吃不飽。 
 
早期的茶樓無論裝修和食物質素，都不會太奢華高
級，而且未到黃昏就關門。「大三元酒家」和「杏
花樓」是規模較大、走高級檔線的茶樓，更將樓上
和地廳的收費價目分開，「有錢上高樓，無錢地下
踎」，滿足不同消費類型的茶客。 



其後香港商貿活動漸趨頻繁，加上水坑口一帶開設
多家妓院，商賈們對交際應酬場所的需求大增，杏
花樓、宴瓊林等一些大茶樓看準形勢，轉營晚市，
帶動了酒樓的興起，也成就了塘西的光輝歲月。至
三十年代實施禁娼令，促使多家酒樓結業，或需要
兼營茶市才能維持，茶樓與酒樓的界線也開始模糊
不清。 
 
五、六十年代的茶樓，「茶博士」（為客人沖水的
侍應）提着大大的黃銅茶煲往茶壼沖水，真是力氣
少一點也做不來；「點心妹」把盛滿一籠籠點心的
大托盤掛在胸前，穿梭在桌子之間叫賣，受歡迎的
食物早被茶客包圍着，先「搶」為快。 



涼茶 
 
在香港已有過百年歷史，倒是涼茶店五十年代才興
起，當時電視還未普及，而涼茶店普遍都有電視，
付出一、二毫子叫杯涼茶，便可坐半天看電視，所
以變成平民百姓的聚腳地，有點似現在的Cafe呢！ 
 
早在2006年，中國國務院已將涼茶列為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之一。涼茶能流傳起來，是因為涼茶具
有獨特的價值，它除了有各種治病保健的功效，還
能清熱去濕，對中國南方人很有幫助 



根據民間傳說，王老吉涼茶發明於清朝道光年間，
被公認為涼茶始祖 
 
涼茶舖以前都是世襲的形式經營，由一代傳一代。
30年代已開業的春和堂單眼佬涼茶等。 
 
除了賣涼茶，有些涼茶店更發售龜苓膏、各式湯水、
小吃等，如新派涼茶舖：「鴻福堂」、「健康工房」
（本名同治堂）。近年香港有部分涼茶舖走向以甜
品為主導的策略，代表者是許留山。 



大排檔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05/20538447 

 
日久失修的竹棚屋頂穿了大洞、生銹的牛角扇格格作響、
斑駁不平的地板總是濕漉漉，偶爾還有一隻毛茸茸的老鼠
竄出來。 
 
40年過去，外頭的海防道與廣東道名店已經不知換了幾多
十間，躲藏在天橋底下的臨時街市熟食市場彷彿停頓在時
光隧道一角，大隱隱於市。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05/20538447


周五下午一時正，滿街名店的尖沙嘴海防道如往常一樣熙
來攘往。旅客經過垃圾站，來到座落在幽暗橋底下的海防
道臨時街市，都在門前止住腳步，好奇的往內瞥一眼，然
後再急步離去。 
 
若從正門進去，先見花店，往內左側是肉檔，右側是菜檔。
街市十室九空，與外頭的煩囂相比，更添詭譎。 
 
從菜檔繼續向前走，有一條狹窄又濕漉漉的通道，樓頂很
低，上面掛着「小心碰頭」的標示，裏面竟傳來沸沸揚揚
的吵雜聲和大牌檔的鑊氣味。 



坐擁熟食市場入口位置的「黃金地段」是仁利粥品。 
 
此時是打工仔的午膳時間，老闆鄭先生忙得不可開交，
身上佈滿油迹的白背心已被汗水弄濕了一大片，「阿
妹幾位呀？埋邊坐啦。」看了我一眼，又趕忙跑到另
一張圓枱送上熱騰騰的牛腩麵。 
 
他還有另外三個好幫手──他的大哥、三弟和四妹。
四兄弟妹4、50年來合作無間，舉凡招呼客人、落單、
煮食、送餐、清潔等工序，大家各就各位、互相補位，
早已建立非凡默契。 



