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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流行? 



所謂「流行」，本來就是「流傳通行」 

於社會群眾之中的意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bZkp7q19f0 
 

江南Style(PS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bZkp7q19f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bZkp7q19f0


江南Style 

 《江南Style》音樂錄影中的騎馬舞引發了一萬餘個戲仿
影片和回應影片。其中的模仿團體包括美國海軍學院的海
軍官校學生等。截至2012年10月，《江南Style》佔據了
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等30餘個國家
的音樂排行榜的第一名。  

 

 《江南Style》在中國大陸同樣佔據了百度歌曲TOP500下
載排名的首位，並被國有媒體多次報導，相比之下它在日
本卻不太受歡迎。隨著《江南Style》的繼續普及，幾位
商界和政界領袖也表演了《江南Style》舞步。其中包括
谷歌執行董事長艾瑞克·施密特、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等。
根據聯合國官員表示，PSY透過《江南Style》轟動國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QamBi0hLk 

江南Style(H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QamBi0hL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xQamBi0hLk


什麼是文化? 



文化是甚麼？ 

 19世紀，西方人類學家認為文化包括： 
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侓、習俗，人類一
切能力和習慣 

 

戰後美國社會學家認為： 
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的共同成果，不僅包括宗
教、語言、知識，還包括物質，如衣服、食具 

 

 



所以, 文化是…… 

莎士比亞的戲劇 

麥當勞的快餐 

經典音樂  (如貝多芬的交響樂) 

廣告 

一條街道的佈局 

一種髮型 

服裝款式 



廣義與狹義的文化 

廣義文化―涉及政治、社會、制度、藝術、
文學、思想等層面，稱之為大文化 

 

狹義文化―指旅遊、服飾、購物、飲食、大
眾娛樂、體育等文化發展，稱之為小文化 



文化是否有高低之分？ 



高雅文化 

對於美學價值的體現，是指一般社會大眾所認知
的「藝術」，更常見是用來指稱上流社會或知識
階層的文化 

 



流行文化 

又稱為通俗文化及大眾文化，指在現代社會中盛
行的地區上文化，包括想法、觀點、態度、模因、
图像及其他現象等。 例如摄影電影、電視、出版
社等媒體。 



高雅文化? 

流行文化? 



紅 學 

紅學是一門以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之一的《紅
樓夢》爲對象的研究。「紅學」一詞在嘉慶、道
光年間出現，在當時是個開玩笑的說法。而研究
《紅樓夢》成為嚴肅專門的學問，始自胡適在
1921年所寫考証《紅樓夢》的文章。胡適的研究
初步証實了《紅樓夢》的作者為曹雪芹，提出了
「自傳說」。從此，《紅樓夢》的研究工作與清
代考據學匯合起來。 







https://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
google.com/&httpsredir=1&article=1520&context=mcsln 
 

https://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com/&httpsredir=1&article=1520&context=mcsln
https://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com/&httpsredir=1&article=1520&context=mcsln
https://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com/&httpsredir=1&article=1520&context=mcsln


文化是否有高低之分？ 

社會的事物及民眾的言行也滲透文化， 
文化便是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文化並沒有高低之分 

 

由於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認識文化便是認識生活， 
認識文化變得尤其重要 

 

 



飲食文化 



大家有去過香港舊式茶樓嗎? 

老香港茶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lPl8VopH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lPl8VopHI


茶樓文化的起源 

茶樓的起源可追溯至晉代、南北朝
時期，當時的茶寮只是供應住宿。 
 
唐代交通發達，各地商人來往密切，
因此從長安、洛陽以至四川、山東、
河北等地不斷有茶肆。宋代文人喜
歡於茶肆聚集、開文會，發展出
「茶館文化」。 



來自廣州的飲茶文化 
香港的飲茶文化源自廣州，過去廣州
流行甚麼，香港便跟從，因此，二十
世紀初香港的茶樓，甚至連茶樓的字
號都從廣州搬來的，如「蓮香」、
「高陞」 



