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 
香港文化漫談 
  公 
  開 
  大 
  學 

導 師 : 陶 均 雄 



大 
人 
物 
 
大 
歷 
史 
 

GRAND 
HISTORY 

小 
人 
物 
 
小 
故 
事 
 

small 
narrative 



什 
麼 
是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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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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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10/2054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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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同堂大妗姐分享福氣 大葵扇做傳家寶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229/20579276 

 
「一梳梳到尾，二梳梳到白髮齊眉，三梳梳到兒孫
滿地……」耳熟能詳得彷彿有聲有畫，大妗姐替新
人上頭時，句句鏗鏘，梳足十梳，為新人完成成人
禮。當年無綫甘草演員陳鳳冰（冰姐）戲裏戲外都
是一名星級大妗姐，形象深入民心，六年前仙遊的
她，生前經常擔任大妗姐課程導師，桃李滿門，希
望將傳統中式嫁娶禮儀傳承後世。陳月華（華姨）
是冰姐眾多徒弟之一，她在這行頭經歷了十四個寒
暑，嫁娶喜宴場面興高采烈是常態，但突如其來的
憾事更教她深刻。儘管如此，大妗姐仍得隨機應變
主持大局，履行職責。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229/2057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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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褂有學問 平腳和順 花腳富貴 
 
「我出世爸爸媽媽幫我改個名叫月華，佢哋幫我
改呢個名已經定咗我嘅終生職業，『花月佳期有
華姨，榮華富貴福祿來』，我個名入面已經有呢
個行業喺度，好似係天注定！」華姨笑說。更實
在的是，華姨的媽媽亦做過大妗姐，加上華姨一
向喜歡研究中國傳統禮儀，閒時會看書吸收知識，
她的子女成家立室，她對喜慶事更為上心。 



華姨對媽媽當年做大妗姐時使用過的大葵扇珍而
重之，希望傳給下一代。 



當大妗姐也頗講求福氣，十五年前，華姨的第一
個孫女出世，「我覺得我儲夠福氣喇，上有高堂、
夫妻和睦恩愛、有兒有孫，四代同堂，我可以去
做大妗姐，帶啲福氣畀新人，就搵師傅學！」根
據宋朝孟元老撰寫的《東京夢華錄》記載，大妗
姐這個行業距今至少有900年歷史。 
 
據說，廣東人稱呼舅母為大妗，從前後輩亦會找
舅母充當婚禮的大妗姐工作，舅母有輩份，為了
分辨聘請而來的大妗，遂加上「姐」字以資識別，
變成「大妗姐」。 



過大禮禮籃，當中包括兩對椰子、茶葉、對聯、
龍鳳燭、扁柏、京果及嫁女餅等。 
 
六、七十年代香港工業發達，大妗姐行業曾經一
度式微，華姨稱：「婦女做工廠妹，收入穩定啲，
突然間好似少咗人搵大妗姐，近年傳統行業復興
番，懷舊意識重咗，好多新人都覺得大妗姐重要
嘅，尤其屋企人多，更加需要有個大妗姐喺度主
持。」華姨因緣際會遇上冰姐任大妗姐課程的導
師，學習近一年便正式加入大妗姐行列。 



冰姐教她要用心對待每一對新人，視他們為自己
兒女去關心服侍，做好婚宴每一個細節，華姨一
直秉持。華姨如今內孫外孫、孫子孫女齊全，堪
稱全福人或好命婆。 
 
大妗姐的工作，主要是提點及安排新人做足「六
禮」，即是首要擇好良辰吉日，順序進行過大禮、
搬嫁妝、安床、上頭、迎親禮節。華姨形容，過
大禮猶如整個婚禮的序幕，相當重要。 



李小姐（右）是華姨的學生之一，大婚之喜，向
老師租借手工精緻的裙褂出嫁。 



從前迎親大日子，大紅花轎接新娘、新郎踢轎門，
再由大妗姐揹住新娘子步入男家門，甚至地下放
有一包包米袋，「踏米」入門，意思是新娘子會
帶旺家門，不落地亦顯示新娘矜貴。 
 