仁利是香港大牌檔老字號，牌照從姑婆傳到母親，再
傳到59歲的「二哥」鄭先生，已經是第三代。 
 
上世紀60年代時，鄭先生的父母在北京道一號九龍街
市外一帶空地擺檔養家，賣的主要是粥。幾兄弟姊妹
一起跟着父母，只是年僅約12歲的鄭先生幫不上多少
忙，累時就睡在由幾張木椅堆叠而成的「床」上休息。 
 
至70年代，政府改建九龍街市為尖沙嘴郵局，為了暫
時安置北京道、廣東道、海防道一帶的檔販，就在海
防道橋下建了為方便隨時拆卸的臨時單層有蓋建築。
鄭先生一家連同其餘20多個熟食排檔檔主遷進臨時街
市後端的熟食市場。只是沒想到竟「臨時」至今。 



四十年如一日，鄭先生四兄弟姊妹每天從早上6
時到晚上6時，在這個當年以「天價」一萬港元
建成的小檔口中煮食，賣的都是簡單的粥粉麵飯
和中式小菜。 
 
「煲粥嘅話，水滾就落腐竹、落米囉。牛筋、牛
腩呢啲大路嘢，都係手板眼見工夫、工多藝熟咁
解」。食物雖平平無奇，但多年來，仁利仍獲得
一眾忠實食客支持。 



52歲的林先生是仁利熟客之一，午膳時分，熟食
市場人聲鼎沸，不少地盤工人打着赤膊，圍坐一
枱，一口香煙，再一口檸茶，身穿西裝打着呔的
林先生一人同坐一桌，悠然自得。 
 
在附近海運大廈上班的他，8年前聽聞這個「隱世」
熟食市場，隨意坐在了仁利的圓桌，後來一星期
至少來兩、三次，每次都不作他選。 
 
四年前，林先生更獲老闆度身訂做專屬他一人的
付款方式：「我喺度食嘢，唔係每次畀錢，係有
本數簿年結計算。佢又唔驚我走數，佢收多我又
冇乜所謂」。 



一身光鮮亮麗的林先生在這個市井的熟食市場略顯突
兀。縱觀這個幽暗大熔爐，抬頭一看，是穿了大洞的
竹棚屋頂，每逢暴風雨誓必釀成水浸；垂下頭來，是
濕漉漉的石屎地，也是無數老鼠和蟑螂藏身之處。 
 
但這些不堪破落，正是兒時總跟着媽媽到深水埗和土
瓜灣大牌檔的林先生所想念：「其實我嚟大牌檔，唔
係因為啲嘢好食，亦唔係因為價錢平，係因為嗰種獨
有風味。」 
 
他甚至特地帶同年輕同事和內地工作夥伴前來吃飯。
「講真，成條海防道、廣東道大把商場、大把嘢食，
酒店都食得多，但就係冇呢種味道」。 



這種味道是舊香港的庶民生活品味和人情味。這麼多
年來，香港發展之急，即使是海防道臨時街市也起了
變化。 
 
隨着尖沙嘴發展成旅遊重鎮，街市已失去昔日九龍街
市人影沓雜的氛圍，大量舖位空置，店主和顧客亦漸
以在重慶大廈一帶聚居的南亞人為主。毗連的熟食市
場，時鐘卻定格在70年代，白領藍領同坐於此，食餐
蛋一丁、飲西冷紅茶。 
 
只是一切快將改寫。2018年11月30日，海防道臨時街
市就會開始改善工程，熟食市場將關閉重建14個月。 



在政府未有為檔主安置生財工具，亦未有提供過
渡期間的賠償下，相伴鄭先生四兄弟姊妹40年的
仁利檔口、招牌和一切煮食工具也將被丟棄，讓
他最不捨的，可能是由父親親手製作的爐頭。
「爸爸有個洗碗嘅鍋，中間鋸開去，再塞啲紅毛
泥落去，中間再開個窿，就係爐頭嚟啦」。 
 
40年來，「土炮」爐頭從未壞過，也從未修理過，
鄭先生自己研發、現成為仁利特產的蝦米辣椒油，
也是從這個爐頭中炒出來。「留得就留啦，唔得
嘅都要拆，冇得可惜嘅，人有時都要面對現實」。 