香港茶樓何時出現？ 

香港有茶樓的記載，《隨
使法國記》載同治九年
（一八七零年）途經香港
時，便曾經在蘭桂芳的楊
蘭記茶社小憩。 

這所謂的茶社，就是當時
外省人對茶樓的稱呼。 



有錢上高樓  無錢地下蹲 

香港舊時的茶樓，一般有三至
四層，地下的一層設有玻璃櫃，
用作賣糕餅，客人要時，職員
便用禮盒盛載給客人。 

 

舊時茶樓沒有冷氣設備，客人
如果想吃得舒適一點，便到茶
樓的最高層，因為空氣較流通，
而地下一層的茶市設於糕餅部
的後面，糕餅櫃阻擋著空氣，
所以較為悶熱 



1930年婦女不會上茶樓？ 
１９３０年前的樓宇沒有水廁系統，形成
茶樓沒有水廁，客人便要在茶樓附近的後
巷解決。 

由於沒有水廁，所以當時婦女大多不會上
茶樓。 

約１９３０年後政府認為這樣對環境衛生
構成嚴重影響，便規定茶樓需設有男女廁
所，才獲發牌，所以１９３１年以後的茶
樓均設有廁所。 



為何茶樓名字帶有「男」字？ 

舊時的茶樓，不只做茶市，還做賣嫁女餅
生意，餅的生意，若控制得好，所得利潤
相等於全年的茶市生意。 

 

為了吸引顧客買嫁女餅，茶樓便以好意頭
的名字，當時香港人迷信結婚後生仔才是
好的，所以茶樓採用帶有「男」字的字號，
當字號所在禮盒上，意味人家吃過某茶樓
的嫁女餅便添男孩。 





沒有女工的茶樓 

香港早期的茶樓沒有女工，只有男侍應，稱為
「茶博士」。這是受到早期廣州、廣東茶樓所影
響，當時中國傳統封建思想依然濃厚，女子不可
外出工作，由男人當家，所以茶樓只請男工 

 

二十年代初，有一位名叫大娣的商人為了支持男
女平等，於廣州開了「平權女子茶室」和「平等
女子茶室」，但後來兩家茶樓都遭到同業工會反
對而無法營業，最後直至鬧上法院，才正式取得
營業權，兩間茶樓開創有女服務員的先河 

 



倒茶的學問 
在茶樓與朋友品茗時，不可先為自己添
茶，必須先從別人開始，到最後才輪到
自己。 

當別人為自己倒茶時，為表示謝意，用
手指輕點桌面幾下(不限左右手)，這習
俗來源說法有幾種 



表示謝意的說法 

說法一：源於廣東一帶，據說是因為老一輩
廣東人認為別人為自己倒茶時，要是其時正
在進食點食，滿口食物張開口答謝人家有失
禮，因此不便開口答謝。 



說法二： 

據說源於清代乾隆皇帝微服南巡廣東，到一家茶
樓喝茶，卻被當地知府知道了，怕出意外到茶樓
相陪。乾隆心下明白也不去揭穿，反為依當地禮
儀，以主人家身份為知府倒茶。照常理皇帝為自
己倒茶，應當叩頭答謝，但礙於其時身在茶樓總
不能當眾揭穿皇帝身份，因此知府靈機一動，便
彎起食、中、無名三指在桌面輕敲三下，代為表
達三叩之禮。此事後來於民間傳開，因此人們開
始以手指輕敲才表達謝意這習俗。 

表示謝意的說法 



大家喜歡飲茶嘛? 

什麼時候會去飲茶呢? 

跟什麼人一起飲茶呢? 