時移世易，那些場面已不復見，現時新人出門時，
大妗姐會為新娘撐紅傘、撒米及唱出門歌。在新
人出門、入門的時候，大妗姐要打點好茶水、準
備蓮子，提點新人做足拜天地、拜祖先、向雙親
長輩敬茶、夫妻交拜的儀式。 



新娘入門，老爺奶奶飲新抱茶之際，又是大妗姐
出場的時候，「飲過新抱茶，富貴又榮華，茶到
口呀財到手，健康財富都樣樣有！」而傳統新娘
三朝回門的習俗，隨着時代步伐急速，通常也會
安排即日回門，迎親當日行程可謂非常緊湊，大
妗姐需要從旁提示勿誤吉時之外，亦要抓緊時間。
十四年來，名人、有財勢人士筵開過百席的世紀
婚禮，華姨都以大妗姐身份參與過，開心事眾多，
反而傷感事更覺深刻。 



大妗姐在新人結婚當日，會安排新人向父母及長
輩敬茶。 



「我好記得有一次，有一對新人結婚前兩個月搵
我，新郎都有話爸爸身體有啲唔舒服喺醫院，希
望快啲搞場婚事等佢飲咗杯新抱茶，敬謝父母之
恩。」可惜，至大婚前一晚，華姨準備為新郎上
頭，對方向她透露，當日早上爸爸已離世。大妗
姐按其意願，按原定計劃舉行婚禮。 



大妗姐深諳人情世故，適當時候充當不同角色，
必要時化身長輩，挽着新娘的手進場，將她交給
新郎；新人或長輩有拗撬時，又要做中間人調停；
當新人家庭有突發白事之際，就要為他們注入正
能量：「可能新郎爸爸嘅意思等佢放心去結婚！」 
 
事實沒人知，何不向好的一面想？「當然大妗姐
知道唔會太鋪張，嗰朝唔講得太多恭賀說話，滿
堂吉慶嗰啲我哋就唔講，最緊要拜天地，做咗基
本嘅嘢。」婚禮最終順利完成。 



過大禮禮籃，當中包括兩對椰子、茶葉、對聯、
龍鳳燭、扁柏、京果及嫁女餅等。 



妝包括媽媽買給女兒的龍鳳杯、龍鳳碗、跪墊、
紅傘、拖鞋及賀帷巾等。 
 
又不是每個結局都帶着遺憾，華姨透露，試過有
另一位新郎的爸爸同樣病重留醫，婚禮當日新人
的出門、入門儀式改在醫院進行，「醫院好好，
安排咗一間活動室，新郎爸爸着晒筆挺西裝，我
知道佢插晒喉，因為都鋪咗塊布喺下半身遮
住……老爺好順意飲咗新抱茶，好感觸，奶奶喺
身邊，佢向對新人好簡單講咗句：『你哋白頭到
老』。」婚禮一周之後，老爺便離世，大家都如
願以償，華姨亦感安慰。 



嫁妝包括媽媽買給女兒的龍鳳杯、龍鳳碗、跪墊、
紅傘、拖鞋及賀帷巾等。 



冰姐生前曾經說過，希望徒弟青出於藍，華姨謂：
「青出於藍我唔敢講，我希望我冇辜負佢，將大
妗姐行業做得更加好！」華姨都有教學生、收徒
弟，兩年前，更在自小長大的大埔墟，開設專門
店售賣結婚用品，為新人提供更便利的服務。 
 
她手執九旬媽媽舊時當大妗姐用的大葵扇，珍而
重之，「把扇要嚟保存，𠵱家唔需要用到佢，我
都希望傳到畀我嘅下一代，繼續做大妗姐！」 



從清末馬褂到絕版水手服 
教大校服展 16校旗袍齊集 

 
https://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81128/s00011/154334305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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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都有穿起校服的回憶，女生總會羨慕鄰校的
水手裝、格仔裙剪裁稱身美觀； 
 