隨着近年大牌檔或遭拆卸、或「上樓」到市政大
樓，大牌檔的原汁原味將快消失淨盡。 
 
對鄭先生來說，海防道熟食市場的重建工程，將
進一步消滅碩果僅存的大牌檔風味。 
 
「大牌檔，就係啲嘢殘殘舊舊、揦揦鮓鮓，地下
凹凹凸凸，反而乾乾淨淨就唔係大牌檔啦。呢啲
特色嚟㗎嘛，係食感覺㗎嘛」。 



也因政府規定小販熟食牌照不能傳給下一代，老檔
主過身後，牌照就自然流失。原來有20多檔排檔的
海防道熟食市場如今也只剩9檔。作為第三代傳人，
鄭先生也相信自己已是末代檔主，認為小修小補反
比重建更有意義。「咁邊到漏，邊到補咪得囉，使
乜搞咁大壇嘢？隔兩年又少咁檔，靚有乜用呢？」 
 
舊物終要離場，最終只剩下可堪緬懷的價值。即將
闊別14個月，手停口停的鄭先生慨嘆只能見步行步，
並已準備「拋個身出去見世面」，繼續鑽研手藝。
他日回歸舊地，大概仍可以守住的，就是一眾熟客：
「2020年，有緣再見！」  



大排檔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05/20538449 

 
周五下午3時多，原本是尖沙嘴上班族午膳飯堂的海
防道臨時街市中的熟食市場已回復平靜，檔主或挨站
在排檔前，或坐在椅子上小休片刻。然而，佔據中間
位置的華香園5張圓桌卻依然各坐了客人。62歲的老
闆巫先生在小檔口中忙着炸豬扒、沖奶茶；28歲的女
婿Rin則負責招呼客人，豬扒送完一碟又一碟。 
 
好一會兒後，巫先生終於忙完，在木椅上蹺着二郎腿，
燃起香煙，以一貫牙擦擦的口脗說：「以前由朝忙到
晚呀，邊有得坐低慢慢同你做訪問呀！」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05/20538449


的確，華香園的秘製豬扒和瓦煲奶茶遠近馳名，不少
人專程走入海防道街市，就是為了一嚐這「隱世美
食」。而美食背後，是巫先生接近五十年的心血。  
 
70年代時，10多歲的巫先生跟着大哥在旺角登打士街
上擺熟食排檔，後獲市政局安置於海防道街市熟食市
場。相較其他檔主，巫先生算是晚輩，眼見全部人都
在賣奶茶、咖啡、粉麵、三文治，他決心要以獨門秘
製豬扒殺出一條血路。 
 
起初，他為了研究豬扒調味配方，每天都吃豬扒，
「食到厭晒、驚晒」，屢敗屢試後終成功。憑秘製豬
扒加炸雞翼、鮮牛肉，配白飯或粉麵，闖出名堂。 



今日雖仍客似雲來，但相比昔日，仍是小巫見大
巫。70、80年代，除了位於現時海運大廈的海洋
皇宮酒樓和海防道街市熟食市場以外，尖沙嘴甚
少餐廳食肆，海防道街市排檔因而成了九龍倉船
塢（即海港城前身）工人的飯堂，生意極興旺。 
 
巫先生每天凌晨4點就來到華香園，獨自在這狹
小空間醃豬扒。「我唔畀人睇㗎，冇人知我點醃，
連我老婆都唔識，如果唔係點叫秘製呀！」一箱
55磅的幾百塊豬扒，他一天最少醃兩箱，最多醃
4至5箱。 



華香園最巔𥧌時，巫先生一天能賣6箱豬扒。
他向記者展示他已變形的右手食指和中指：
「我嗰陣係直接用手指放豬扒落去油炸！已經
忙到儍咗！忘我呀！」 
 
在這個小檔口風光了足足40年，華香園將與食
客暫別14個月。說起重建，巫先生大表支持，
他往上指指穿了大洞的屋頂說：「𠵱家每次落
親雨，呢到都瀑布咁樣，你喺度游自由式、蝶
式都得呀！冇客入嚟時，個人就會冇晒鬥志，
會唔想做。」 