飲茶作為維繫大家庭的功能 

六十年代，香港人在家吃飯、「到會」或
工作間「包伙食」仍是主流，到七十年代
經濟起飛，就業率上升，工作步伐加速，
加上公/私型居所以小家庭為主，居所不再
如過往的大家庭模式，假日飲茶發揮著維
繫大家庭的一種功能 



為何選擇飲茶作為家庭聚會？ 
一、足夠空間及乎合經齊原則 

家庭聚會的先決條件是找到一個適合的地方，
讓所有家庭成員聚首一堂，小家庭的居所設
計，令香港人居所空間不能滿足此條件，茶
樓是符合此要求，也合乎經濟的選擇 



為何選擇飲茶作為家庭聚會？ 

二、飲茶時間較彈性 
飲茶時間較彈性，來自不同核心家庭的成員，
能以彈性時間容許他們自由加入與離開 



為何選擇飲茶作為家庭聚會？ 

三、滿足各人的需求 
飲茶食物的種類多，各家庭成員可選擇自
己喜歡的食物，充份照顧及滿足各人的需
求，又同時營造集體氣氛 



為何選擇飲茶作為家庭聚會？ 

四、強化親族關係 
家庭關係長幼有序，從飲茶的習慣及
禮儀中的安排，能夠讓這種親族關係
強化 



大家有去過冰室嗎? 

冰室有什麼食物呢? 



冰室可供選擇的食物款式不多，只出售一些
簡單的小食及飲品，如奶茶、咖啡、三明治
及奶油吐司等西式小吃，部分設有麵包工場，
製造新鮮菠蘿麵包、蛋撻。而冰室最特別的
是售賣冷飲、雪糕、沙冰等冷凍食品。 

冰室的簡單食品 



冰室傳入香港 
冰室是一種售賣冷飲、雪糕、沙冰等
冷凍食品的飲食場所，廣泛存在於中
國大陸和香港、澳門。在香港，被認
為是茶餐廳的前身。 



冰室大約在二次大戰後傳入香港，當時香港人愛仿傚
英國人於下午飲茶和食糕餅的習慣。但當時只有高級
餐廳提供西式食物，而且價錢昂貴，更有西餐廳不招
待華人，因此有香港人開設以華人為對象、價錢較便
宜的冰室，是屬於基層市民的西餐廳。 

冰室傳入香港 





大牌檔 
 

•大牌檔的正式名稱為「固定攤位（熟食或
小食）」 ，提供中式及香港的地道街頭小
食，以「平、靚、正」的食物為招徠 

 

•出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牌檔的由來
有兩種說法 



大牌檔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說法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百廢待興，
香港政府為了安撫戰爭中傷亡公務
員的家屬，於是發牌在公眾地方經
營小型熟食檔 



大牌檔與內地難民 
說法二： 

上世紀40年代，大量內地難民湧入本
港，當中不少人以經營路邊熟食檔為
生。1946年二戰之後，其時的港督認
為熟食檔隨街亂擺有礙市容，於是便
透過發牌予以規管 



大牌檔的食物 

大牌檔食物種類繁多，中西兼備：奶茶、
西多士、潮州粉麵、豬肉粥、四寶麵、
清湯牛腩、即炒小菜，後來更將咖啡奶
茶混合創製了香港獨有的鴛鴦 

 早期每家大牌檔多只
專賣一種食物，所以
客人多要在不同的大
牌檔買齊所需的食品 



大牌檔停止發牌 
 

•1970年，港府視大牌檔為傳染病的
溫牀，亦對它們衍生的嘈音、阻街、
衛生等問題感到生厭，便決定停止
發放新牌照；自此，原有的檔口持
牌人一旦去逝，牌照便只能由配偶
繼承，而不能傳給下一代 



考考大家 
茶餐廳有幾多款食物？ 

麥兜 - 午餐(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Cy92V_Ic0&feature=youtube_gdata_play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Cy92V_Ic0&feature=youtube_gdata_player


茶餐廳的形成 

•踏入60-70年代，美式快餐和美國流
行文化普及，而香港經濟發展也進入
黃金時期，凡事講求速度與效率，而
且工業發展發達，食午飯因而只是單
純滿足生理需要，香港人多需要飽肚
的飲食，於是結合大攤檔和冰室特色
的茶餐廳應運而生 



茶餐廳混雜文化的食品 

•茶餐廳仍以價廉物美作招徠，並改變
冰室的經營模式，以「快捷」為號召，
配合時代及市民的需要。它保留冰室
原有的西式食品，還加入傳統的中式
食品，如粉、麵、飯等，並創製混合
中、西元素的食物，為分秒必爭的香
港人提供一個食快餐的好地方。 