藍色水手領上衣，配以半身摺裙，這套東洋風格
女生校服，是本港風靡一時的校服。新法書院的
女子校服，想當年個個都話是『第一』」，水手
校服在上世紀70至80年代的日本流行，新法當時
亦緊貼潮流，不過隨着新法停辦（2012學年），
這套經典校服已成絕版，但仍有不少幼稚園特別
喜歡水手服予人活潑、可愛之感，故很多幼稚園
會設計水手校服。 



500多間中學，仍有16校採用旗袍裝，包括4間真
光、傳統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英華女學校等。
張樹娣稱，只有香港培道中學選擇白色旗袍，即
使其餘旗袍均以藍色為主色，但其顏色層次有不
同，有淺有深，而且在企領、手袖、前襟位置，
有白色、藍色或綠色綑邊；裙襬亦有「對衩」及
「疊衩」之分。 
 
她稱，辦學團體一般都認同旗袍可彰顯女性溫柔
嫻熟的美德，又覺得可代表其辦學理念 



男生仿英校 50年代起已恤衫西褲 
 
男生校服方面，自50年代至今都以恤衫西褲為主，
小學男生多會穿起短褲，做法仿效英國的學校。
香港教育博物館「香港校服今昔」展覽今日開幕，
周一至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開放公眾參觀，展
期一年。 
 
展覽由始於清末的校服說起，由最早期的「卜卜
齋」馬褂、長袍至近年的經典校服都有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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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作工具 重奪文化語言權 
 
「勁揪體」當中約5,000個粵語常用字，是由「粵典」
提供的，創辦人阿擇覺得雖然造字與建立粵語詞典的
目標不同，卻認為Kit Man願意為香港人創作一套字
體，實在難得。「很多人造字時，沒有考慮粵語，如
果能在設計字體時，就已考慮粵語用家、造粵語字，
會更好亦更完整」。 



字典不代表一切 
 
很多粵語字詞，我們都懂讀，卻不懂寫，而「勁揪體」
所涵蓋的，就有不少粵語字，可以作為標題和書寫之
用。然而，口語跟書寫的割裂，阿擇解釋是歷史使然，
「北方語言成為了書寫語言，才不足100年，其實文
化歷史上，從來也是先有語言，後有文字，我們現在
是用粵語去學習別人的書寫系統。因為社會壓力，令
人覺得粵語比較低等，不會放入書寫層面」。 



以粵語來書寫，而如果這是一種重奪文化和語言權的
方式，「勁揪體」就是一種工具，表面上是一套字體，
但最重要的卻是其文化意義。 



粵語被視為低等，不成體統，與「勁揪體」的命運，
竟有着驚人的相似度。縱使被視為低等，卻絕對沒必
要妄自菲薄，因為語言和文字一直都在進化中，而我
們認為牢不可破的規則，也非固若金湯，「整個文字
和語言系統並非在字典內，查不到不代表沒有某個字，
我們每天都在建立規則，例如『啦』和『喇』，音調
不同，『啦』代表建議，『喇』代表時間的轉變，以
前一律只用『啦』，近十年很多廣告都用『喇』。有
書寫的需求，自然會發展出一套約定俗成的粵語文字
法則」。 



兩年手寫6,000勁揪體  港人港字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21/20550865 

 
若要重新學習中文，要從繁體字和簡體字之間選擇，
繁體字大概是不二之選。這是一個關乎文化、歷史乃
至空間美學的問題，有些東西，簡化了，意義必然失
卻。每一個部首，每一筆，每一畫，都蘊涵着文化意
義，而在每一個有華人的地方，都有一種專屬該地方
的字和詞。 
創作「勁揪體」的Kit Man成功眾籌後，消失了兩年，
埋頭苦「寫」6,000個香港常用字，當中更有不少我
們以為只有讀音而不能寫出來的粵語字。望穿秋水，
終於埋尾，下月先有展覽，再逐一發貨，合922位港
人之財力，成就了一種「字體」的誕生。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121/2055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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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執毛筆的手勢，跟傳統不同，更像拿着畫筆，他亦
直言不諱，「我沒有書法底子，毛筆只是創作的其中
一種工具，我寫的不是書法」。要是傳統書法家看見
他如此寫字，大概會嚇得當場吐血，又或者罵他背棄
傳統。 
 
