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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於 2007 年聯合編訂《歷史課程及評估

指引（中四至中六）》。課程旨在讓學生了解二十世紀本地、國家、亞洲，以

及世界發生的重要事件，並掌握其主要的發展趨勢。「本地文化承傳研習」是

本課程選修部分的三個課題之一。 

 

 為提高教師對該課題的認識，教育局在 2009 年委託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

中心，主辦了以「文化承傳之研習：香港及鄰近珠江三角洲地區」為題的高中歷

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課程內容包括講座和田野考察。前線同工反應熱烈，

參加人數眾多。及後，同工均認為若能將課程內容出版，對教學工作定有莫

大裨益。本局得到香港科技大學廖迪生教授與一眾專家學者鼎力支持，將課程

內容編輯成本資源套，本局對此深表謝意。 

 

本資源套共分三冊，以《文化承傳之研習》為主題，期望透過專題文章及田

野考察工作紙，協助教師讓學生理解「文化承傳」、「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

文化遺產」等概念，並掌握地方歷史與文化承傳的內容，從而引發他們對本地文

化承傳研習的興趣。本資源套的內容已上載至教育局以下的網頁供教師參考。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

history/heritage-studies-hk-and-zhujiang-delta-region.html 

 

本資源套版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與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共同擁有。學校及

機構可選取適用部分作非牟利之教學及研究。任何人不得翻印本書的內容以作商

業用途。 

 

如對本教材套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13樓1319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收 

或 

傳真：2573 5299 / 2575 4318 

電郵：ccdopshe@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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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方位的主動學習 

 

廖迪生 

 

（一） 

 

簡單來說，「文化承傳」包含了「文化」與「承傳」兩個元素。「文化」是指人類

通過學習而得來的生活與行為方式，每一個群體、族群都擁有自己的文化，文化

幫助群體適應及生存於其所處的自然生態及社會環境裏。「承傳」是指由上一代

傳授，而下一代願意繼承學習的過程。「文化承傳」一詞可以說是包含了人類生

活上的所有事物。若以形態來劃分，這些東西可以簡單地分為「有形」及「無形」

兩個類別，這兩個名稱在東亞有比較長的應用歷史。近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倡

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於是「物質」與「非物質」亦成為兩個分類名詞。有

形的、或物質的東西比較容易理解，因為可以觸摸、可以看見；但無形的、非物

質的則比較難掌握，因為其所指的是一些知識、一些技術及一些組織方式。在地

方社會層面，這些知識和技術，可以是由一些個人掌握，但大都沒有文字記載，

僅以口語相傳的方式，傳授下一代。所以感覺上很難掌握這些無形的東西。但我

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無形的技術和知識，都會涉及相關的器具或製

成品。這些實物的出現，是由於某些過程使然，但皆源自無形的人類的智慧與技

術。我們從這些實物開始，理解其出現及製造的過程，不難發現它們是非物質文

化的載體。雖然非物質的東西是看不見的，但簡單來說，它們是存在於傳授人的

腦子裏，由他們教導學習者。由於很多傳統知識和技術都沒有文字的記載, 這些

知識的內容也比較容易產生變化，難以言喻。 

 

新高中歷史課程中提出「本地文化承傳」的學習單元，建議透過以傳統文化與保

育、各行各業的運作等例子來探討「文化承傳」的狀況與意義。歷史與「文化承

傳」可以說是兩個意義相近的名詞。歷史是在過去發生的事情，是討論人類社會

文化在時間長廊中的變化，而「文化承傳」是指事物如何一代一代的流傳下去。

在歷史過程中，事件的產生與發展經過，都與不同的人和物發生關係。本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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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承傳」課題的好處，是可以讓同學走到歷史的場景，瞭解歷史所產生的可能過

程，而從中瞭解香港以至外面的世界。 

 

然而，「文化承傳」並不是單純的技術與知識的傳授。以傳統行業的傳授方式為

例，師傅挑選徒弟的過程裏面，會考慮很多不同的元素。師傅不單會傳授行業的

技術，也會與徒弟分享他的人際關係網絡，所以學徒的態度與誠意非常重要，因

為他們要建立的是長遠的師徒關係，徒弟將來有責任照顧師傅。這套傳統的「文

化承傳」的方式不是單一目標的，可以說是多方位的傳承，中間牽涉到很多不同

的社會文化因素。 

 

但我們不要單以「物質」與「非物質」的二分法來理解「文化承傳」的題材。因

為我們的「非物質」知識並不是單單用來處理「物質」的東西，「非物質」知識

的傳授與利用，牽涉到人與人的關係、地方社會的組織形式。承傳人也會選擇傳

授給自己喜歡的對象，採用自己喜歡的傳授方式。另一方面，「物質」的意義和

價值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人們對「物質」的喜好，也可以因為很多因素而有所改

變。所以，「物質」與「非物質」的關係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相互影響的

互動關係。 

 

（二） 

 

歷史的過程記錄在課本上，老師在課堂上授課，可以利用影視輔助教材，加深同

學的理解與興趣。但若果可以的話，將同學帶到歷史曾經發生的場景，更可以提

升同學的興趣，也可以讓同學有機會瞭解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在這個研習活動的

設計中，田野考察是其中一個重要元素。安排田野考察，也就是在田野中授課，

把同學帶到社會歷史的場景去瞭解事物。田野場景裏有着錯綜複雜的人類社會關

係，很多事物都是多層次、多角度的相互關連的。我們應該為同學準備田野點的

歷史、社會及生態等背景資料，讓他們有一個對大環境的掌握；另一方面，人是

場景中的一個重要元素，我們特別邀請對地方歷史與社會有深入認識的長者擔當

「地方導師」與同學座談，透過他們的親身經驗，講解社會文化；一些個人克服

困難和挫折的經歷，對同學會特別有感染力。這些座談式的學習安排，與其說是

為學生提供答案，更實在的是為學生提供發掘問題的機會。田野考察有別於課

本，因為同學與田野裏的人可以產生互動，讓他們有第一手瞭解社會的機會。 

 

我們這個計劃環繞大澳及南沙兩個田野點來設計，讓同學接觸地方社會。在這兩

個田野點的基礎上，為老師提供與「文化承傳」相關的基本問題的討論。「文化

承傳」作為歷史的載體，與個人、群眾、地方社會、國家以至全球一體化都有關

係；地方社會如何與這些因素互動，「文化承傳」的內容肯定可以給我們一些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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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大澳是珠江口一個重要的海邊市鎮，她曾經是香港及珠江口的一個重要漁港。雖

然大澳的漁業經濟在 1970 年代開始衰落，她仍有豐富的地方文物及周年社會活

動；大澳是瞭解早期香港與珠江口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地點。 

 

南沙位於珠江口的西岸，在過去一千多年的珠江三角洲墾殖過程中，南沙由本來

的一片汪洋變成為「沙田」；再由從事耕種及養殖生產的農地，變成為今天廣州

市重要的科技及工業區。南沙是一個理解近代南中國發展的一個理想地點。 

 

（三） 

 

本資源套共分三冊：第一冊是理論與實踐。第一章是有關基本概念的介紹，討論

何謂「文化承傳」、「物質文化遺產」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第二章討論在實際

的場景中文化承傳的情況，探討文化承傳在歷史建築物、民間宗教、旅遊及博物

館等脈絡中的意義。第三章討論文物及文化承傳與身份認同的關係。文物及文化

承傳的意義或功能是由參與者所賦予的，參與者可以保存文物及延續文化承傳，

將之視為緬懷過去的對象，作為建構身份認同的元素。第四章主要是介紹不同的

研究文物及文化承傳的基本研究方法。 

 

第二冊是關於田野考察工作坊，在推行這個計劃的時候，我們安排老師到大嶼山

大澳及廣州市南沙進行田野考察，我們準備了不同的田野考察工作紙，希望透過

結構性的問題，引導同學一步一步地掌握地方歷史與文化承傳的內容。與當地人

的交流，讓老師可以嘗試從地方社區的角度去理解問題。在田野考察工作坊之

後，我們安排了一個總結及分享會，檢討和分享工作坊的內容。大澳及南沙是我

們這個計劃的個案，相信老師可以參考這兩個例子，進一步發展他們有興趣的田

野考察個案。 

 

第三冊是與文化承傳有關的參考資料，我們將香港有關文物保護的法例、國際文

物保護憲章和公約，以及一些參考網站列出，方便讀者。另外，我們也列出一些

與文化承傳有關的參考書目，並配以摘要提綱內容，幫助讀者掌握參考書本及論

文的內容。 

 

（四） 

 

這資源套是一連串講座與田野考察活動的結果。2009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教育局委託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辦了「文化承傳之研習︰香港及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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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地區（中四至中六歷史科教師訓練課程）」這個活動，內容包括四個

講座和在香港及珠江三角洲的田野考察。有百多位老師參加了活動，而所有講座

內容及活動細節都上載網頁。這兩年，大家都覺得假如有一套包含文章及參考資

料的資源套，會更加方便老師。最後，各位作者都願意義務進行修訂改進，讓它

面世。 

 

這個計劃的推行以及文章的出版，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同事的工作與支

持的結果，要感謝的包括周晶、徐婉玲、馬健行、馬健雄、張兆和、張勁夫、梁

煒霖、郭少茵、閆志丹、陳錦洪、舒萍、馮文基、馮靜儀、黃永豪、黃展豪、鄭

藝超及盧惠玲。當然，本資源套的出現，實有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的支持與鼓勵。希望本資源套，能為香港的文化

承傳的教育及保育，提供一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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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承傳」與「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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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甚麼是「文化承傳」？ 

廖迪生 

 
（一）解構 Heritage 

 

Heritage 這一詞，在香港官方文獻中，多數翻譯為「文物」，相信這是與香港的 

文物保護的發展過程有關。香港最早的保護文物條例是 1976 年所制定的《古物

古蹟條例》，目的是保護在香港有歷史價值的古物古蹟，而所保存的都以實物為

主，因此 Heritage 這一詞也就與建築物及遺址等連上關係。2007 年香港政府成

立發展局，將文物保護與地方發展聯合規劃，但都是以保存實物為主要目的，在

他們的用詞中，Heritage 基本上是指從前留下來的實物。 

 

Heritage 這個詞彙有很多涵意，基本上是指在人類社會裏，一直流傳下來而當時

認為是寶貴的東西。但似乎沒有一個直接翻譯的中文名詞能夠反映 Heritage 所包

含的多重意思。根據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002)，Heritage 是指「(i) 文化遺產（如祖輩遺留下來的藝術作品、文明成果及

民俗）; (ii)「遺產，繼承物」。雖然「民俗」這一個幾乎包含了所有地方風俗習

慣的類別也是 Heritage 的一部份，但這一個翻譯解釋主要把 Heritage 看成為「有

價值的遺產」，而忽略了無形的（非物質的），以及在經濟價值以外的事物。翻譯

解釋的另一部份——「遺產」是指由上一代遺留下來的東西，似乎只強調繼承保

留，忽略了當時社會的採用、修改及轉化的可能性。人們會因應他們所面對的社

會經濟環境，利用上一代遺留下來的事物。這一個翻譯解釋對瞭解 Heritage 的幫

助不是很大。Heritage 是指一些我們認為重要的，無論是有形的或無形的，由上

一代傳下來，而我們願意保留，將之延續及發揚的事物。我們在這裏以「文化承

傳」來作為 Heritage 的中文翻譯。 

 

（二）「文化承傳」的形態 

 

由上一代遺留下來的東西，如古物古蹟等，是有形的實物，比較容易理解。但很

多流傳下來而大家覺得寶貴的東西可以是非物質的、無形的，例如一些口述傳

統、神話傳說、行業技術及地方知識等，這些看起來就變得比較抽象，不如實物

般那麼容易掌握，但這些可能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更加密切。簡單來說，這些無形

的文化承傳與我們的思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透過思維，我們創造出不同的有形

及無形的東西，也可以說，有形的東西，都是由一些無形的法則或方法所創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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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我們所指的非物質的文化承傳。 

 

要瞭解無形的文化承傳的話，我們要知道社會文化的延續方式。我們腦子裏有一

套生活方式的準則，對自己社會文化的瞭解。在這一些準則之下，我們創造不同

的事物，有形的、無形的、實物的，或短暫存在的，我們會透過傳授與學習的方

法把它們延續。很多時候，地方智慧是以口傳或訓練等形式傳授給下一代。當然

我們可以以文字或影音器材記錄下來。但大部份卻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習慣，自

然或無意識地流傳下去。而那些複雜的儀式活動或工藝技術，則是要經過長時間

的學習訓練，才可以掌握。這些文化承傳便只集中在一些地方專家的身上。 

 

不同的人對不同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對文化承傳的理解也可以不一樣。地

方群體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會發展出自己的一些特點，累積自己的地方智

慧，建構了自己的地方文化。地方智慧幫助個人解決生活的問題，適應獨特的生

態環境，協調社會人際關係。地方文化存在於不同的層面，也可以創造出不同的

實物。也就是說，這些地方文化內涵由其成員分享，存在於群體成員的腦子裏。

這樣，不同的群體可以發展出不同的文化承傳。 

 