茶餐廳 
西餐廳與勞工階層的產物 

•香港文化研究學者梁世榮指出：
「茶餐廳的興起是西餐廳經營
向下與勞工階層的收入向上而
相互接軌的結果。」 





小販檔 
小販牌照源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政府為
讓基層市民自力更生，同時藉小販發牌增加就
業機會及滿足貧苦大眾的消費需要，曾經發出
大量小販牌照，如流動小販牌、固定攤位牌及
熟食檔牌等，當年不少人靠一個小販牌，養活
一家多口，有牌與無牌的小販攤檔隨處可見。 
 
        



無版小販與「六七暴動」 
研究香港歷史的吳昊表示，無牌小販數
目激增，始於「六七暴動」後，由於當
時很多曾經參加過暴動的左派人士，被
僱主認為是滋事份子不獲聘請，為了生
計，無牌小販的數量迅速增加。 



全面取締小販 
直至1973年港英政府停止發出小販牌，
原因是小販有礙市容及阻塞街道。  

2003年特區政府推出補償方案鼓勵小
販放棄牌照，沙士後曾蔭權下令掃蕩
無牌小販。 

政府宣傳片1987 - 切勿光顧無牌熟食小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1LF8K3r0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1LF8K3r0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s1LF8K3r0Y


學者倡重新發小販牌 
研究香港歷史的吳昊學者便指出： 

「內地和外國一些城市都容許帶有地方
特色的小販，在遊客區經營，帶出當地
風俗與文化，當局不妨考慮揀選一些傳
統小食，適量發牌」 



如果你有朋友來港旅遊 
你會推介他食乜呢? 

港式奶茶 

雞蛋仔 

雞尾包 

碗仔翅 



港式奶茶「絲襪奶茶」 
•港式奶茶可謂每間茶餐廳的必備飲品，它
亦是香港茶餐廳最享譽盛名的本地創作， 
據說第一杯港式奶茶是由中環蘭芳園的林
先生泡製 

 



港式奶茶的雛形 

•茶原本是在亞洲出產，英國人喝茶有時會加進奶和糖。
英國人在海外拓展領土的同時，也將喝奶茶的習慣帶
到殖民地。這就是港式奶茶的雛形 

港式奶茶被戲稱絲「絲襪奶茶」，
原因並非真的用女士穿的絲襪過濾，
而是因為過濾的棉紗袋子，袋口裝
有一個金屬製的圓框，當使用日久，
茶浸泡留的褐色便像是絲襪 



港式奶茶的演變 
•英國人把奶和糖加進紅茶是港式
奶茶的源頭，香港人在此基礎上，
追求更濃茶味和更細滑的口感，
這導致奶茶的演化。 

港式奶茶依然選用錫蘭紅茶，
但並非只選擇單一的茶葉品種，
港式奶茶用的茶葉都是混合而
成的，混的時候會考慮沖出來
茶的味道和顏色。因為用較幼
細的茶葉，所以茶味更濃。 



港式奶茶的製法 
•師傅混好茶葉後就倒在棉紗袋內再放進茶壺，
做茶時就放開水，來回幾次的把茶反覆過濾，
這程序叫「撞茶」，經過這程序的茶會更滑，
茶味更濃。 

•待茶做好後便加入奶。奶的選擇也講究，英國
人用牛奶，港式奶茶卻使用淡奶。淡奶是濃縮
了的奶，奶脂比牛奶高出很多，而因為淡奶的
水份少，不會稀釋茶的味道。 

教教大家沖奶茶(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uvf1aoZx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uvf1aoZ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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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蛋仔的源起 
雞蛋仔起源於 1950 年代，有雜貨店老闆為了不浪
費破裂的蛋，遂嘗試 加入砂糖、麵粉、 淡奶等配
料攪成蛋漿，倒在兩塊特製蜂巢狀鐵製模夾的中
間，後來為了美觀遂將模具設計成小小的雞蛋形
狀，也因此有了「雞蛋仔」這個名稱。 
 