他也受不了這裏的高溫，熟食市場40年來無冷氣、
只靠幾把牛角扇。夏天時室內溫度達40℃，迫使華
香園每年也要放一次暑假。「我搵夠就算，太熱就
唔開。同埋啲肉太熱會變壞，有雪櫃都冇用。一日
倒十零廿磅，個心就好痛，好折墮」。 
 
但支持重建之餘，巫先生難免也不捨相伴40年的人
及事物。看過新圖則的他指，重建後，熟食市場將
「從上至下完全唔同晒」：「到時9檔間開晒，啲
枱枱凳凳自己還自己」。他趕忙叫熟客趕快回來與
熟食市場影「遺照」：「呢到最主要係懷舊，係集
體回憶，等佢哋留畀子孫睇下，唔影就冇。」 



他也誓言要在重建前帶走華香園招牌：「其他嘢
九成九都唔要，重新再嚟過冇乜所謂，但乜都係
咁變，惟獨呢個招牌從來冇變過。」 
 
縱有欷歔，但長痛不如短痛，若重建工程能讓熟
食市場揮別污糟邋遢，長遠而言仍然值得。巫先
生也在兩年前開始培育華香園接班人，「我已經
吩咐我女婿，點都要保住呢個秘製豬扒」。 



住 



行 



文化 
呈現於軟硬 

 
(硬件 + 軟實力) 

 
軟實力，是指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國家所具有的除經濟及軍事外的第
三方面實力，主要是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及民意等方面的影響力。 



...們人的去逝 



饒宗頤 
大紫荊勳賢（1917－2018），是國學
家，在中國研究、東方學及藝術文化
多方面有成就。他與季羨林齊名，學
界稱為「南饒北季」。 
 
工商金融界名流饒鍔之長子，自少稟
承家學，飽覽群書。家中的天嘯樓是
當時粵東最大的藏書樓，藏書數以萬
計。饒自小被父親訓練寫詩、填詞，
寫文。曾擔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藝
文纂修。日軍南侵時遷往雲南，在途
中病倒，停留在香港時認識了王雲五
和葉恭綽，從此正式開始了國學研究。 



1949年大陸易幟後饒宗頤移居香港，任教於香港中文
大學新亞書院中國文學系。後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系主任。1962年獲得法國「漢學儒蓮獎」，於法國國
立科學中心，從事研究巴黎及倫敦所藏敦煌畫稿，退
休後世界周遊講學。1993年獲得法國高等研究應用學
院頒予的人文科學博士學銜和法國文化部頒授的文化
藝術勳章。 
 
饒宗頤的研究領域甚廣，時間跨度很寬，上至夏商下
至明清，並且著作甚多，僅僅其中的《饒宗頤二十世
紀學術文集》便有十四卷二十巨冊，超過一千二百萬
字，專著逾八十種；論文1000多篇。除此之外，他精
通甲骨文。  



 
2001年獲得俄羅斯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2005年，由
饒宗頤教授書寫《心經》，並由當代著名篆刻家唐積
聖先生鑴刻，心經簡林樹立於大嶼山昂平一址。 



蔡伯勵（1922-2018），
香港堪輿曆學家、慈善
家暨蔡真步堂第三代繼
承人。祖父乃是晚清學
海堂天文數學優等生蔡
最白，通曉天文曆法，
曾任職欽天監。 

1952年中國推行「破四舊」社會運動，蔡伯勵舉家移
居香港，以供稿給永經堂、廣經堂等逾十家《通勝》
出版商，出版《真步堂曆書》來維持生計，每年銷量
近百萬本，2013年獲廣東省政府將其通勝曆書列入省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蔡伯勵曾替不少商賈政要提供玄學意見，如李嘉誠、
林百欣、霍英東等。另外，曾協助香港政府及商業機
構替多個地標或活動擇吉日進行工程和關幕儀式，包
括滙豐總行大廈門前銅獅擺設、大嶼山天壇大佛坐向
選址、青馬大橋通車、赤臘角機場啟用、2005年昂坪
心經簡林豎樁等。  
 