這些智慧在實物或動作的創造過程中顯現出來，而成為瞭解文化承傳的對象。但

我們要知道這些實物或動作的背後，是由一套地方文化所支持，由一個社會群體

所維繫。 

 

（三）外觀、脈絡、符號、意義與詮釋 

 

實物有其外形，儀式有其執行的方式，活動都有一個既定的過程。這些外形或形

態可以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都不會改變，在典籍上還可以找到「正統」的詮釋。

但有趣的是，在這個「正統」意義之外，不同的人都可以對某一個形態的事物有

不同的理解及詮釋。例如一間被列為法定古蹟的祠堂，對宗族的成員來說，是他

們拜祭祖先、舉行慶祝活動及解決宗族成員紛爭的地方；但對一群建築藝術的愛

好者來說，成為法定古蹟的祠堂是記錄地方建築藝術的見證；而對在都市長大的

居民來說，古老的祠堂是記錄着他們祖先歷史的足跡。例如在農曆正月十五日，

宗族成員會在祠堂舉行點燈儀式，新生男丁的家長在拜祭祖先的同時，也把男丁

的名字登記在族譜上，讓他們正式成為宗族的成員。但那些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

趣的人看來，這個點燈儀式是一項傳統習俗，保存儀式就是延續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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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祠堂是宗族成員拜祭祖先、舉行慶祝活動及

解決紛爭的地方。元朗厦村友恭堂（鄧氏祠

堂），2012 年。（廖迪生攝） 

 

圖 1.2： 

添丁的家庭負責點燈儀式，是向社群宣佈新

生男丁的周年活動。元朗欖口村，2010 年。（廖

迪生攝） 

 

我們要明白這些不同的詮釋的話，便要區分「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係。每

一個符號都有其意義。當紅色交通燈亮起時，車輛要停下來，行人不能橫過馬路，

因紅燈顯示在這時過馬路會有危險，在交通運輸系統裏，紅色這個符號代表危

險。但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中，紅色代表喜慶吉祥，故在婚禮及節慶時（如在農

曆新年期間），都應穿上紅色的衣服及使用紅色的裝飾物，但紅十字會則以紅色

來提醒人們捐血救人。在不同的文化中或不同的脈絡下，紅色這一個符號的意義

都可以不同，因為這些意義是由不同的群體成員所賦予的。 

 

實物的外觀和儀式活動的形態，在分析的理解上，都是符號，而這些符號對不同

的人來說，可以隱含着不同的意義，因為人類有能力各自進行詮釋。不同的個人

和群體，由於成長的過程及歷史，培育出不同的理解，文化賦予社會成員一套詮

釋的體系。 

 

（四）感情、認同與個人主動 

 

實物、建築物可以長時間的存在，一些定期的、重複的儀式與活動，以及風俗習

慣可以以一個比較固定的形式存在，超越個人的生命周期，這些實物儀式活動，

在不同的時間與人及群體發生關係。人生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群體的發展過

程，都會與某些事物聯繫起來，培養了人的感情，建立了人對地方、群體及社會

的認同。所以文化承傳往往可以成為一個焦點，一些歷史建築物及傳統儀式慶

典，可以給人不同的聯想，牽動情緒。 

 

有趣的是，縱然社會成員分享一個共同的文化，但個人並不是被動的接受，他們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欲，改變文物或風俗習慣的形式，把新的意義賦予在既有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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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承傳上。不同的歷史過程及社會潮流，都會影響着人們對文化承傳的界定。也

就是說，一些本來大家認為重要的文化承傳可以漸漸被冷落，而一些原來大家不

屑一顧的事物，也可以忽然變得重要，成為新的焦點。 

 

我們可以把生活上的很多東西視之為文化承傳。但很多時候，選擇某一事物成為

文化承傳項目，是基於當時的情況。所以這些選擇的決定，所反映的是作出這些

抉擇時的社會文化脈絡。選擇者透過選擇某些文化承傳項目來解釋個人、群體、

社會、國家，以至人類的存在，建立一個大家都接受和認同的「歷史」。 

 

（五）「文化承傳」與社會關係 

 

人類社會的延續，有賴於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群體的團結保障着個人的生存。地

方文化的形成，幫助成員解決某一特定社會及自然生態環境的問題，定出一套人

與人之間相處的法則，例如家庭組織、親屬制度、婚姻安排及宗教儀式活動等等。

一個社會的存在與運作有很多法則與規矩，成員並不需要去刻意理解，或追尋原

因，也不一定需要知道這些規則的意義。很多時候，人們都只會說，這些是先祖

留存下來的東西，他們只是照着辦。但從學習研究的角度，我們要把這些風俗習

慣放在它們的脈絡環境中瞭解，才可以明白箇中原因。 

 

以南中國的家族組織為例，男性是家族的主角，擁有較多權力。家庭成員的姓氏，

依循父親的姓氏。財產及名位由男性子孫承繼，兄弟有平均繼承祖先財產的權

利。但很多家族成員都不會把財產瓜分，而是以祖先的名義組成族產，由後代男

性成員共同擁有。女兒沒有繼承祖先財產的權利，且要出嫁並在夫家定居，成為

丈夫家族組織的成員。不過出嫁時女兒會得到一份嫁妝，雖然價值不一定多，但

這可以理解為財產繼承的一個形態。這樣，家族便是一個由一群單姓男子、未出

嫁的女兒及嫁進來的媳婦所組成的組織。他們共同擁有財產，環繞以祖先崇拜為

中心的宗教活動。有些家族更組成自己的更練團來保衛家族財產及成員的人身安

全。這些家族組織之所以出現，是由於在皇朝時代，身處邊緣地區，沒有得到國

家保護，於是發展出一套以家族組織來控制財產、從事農業生產及維持治安的方

法。有趣的是，他們的組織法則與尊祖敬宗的儒家思想非常配合。 

 

家族組織裏的祠堂、族譜及祖先崇拜活動等都是我們今天重視的文化承傳項目。

這些項目的背後，是一個維繫着家族成員的組織，這個組織有着清楚界定成員身

份的規則。南中國姓氏集團的形成，直接或間接地維持着地方社會運作。與家族

有關的文化承傳項目關係到地方社會的延續，容易引起成員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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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是聯繫鄉村成員

的重要活動。元朗山厦村太平清醮醮棚

及盆菜宴場地，2011 年。（廖迪生攝） 

 

（六）誰的「文化承傳」？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衝擊下，很多傳統社會的經濟生產能力被替代，成員要移居

都市尋找工作，傳統文化的延續面對着很大的壓力。一些傳統社會還能維持着某

些傳統習俗，對部份不明所以的都市居民來說，這些往往成為奇風異俗，是旅遊

觀光業的「文化資本」，為文化承傳項目商品化鋪路。但另一方面，在都市化的

影響下，人與人之間變得非常隔閡，社會關係疏離。鄉郊的文化承傳項目成為緬

懷自己（或群體）過去的對象，這群「外來的」參與者也成為文化傳承項目的詮

釋者，地位更日漸彰顯。 

 

由於人可以為不同的東西賦予意義，縱然一些不是屬於自己的東西，也可以把自

己的意義附加於上。緬懷過去是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很多人都緬懷過去而對象是

同一個事物的話，原來的文物或風俗的擁有者可能也會失去了詮釋的優勢，更甚

的是，地方弱勢群體適應及附和外來大多數的詮釋，販賣傳統。試想當地方的婚

禮儀式成為吸引遊客的表演後，社群成員又那會以之作為自己婚禮的儀式呢？商

品化的文化承傳項目只會成為吸引遊客的玩意，失去本來生長的土壤。 

 

香港社會不斷的在變化，在以經濟效益為前提的全球化及都市化的衝擊下，很多

古蹟及地方文化都失去了原來社群的支持，面臨消失。雖然一些文物及傳統風俗

得到維持外觀不變，但傳統社會組織和群體成員間的關係也在改變。新的群體賦

予文化承傳項目新的意義，形成了不同群體競爭對意義的詮釋，競逐文化承傳項

目背後的資源。競爭者之間所代表的是一個新的社會關係。 

 

文化傳承要得到社群的重視，自願並自動的將之維持，才能流傳後代；也可以反

過來說，文化傳承是延續社群的重要元素。只有兩者之間的互動，才能維持有生

命的文化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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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質文化遺產 

蕭麗娟 

 

為什麼要保育文物？現在從事保育文物的工作有什麼作用？有人覺得保育文物

是想向政府表達自己的意見，提高公民的意識。但很多時候，文物可以讓我們瞭

解自己身處的環境。 

 

文物是很多人的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的保存。虎豹別墅和萬金油花園是其

中一個例子，當時萬金油花園是香港第一個主題公園，虎豹別墅則是不向公眾開

放的私人住宅，設計運用了東南亞概念，但很多香港人覺得萬金油花園不值得被

保留，只回憶虎豹別墅，那麼，我們究竟將文物定義為虎豹別墅，還是萬金油花

園呢？另一個可比較的例子是志蓮淨苑，其建築精細，選用加拿大木材，擁有日

本唐代建築的風格，它可算是文物？而萬金油花園不算？ 

 

茶具文物館也就是前三軍司令官邸，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西式建築，建築樣式是

仿照英國，並揉合了中式的原料和風格，但它的周圍已建高樓，原來的歷史環境

（historic environment）不在了，那麼，它是我們需要保育的文物嗎？另外，我

們一直所說的文物，究竟是在香港發現的考古文物？還是為了紀念香港本土的重

要歷史事件——如日治時期香港人的傷痛回憶——而創造的物件？ 

 

歷史也是文物定義的考慮因素。如跑馬地墳場，它擁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但埋葬

的是什麼人？他們是如何死的？為什麼沒有基督徒的身份也可以安葬？聖約翰

教堂的建築特色為英國人最早所建，曾在日本佔領時被毀壞，之後再重建和逐漸

擴充，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歷程也可能與這座教堂有關。 

 

建築背後的文化涵義也是其中一個因素。台灣有一間廟宇的屋頂建築為閩南特

色，空間也是典型的廟宇環境。這建築是新建的，台灣將它保留下來不只因為它

的物質特點，也是為了廟宇背後的思想——典章制度、民間信仰、與人相關的文

化、生活及習慣，這間廟宇也是文物嗎？另外，傳統中式建築有「借景」的建築

手法，即將遠處的景物通過空間的安排帶到人身邊，或將人帶到那些遠景去，這

樣式的建築通常出現在大戶人家的庭院裏，供深閨小姐觀賞，其他傳統建築的漏

窗、「竹報平安」或「蝠鼠」等裝飾圖案，也傳達了很多中國文化。在日本，最

重要的文物並不是實物本身，而是建築的技術，日本傳統是經學習來保存傳統的

建築方法和技術，如唐昭提寺的建築和維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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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唐昭提寺重修，日本奈良，2005 年。（蕭

麗娟攝） 

 

文物也在解說人們過去生活的自然和人為環境。香港鹽田仔是信奉天主教的客家

村，內有一座顯眼的紅頂教堂，是村民以客家話進行彌撒的場所；教堂後全是民

居，教堂旁是一所學校，以前為神父的住處，村裏的小孩每天在那兒上課；後來

村民將鹽田闢建魚塘，在教堂後山修建了客家人的墓地。所以整條村落和建築均

具特色，若果要選取一件文物，究竟是教堂、屋子、學校、鹽田、墳場，還是整

個村莊呢？ 

 

新界歷史有很多類似的故事來解釋村落財富的來源。其中一個例子是曾大屋，傳

說有一位海盜在這兒放了幾罐錢便離開了，曾大屋的先祖於是用罐中的錢蓋了這

間屋，曾大屋是一間富有特色的客家圍屋，設計與防禦有關，屋後有山，前為平

地，側面有小山，是一個很好的風水格局，但我們無法參觀這所大屋，它是否文

物呢？ 

 

現代人的詮釋、理解和聯想也為文物下定義。如香港大埔林村的許願樹，在香港，

許願樹不止這一棵，但人們相傳大埔許願樹可使願望靈驗，因而漸漸成為一個吸

引遊客到大埔旅遊的物件。我曾參觀過日本一處很重要的歷史文物遺跡，那兒有

一尊銅牛雕塑，本來是建築的一部份，但人們穿鑿附會一些含義在銅牛上，使到

遊客都去撫摸銅牛的牛鼻，令其變成一種特別的東西。人們覺得土地是神靈，但

每條村對土地都有不同的理解，想像塑造出來的土地形象，拜土地的方式也各處

不同。又如外國遊客覺得廟街是香港的文物，但本地人覺得廟街和深水埗差不

多。還有台灣澎湖的石滬，其形狀像兩顆心扣在一起，也是一處景點和文物，但

石滬原是為漁民捉魚而修建的，讓游過兩道圍圈的魚無法脫身，現在，大家都喜

歡坐在這裏談情說愛，附會很多「心心相印」的含義在這個石滬上，於是吸引了

很多情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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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雙心石滬，臺灣澎湖，2004 年。（蕭麗娟攝） 