「勁揪體」踩了兩個很大的地雷，一個是造字，另一
個是書法，兩者都是有着源遠流長的傳統，一旦偏離，
足以讓他腹背受敵。但他亦沒有轉彎抹角，爽快承認
自己從來不跟從傳統，更無意成為專業的造字人或書
法家，從來，他都只承認自己是「多媒體創作人」。 



「勁揪體」本名「獻醜體」，Kit Man覺得自己的字
不算美，只是在「獻醜」。美醜本是主觀，有那麼多
人願意用金錢支持他造字，除了字體本身受人喜愛，
更是因為其內在價值和意義。字體始於2014年的傘運，
再於2015年的港足比賽中被人廣泛使用和認識，紅底
白字的「香港勁揪」四個大字，不只奪目，更深深印
入香港人的腦內，「很多人都記得這四隻字，還建議
改名為勁揪體，這個名其實『好鬼廣東話』。」 



6,000多個字中，有不少是粵語字詞，當中3,000多個
是常用字，已涵蓋99%的用字，而為了另外的1%，Kit 
Man還要多做3,000字，吃力得很，卻依然未能完全涵
蓋所有字。他說這套字體本身在設計時，一直只建議
用於做「標題黨」時使用，不建議當作一般使用字體，
而且還編寫了字體組合程式，只要打入標題，就會自
動不規則地砌在一起，就如文字雲。 



由雨傘到港足，「勁揪體」的出現和延續，似乎跟社
會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語言、文字本身就存在
於極度政治化的領域，常言道，我們的思考模式極受
文字和語言影響，充 滿敬語的日語反映社會的階級
形態，語法結構繁複的德語展現德國人的嚴謹，而粵
字亦充份體現香港人的靈活性格，在語言造字上，更
是充滿創意。但讓Kit Man真正考慮發展一套新字體
的轉捩點，卻是教育局於2016年推出、要求學生學習
簡體字的諮詢文件。 



雖然已事隔兩年，他談起這件事，依然咬牙切齒，
「希望社會知道，不少人仍然注重正體字！這是我們
文化的根，在學習上，繁體字中有不少元素有助學生
理解中文，每隻字的形狀都代表着獨特的意義」。 
 
訪問後，他更特地再發短訊，把製作理念再說一次，
生怕自己忘了說。「我只是一個普通人，在自己的崗
位上，做值得做的事。個人力量有限，但這個地方有
很多出色的人，每人少少努力，就能為社會做一點
事」。也許造字只是眾多堅持中的一種，但每個人都
會有一些值得堅持的事，而他念茲在茲的，就是要造
出一套屬於香港人的字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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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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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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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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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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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士元祖籍廣東佛山，1917年生於 
香港，日軍侵華時與女友張蓉馨由 
澳門逃往山西，投靠一名在當地任 
職省政府的前老師，後兩人在戰亂中成婚。戰後
婉拒國民政府邀請在工業重鎮東三省出任高職，
他育有兩女一子，長女生於江西，次女生於英國，
小兒子生於香港。 
 
鍾士元半在六十年代已是工業總會主席、立法局
非官守議員、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是協助港
英殖民地政府統治的香港人。 



八十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很多港人都對回歸心
存疑懼和抗拒，因內地政局動盪反覆，文革十年
浩劫嚇怕不少港人。不少政商精英靠攏港英當局，
更主張英國繼續長期統治香港，支持回歸的反而
是大學生等最有理想和國家民族情懷的一群。鍾
士元以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身分走訪倫敦和北
京，正是在這一獨特歷史時空下發生。 