他註冊成立新慈善組織，從事扶貧 
助學、維持正確宗教信仰、促進善 
舉等工作；他交棒給長女後便潛心 
研究古代天文變化計算儀器渾天儀， 
成功重鑄後更贈予前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他獲香
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院士名銜，再獲香港政府頒授金
紫荊星章以表揚對保存傳統曆法方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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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駿（1959-2018），香港企業家，連鎖零食零
售店759阿信屋創辦人。13歲投身社會工作，21歲
創業，從事電子線圈生意，創立高雅線圈製品公
司，1999年掛板上市，多年投資使公司成為全球
較大規模的線圈製品企業之一，曾獲多方面肯定。 
 
 
 
 
 
 
2009年經過金融海嘯，內地工業發展日漸衰落，
林偉駿就在2010年在葵涌開設首間日本零食專賣
店759阿信屋。 



因為敢於挑戰霸權，令759阿信屋 於數年間急速冒起，
也令其創辦人林偉駿人氣急升，成為城中最具話題性
的CEO之一。三一一地震期間大手買入日本生產商的
貨品而與日本食品公司有良好的人脈關係，為貨源奠
定良好基礎；他經常以較低價錢購買日本商人的「月
下貨」，因此深受日本商人歡迎。而日本供應商坦承
「敬重林先生，只和林先生做生意」，令阿信屋可售
賣大量獨市貨品。  

「759阿信屋賺錢這麼少是刻意這樣。每人應該對香
港負責，我可以對民生有影響力，所以樂於繼續當獨
行俠，因為要打破過去壟斷的傳統。」759阿信屋直
接向供應商入貨，打破層層中間人，將零售價盡量減
至最低。因被視為破壞行規，在同業間絕對不受歡迎。 



759阿信屋早年被百佳追住打，不過自他改由日本食
品生產商直接入貨後，現時阿信屋規模越做越大。 
 
阿信屋與日本供應商關係良好，東京最大食品供應
商更指，惠康、百佳、一田均有上門接洽入貨，惟
由於該供應商老闆個人非常敬重阿信屋老闆林偉駿，
「我只會和林先生做生意。」因此對所以後來者均
一一回絕。 



高錕1933年在上海出生，
出身書香門第，自小對化
學和物理產生興趣。1948
年移居台灣，之後再隨父
遷往香港入讀聖若瑟書院，
其後到英國升學和工作。
1970年回港擔任中大電子
系創系教授，後升任中大
校長至退休。他曾自言
「在香港就讀高中、也曾
在中大執教鞭、當校長，
並在這裏退休，在香港生
活逾30載，是個名副其實
的香港人」。 



雖然光纖廣泛應用於現今網絡世界，但高錕不曾為
光纖技術申請專利權：「我沒有後悔，也沒有怨言，
如果事事以金錢為重，我告訴你，今天一定不會有
光纖技術成果。」又說：「我還有甚麼夢想？有啊！
現時光纖成本越來越低，我最希望未來的網絡用戶
能夠免費上網。」 
 
高錕生前曾積極推動成立香港 
科學園，2010年獲頒大紫荊勳 
章。特首林鄭月娥讚揚高錕出 
類拔萃，是香港人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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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炳湘是新地聯合創辦
人郭得勝的長子，他與
二弟郭炳江及三弟郭炳
聯合稱「郭氏三兄弟」，
一直是香港商界舉足輕
重的人物。 

其父郭得勝是香港新鴻基地產創辦人之一。祖籍廣東
省，家族經營雜貨批發等，二戰後移居香港。1952年
創辦鴻昌進出口公司經營洋貨批發，眼光獨具，看到
香港當時成衣業興盛的前景，爭得日本YKK拉鏈在香港
獨家代理權，生意興隆，獲得「洋雜大王」稱號。   



1958年，郭得勝、李兆基、
馮景禧合夥創辦永業企業
公司進入地產業發展。 
 
1963年，三人共投資100萬
港元創辦新鴻基公司。  



岳華（1942-2018），生於上海，
原籍廣東；香港已故知名資深實
力派甘草演員，前電視藝員。小
時候家境不俗，具有演藝天份，
獲上海音樂學院和上海戲劇學院
同時取錄。期間，他隨家人移居
香港，避過了文化大革命一劫。 
 