 

 

還有一種無形的文化，如客家人煮飯的方法、擂茶等，又是否文物呢？ 

 

有些建築在不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形象，甚至變成為文物。如七層大廈，以前住

七層大廈較木屋舒服，每家都有獨立的空間環境，但居民的子女就不喜歡，它象

徵着貧窮的形象，需要拆卸，而學者則覺得七層大廈是文物，值得保留，因為它

是在短時間內修建的，風格粗獷，很實用，而且構築了一種獨特的人與人溝通的

文化，人們的空間關係既獨立又親密，鄰里關係很好。 

 

聯合國亦有很多關於文物的講述，如文物可以不同形式出現，是我們對文物的回

憶，是我們有責任保留的東西，最近聯合國對這些定義有所補充，可見文物隨着

時間而變化。在 2004、2005 年，英國文物保護委員會（English Heritage）將文

物的定義從實物擴展到看得見物件的歷史環境，但仍不太重視無形文化。 

 

簡而言之，文物的定義並沒有標準答案，大家可有自己的理解，如博物館的館藏、

古建築、文化景觀、歷史環境、考古文物、自然環境、傳統生活方式、整體生活

素質或人們專門創造出來的東西等等。因此，香港政府在 2004 年進行了文物政

策的檢討，主要關注地上的文物，探討究竟什麼是文物。大家對文物都有不同的

理解，所要保護的物件也不同，如前述的日本傳統技術，我們要保存實物本身，

還是背後的理念？為什麼我們要保存？怎樣去保存？誰來負責資助保存文物？

這些都是我們值得探究的問題。 

 

但文物是怎樣形成的？東西先由人們創造出來的，繼而被利用，接着進行篩選，

便成為文物。所以專業人員需要小心篩選，否則影響深遠，一件東西是不是文物，

取決於社會怎樣去選擇，在選擇的過程中，不應只有決策者、政府的參與，人人

都應是其中一份子。關於文物的取捨，最近一、兩年也有不少的爭論，景賢里是

一個例子，它是中西風格混合的建築，我們經常可看到很多旅遊巴士停泊景賢

里，遊客下車拍照，市民認為要保留它。 

 

 

中環天星碼頭也是引起討論的文物。很多乘搭尾班船的市民一起拍照，表現開



21 

心，但沒多久，陸續出現抗爭行動，那麼，乘船和抗爭的是否兩群不同的人？還

是同一群人？ 

 

什麼是文物的定義就是如何看待文物，不同人有不同的看待方式，早年，文物定

義為一棟棟的舊建築物，保存方法是讓入面的人搬走，買它下來，收歸旗下，再

維修，那就是保存了。但今日，文物已不再是建築物，此文物定義已沒有作用。

假設廟街被定義為文物，而其保存方式是趕走商販，不讓其他人購物，那就等於

令廟街的重要性落空了。 

 

總括而言，我們一直沒有確定文物的概念，一直也沒有停止發展、更新對文物的

認識，文物並不是一個靜態的概念，我們需要走入文物所處的社會內，去瞭解和

解釋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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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非物質文化遺產 

鄒興華 

 

本文內容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二是香港如何保護非

物質文化遺產及過去幾十年如何發展——從對物質遺產的保護，逐漸擴展到包括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與歷史背景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雖然是相對的概念，但二者都是文化遺產的重要

組成部份。20 世紀 70 年代以前，絕大部份國家都只注重保護物質遺產如歷史建

築、古蹟遺址和出土文物等；可是，對建築和遺址的保護做得再好，如果沒有人

在裏面開展活動，它們就只是空殼，變成了博物館。因此漸漸地，物質文化遺產

背後所包含的非物質文化傳統和意義也成為保護的對象。由於非物質文化傳統主

要通過人以口傳心授的方式來傳承，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對象其實不是

物件，而是對人的保護；更確切地說，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靠的是一代代

的接班人，所以它要保護的是傳承活動的那群人。 

 

日本是最早開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家。早於 1950 年，日本已通過了一

條保護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例，用的名稱叫做「無形文化遺產」——「無形」

就是「非物質」的意思。1962 年，南韓也通過了法例保護本國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什麼？可看看日本福岡櫛田神社的例子。在福岡櫛田神社裏，

有一座高約 5 米的山笠，旁邊的石碑上刻有「國重要無形民族文化財」，在每年

特定的祭祀節日裏，當地人便會抬出山笠去巡遊，因此，這山笠其實是一項無形

的、非物質的祭祀傳統的載體，而這項非物質文化傳統，每年只會由特定的一群

人、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進行。因此，這項無形文化遺產的載體是人，要保護的

是整個由人所做的活動，以及活動的地點和空間。另一個例子是日本的婚禮制

度。不少日本人結婚仍會在神社裏舉行儀式，儀式有一系列的流程和不同的參與

者，是日本一種古老的無形文化傳統。在日本福岡的櫛田神社裏，現在還在舉行

這種真實的婚禮活動。櫛田神社屬於日本的神道教，在日本是比佛教更古老的一

種宗教。這種在神社舉行婚禮儀式的非物質文化傳統，是由每位參加婚禮的人所

傳承。當婚禮完成後，所有參加婚禮的人便會離開，剩下的就只有神社建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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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把這個神社當成一個古建築去看，而不去瞭解人們如何使用這古建築，就不

會瞭解到它背後的這些傳統活動的意義。 

 

1972 年，聯合國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其內容主要是針對實

物的保護，並沒有提及對非實物文化遺產的保護。這公約在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工

作上產生了巨大作用，至今全球已有八百多項具有突出普世價值的遺產被納入世

界遺產名錄之內。由於世界遺產可以促進文物旅遊，帶動地區經濟發展，所以導

致中國近年的「申遺熱」。 

 

到 80 年代，人們發現在全球化趨勢下，一些民間傳統如果沒有得到保護，就會

消失得很快。全球經濟一體化使世界很多地方的面貌越來越趨相同。全球化其實

就是強勢經濟將弱勢經濟吞沒，強勢文化將弱勢文化淘汰掉。 

 

這種文化衝擊非常猛烈，為了與之抗衡，很多國家，特別是小國家提倡要保護那

些弱勢文化，鼓勵保存文化多樣性（cultural diversity）。非物質文化保護的概念

和含義就是：文化不分高低；每一種文化都有延續的權利。所以聯合國於 1989

年通過了《保護傳統文化民俗建議書》，並於 1992 年進一步提倡「文化權」的概

念。 

 

聯合國提倡的「文化權」，是指每一個少數民族的文化都有權利延續，不應該被

強勢文化消滅。語言是其中一個例子，據聯合國統計，目前世界上只剩六千七百

多種語言，但是，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之中，曾經有過萬種、甚至幾萬種語言，

可惜很多都消失了。每一個語言代表的是一個族群，一種語言是一個族群在漫長

時間中發展出的一種表達體系，它的背後承載着一種獨特的文化。由於沒有人去

保護那些弱勢的語言，隨着會講那些弱勢的語言的人越來越少，語言就會滅亡。

譬如香港以前有不同族群和語言，譬如客家話、新界圍頭話和漁民話等。但近年

來香港的語言漸趨於一致，即受廣東（廣府）話所影響。聯合國目前的官方語言

有六種，即全球大部份人只應用這六種語言，剩下的六千多種語言，就只有少部

份人仍在使用。弱勢語言受強勢語言逼害，都可能消失得很快。 

 

1998 年，聯合國制定《宣佈人類口頭及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計劃，目的是要制

定一個名單，讓更多人去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民俗傳統的重要性。2001 年 5

月，聯合國宣佈第一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單，共 19 項，中國的昆曲

入圍第一批名單。2003 年和 2005 年又分別公佈兩批名單，使代表作增加至 90

項。中國共有四項文化遺產入選：昆曲（2001 年）、古琴（2003 年）、新疆木卡

姆（2005 年）和同蒙古國聯合申報的蒙古族長調（2005 年），成為世界上人類口

頭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最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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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次代表作名單宣佈後，這個計劃就終止了，因為 2003 年 10 月，聯合國已

正式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在兩年多的時間裏，30 個國家正式

加入公約後，於 2006 年 4 月公約正式生效。根據公約的界定，非物質文化遺產

包括群體或團體的文化實踐、表演、知識技能和傳統文化知識。定義必須滿足兩

個條件：一是一定要代代相傳，已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二是主體必須是一個族群

或個人，他們所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能使他們產生認同感、身份（identity）和

歷史感。公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實質性界定包括五個範疇：（1）口頭傳說，包

括作為載體的語言；（2）表演藝術；（3）民間風俗；（4）自然宇宙知識；（5）傳

統手工藝。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五大範疇在香港的情形包括下列內容。口頭傳說和語言在香港

有幾個支系：廣府話、客家話、圍頭話、漁民話及鶴佬話，都在快速地消失；口

頭傳說在香港有張保仔故事、楊侯傳說、粉嶺龍躍頭鄧族的皇姑故事及杯渡禪師

的故事等等。第二類表演藝術，包括粵劇、南音、神功戲、木偶戲及盂蘭節上的

潮州戲。粵劇方面，雖在 70 至 90 年代曾一度式微，但最近十年，因為政府投入

不少資源作教育推廣，粵劇有復活的趨勢，而省港澳三地已向聯合國申報將粵劇

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之內。第三類是民間民俗活動，譬如上水廖

族的廖萬石堂祭祖、新界宗族的祭祖儀式、大澳漁民的端午節龍舟遊涌、各區的

盂蘭勝會、長洲西灣天后誕、元朗大樹下天后誕廟會、坪洲金花娘娘誕辰、長洲

惠潮會每年一次的太平清醮，以及石澳、大浪灣村和吉澳等十年一次的太平清醮

等等，這些民俗活動雖然隨時間有不少變動，但不會偏離主線太遠；卻也面臨不

少問題，譬如傳承人及活動空間因為城市發展而逐漸消失。第四類就是民間傳統

知識和關於人們對宇宙的認識，譬如攝太歲、打小人及大埔林村的許願樹求福等

風俗，雖有人定義為民間迷信，但它們承載着中國人的觀念和風俗。第五類是傳

統手工藝，香港有搭棚技術、曬蝦醬、曬蝦膏、漁民的織網捕魚知識、大排檔、

盤菜及古老的市集等等，有的消失，有的意義發生了很大變化。涼茶因為被列為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年有復活的跡象。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措施 

 

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規定，每個加入的國家必需制定一份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清單。這清單需要很多研究和調查，譬如開展全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

查。第二步是每個締約國必須制定保護機制。此外，聯合國同時制定了「人類非

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需要緊急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讓各國申報。其

中緊急保護名錄的制訂，是出於很多小國家、窮國家沒有資金和技術保護本國遺

產，需要各國提供經費和技術幫助它們保護；因此，公約成立了緊急保護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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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是締約國分別於 2006 年 6 月和 2008 年 6 月兩次召開會員國大會，通過和

制訂了一套作業指南來指導、規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 

 

中國在上世紀 80、90 年代就參與了推動《公約》的制訂。中國國務院在 2004

年通過正式加入公約，並於 2005 年頒佈了《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的意見》，成立由九個部委聯合組成的一個聯席會議制度，並成立了由縣、市、

省、國家四級組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亦從 2005 年開始進行全國非物

質文化遺產普查。2006 年 9 月國家還指定中國藝術研究院作為中國非物質文化

遺產保護中心開展實際工作，包括普查、研究及保護等具體措施。 

 

2006 年國務院宣佈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共 518 項，其中包括廣東、

香港和澳門共同申報的兩項：粵劇和涼茶。2008 年宣佈了第二批 510 項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 

 

為配合公約的保護工作，香港政府於 2006 年 3 月在香港文化博物館成立了非物

質文化遺產組。為了第一步的清單的制訂，香港正籌劃進行全港性的非物質文化

遺產普查。另外，2008 年 7 月，政府成立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

由約十位專家、學者組成，以監督普查的工作，並給政府提供有關保護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意見。清單制訂之後，政府還有一系列的保護工作，包括研究、保存、

宣傳、弘揚、承傳（主要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及振興等。 

 

 

圖 1.6： 

傳統風俗：長洲太平清醮的包山，2012 年。

（鄒興華攝） 

 

圖 1.7： 

傳統風俗：大澳端午遊涌，三艘新龍舟正式

登場，2012 年。（鄒興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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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傳統風俗：銅鑼灣潮人公和堂盂蘭勝會，神

功戲演出天姬送子，把太子送進神棚，2012

年。（鄒興華攝） 

 

 

圖 1.9： 

龍舟製作技藝：師傅在香港仔的船廠內以傳

統工藝製造三艘龍舟，供 2012 年大澳端午遊

涌之用，2011 年 8 月。（鄒興華攝） 

 

圖 1.10： 

紮作技藝：師傅為 2012 年中秋綵燈會紮作大

型龍燈的龍頭。（鄒興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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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的文化承傳 

潘淑華、黃永豪 

 