當年中英談判，英方想搞「三腳櫈」，讓香港在
談判桌上也有角色，最初鍾士元所推銷的，也是
主權換治權的一套，然而中方態度堅決，拒絕
「三腳櫈」，鍾士元更被形容為「孤臣孽子」。
鄧小平一開腔便定性鍾士元等人僅是以「個人身
分」來訪。 



鍾士元兩邊不討好，英
國當他是『走狗』，中
國政府當他是『漢奸』。
鍾士元所代表的是港英
時代香港人的聲音，
「維持現狀」成為香港
社會上下共識，以務實
態度接受回歸，將香港
最根本的利益放在首位，
希望香港獨特制度和生
活方式50年不變。 



這些逝去了的人有什麼共通點? 





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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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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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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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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7s62fxdXeAhWKAIgKHRJ8AesQjRx6BAgBEAU&url=https://ol.mingpao.com/php/album1.php?page%3D1%26nodeid%3D1528517042730%26subcate%3Dhotpick%26issue%3D20180609&psig=AOvVaw03z1PDggpvOSGZkgtIPHtt&ust=1542341592236126


獅子山下 



任何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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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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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實 
文明 

中西合壁 
好客 

金錢(中環價值) 
機會主義 

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 
中間人(買辦角色) 





History 
女性？ 





人 + 住 



緊閉大宅變藝術天地  
李明哲音樂激活虎豹別墅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81224/20575682 

由「萬金油大王」胡文虎建造的私人虎豹別墅，1935
年落成，原本佔地53萬平方米，整座別墅糅合中西建
築特色，萬金油花園更是對外開放，與民同樂，其中
以18層地獄、勾脷筋等令人發噩夢的浮雕壁畫最為聞
名，甚具警世意味。 
 
胡文虎1954年病逝，後人陸續把別墅分拆出售，萬金
油花園更賣給長實興建渣甸山名門，只留下四層高的
私人大宅和花園，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停止開放。 



這座緊閉的別墅，將於明年4月正式向公眾開放，更
變身成為音樂及文化藝術培訓及表演場所，別墅起了
一個新名字：虎豹樂圃（Haw Par Music Farm）。 
 
項目策劃人之一李明哲，生於顯赫家族，太公是東亞
銀行創辦人簡東浦，外公是曾於60年代擔任香港銀聯
保險公司總經理的簡悅宏，母親是著名兒童音樂教育
家簡坤凝。 



李明哲自出娘胎即遺傳音樂細胞，4歲顯露音樂天份，
13歲出國深造，拜訪頂級的鋼琴名師學藝，18歲已經
參與了很多國際比賽，在世界各地表演。 
 
耶魯大學畢業的她，見慣大場面，機會又比別人多，
別人眼中，她自然屬於贏在起跑線一族，但原來她也
受過挫折，曾經迷失方向，甚至對音樂生厭。 
 
尋尋覓覓，她終於找到音樂在她生命的位置，更致力
把音樂帶入社區，今次重塑虎豹樂圃，希望重現當年
別墅與民同樂的精神。 



她和虎豹別墅，有一個共同點，位於大坑道的虎豹別
墅是本港一級歷史文物，而李明哲也來自一個歷史悠
久的簡東浦家族，身為簡氏後人，她明白有種責任，
今次負責策劃虎豹別墅的保育工程，對她來說，是一
個挑戰，也是她的一個音樂夢，希望把音樂帶入社區。 



三大家族關係延續 
 
這項保育計劃，由胡文虎慈善基金會負責，並獲政府
撥款1.34億元作工程維修及營運資助，基金會創辦人
兼主席胡仙非常熱愛音樂，十分支持這個計劃，期望
大宅可以變成為音樂人才培育之地。胡仙和簡家有一
份特別的感情，原來，簡東浦新抱、簡悅宏妻子柯瑞
賢曾是胡仙的音樂老師。柯瑞賢1946年畢業於上海聖
約翰大學，曾在香港聖約瑟書院和聖保祿學校任教，
1967年移民溫哥華。 