初到香港，投考邵氏旗下的南國
訓練班。於1965年從影，演出武
俠和古裝電影，代表作為《大醉
俠》。憑此片跟陳鴻烈、鄭佩佩
一同走紅。  



1980年加入麗的電視首
次參演電視劇，第一套
劇集演出是《浮生六
劫》，第二套是更膾炙
人口的《大地恩情》。
一直至麗的電視變成亞
洲電視，他1987年他轉
投無綫電視，以《義不
容情》為其代表作，至
1990年代移民溫哥華。 



查良鏞（1924－2018），筆名金庸 
浙江海寧人，武俠小說泰斗，1948 
年移居香港。50年代起，其以筆名 
「金庸」創作多部膾炙人口的武俠 
小說《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 
、《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
《鹿鼎記》等。著作屢次改編為電視劇、電影等，對
華人影視文化貢獻重大。奠定其成為華人知名作家的
基礎，素有「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的稱
讚。金庸早年於香港創辦《明報》系列報刊，並在
1980年代涉足政界，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因其優秀的小說作品而被稱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後與古龍、梁羽生合稱為「中國武俠小說三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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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文懷 
1927年生於香港，於香港聖士 
提反書院就讀1949年畢業於上 
海聖約翰大學，同年來到香港 
，在《英文虎報》任職體育記 
者。1951年任職美國新聞處主持美國之音。 
 
1959年加入邵氏集團擔任邵氏宣傳主任，後晉升為行
政總裁，由於對公司吝嗇的薪金制度的不滿，離職出
走，與何冠昌、蔡永昌及梁風共同成立嘉禾製片廠。
1971年高薪從美國聘請剛剛嶄露頭角的李小龍。1972
年由李小龍主演的唐山大兄大賣，使嘉禾成為市場上
強而有力的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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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得到許冠文的加盟，實力大增，這段時期許
冠文、許冠傑、許冠英一同製作出一系列許氏兄弟
喜劇電影，包括《鬼馬雙星》、《天才與白痴》、
《半斤八兩》、《賣身契》、《摩登保鑣》等，五
度成為年度票房冠軍，並三次刷新香港開埠票房紀
錄，於東南亞、歐美和日本都牽起一片Mr. Boo! 
（許氏）系列電影熱潮。  
 
1980年成龍加入嘉禾後，拍攝賣座的新功夫電影，
使嘉禾再上台階，令鄒文懷揚名國際，成為香港的
電影教父。  



這些逝去了的人有什麼共通點? 





士工 
農商 



今年逝去的巨人有國學大師、 
堪輿學家、良心老闆、科學家、富商、 
藝人、報業巨子兼大作家及影城大亨 

 
無論最初來自何方，中途或離開或回來 

儘管逝去，但當中的言行與作為 
 

都由香港文化所造就 
 

日後亦將論述成為香港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憑證 



核心價值 
 

文明進步 
自由開放 
安定平穩 
機遇處處 
追求卓越 

特質 
 

大膽創新 
都會名城 
積極進取 
卓越領先 
完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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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一 

陳景祥﹕逝者如斯 - 20181107 - 觀點 - 每日明報 - 明報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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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匠級人物相繼仙遊，令人覺得真是「一個時代的結
束」，隨之而來的是一種無奈和惋惜。 
 
一代人物，跟他／她所屬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時勢
造英雄，這些人的成就，今天已無可能複製。就如查
良鏞，除了寫小說成名，還辦了一份在知識分子界曾
經廣受推崇的報章《明報》；其後投身政治、參與起
草《基本法》，為香港制訂政制藍圖，毁譽褒貶不一。 
 
能夠跨越不同領域但都可以成為獨當一面的人物，現
在還可以有這種人嗎？ 



《明報》60年代大量報道內地消息，揭露黑暗面，
社論大力鞭撻文革、批判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為
民請命，儼然成為中文報業的良心——那個年代，
大陸閉關鎖國、與世隔絕，香港成為窺探內地局
勢的唯一窗口，更是華人社會可以左中右觀點並
存、互相攻訐但大體上仍和平共存的地方。 
 
那是一個中文報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年代，
沒有政治正確的顧慮，媒體爭取的是讀者、銷量
和廣告，而非政府的祝福。查先生辦報充分利用
香港的自由空間為民發聲，在那個年代寫下了輝
煌一頁。 