文化承傳（Heritage）是一個變動中的概念，此變動的其中一個表現，在於它從

最初注重Tangible Heritage——也就是有形的、可以看得到觸摸得到的文化遺產，

到後來亦同時注重Intangible Heritage——也就是無形的文化遺產。文化承傳亦是

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概念。社會上不同人士對於什麼是有價值的、應該承傳給下一

代的文物及文化特質，有不同的意見，亦不能輕易地取得共識，此解釋了為何文

物保護在近年的香港社會引發了不少爭端。而文化承傳當然不單是一個概念，它

牽涉一連串的行動和實踐，當中包括文物的保護和展示，甚至是不同的利益團體

對文物的利用。 

 

本文集中討論實踐中的文化承傳，文章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討論香港對於有形

的文化遺產（Tangible Heritage），包括歷史遺跡及歷史建築的保護，是在什麼樣

的國際及本土歷史的脈絡下出現，並分析香港政府及保育人士，對保護文化遺產

的不同理解及行動。第二部份集中分析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Heritage），

討論文化遺產如何展示在宗教節日和節慶活動等方面的民間生活中。第三部份則

分析文化遺產在近年如何被利用作旅遊推廣的資源。第四部份集中討論博物館中

的文物，如何選擇性地展陳過去。 

 

（一）有形的文化承傳——香港歷史建築物的保護 

 

究竟在人類歷史上，何時開始出現保護歷史建築物的意識呢？文物保護在人類歷

史上可說是一個嶄新的現象，文物保護者所關注的問題，是被他們視為有價值的

古老建築物的大規模消失。此意識最早出現在 19 世紀的英國，但當時保育人士

針對的問題，並非建築物被拆毀，而是被復修（restored）。當時英國各地教堂的

負責人致力復修教堂，其宣稱的目的是要回復教堂中世紀的面貌。但保育人士認

為這些隨意的、完全沒有歷史依據的復修，反而損毀了建築物的歷史原貌。

William Morris 於 1877 年成立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Buildings 

（SPAB），其目的就是希望制訂復修歷史建築物的原則，以保護建築物的歷史原

貌和價值。 

 

雖然保護文物的概念在 19 世紀的英國已出現，而在 1930 年代亦出現了雅典約章

（Athens Charter），但對文物保護的普遍關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的。

由於歐洲的大規模重建及經濟發展加速，令人開始擔心歷史建築物將會在經濟發



31 

展的浪潮下逐漸消失。因而可以說，文物保護的目的，是希望制約過度的經濟發

展，以在發展與保存歷史遺跡之間作出平衡。 

 

1970 年代是文物保護的轉捩點，此時聯合國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把文物保護提昇到國際層次，並開始羅列世界遺產的清單，以保護文化及自然遺

產。在這個思潮下，文物保護成為國際性的行動。 

 

文物保護意識在香港的出現，與歐洲有相類似之處。自 1950 年代開始，香港經

濟起飛，到 1970 年代，不少歷史建築，尤其是位於中環、殖民地色彩濃厚的建

築物一一被拆卸，例如皇后行於 1959 年被清拆，以興建文華酒店；與其毗鄰的

太子行亦於 1962 年被拆毀，並在原址興建了一座同名的建築物。人們開始感覺

到城市空間的變化太急促，有需要對急遽的發展步伐作出制約。但當然，香港政

府文物保護行動的出現，亦與 1960 及 70 年代香港的政治環境有密切關係。1967

年發生六七暴動，促使香港政府調節其殖民政策，當中包括文化政策。例如在

1969 年至 1973 年，香港政府先後三次舉行「香港節」，1972 年成立歷史檔案處

（PRO），而同一時間，政府開始草擬保護歷史建築的法例，並在 1976 年成立了

古物古蹟辦事處（AMO）。由此可見，香港的文物保護思潮和行動於 1970 年代

開始形成，這與香港經濟急速發展有關，而與政府文化政策的改變亦有密切的關

係。 

 

雖然 1970 年代香港政府作出了不少行動以保護文物建築，但保護香港歷史建築

物的運動，不應被單純理解為由上而下的行動。事實上，政府雖然通過了文物保

護法例，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建築是在法例通過後被拆卸的。在 1970 年代及 80

年代，香港民間人士對香港政府未能有效保護文物作出相應的行動，雖然他們的

行動最後都以失敗告終，但這些行動象徵了香港民間文物保護運動的萌芽。 

 

香港在 1970 年代及 80 年代的文物保護運動的爭論焦點，分別是尖沙咀火車站和

香港會所（Hong Kong Club）。尖沙咀火車總站於 1910 年通車，總站及鐘樓則分

別於 1913 年及 1915 年建成。上文提到六七暴動後，香港文化政策有重大調整，

當中包括政府於 1977 年決定拆卸火車站，在原地興建一個文化中心。一批以西

方人為主的保育人士，於同年組成 Hong Kong Heritage Society，會長是來自英國

的建築師 David Russel。他們提出不同於政府的建議——為什麼不把這個火車站

改造為文化中心？這個建議正是現在香港政府積極推行的活化利用（adaptive 

reuse）的文物保育概念，但當時的香港政府並不接受此概念。Heritage Society

遂動員香港居民參與保護火車站的行動，當中包括簽名運動。尖沙咀街坊會亦有

參與要求保留火車站。在得不到政府的正面回應下，Heritage Society 提升其抗爭

行動的層次：他們把收集到的一萬多個簽名送到英國，期望由英女王作定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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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最後還是接受了香港政府的決定，將火車站拆卸。這個抗爭行動不算完全

失敗，因為最後政府表示願意保留火車站的鐘樓。 

 

尖沙咀火車站被拆卸，而鐘樓被保留的例子，反映出在香港的歷史環境下，並不

是建築物滿足了社會價值、歷史價值或建築價值，就會自然被視為文物，當中還

會經過討價還價、抗爭和協商。倖存下來的，才會有機會被保存成文物。 

 

Hong Kong Heritage Society 的第二個「戰場」是香港會所。香港會所是一批在香

港最有勢力的歐籍商人――即所謂「大班」――於 1897 年所興建的一個私人性

質的社交場所。1970 年代中環的地價不斷上升，由會所成員組成的委員會於 1979

年投票決定拆除會所，以在原址興建高層建築物。由於香港會所屬私人擁有的歷

史建築，Heritage Society 遂向政府建議，將香港會所的委員會所擁有的會所發展

權，由香港會所轉移到附近另一個建築物，以保留會所。他們還希望將香港會所

用作中央圖書館和展覽中心。但建議未被政府接受，香港會所最終被拆卸。 

 

當時為什麼保留有價值的歷史建築的建議都被否決了呢？首先，政府覺得保留這

些建築物成本太高。其次，1970 年代已經有人提出，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物，

會勾起香港人被殖民的不愉快記憶，因而沒有保留的價值。即使是古物諮詢委員

會，亦認為西式建築對香港華人來說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而主張把精力放在保

存新界的中式建築物上，比如祠堂和廟宇。Heritage Society 兩次保護歷史建築

的行動都不成功，最後決定於 1983 年解散。會長 David Russell 最後感慨地指出，

香港不是一個有文化的城市，而只是一個缺乏深度與個性、非人性化的「塑料」

城市 （We’ve come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is not a cultured society. It is a 

plastic society.）。 

 

第一部份可歸納為以下幾點：第一，文物保護的出現是為了制約被認為是過度的

都市發展。第二，文物保護並非純粹是由上而下的政策，1970 年代已出現的文

物保護運動成為了香港新式的公民 / 市民運動。而它與近年的文物保護運動，

在成員、抗爭方式及爭取保護的文物方面均有明顯的變化。當時的主要參與者是

西方人，而近年的文物保護運動，已發展成以香港華人為主的本土運動。第三，

歷史建築的保護牽涉到城市發展的方向，保育人士都有一共同的疑問：城市發展

的方向是否完全由政府決定？市民有沒有參與權？所以文物保護行動無可避免

地會引起爭議，最後亦會發展為對政府行政決策權力的挑戰。所以文物保護本身

是一個很具政治性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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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形的文化承傳︰民間宗教 

 

民間宗教的內涵在於它是我們自我認知的投射，無論神、鬼、祖先等現象，都是

在敍述我們如何理解身處的現世。民間宗教是我們自己對我們生活的一種設計和

期待。因此，民間宗教的各項內容，包括儀式、信念和祭品，皆與文化承傳有着

密切的關係。甚至民間宗教背後的各種祭品的製作技術是不是一種文化承傳，也

是一個值得商討的問題。 

 

神誕、祭祖及打醮是民間宗教的三個較大的範疇，通過這些範疇，可以讓我們瞭

解地方社會的各種關係和現象。首先討論神誕的事例。慶祝神誕離不開廟宇。廟

宇可以作為地方社會的商業活動中心，可以作為宗教活動的場地，也可以作為地

方政治的象徵。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大埔新墟的文武二帝廟，廟前是一個繁盛的墟

市，在空間上，我們可以看到墟市裏人們日常生活和廟宇的關係。但在政治上，

文武二帝廟則代表着大埔墟周邊幾個鄉約的聯盟，這些鄉約，例如集和約和粉嶺

約，都是新界吐露港北部幾個最具實力的鄉約。在這個廟宇所供奉的關帝的神誕

裏，上述各鄉約所屬鄉村的地方領袖都會參與，以表示各鄉約之間的聯盟關係。

而各人祭拜的先後次序，也可以展示其政治和社會地位。所以，廟宇除了是地方

社會的日常生活場所外，也可以作為神誕的活動場地，代表地方結盟，此外也是

地方政治力量的一種表達。 

 

 

圖 2.1： 

大埔新墟的文武二帝廟是當地鄉約聯盟的象

徵，各鄉約所屬鄉村的地方領袖都會參與該廟

的關帝誕，以表示各鄉約的聯盟關係。大埔文

武廟，2008 年。（黃永豪攝） 

 

民間宗教除了顯示上層社會當權者的地方政治之外，其實也是村民自己的一種自

我認同，或自我維繫地方關係的一種活動。例如大埔船灣鄉的「做社」儀式，當

天，通過共同拜祭土地神和分豬肉，顯示了參與者都是屬於同一個村莊，屬於同

一個社區。 

 

另一個和民間宗教有密切關係的建築物就是祠堂。祠堂是供奉祖先的地方，但

是，祠堂除了具有敬宗修族的功能外，也可以有以下的幾個功能，譬如它可以作

為一所學校，也可以作為地方保護組織的辦公場所，也可以作為顯示其所在的鄉

村或宗族的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建築物，因為祠堂往往是村中最顯眼的建築，其規

模和裝飾可以顯示這條村落或這個地域的財富、功名和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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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宗教的打醮儀式主要有兩個功能，一是清潔地方社區裏「不乾淨」 的東西，

例如孤魂野鬼；二是顯示地方團結，是社區成員團聚的好時機。以下是香港幾個

不同地方的打醮儀式的例子，在儀式當中展現了地方社區的內部關係，也展示了

地方社區與外界潛藏的緊張關係。第一個例子是石澳的打醮，為了潔淨地方社

區，打醮時需要齋戒和封山，封山即在打醮期間，封閉當地的山林，不准再砍伐

樹林。至於齋戒則指社區成員在打醮期間不可以進食肉類。但是，石澳是一個旅

遊區，要切實執行上述的規定是有困難的。曾經因此而出現過一次這樣的爭執。

數年前在舉行打醮期間，有遊客在醮場隔壁的燒烤場燒烤，令居民十分不滿，認

為對神明不敬。於是，石澳村民在村口張貼通告，告訴遊客大澳舉行祭祀時遵守

齋戒的規條，外來者應該尊重本地的風俗和傳統，不應該燒烤。這次事件顯示地

方傳統與旅遊發展的矛盾關係，也展示社區與外界的緊張關係。另一個例子是上

水圍打醮。上水每 60 年才舉行一次打醮，於是居民盛大慶祝，所興建的醮棚規

模宏大，佔地甚廣，醮棚外擺放了很多花牌。醮棚不單是宗教空間、也是展示權

力和財富的空間。在醮棚外所展示的由各地、各村和各人送來慶賀的花牌數量，

不單可以顯示上水圍的政治和經濟力量，以及其與其他村落的關係，也可以展示

敬送花牌者或村落在上水圍的地位和關係。所以，舉行打醮儀式所在的醮棚可以

展示和再建構社區與外界的關係，而打醮儀式則展示社區的內部關係。 

 

打醮的過程包括取水、選緣首、啟榜和祭大幽。請神的方法有數種，有的是將神

像搬出來，有的只是在紙牌上寫上神祇的名字。舉行啟榜儀式時，喃嘸先生需要

把受到這次祭祀活動祝福的村民的名單唸出來，以證實誰給過錢，或者誰有

「份」，名字有沒有寫錯。祭大幽儀式就是供奉食物給餓鬼，然後打發它們離開。

由於打醮期間的醮場聚集了很多餓鬼，所以要請大士王（鬼王）來對付不乾淨的

野鬼。為了潔淨社區，趕走野鬼，村民會抬着大士王的神像巡行社區，所以巡行

的路線標誌了社區的界線。趕走野鬼後村民將鬼王也燒掉，打醮儀式也就此完結。 

 