三大家族關係延續 
 
柯瑞賢194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在香港聖約
瑟書院和聖保祿學校任教，1967年移民溫哥華。柯瑞
賢的父親柯應李是著名花邊（lace）商人，生產男女
內衣、手巾、手套及枱布等，公司位於中環畢打街16
號，當年非常有名，他亦是旅港潮人中華基督教會創
會會員。簡、柯、胡三家均是昔日香江名門望族商賈，
往事如煙，但留下的人情韻味，仍舊溫存。如今虎豹
別墅由胡氏及簡家後人共同參與保育營運，也是世家
關係的延續。 



已翻新的別墅大樓仍保留昔日古色古香的神髓，花園
的浮雕、大宅的月洞門、房間天花的金箔十字裝飾依
舊，當天大廳中央放了一座鋼琴，供試音之用，配合
背後中式藝術壁畫，給人有中西共融的感覺。 



新改造的虎豹別墅改名為「虎豹樂圃」，李明哲說：
「別墅大宅非常有品味，樓底又高，整個環境好似外
國音樂學院，對學習音樂非常適宜。」 
 
大宅內14個房間將會變做班房，舉辦不同的音樂課程、
室樂及親子音樂活動等，目前課室正在試班及試音當
中，大宅傢俬及多達一千件的文物仍未擺放，到明年
4月各樣準備妥當之後，便會正式供市民欣賞參觀，
而四分一的音樂課程會提供學費減免資助，「房間大
細好適合上課，又有空間可以做小型的表演，邀請不
同的團體來做藝術交流活動。」 



把音樂融入社區，是李明哲的夢想，四年前，她把倫
敦流行的街頭演奏運動帶入香港，「當時同PMQ（元創
方）一齊策劃，叫做Play Me, I'm Yours，其實這運
動在外國做了好耐，在火車站、公園、街頭、橋底等
地放一個由street artist設計的鋼琴，歡迎任何人坐
低去彈，我哋就將這個概念帶來香港，在不同地方，
包括觀塘、香港公園、尖沙嘴，甚至沙田一間麵店擺
放一個木琴，希望令香港市民，有冇彈過都好，坐低
去彈去試，辦了一年，我哋好開心，發現音樂可以帶
給人歡樂，幫大家紓緩緊張的壓力，是一種好有力量
的療癒。」她又擔任音樂兒童基金會主席，開演奏會，
為基層及自閉症兒童籌款，令他們有機會接觸音樂。
「音樂是universal language，可以轉化生命。」 



小時顯天份 13歲出國訪名師 
 
在李明哲眼中，母親要求很高，充滿威嚴，「她好
discipline，要求每首歌都要彈到最好，做每件事都
要認真，所以現在長大了，我都同自己講，一定要嘗
試做得最好。」李明哲小學和中學在跑馬地瑪利曼就
讀，音樂成績最好，母親一心希望女兒走音樂的路，
在她13歲時便送她去美國深造音樂，期望她有所成就，
「當時婆婆都同媽咪講，佢咁細個就送出國深造鋼琴，
會好艱難的，叫媽咪諗清楚，但她當時見我有天份，
見到我好鍾意，所以就不停替我安排最好的老師。」
簡坤凝在香港遙控女兒在美國的學習情況，練琴時間
地點表現全部都要電話匯報。 



16歲時，李明哲在當地遇到當代古典鋼琴大師Maria 
Curcio，生於意大利的Maria，經歷過二戰逃難的顛
沛流離生活，彈奏出來的音樂充滿人世間的味道，80
多歲的她看到李明哲的音樂天份，很想邀請收她為徒，
但條件就是要李明哲離開美國，去英國倫敦跟她學琴，
「Maria老師當年學鋼琴，是跟老師homeschool，所
以都希望學生是這樣跟她。」 
 