傳奇電影業大亨鄒文懷之前的香港電影業，仍然
帶有濃厚的「大陸味道 」，國語片、古裝題材
是主流。鄒文懷發掘了多位超級巨星，把香港電
影帶到荷李活，成為華語影片「走出去」的先鋒，
取得亮麗成就。 
 
經鄒文懷捧紅的明星如李小龍、成龍、許冠文等，
都是地道的香港仔；功夫片、警察故事、本地社
會百態等題材，都是香港原創，自成一系在國際
電影圈打出名堂。那個年代沒有合拍片，也沒有
大陸市場，然而香港電影業仍然可以興旺蓬勃、
大放異彩，為什麼今時今日反而變成港產片「沒
落」，要靠政府資助業界拍片？ 



還有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名重仕林，1917年生於
廣東，1949年才移居香港，並非「土生土長」，但
他說過：「是香港造就了我。」 
 
據饒公自述，「那個年代（指1949年之後），內地
的學者沒機會出國，內地很多人受約束，研究什麼
問題也要由其他人確定，不像我，想研究什麼就研
究什麼……這個優勢很重要，是香港造就了我。」
他在香港電台的《傑出華人系列》訪問中直言，在
香港可與世界各地溝通，「留在家鄉，我沒有機會
接觸這麼多事物，我的優勢是我在香港大學教
書……我利用香港的機會，與世界各地溝通」。 



與饒宗頤並稱為「南饒北季」的另一大師季羡林
也是著作等身，但季羡林的經歷崎嶇得多，文革
期間被批鬥抄家，也寫過「極左」的文章；後來
他在《牛棚雜憶》一書中，道出了在亂世時期做
過的事並為之懺悔……那個年代，做學問的人能
夠避開政治運動狂焰，專注於學術研究，不必說
些違心話，是學者的幸運。饒宗頤說「是香港造
就了我」，相信是他的肺腑之言。 



還有玄學家（或稱堪輿大師）蔡伯勵先生。他傳
承舊學但不是教授四書五經，而是把醫卜星相一
類「雜學」的曆法和風水學問發揚光大，成為上
至商賈富豪下至販夫走卒都感興趣的生活智慧。 
 
蔡先生特別令人懷念的，是他的儒者風範和平實
沉穩，沒有誇張的言辭和外表，有的都是諄諄善
導的忠告。那是一個從「玄」中求安心的年代，
跟現在「玄之又玄」求財又求勢的浮躁，成為強
烈對比。蔡先生那種讀書人式的玄學，已成為他
那個年代的記憶。 



名人逝世，往往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新時代，
自然會有新的名人登場，循環不息，毋須太過
唏噓。 
 
香港人念念不忘的，反而是那個年代造就香港
成功的條件，是否已經一去不返？ 



評論二 

悼念金庸，我們在悼念甚麼？（時事評論員 劉細良） - 劉細良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05/20538455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05/20538455


金庸即使真是千世難見的文學家小說家俠之大者，又
如何，就如國學大師饒宗頤、電影人鄒文懷，大家想
想假若他們沒有庇託於英治香港，成就將如何？ 
 
民國時代的國學大師，49年之後面對處處政治禁區，
學術生命結束，哲學只有歷史唯物辯證法，藝術表演
只剩一台樣板戲，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民國時代國
學大師陳寅恪60年代沒有甚麼研究自由可言，甚至人
身也失去自由，而饒宗頤則可以自由自在飛到法國及
英國研究當地所藏敦煌畫稿。 
 
至於昔日與饒齊名的季羨林，那時正在大陸忙於參加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些民國時代的精英人物，在內地文化大革命下，
有的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新人思想改造，投入政治
運動，迫害其他知識分子；有的消極抵抗，一生
不斷寫的作品，就是思想檢討向黨交代。 
 
金庸也是民國人，1948來港工作，是他一生最大
的轉折。電影《一代宗師》以詠春拳葉問師傅故
事為主軸，寫出成為一代宗師的三個境界：見自
己、見天地、見眾生。真正令葉問、金庸、饒宗
頤、鄒文懷、邵逸夫等人成為人物，其實是香港，
因為香港的自由，令他們得以「見眾生」。 