對於民間宗教活動，應該怎樣理解、觀察和研究？而研究者又如何影響了當地的

宗教儀式與生活？由於科技進步，現在人們做記錄和觀察的方法往往就是拍照和

拍攝錄像，以為這樣就可以確實無誤地把整個儀式記錄下來。其實最重要的是用

筆記本子，以筆記錄當時你聽到什麼、看到什麼和想到什麼，不應該純粹依靠機

器。用機器記錄儀式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不能把你當時心中所思所想記錄下

來。此外，由於依賴拍照和拍攝錄像，現在很多人做研究，明顯地侵略到別人的

空間裏去，研究者也開始與被研究的社區、人和活動有了過於密切的關係，因而

影響了社區的生活和儀式。舉個例子，錦田打醮的其中一項儀式是打武。在 1995

年進行儀式時，筆者看到醮棚裏全是村民，沒有見到外來的研究者。在 2000 年

粉嶺圍舉行洪朝期間，筆者也沒有看到有外來的研究者跑來作記錄。但是，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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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上水圍打醮，在舉行打武儀式時，筆者發覺該場地被外來研究者的相機

團團圍住了。可見本港的研究氣氛變化很快，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使到香港

的社區意識開始高漲，很多人開始對本土文化產生興趣，紛紛跑去看民間宗教活

動。 

 

這個過程入侵了地方社區，不單止影響了地方社區的發展，也影響了當地人對自

己社區和儀式的認同。2006 年上水圍打醮的醮棚旁邊設有一個紀念品店和歷史

圖片展覽廳，這是要將打醮儀式展示給湧進來的外人看，告訴他們本村落是有歷

史、有文化，也有文物的。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例子。2006 年年底，吉澳舉行

安龍清醮時，村民在舉行巡遊慶祝時作古裝打扮，這是為了讓外來者感到其社區

具有悠久的歷史。這兩個例子讓我們看到，隨着旅遊的發展和對本土文化研究的

盛行，地方社區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外地人瞭解當地的歷史，另一

方面又很抗拒外地人對他們社區和儀式的干擾。所以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既可以作

詳細的記錄，又不會影響儀式活動。 

 

最後一個問題是，當我們開始說某樣東西是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時候，其實是在

討論這東西有否保留的價值。這個過程已經或多或少影響了這些東西的表述。例

如吉澳 2006 年舉行安龍清醮時曾有一項魚燈舞表演，這項表演正被深圳地方政

府申請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有悠長的歷史，其起源是過去漁民在歲末到

別的村子表演，向農民討個打賞。吉澳是次的表演，其特色是表演者是一群穿黑

色衣服的男子，他們盡量壓低身體，模仿魚類在水中的活動，可見整個表演是要

刻意將人的形象淡化。在 2007 年深圳舉行慶祝香港回歸十周年的活動中，深圳

中英街也舉行了魚燈舞表演，但筆者所見到的，是一群年青男女，穿着性感的服

裝，表演過程中盡量展現女性身段。整個表演的性質和意義皆完全改變了，究竟

怎樣的表演才是「真正」的魚燈舞？我們的非物質文化承傳是承傳甚麼東西？我

們怎樣去定義這些表演的轉變？ 

 

（三） 旅遊與文化承傳 

 

第二部份提及研究者對社區儀式的影響和改變，當地社區如何應付外來者，如何

建構自己的歷史、文物和文化。近年來文物或文化旅遊日益興旺，不可避免地影

響了當地社區。以下是三個旅遊開發的例子。一個是湖南張家界，它被列入世界

文化遺產後，遊客增多，當地政府沿着被評為世界級的文化景觀的山體修築了一

條自動電梯，方便遊客上山觀光。這建設對於本身以獨特自然風貌才得以被評選

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破壞非常大。 

 

第二個例子是香港。香港旅遊協會在 1957 年成立，它一直向香港人和外國人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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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香港是購物天堂。但是到了近年，由於文化旅遊日漸受到注意，於是這機構現

在所強調的，則是香港是東西文化交流匯聚的地方，有很多文物和文化特色，而

不是一個純粹購物的地方，其宣傳的重點顯然改變了。 

 

第三個例子是香港的鴨靈號。因為有外國遊客投訴在香港看不到有中國特色的漁

船，於是香港旅遊協會便租用了有傳統漁船外貌的鴨靈號，定期在維多利亞港來

回巡行，告訴遊客香港的文化特色就是漁船和漁民。但是，鴨靈號其實和漁業並

沒有實質的關係，它只是一個旅遊景點。 

 

下面兩個例子是關於地方社區與旅遊開發的關係。第一個是長洲搶包山。長洲搶

包山是當地太平清醮的其中一項儀式，長洲太平清醮是為了潔淨地方社區和團結

各族群的一個宗教活動。該宗教活動所祭拜的主神是北帝，以往舉行的日子是在

北帝像前以杯卜決定的。但是，現在為了推廣旅遊，方便遊客到長洲參觀，於是

搶包山的日子被定在公眾假期的四月初八佛誕日。搶包山當天要進行齋戒，於是

當地麥當勞便推出素菇包，也就是麥當勞齋包。可見，麥當勞這個全球化商業機

構現在也受本地文化影響而作出經營上的改變。搶包山活動是在凌晨 12 時舉

行，在這活動之前的慶祝儀式有舞龍舞獅。但是，在同一時間，當地居民也正在

準備舉行太平清醮的最後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儀式，這就是祭幽，即是祭祀

孤魂野鬼。祭幽是為了祭祀孤魂野鬼，舞龍舞獅卻是為了趕鬼，是節誕喜慶時才

進行的。所以，在同一場地的兩邊所舉行的儀式是互相矛盾的。在舉行搶包山比

賽時，參加者爬上包山去搶包，現場人山人海，氣氛熱鬧非常。同一時間，在同

一場地的另一邊，喃嘸先生跟當地緣首卻在舉行肅穆的祭鬼儀式。所以旅遊使原

來的宗教活動產生兩個互相衝突的不同部份。 

 

另一個例子是林村許願樹。到許願樹許願本來並不是林村當地的傳統，但是，隨

着旅遊的發展，到許願樹祈福逐漸變成了當地文化的表徵。由於把寶牒擲到許願

樹上的活動日漸盛行，於是樹上掛滿了寶牒，令這樹不勝負荷，最後更枯死了，

這很明顯是旅遊對當地文化的影響。為了維持這項旅遊的收益，2008 年當地人

在許願樹的旁邊種植了一棵新的樹木，同樣稱之為「許願樹」，鼓勵人們在此許

願。如果我們相信這個儀式的靈驗是由於許願樹具有某種特殊的能力，那麼一棵

外來的樹木是否可以如此輕易取代已枯死的許願樹？這等於將一個新的東西硬

生生移植到當地文化中去，取代原有的東西。 

 

這部份主要分析了鄉村的地方文化。簡略而言，這幾年出現了兩個趨勢，一是本

土意識的提高，以往不受重視的鄉村活動現在吸引了很多人去觀看和研究，這帶

來兩個影響：一方面影響了當地的社區生活，干預了進行儀式的人和儀式的過

程，尤其是圖像記錄的方式，驅使研究者或旁觀者在有形或無形中入侵了儀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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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應該如何處理或減低這種干擾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另一方面，當地人開始

以文化及文化承傳來建構自己的社區，向外來者訴說他們所希望讓人知道的本地

事物與歷史。另一個趨勢是旅遊的發展對地方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好是壞，

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圖 2.2： 

2006 年上水圍打醮中，儀式的場地被外來研

究者的相機團團圍住。上水圍太平清醮，

2006。（黃永豪攝） 

 

圖 2.3： 

2006 年石澳打醮，大會呼籲當地人士在醮期

內齋戒，後來遊客在當地燒烤引發村民不滿。

石澳太平清醮，2006。（潘淑華攝） 

 

（四）博物館的文物 

 

博物館是保存和展示文物的重要文化機構，讓公眾認識歷史。事實上，與文物保

護概念一樣，博物館的出現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嶄新的現象。究竟博物館在人類

歷史上何時出現？早期的博物館與現代的博物館有何差別？而香港博物館的出

現與演變，如何受西方影響？這些是此部份探討的問題。 

 

Museum（博物館）一詞源自古希臘文 mouseion，但其指涉的意義與我們現在所

理解的博物館並不相同。古希臘時代的 mouseion 是指希臘女神繆思（Muses）九

姊妹活動的地方。希臘人相信繆思九女神各自管轄着不同的藝術範疇，如繪畫、

音樂等，而藝術家、思想家的靈感亦由她們所賦予。所以古希臘時代的 mouseion，

並不是展示文物或歷史的文化機構，而是藝術家進行思考及哲學討論的地方。 

 

現代概念的博物館源於英國，深受啓蒙時代的科學和理性等思潮影響。這個時代

的世界觀與中世紀的有很大差異，中世紀以宗教來解釋宇宙和人類的歷史，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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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時代，在理性和科學思潮的影響下，人們開始收集動、植物標本，並進行科

學的分類和分析，認為這是探索宇宙和人類歷史的門匙。博物館亦是在這樣的歷

史背景下出現的。世界上第一所博物館是隸屬於牛津大學的 Ashmolean，於 1683

年開放給公眾參觀，藏品來自收藏家 Ashmole，當中除了書本和錢幣外，還包括

地質及動物標本。第二所博物館是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是由 Hans 

Sloane 的私人藏品延伸出的博物館，展示的也是科學標本，1790 年開始免費向

公眾開放。兩所博物館不同之處是大英博物館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所屬於國家的

博物館。後來，由於西方殖民勢力擴張，民俗博物館亦開始出現。結果，博物館

內所保存和展示的，不單是動物及植物的標本，也有被殖民者視為原始人類所應

用的物件以及他們的骸骨。 

 

香港早期的博物館深受英國的文化及殖民主義影響。香港首座博物館位於 1869

年興建的大會堂（City Hall）內。大會堂由香港的歐籍商人興建，並接受香港政

府的資助。博物館所展示的，當然不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香港故事」，而是各

類動、植物的標本。例如根據 1898 年的一份報章報導，博物館內的標本，包括

有鱷魚頭骨、眼鏡蛇、蠍子、蜥蜴，以及來自廣州的鐵線蛇等等。這所博物館不

單受啓蒙時代的科學精神影響，也深受種族主義影響。雖然香港的華人被允許進

入博物館參觀，但他們並不能與西方人同時進入博物館。根據博物館的規定，華

人與西方人有不同時段的參觀時間，原因是外國人不願意和中國人同時逗留在同

一場所內。1879 年，港督軒尼詩指出此規定是種族歧視，要求博物館取消此限

制，不然會停止政府的資助。但博物館對此並沒有理會，繼續原來的規定。 

 

1933 年，大會堂因其毗鄰的匯豐銀行擴建而被拆卸，結果，香港有約 30 年是沒

有博物館的。1962 年，新的大會堂落成，當中亦附有博物館，然而當時的香港

仍然未有屬於它的故事，博物館中展示的，主要是各類標本及香港早期的歷史繪

畫。自 1970 年代開始，隨着香港政府的文化政策轉變及有關香港歷史的研究逐

漸增加，博物館所展示的香港歷史逐漸形成。1975 年，博物館遷往星光行，開

始有了簡略的本地史展覽。在 1983 年博物館遷往九龍公園後，香港人終於能夠

在博物館中看到他們的「香港故事」。到 1997 年回歸後，香港故事又有了新的內

容，當中加強了鴉片戰爭部份，亦加設了有關回歸的展廳，「香港故事」不再單

純是香港的故事，而是香港與祖國「唇齒相依」的故事。 

 

可見，博物館中的文物，其實不斷被當時的政治因素所塑造。文物之所以難以定

義，正正因為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文化元素被選取、加強，以締造能

維繫一個族群的文物。「香港故事」強調香港工業化的成功故事，香港被塑造成

「不受政治影響的資本主義烏托邦」，而對香港社會及政治有深遠影響的六七暴

動，則輕描淡寫。而新成立的孫中山紀念館，亦回應了香港回歸後的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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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孫中山在歷史上是具爭議性的人物，但同時亦是極有用的政治資源。他在香

港求學，與香港關係密切，後來又被國民黨塑造成國父，因而在九七回歸後被用

作加強、塑造香港與祖國之間的文化、政治關係的象徵符號，不足為奇。歷史本

來就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角力（politics of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而當歷史

被塑造成展示在博物館中的文物時，記憶與遺忘之間的張力，就顯得更為強烈與

緊湊，因為當中牽涉的，是文化、族群和政治的認同，而博物館亦成為塑造國民

的場所之一。 

 