傳統上雞蛋仔會放在炭
火上烤成，但近年為節
省成本及安全，大多會
改用電爐。 



碗仔翅 
•碗仔翅雖不是真魚翅，但起源卻真的來自
魚翅。四五十年代在廟街榕樹頭一帶，街
邊檔用俗稱「倒餿水」，即酒家食剩的翅
頭翅尾，開豆粉水、落味精、豉油等去賣。 



香港人每年吃多少魚蛋？ 
•一項在2002年所做的調查更指，香港市民一年
吃掉的魚蛋竟然高達13億顆，按香港七百萬人
口計算，即是香港人每年平均吃魚蛋185顆，
也足證了魚蛋所受歡迎和普及的程度。 

魚蛋歌(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TAFkaEUp_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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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尾包是香港的一種特色麵包，是以舊
麵包混合砂糖及椰絲作為餡料，雞尾包
起源於有兩種說法。 

雞尾包 



•說法一：1950年代的香港。有麵包店東主不想將賣剩
的麵包扔掉這樣浪費。因此，有人便發明將賣剩的麵
包搓碎，再混合砂糖作為麵包的餡料，便可以將這些
麵包重新再用。由於以不同麵包混合成餡料就好像雞
尾酒一樣，雞尾包因此而得名。 

 

•說法二：雞尾包則是取其cocktail的意思。戰後物資
缺乏，而當時港人對麵包仍不大接受，一些麵包往往
即日未能售清，扔掉實在太浪費，於是便有人想到仿
傚中秋節過後，把賣剩的月餅改造為雞仔餅的原理，
把賣剩的包搓碎，再加進糖變成餡料，於是便創造出
雞尾包。 

 

雞尾包的起源 





窮人的美味金錢雞 

•20、30年代的廣州人為逃避戰亂而南下，
同時把製作燒味的獨門秘技帶來香港。
對於戰後貧困的香港人來說，叉燒、燒
雞、燒鴨可說是奢侈品，當時兩蚊一條
的叉燒也非人人買得起。燒臘師傅有見
及此，於是以平日用剩的下欄食材炮製
美食，用瘦豬肉、肥豬肉和豬肝層層疊
成金錢雞。 



沒有雞的「金錢雞」 

•明明沒有雞肉，為何叫金錢雞。因為當時
的人吃不起昂貴的雞，自己哄自己而將之
名為雞而已。至於金錢，是因為材料串起
來燒，上桌時形狀好似銅錢，於是名為金
錢雞 

金錢雞(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aCXITwGp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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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什麼呢? 
這算是本土食物嗎? 



飲食的文化意涵  
•愈來愈多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將全球
不同地方扣連起來，從而令各地文化轉化成
以西方消費文化為主體，但在全球化的過程
中出現本土特色，形成全球本土化的現象。 

 

•這現象稱為飲食文化上的全球化。
(Glocalization)與本土化(Localization) 

日本試食麥豆腐(2) 
http://andrescarrascoq.misitiopyme.com/videos?v=Lik4IKoL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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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食」文化可由飲食包
裝、套餐安排以至下單方
式呈現。外賣是飲食包裝
的形態，既反映香港人忙
碌的生活節奏，也展現小
販、大牌檔及茶餐廳等爭
分奪秒的營業策略。 

 

即食文化 



小販、快餐店及茶餐廳等體現了香港
「即食」的飲食文化，學者陳冠中言：
「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
我們自以為隨機應變，甚麼都能學能做，
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時間內過關交
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
報。」 

即食文化 

RTHK-香港故事(第19輯)07-速食速決(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b0LjDs1U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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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特的歷史背景及社會發展因素，令香港產
生一套融合中西方的生活模式及飲食習慣，
反映出中西文化的結合，從而形成香港獨有
的本土特色。 

從飲食文化看香港精神 

小販、大牌檔及茶餐廳等發揮香港人融匯貫通
的民間智慧，將中西飲食文化特徵融合，創製
出充滿混雜但又地道的美食。這足以反映香港
靈活變通、中西文化匯萃的特色。正是香港人
所自傲的香港精神。 



Q&A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