內地禁絕私下習武，葉問來港後仍然在大南街港九
飲食職工會授拳，晚年遇上李小龍，而李小龍又因
鄒文懷的眼光，成為世界巨星，詠春也傳遍世界。
沒有自由的表達、創作及思想環境，他們怎能夠見
到眾生呢？ 
 
金庸小說之所以在香港家喻戶曉，是因為70年代邵
逸夫主政的無綫電視，將片廠模式移植到香港電視
工業，製作長編電視劇，由此產生第一批本土電視
明星汪明荃、鄭少秋、李司棋、朱江、夏雨，1976
年推出改編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紅花會豪傑
借電視的魅力「入屋」，1978年《倚天屠龍記》推
出，自此改編金庸小說已成為電視劇名牌。 



我們這一代是成長於電視黃金時代，由電視接觸
金庸小說，再回頭找小說去看。 
 
悼念金庸，究竟我們在悼念甚麼？如果他是天才，
大家只有惋惜一位天才的消逝，但如悼念有現實
意義的話，就通過懷念金庸的創作，令香港人知
道要出力去捍衞，那個曾經令葉問、金庸、饒宗
頤、邵逸夫、鄒文懷等人得以「見眾生」的環境：
一個自由城市！ 



太平山上 



獅子山下 



任何山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7m4FjiT80 

 
獅子山下 - 傳承中華文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7m4FjiT80


人生中有歡喜 難免亦常有淚 
我哋大家 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 
 

人生不免崎嶇 難以絕無掛慮 
既是同舟 在獅子山下且共濟 

拋棄區分求共對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 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 

 
同處海角天邊 攜手踏平崎嶇 
我哋大家 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uA7FXMxmX4 

 
蚌的啟示(關正傑,區瑞強,盧冠廷)198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uA7FXMxmX4


沙中蚌   常怨路茫茫   常怨處身灰暗地方 
而四周好陽光  它閉起眼來看  常合上  難怪不見光 

 
小島裡  誰也是繁忙  求進取不惜拚命趕 

難有空的目光  可會緊閉如蚌  忘掉看四周境況 
 

願你可  不將耳目收藏  願你可與我多聽多望 
盡去關心多一些  你從不似蚌  我願與你共創  千柱光 

 
Woo... 攜手可創造光芒  齊心關注定破浪 

既在人海中同航  但求齊力幹  將光輝灑遍每一方 
 

北風都可變暖  當你心  變熱燙 
照著你  照著我  去共創  更好境況 



皇后大道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YzQEObtuj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YzQEObtujA


有個貴族朋友在硬幣背後 
青春不變名字叫做皇后 
每次買賣隨我到處去奔走 
面上沒有表情卻匯聚成就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 
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 

 
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 
因此批准馬匹一週跑兩天 
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 
若做大國公民只須身有錢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即是色即是空.... 

 
這個漂亮朋友道別亦漂亮 
 夜夜電視螢幕繼續舊形象 
 到了那日同慶個個要鼓掌 
 硬幣上那尊容變烈士銅像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會有鐵路城巴也會有的士 
 但是路線可能要問問何事 



太平山上  獅子山下  任何山頭 

(堅離地) 

(艱辛努力) 

(?) 



從圖畫中看香港文化 
 
江啟明香港寫生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
/kong_kai_ming/kwong_kai_ming_items/Ima
ges/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kong_kai_ming/kwong_kai_ming_items/Images/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kong_kai_ming/kwong_kai_ming_items/Images/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kong_kai_ming/kwong_kai_ming_items/Images/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kong_kai_ming/kwong_kai_ming_items/Images/index_cht.html


從聲音中看香港文化 
 
土瓜灣 — 小工業與社區互相依存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
/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5/index_
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5/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5/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5/index_cht.html


香港文化讓我想到什麼？ 
 

務實 
文明 

中西合壁 
好客 
金錢 

機會主義 
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 



History 
女性？ 



戰前女子教育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
/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4/index_

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4/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4/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4/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4/index_cht.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oral_history/feature_OH/story04/index_cht.html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