當然，博物館這種特性並不是香港所獨有，博物館對過去的展陳，受制於政府及

不同的社會群體。在美國，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NASM）於 1995 年

擬展出 Enola Gay（1945 年向日本廣島投擲原子彈的戰機），結果引起極大的爭

議。NASM 希望展覽能展現原子彈對日本平民的傷害，但這個展覽方向受到美

國老兵激烈反對。他們認為展覽是為紀念終戰 50 周年而舉辦的，因而應該強調

美國如何成功結束太平洋戰爭，而不是質疑美國投擲原子彈的決定。博物館多次

修改展覽內容，但仍未能與老兵達到共識，博物館最後決定取消展覽。NASM 的

館長事後提出了展覽面對的兩難處境：展覽的目的，究竟是為了要讓老兵們自我

感覺良好，還是讓觀眾反省原子彈所帶來的後果？而他不認為同一個展覽可以同

時達至這兩個目的。 

 

通過香港與美國的例子，我們可以瞭解到博物館所展示的文物，是經過過濾的過

去（sanitized past），當中具爭議性的、引人思考的課題，大都被過濾掉。由於博

物館需要討好不同的階層和不同的利益群體，也要負起塑造身份認同的政治任

務，因而不可能將過去如實反映出來。我們的歷史以及文物教育應該讓學生暸解

這一點，並幫助他們學會分析博物館展覽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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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承傳與身份認同政治 

張兆和 

 

「文物」是在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等種種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一種特

殊觀念和所指涉的器物與生活習俗，以及圍繞這些觀念、器物和習俗所形成的種

種制度、關係和互動。概而言之，「文物」是一組特定歷史環境下所產生的現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1972 年通過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和於 2003

年頒佈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國亦於 2006 及 2008 年先後公佈了兩

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好說明了「文物」作為一種特殊歷史現象的產生及

發展。1很多中國少數民族地區的文物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現象值得我們關注討

論，如少數民族的特殊政治和社會體制所促成特殊的文物問題，以及所涉及的個

人和群體經歷，可以啟發我們的思考，起到他山之石的效果，讓我們更深入地理

解香港及鄰近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相關問題。這個講題的目的就是以少數民族地區

的現象作為例子，與大家分享一些關於身份認同政治的概念工具來進行這種思

考。講題分為四部份：一、文物與身份認同；二、文物與身份認同的動態機制；

三、文物與身份認同政治；四、文物和身份認同政治的歷史脈絡。 

 

（一）文物與身份認同 

 

我自己的一項研究是關於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 家」群體。歷史文獻

中對這個群體的稱呼有很多不同寫法，最常見到的是狗爪邊旁的「 」。所謂「

家」是一個很政治性的類別，因為「 家」是未受國家承認為「民族」的一個群

體。他們周邊的苗和侗等群體，都是官方所認可的少數民族，在中國國家體制裏

還未有「 族」之地位。 

 

「 家」在國家體制裏經常被視為苗族的一個分支，但他們強烈反對，認為自己

不是苗族，而是一個獨立的群體，所以希望爭取成為第 57 個國家認可的民族。2

                                                 
1
  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1972 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公約》，2003；中國國務院，《國務院關於公佈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通知》（國

發〔2006〕18 號），2006 年 5 月 20 日及《國務院關於公佈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的通知》（國發〔2008〕19 號），2008 年 6 月 7

日。 

2
  Siu-woo Cheung, “Represent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Ge Identities in Southeast Guizhou,”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ed., Melissa Brow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24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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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身份政治訴求早見於 50 年代的官方民族識別工作中，當時被定為「待識

別民族」；80 年代初的貴州有二十幾個「待識別」群體提出申訴，而「 家」是

到現在仍堅持不被收編到其他民族裏的少數之一。3 

 

1990 年代初我在貴州東南部的「 家」群體中進行研究，並住在一個農民家裏。

有個女孩做了個蠟染書包給哥哥用，上面有該女孩的自畫像，旁邊反映身份類別

的字詞包括非常突顯的「 族」 兩字，另外還有「中國」 、「女人」、「人民」

和該女孩的個人名字（見圖 3.2）。這幾個字詞所包含的多種身份類別，顯示該女

孩的自我反思，探索怎樣理解自我，究竟自己是什麼和屬於哪個群體。這個女孩

表述自己為一個女人的身份，屬於中國這個國家，另外還有人民這個體制性的政

治身份。但最突出的類別就是「 族」，在她的自我反思中顯然是一個最主導性

的身份類別。 

 

 

圖3.1： 

一位「 家」婦女正在製作蠟染手工藝

品。貴州凱里市麻塘村，2012年。（張

兆和攝） 

 

圖3.2： 

一位「 家」女孩給哥哥造蠟染書包。

她把從哥哥處學到的中文字寫在書包

上，並繪上自畫像，表達出自己各樣的

身份。貴州凱里市麻塘村，1993年。（張

兆和攝） 

 

                                                 
3
  關於中國官方的民族識別工作，見費孝通，〈關於我國民族的識別問題〉，《民族與社會》（北

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 18；黄光學、施聯朱，《中國的民族識别》（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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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這種個人性的身份認同對照，國家體制裏的「亻革家」則被認為是苗族的一個

分支，而非一個單一民族。剛剛於 2008 年頒佈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錄，在 510 項中有一項是貴州的苗族刺繡，另一項是黔西安順市的蠟染。4 對

「 家」來說，這兩個項目都甚具爭議性。1982 年北京人民藝術出版社出版了

一本很權威的《貴州苗族刺繡》圖冊，裏面記載的「 家」刺繡服飾都被稱為苗

族刺繡；另一冊《貴州苗族蠟染》中很多屬於「 家」的蠟染圖像都被稱為苗族

蠟染。5 據黃平縣的「 家」所說，1960 年代省政府在黔西安順市設立蠟染工廠，

從黃平招募「 家」的蠟染能手前往安順教授蠟染，所以當地發展出來的蠟染工

藝其實是「 家」的傳統。 

 

究竟苗族是什麼？「 家」是什麼？中國少數民族的分類都是由官方確認的，身

份類別在於官方是否承認。不同地區的苗族群體都被視為苗族的分支，他們有些

都像「 家」一樣向政府申訴，要求成為單一民族，但沒有成功，最後都被歸入

到不同的少數民族裏面。6中國所謂「民族」的概念，最重要的就是維護國家體

制內的團結，各群體安守本份，每個人都各有身份類別。另外，民族的身份類別

很依賴圖像、統計等種種所謂政府管治機制裏的「知識」，民族分佈在那裏、有

多少人口，都是國家體制裏花很多功夫建立起來的分類統計。還有很多分類，將

不同民族的文化區分，譬如苗族、藏族及彝族等有不同服裝。每個類別下還有更

精細的分類，像苗族內部不同分支的頭飾、服裝和語言的分類描述都很清楚。學

者圍繞苗族的身份研究族群的歷史、文化及語言等領域，形成所謂學科研究，即

「苗學研究」，並組成了「苗學研究會」的學科研究團體。 

 

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反映的身份認同，可以有不同的關注層面。凱里市北面的黃平

縣有一村莊被視為最古老、最傳統的「 家」單姓宗族村寨，在 90 年代初恢復

舉行一個在 1949 年解放以來一直停辦的大祭祖典禮。這個「 家」語叫做「哈

戎」的典禮，要預先籌備三年，最後進行連續七晝七夜的儀式，帶引宗族所有祖

先的靈魂能進入宗族崇拜的一個木鼓裏安息。在 80 年代集體生產制解體之後，

恢復宗族傳統典禮的意義，使宗族長老及其他成員可以透過儀式再次確認他的身

份地位，從而重新建構地方社會秩序和權力系統。但在當地進行這個以宗族身份

認同為核心的祭祖典禮時，民族的身份認同卻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祭祖典禮場上

的兩條橫幅上寫着「黃平縣 族哈戎節」和「團結起來為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

而奮鬥」。文化大革命之後民族政策再次恢復，民族這個政治身份重新回到了國

                                                 
4
  中國國務院，《國務院關於公佈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的通知》（國發〔2008〕19 號），2008 年 6 月 7 日。 

5
  邵宇主，《貴州苗族刺繡》、《貴州苗族蠟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 

6
  黄光學、施聯朱，《中國的民族識别》（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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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策的最前線。當地「 家」裏一些在貴州省省會貴陽市和黃平縣縣城新州鎮

工作的省、市、縣級幹部清楚這個趨勢，不斷努力要求政府重新識別「 家」，

承認他們為有別於苗族的一個單一民族。這些幹部努力把這個訊息帶回農村，利

用這次大祭祖典禮的機會，向外展示「 家」傳統文化。所以他們積極地從城市

回到村莊佈置這個節日，邀請了大量貴州省各級政府裏隸屬不同民族的官員去做

嘉賓。這個大祭祖典禮成為了同時上演兩套戲劇的舞台，展示兩種不同的身份認

同。 

 

除了節慶典禮外，服飾工藝亦是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門項目。圖 3.2 那

個蠟染書包的創作者是一個「 家」女孩，書包上所畫的圖案是她的自畫像，創

作背景涉及她於 1986 年參加在貴陽市舉辦的省級舞蹈比賽。當時她約 19 歲，這

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出遊省會貴陽市。她興奮地隨同「 家」代表隊到達會場登

記報到，但她沒有讀過書，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因而被大會工作人員嘲笑，感到

十分羞愧。回家後，她整天悶悶不樂，當家人得悉她不開心的原因後，她就要求

家裏讓她去上學讀書，但當時她的一個哥哥在讀中學，家人認為沒有多餘資金供

她上學，因而沒有答應她的要求。之後幾天裏她就把所有事情擱下，專心地做了

這個蠟染書包。書包上所畫的自畫像和對身份類別的各種表述，明顯地表達她對

自我身份的思考探索。她雖然沒有機會上學，但她的哥哥每天抽着繪有她的自畫

像的書包去上學，就像她也到學校了。這個「 家」女孩透過她擅長的工藝技術

進行的身份表述，可視為是一個很有力的社會控訴，質問為何作為一個農村婦女

的她，沒有機會得到公民應有的受教育機會。 

 

明顯地，在蠟染書包上的所有身份表述，最突出的就是「 族」這個身份。對這

個身份表述的理解，離不開該女孩所處的少數民族體制和「 家」族群要求國家

承認的政治訴求。這個脈絡下，她作為村中旅遊接待表演隊的成員，常常見到身

為隊長的哥哥跟導遊爭執，因為他不同意導遊將「 家」介紹作苗族的分支。那

次到貴陽市參加省級舞蹈比賽時，她也遇見到很多關於「 族」身份的爭論。據

說「 家」舞蹈隊的表演評分名次排第一，但由於「 家」不是國家正式承認的

少數民族而沒有獲得頒發第一名。另外，當地報紙將他們報導成苗族，隊員就跟

着一些貴陽市工作的「 家」幹部去衝擊報社要求更正道歉。還有，當他們的舞

蹈代表隊開小差到貴陽市一所酒店為外國遊客表演賺取外快後，遭到比賽主辦單

位的訓斥，指責他們不明確的民族身份會擾亂外國人對中國民族體制的理解。顯

然，這等等的親身經歷塑造了這個女孩子對自己的「 族」身份及其重要性的理

解。 

 

這個故事說明了身份認同的多重特性。首先，身份認同可以同時包括個人的身份

和群體的身份。人們常常以個人特性將自己與其他人區分，譬如那個「 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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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用很多精力和渲泄很強烈的情緒，去表述她受歧視和被剝奪權利的個人身份。

同時，她通過選擇採納不同的群體身份——「 族」、女人及人民等等，綜合成

自己的社會角色來表達她的身份。另外，身份認同的含義離不開特定的社會脈

絡，譬如從 1949 年到文革再到 80 年代，少數民族的身份爭論離不開政治體制的

轉變。第三，個人爭取社會團體的認同，表現為其中的成員，採納共同的對外態

度，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積聚和建構起來的過程。「 家」民族身份的抗爭，在

城市精英經營和領導下，塑造了那個「 家」女孩整個人生脈絡裏積累起的種種

經驗，使「 族」的身份成為她忘不了的一種認同，也決定了她對群體內外的人

採取的態度。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佈的公約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下列五類︰（1）口頭傳

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 社

會實踐、儀式、節慶；（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手工藝。

關於「 家」的群體和個人身份爭議中，舉凡語言、傳說、音樂舞蹈、節慶儀式、

宗教觀念和實踐及刺繡蠟染等，無一不被用來代表身份和識別身份的界線。7這

個例子清楚顯示文物常常是表述身份的媒介和建構身份的工具。若要進一步瞭解

文物在身份認同政治中的角色，我們需要認識身份認同的動態機制。 

 

（二）文物與身份認同的動態機制 

 

將身份看作一個過程來探討，是理解身份認同機制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可以將

身份理解成一個多樣化的、不斷變化的社會經驗，並且是一個歷史過程的產物。

當代「 家」族群身份的形成就是如此，在歷史上皇朝壓迫下，他們與鄰近苗族

在族群遷徙定居中形成競爭；在民國期間建構現代民族國家體制的過程中，「

家」與苗族同為民族同化的對象。1949 年後，國家建立少數民族體制產生民族

識別的爭議問題，他們的身份認同都是在這些歷史脈絡裏出現和變化的。 

 

機制一：認同與標誌 

 