名師難求，簡坤凝也認為是大好良機，也支持女兒的
決定，「我由美國搬去英國，重新找學校，每日或每
星期幾次去她的地方訓練，每次練到完為止，都幾辛
苦，她教完你要即刻練習，好似交功課。但跟她學習，
是非常難忘的經驗，由她身上我學識如何去練每一首
歌，如何彈出味道。」 



李明哲跟了Maria一年，眼界大開，但每天不停密集
式的訓練，去不同的地方演奏和比賽，她開始覺得厭
倦，「當時我讀緊大學，問自己，點解同學個個可以
出去玩，我仍然要練琴，鋼琴對我有甚麼意思呢？」 
 
「好記得有幾個同學說要開始努力啦，要贏比賽，當
時我想，贏比賽對我是沒有意思的，因為我已經嘗試
做過。」 
 
留學期間，家人及朋友邀請她回港，在大會堂開個人
演奏會，「突然間覺得壓力好大，細個彈不覺得有壓
力，不知驚，到你成年，就問點解要有音樂會呢？」
結果？「我覺得彈得不好，老師話不錯，不過我硬是
覺得不夠好。」 



一度迷失 「彈琴只是手指在動」 
 
之後幾年，她說一直找不人生焦點，「不知自己想點，
開始好lost，找不到自己，我想過，是否不再讀音樂？
可能我已經太攰，彈琴時只是手指在動。」 
 
母親知道後當然為女兒着急，母女關係也變得緊張起
來，後來李明哲讀碩士時嘗試進修音樂管理、音樂法
律等科目，又試過玩爵士夾band，畢業後更在古典音
樂品牌公司Naxos擔任管理工作，負責行政事務，往
商業方向發展，又發覺並不太適合自己。 



「硬是覺得欠缺了一點甚麼的，有日人哋出去食
lunch，我在公司練琴，之前彈琴覺得好煩，但這次
竟然沒有這種感覺。我見到人哋同學仔都不停進步，
去表演比賽，其實我都不會差得過佢哋。」琴音蘇醒
了她孤寂的靈魂，當晚她便決定辭職，給自己來個新
開始。「我同自己講，我仍然可以彈得好似人哋咁
好。」 
 
2007年紐約舉辦一場鋼琴比賽，頭三名得獎者可以在
卡內基音樂廳（Carnegie Hall）演出，李明哲報名
參加，發憤自強，「日日練琴10小時，好認真的練，
又找回以前的老師，彈給他們聽，結果得獎。」 



位於紐約市第七大道的卡內基音樂廳，是演奏家的殿
堂，華人鋼琴家李雲迪、郎朗都曾經在這裏演出。演
奏當日，李明哲的家人和老師都到場觀賞，「他們給
我好多支持鼓勵。由困難到挫折，到有今日這個成績，
我對自己幾滿意，哈哈。」她形容自己就像在山洞爬
出來，重見光明。 



音樂可以燃亮生命，李明哲發現音樂帶給她的，不單
是音色上的造詣，而是意志的磨練和紀律的操練，過
去負面消極的思想一掃而空，鋼琴再次成為她的好伴
侶，更希望藉着自己的體驗，把音樂的好訊息傳開，
與人共享。 
 
她在大學開鋼琴大師班，也私人授徒，大律師公會前
主席、現任通訊事務局主席譚允芝是她的鋼琴好友。
如今身為虎豹樂圃策劃人，她覺得充滿挑戰，可以把
昔日所領受到的音樂智慧和行政經驗結合應用，原來，
過去種種的磨練，是為了今天有更好的預備，「音樂
是終身學習的過程，等如美酒，放得越耐，保存得好，
變得越醇。」 



https://www.facebook.com/2021670614786179/posts/2308791166074121/ 
 

路是行出來的 

https://www.facebook.com/2021670614786179/posts/230879116607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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