上述例子將身份視作一個過程，涉及認同的特殊機制。所謂身份認同就是個人或

群體的某些屬性被自己或別人識別和解釋的過程，個人選擇決定以哪些屬性建立

起自我意識，並以此屬性與別人或群體相聯繫。另一方面，群體亦以自己的某些

屬性與其他群體相區分。由於歷史上族群互相競爭生存資源的原因，處於弱勢的

「 家」與鄰近的苗族成為敵對的群體。在 1949 年後官方進行的民族識別工作

                                                 
7
  關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類別，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

2003。 



47 

中，「 家」一直標榜自己的獨特語言和文化來與苗族區分，反對被識別為苗族

的分支。 

 

在認同與區分的過程中，身份商議是個人與他人之間很重要的一種互動。身份不

單單是個人的，而是與所屬群體、對立群體和國家商議出的結果。在商議的互動

過程中，個人與群體往往透過種種標誌將自己的身份屬性告訴別人、去展示，甚

至去表演。這個過程也進一步強化了個人或群體的身份認同。 

 

族群身份認同的標誌包括建築、語言、服飾、行為、工藝品、節日禮儀、祖先起

源和遷徙傳說等等。身份商議的效果在於代表族群身份的標誌是否被其他社會成

員和官方權威所承認。中國民族識別的官員不承認「 家」的民族身份，認為「

家」的服裝、語言、習俗與苗族差不多。從概括的層面來看，「 家」的文化習

俗與苗族及鄰近其他民族的確有不少共同性；但從具體、地方性的層面來看，他

們之間又有很多差異。例如「 家」的語言和鄰近苗族群體的語言並不能相互溝

通，不能對話；但從語言學專家的抽象概括分類中，「 家」語言是苗族的一種。

所以身份的商議往往在於從那種視角和標準去看族群身份認同標誌的共同與差

異，以及大家對標誌的意義是否有共同的理解。 

 

機制二：身份邊界 

 

另一種身份認同的機制是確立身份邊界。根據 Fredrik Barth 的觀點，比標誌更重

要的研究焦點是群體的界線，而不是標誌所展現的界線內部包含的文化內涵，因

為標誌只是表示族群身份邊界的工具而已，而且作為文化內涵的標誌會隨着解釋

和選擇的變化而不斷改變。8 

 

如果身份標誌強調群體內部凝聚的效果，身份邊界則建基於群體之間的對比和互

動。有一種身份邊界是包容性界線，指某群體的特質標誌可以被外人所採納，從

而外人可以跨越邊界成為該群體的成員。譬如華夏民族自恃禮教比周邊族群高，

只要外族採取華夏的生活方式和儒家文化，就可以成為華夏的成員。另一種邊界

是排斥性邊界，即某群體的特質標誌外人永遠無法掌握，譬如種族和某些宗教，

因而外人永遠不可以成為該群體的成員。 

 

                                                 
8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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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 家」大祭祖典禮，在停辦半世紀之

後，於 1993 年恢復舉行。「 家」精英

透過此儀式展示族群文化傳統，要求政

府重新識別「 家」，成為國家民族分

類系統裏之一個獨立民族。貴州黃平縣

楓香村，1993 年。（張兆和攝） 

 

 

機制三：身份的文化賦予、工具利用和人為建構 

 

身份認同的意識通常有以下三種不同的解釋。9一種是賦予論的解釋，是指將自

我意識與群體歸屬感視為恒常固定的事物，群體身份是客觀標準界定的，譬如共

同的族裔繼嗣、共同生物特質或共同文化標記等等，基於這些共同性而產生強烈

的群體感情聯繫。所以對「 家」成員來講，根據共同的語言、傳說、衣飾工藝、

音樂舞蹈及節慶禮儀等文化傳統，他們對群體的感情就很有根據。這個解釋將身

份本身理解成自然存在，有客觀標準與固定特質的自我或群體意識。第二種是工

具論的解釋，是指身份是用來達到政治或經濟目的的工具，群體精英往往利用共

同標記來發動群眾的認同意識。在民族識別的爭論中，「 家」精英尋求官方認

可民族身份的動機常被質疑，認為他們的目的在於使精英代表可以當官，可以享

受到民族優惠政策。這種身份意識及其共同標誌往往因情境需要而變化，而非恒

常固定地自然存在。 

 

這兩種解釋不一定矛盾，因為對身份認同政治的不同參與者須採取不同的解釋來

理解他們的行為。對農村裏的「 家」群眾來說，他們將共同的身份看作是基於

共同生活習俗和標誌的恒常固定自然意識；對於在貴陽當幹部的那些「 家」領

導來說，他們能夠瞭解到成為一個單一民族的政治利益。但不論是那類的參與

者，情感和工具性的因素很多時候混雜在一起而難以清楚地分離。 

 

第三種解釋是建構論的解釋，指用以界定身份的特質，無論是自我肯定的，或者

外界強加的，往往都是一種人為的塑造和選擇過程。賦予論和工具論都可以聯繫

到這個解釋，情感和工具性的身份認同都可以理解成是社會歷史情境中特定條件

下的建構產物。 

 

無論是認同標誌或身份邊界，都離不開對文物和文化傳統的解釋、利用或塑造建

                                                 
9
  Cora Govers and Hans Vermeulen, The Politics of Ethnic Consciousness (Houndmills: Macmill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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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家」的例子說明這個過程總是涉及社會政治的關係和互動。 

 

（三）文物與身份認同政治 

 

關於身份認同政治的社會運動和效果都有不同的觀點。身份認同的社會運動往往

是一種在國家或跨國體制中爭取承認的身份運動，涉及爭取和促進邊緣群體的利

益。這些群體因為他們的身份而受到歧視和壓迫，譬如種族、族群、宗教、性別

或性傾向等。對「 家」成員來說，沒受到國家承認就是一種壓迫。 

 

身份政治運動經常是為了增強自覺被壓迫的弱勢群體的力量，涉及的社會運動將

焦點放在群體的身份上，一方面為了增強成員對自我身份的自信心及自尊心，另

一方面為了促進社會外界對該群體的瞭解、認識和接受。自 70、80 年代以來，

世界各地很多社會運動的目標有所改變，他們的追求，不再是政治或物質利益的

再分配，而是將焦點放在群體的身份上面，追求如何受到他人的尊重和承認。10

西方很多少數族裔、婦女及同性戀者，追求的不單是政府給多些津貼、同工同酬

或平等，而且是如何得到國家體制的接受，成為其中一員。這個變化帶給學術界

及社會運動研究很大的衝擊。 

 

對於這些運動，不同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有一種批評認為，身份認同政治很多

時候傾向於本質主義，常常假定群體的身份有根本的性質，不同群體之間有基本

的性質上的差異。11這種批評認為身份認同的支持者假設性別、種族或其他群體

特徵是固定的，是本質決定而非社會建構出來的。批評者認為本質主義的說法沒

考慮到群體的內部差異、變化和邊界的模糊性。其實苗族內部就有很多差異，苗

族在歷史上的形象也有很大變化，苗族和其他民族之間也有很多流動和邊界的模

糊性，譬如互相通婚。 

 

也有理論家認為很多身份認同社會運動的本質主義可以理解為一種「策略性的本

質主義」，因為外界的霸權性論述本身就是本質主義，譬如國家民族識別和分類

的體制，族群的邊界被塑造得人為地清楚。12所以弱勢群體採取的策略性本質主

                                                 
10

  C. Off, “New Social Movements: Challenging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52 (4) (1985): 817-868. 
11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Diana Fuss,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Rouledge, 1999). 

12
  關於「策略性的本質主義」的概念，參考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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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就是為了同外界的霸權論述配合，透過融合到主流論述裏，達到政治目的；又

或以本質主義的身份論述來挑戰主流霸權性本質主義的分類系統。 

 

另一種討論就是回到政治的目的和果效，質疑這些群體追求的目的是不是真的可

以達成。譬如有些論述者認為，其實這些身份認同社會運動脫離了以前以階級身

份為主對政治經濟利益的追求，從而導致群體的關注力量偏離了根本性問題，例

如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衝突。13他們認為政府代表的只是階級權力和利益，而身

份認同偏離了對階級矛盾和社會資源公平分配的關注，所以走錯了路，永遠不可

能解決最終的壓迫和資源分配問題。 

 

不論是「本質主義」或是「策略性的本質主義」，文物和文化傳統都是群體身份

意識的重要基礎。但要理解這種身份認同政治的文化基礎，須要將文物和身份認

同政治放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下探討。 

 

（四）文物和身份認同政治的歷史脈絡 

 

作為歷史的現象，文物的觀念可看成是一種現代性意識，涉及不同的涵意。一方

面，當代文物有別於以前私人性質的、只屬於統治階層、貴族所搜集和收藏來供

少數人欣賞的物件。現代文物的意義在於公眾陳列，理論上所有平民百姓都有機

會接觸。這涉及一個很重要的人類社會政治體制的變遷，與近代民族國家和公民

社會的發展相關聯。大英博物館建立於 1753 年，正是人類政治體制發生大變化

的時期。14皇朝極權結束，公民社會擴展，在這個歷史條件下出現今日的文物觀

念。另一方面，文物作為現代性意識，涉及我們如何透過觀賞文物，將現代和過

去區分開來。配合公民社會的出現，科技及宗教體制的變化，殖民統治的擴張，

發展觀念的確立等，促使人們將現代社會與以前的世界區分開，視為一種斷裂。

以前被視為是落後的，現在被視為是先進的，我們透過文物進行這種斷裂區分。 

 

在不同歷史時期，文物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和意義。文物是殖民主義的產物，大英

博物館陳設的大都是大英帝國在整個殖民時代的疆土擴張中搜羅的異地器物。所

以文物在英國人的意識裏很重要，幫助他們確立自己作為殖民主義霸權中心的身

份。透過陳列展示，英國人藉着文物將過去的落後與現代的先進發達區分開，將

                                                 
13
  Brian Barry, Culture and Equality (Cambridge: Polity, 2001); Iris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Nancy Fraser, “Rethinking 

Recognition,” New Left Review 3 (2000): 107-120. 

14
  Neil Chambers, Joseph Banks and the British Museum : the World of Collecting, 1770-1830 

(London : Pickering & Chatto,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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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與世界上其他地區區分開，形成一種歐洲中心主義意識，這種意識也常常透

過文物展示得以確立。15在現代國族主義興起時，公開陳列的文物成為了國家民

族的象徵；將一個國家中不同群體的文物放在共同的國家框架裏展示羅列，藉此

建構共同的歷史和文化聯繫。16在反殖民統治運動中，國族主義成為土著群體要

建立獨立國家的範本，在這個脈絡下文物作為國家民族的象徵，又有另一種特殊

義意和呈現方式，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成為了主要的內容。17例如中國

的長城，在清朝沒落，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漸漸地去除了皇朝封

建落後和民族衝突鬥爭的負面形象，在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運動中成為建構統

一的中國國族身份的文物。18 

 

後殖民時代的國族建構中，種種族群運動也和文物很相關。很多群體以文物作為

族群界線和身份認同的標誌。在台灣當今的特定政治脈絡裏，客家扮演了一個重

要角色，但是客家以今日理解的族群方式存在是一個特殊歷史過程的產物。民國

期間，羅香林在國族建構中，透過種種歷史資料，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將客家的

族群身份建立起來。19又譬如苗族精英梁聚五、石啟貴及楊漢先等，也是在現代

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去努力思考和著述苗族的族群身份和社會政治地

位，在民國期間以漢文書寫苗族的歷史文化，爭取國家承認苗族作為少數民族的

身份。20在現代民族國家的體制下，不同族群透過自己的文化傳統和器物，以不

同的形式界定自己的身份和與國家民族的關係。1949 年後「 家」的民族身份

認同政治運動，是進一步確立的國家權威，對族群身份界線規劃和確認下的產

物。但現代民族國家及國民身份的最大挑戰是族群獨立分離主義運動。像「藏獨」

和加拿大法裔魁北克省等分離主義運動，亦離不開以文物和文化傳統來合理化國

族的身份認同和與主體民族之間的身份邊界。 

 

1980 年代，歐美出現「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強調在國家體制中群

體之間的差異與共存。21很多不同族裔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誌和身份界線，出現許

                                                 
15

  Timothy 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3). 
17

  Ana Maria Alonso, “The Effects of Trut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 and the Imagining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 (1) (1988): 33-57. 
18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from History to Myth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
  羅香林，《客家硏究導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20
  Siu-woo Cheung, “Miao Identities, Indige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ppropri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Asian Ethnicity 4(1) (2003): 85-114. 
21
  Bhikhu Parekh, 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 :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aul Kelly, Multicultural Reconsider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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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身份政治運動，尋求和推動種種身份差異被主流社會所接受、承認和尊重。今

日我們面對全球化的同時，不少論述將全球化看成文化特質被磨滅的同質化過

程，本土文化被外來文化取代。但學者 James Watson 所編的一本討論東亞的麥

當勞文化的著作，論述全球化固然有同質化的趨勢，但更加突顯的是麥當勞進入

當地社會後逐漸被本土化，與當地的文化傳統結合起來的現象。22全球化種種資

訊、人口及資本的流動也造就了一種新機制，能讓某一群體透過自己的特質標記

更廣泛地與相關群體關聯起來，增強文化傳統的展現。例如農曆新年，全球各地

華人都在慶祝，當中少不了舞龍舞獅的活動；另一例子是台灣行政原客家委員會

透過互聯網將世界各地的客家社群聯繫起來，展示一個全球性的客家文化。23 

 

香港的文物觀念和文物保護工作的發展，也離不開特殊的歷史脈絡。1968 年暴

動後種種因素促成的香港人身份意識的發展，成為了早期文物保護工作發展的背

景。1980 年代中期關於 1997 回歸祖國的討論，促成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另一個發

展台階。Rubie Watson 與 James Watson 討論新界宗族祠堂背後的群體身份認同

的變化，認為祠堂由本來象徵宗族身份認同的社區性祖宗祭祀建築物，變成了香

港人身份認同的歷史文物和旅遊點，九七回歸是促成這種發展的重要背景，同時

亦帶出文物與身份認同政治的問題：誰是這些文物的擁有者？保護這些文物是為

了誰﹖24 

 

（五）結論 

 

文物的討論涉及幾個關鍵性的問題：我們討論的文物屬於哪一個社群？文物的塑

造、建構及陳列是為了誰？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對於某些文物究竟誰有解釋

權？這些解釋是哪些不同群體之間的爭議和碰撞的結果？ 

 

探究文物的種種現象，除了要關注物件本身和相關的觀念及習俗外，更重要的是

文物背後的社群。究竟文物如何幫助我們去理解背後的社群？我們今日見到的很

多文物，代表的都是邊緣群體和無權無勢的社群，我們在他們的器物、居所上面

建立起文物的概念，所以文物常常表現着群體身份的界線，包括我們作為參觀者

自己的身份。當我們去參觀接觸代表某些群體的文物，就是透過文物來界定自

                                                                                                                                            

2002). 

22
  James L. Watson,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3
  《客家世界網》http://www.hakkaworld.com.tw/。 

24
  Rubie S. Watson and James L. Watson, “From Hall of Worship to Tourist Center: An Ancestral 

Hall i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Cultural Survival Quarterly 21 (1) (Spring 1997): 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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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們是現代人、都市人，我們與文物所代表的群體有何關聯？他們是我們生

活的對照，反映我們的進步？他們的生活代表着我們以前的形態？又或我們與他

們同屬一個大群體，由代表着共同歷史和祖宗的文物將大家關聯起來？所以作為

身份標誌與界線的文物，對它的理解，最重要的是它背後牽涉的群體，而不單在

於文物的物質性或非物質性。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身份標誌的共通理解和承認的問題。一個群體的身份是

否能得到社會的承認和尊重，對該群體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而文物作為身份

認同的標誌，比它所謂的客觀性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群體界線是否能被接納，

和其他群體的關係怎樣處理。文物往往就是建構這個公認界線的工具。 

 

文物的集體記憶屬於誰？身份建構與集體記憶有何關係？很多時候象徵過去的

文物變成一種管道，讓某些階層表達他們理想中的未來。例如近年來關於香港天

星碼頭的集體回憶，其中一部份是中產階級的觀念，傳遞了他們對香港國際都會

化和全球資本壟斷的過程中的不滿和失落，期盼着香港一個不一樣的發展方向。

所以文物不單單是關於過去，更是關於將來，涉及對將來的理解和期望。 

 

國族主義和族群意識在文物裏面如何表現？很多象徵族群身份的文物在國族主

義之下被磨滅或標準化。如果某個族群不是國家體制裏被承認的族群，它的種種

標誌都不再存在，文物只能按照國家的族群分類系統來解釋。很多邊緣群體的身

份和文物的解釋都一直在國族標準化中被磨滅。 

 

文物亦存在被壓抑的性別身份與階層身份。當我們關注象徵香港新界地區的宗族

文物時，我們是否能留意到其中被壓抑的階級身份？象徵着宗族整體的文物，掩

蓋了內部存在不對稱的支派發展，有的支派有很多產業和人口，有的支派人丁單

薄，甚至族譜中也失去了對他們的記憶。在宗族之外，被主宰的非宗族成員的身

份亦往往被宗族文物所掩蓋，包括過去服務大宗族的佃戶與現在單姓村落中的雜

姓租戶。又例如女性的身份如何在有別於男性的人生歷程中，被男性主宰的宗族

組織所掩蓋，很少能在宗族文物中顯露出來。 

 

文物與地域性身份也有關聯。社區意識的再現，常常推動地方文物進入主流社

會，從而達成社區身份建構。香港近年來的社區運動，促成不少社區文物的出現，

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份。文物與地方性身份的關係，很多時候不只是在於文物如

何促進地方身份，還在於不同地方如何為爭取建構地方身份而互相爭奪有代表性

的文物。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裏的很多文物，往往涉及不同地方的爭奪，例

如孟姜女故事和南少林寺遺址等。有時文物也可以跨越地域，將不同群體聯繫起

來。例如涼茶成為粵、港、澳共同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將三地的身份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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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有關方面計劃將天后崇拜作為海峽兩岸共同申報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項

目，用以推動兩岸的交流合作與共同身份。25文物計劃對地方社區身份認同的界

線既有強化的作用，亦會產生挑戰。 

 

地方性文物的意義有時會脫離原來的社區脈絡，成為大社會的一個身份象徵。例

如長洲搶包山節日已經從一個社區文物變為香港都市人對過去生活、對自己社會

的一個理解媒介，成為文化標誌代表着香港人的共同身份。國境邊界常常規範這

個大社會的身份。生活在廣西中越邊境附近的京族，有一個成為了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祭神節日，涉及當地越南裔社群的起源神話，但因為涉及官方敏感的

跨境邊界問題而將神話所涵蓋的社群區域範圍規限在中國國境之內，排除了在現

今越南境內的部份。26 

 

 

圖3.4： 

在哈節的第一天早上，從村廟到海邊接神的路

上，遊行的隊伍需要在舉行盛大的官方哈節開

幕式的舞臺前停留，這一個安排是2008年京族

哈節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後，在國

家主導哈節組織活動的情況下才出現的。廣西

壯族自治區，防城港市澫尾村，2009年。（張

兆和攝） 

 

 

圖3.5： 

前任村廟的負責人披上寫有「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的綬帶，帶領遊行隊伍

前往海邊接神，啟動了哈節的程序。廣西壯族

自治區，防城港市澫尾村，2009 年。（張兆和

攝） 

 

人們經常以文物和文化傳統來作為認同的標誌和建構身份的界線，權威當局亦以

審查文物和文化傳統來確認或排斥某些社會群體的身份，文物和文化傳統因而成

                                                 
25
  〈涼茶列文化遺產 粵港澳聯署申請〉，《明報》，2006 年 2 月 18 日；富權，〈建議兩岸共同

申報媽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兩岸觀察》

（http://www.waou.com.mo/see/2006/11/20061123d.htm）。 

26
  張兆和，〈中越邊界跨境交往與廣西京族跨國身份認同〉，《歷史人類學刊》，第二卷（2004），

頁 8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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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種種身份認同政治的主要媒介。非物質文化遺產究竟應該包括哪些項目？這問

題往往離不開身份認同政治的討論。項目背後的群體身份如何在審批的過程中得

以弘揚或被衝擊排斥，項目被確認或否定後究竟為背後的群體及其身份認同帶來

什麼影響？究竟文物和文化的承傳者是誰？文物和文化的擁有者是誰？文物的

得益者是誰？這些都是常常涉及身份認同政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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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文化承傳的方法與途徑 

廖迪生 

 

無論是有形的或無形的文化承傳，都是經由人手產生。所以，要瞭解一個地方的

文化承傳，便先要瞭解當地人的生活、文化與社會組織。文化承傳包括古蹟文物、

歷史建築物、傳說、語言、表演藝術、風俗、禮儀、節慶、手工藝、地方知識及

其實踐方式等不同項目。一個地方的文化，也就是由這些不同的項目及知識所構

成；也是幫助地方社群生存的文化因素。所以，要認識文化承傳的話，我們便要

走到地方社會，親身瞭解社群成員如何建構他們的文化承傳。 

 

（一）文化 

 

我們對文化有一個相對的看法（cultural relativism），就是人類社會不論大小、歷

史長短或有沒有文字，他們都有文化。文化是幫助人類生存及適應環境的工具。

一個文化裏面，包括經濟、宗教、親屬組織、自願團體、語言、藝術及政治體系

等等，所有東西都是相互扣連在一起，構成一個我們稱之為整合的整體（integrated 

whole）。這也就是說，我們要瞭解一個社會現象時，就要一同把文化中的其他元

素一起考慮，理解這些元素之間如何相互呼應。我們不應該把單一元素抽離整體

的脈絡來瞭解，以致失去了全盤的考慮，全貌觀（holistic perspective）是瞭解文

化的一個重要方式。 

 

一個文化與其成員的關係，也可以從一個資料庫的角度來看，亦即是在一個文化

體系裏，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元素，成員在這些眾多不同的元素中選取利用。而每

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主動性去作出選擇，這樣，不同成員會有不同或相同的選擇。

人們利用不同的元素，各自不同的取向，形成社會裏的文化差異。我們這個看法

有一個假設，社會是多元的，一個文化裏面會同時存在不同的次文化

（subculture）。但我們要明白，次文化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人的選擇是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元素。要為某一個次文化劃一條清楚的界線，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要瞭解人類文化行為時，環境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這可以是自然環境，也

可以是人為的社會環境。一個人的存在環境也包括了其他人，人與人之間會互相

影響。若以地形環境來說，則與族群的形成有着一定程度的關係，以香港的族群

發展歷史為例，1950 年代的地圖顯示，居住在平原區域的群體，例如在元朗區，

大多是有財有勢的大宗族，他們的祖先在數百年前已經在平原地區定居，後來的

客家移民，便只可以在狹窄的山谷地帶生活，例如在西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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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田野工作：參與觀察、田野筆記、田野日誌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一個瞭解及認識這些文化差異最直接的方法。田野工作

的主要目的就是走進社區內搜集資料。「參與觀察」則是田野工作中最重要的一

環。但參與觀察也可以有不同的程度，社區裏的人做什麼我們也跟着他們一起

做，例如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工作和吃飯，這是一種深入的參與；但當社區裏的

人在進行一項宗教儀式，而我們站在 50 米以外觀看的話，這個參與的程度就相

對地低。參與研究經常遇到的困境是當地人不讓你參與，但我們要明白，任何人

都沒有義務讓別人研究自己。研究者被接受與否，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是

一個互動的結果。另一方面，參與觀察中的「觀察」，就是去看，但「看」不是

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一方面不單要寫下人家講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學習怎樣去

觀察別人的行為動作。就如在教室上課時的情況，除了授課的說話內容之外，講

授者與聽眾的相對位置、聽眾座位的空間分佈、男女數目和年齡的比例，以及他

們的坐姿、穿著打扮和面部表情，都是要觀察的部份。 

 

參與觀察一定要親身進行，且要跟當地人交往。但交往的先決條件，就是要掌握

地方語言。學會當地的語言非常重要，因為很多重要的事情，人們都會自然地以

自己的語言溝通。另一個田野工作的挑戰就是如何和別人溝通，尤其是如何與一

個不認識的人交往。怎樣讓別人接受你、相信你、給你講述他們的社會文化歷史，

以至他們個人的生命史等，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不同文化的成員會有不同的

行為習慣，做田野工作就是如何在別人的社會裏，掌握一套當地人認為恰當的行

為，學習一套別人的規矩，成為當地人眼中的一個「人」。 

 

 

圖 4.1： 

我們在太平清醮時跟隨儀式活動的過程，途中

與喃嘸先生及緣首（儀式代表）交談，可以瞭

解很多歷史及活動的情況。元朗山厦村太平清

醮，2011 年。（廖迪生攝） 

 

很多人以為做地方研究就是搜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但很多我們感興趣的事

物，對於當地人來說，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很多時候，

我們在田野中要尋找的並不是甚麼特別的問題和現象，而只是當地普通人的生

活。 

 

我們所處的宇宙，可以說是混亂的，也沒有甚麼規律。但每一個文化都會創造出

自己的周期，例如星期天的休息及節日的慶祝等，為人的生活造就了規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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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一個社會，也就可以循着社會的生活周期入手，而不是只集中觀察其中一個

時刻或一項活動。以這個周期性的長線觀察方法，我們可以積累到比較多的材

料。例如我們去看太平清醮，節目豐富，非常熱鬧，但一年裏這麼高興熱鬧的日

子只有幾天，其餘的日子裏，人們都得辛勤工作，賺錢去舉行太平清醮，單單參

與觀察三數天的活動，不足以瞭解太平清醮的內容及意義，人們平日的勞動生

活，卻是太平清醮背後有血有肉的基礎。 

 

田野工作就是將我們看到的和聽到的東西記錄下來，聽來好像很簡單，但其實是

很複雜的。社會成員的生活不停地進行，24 小時都有事情發生，有些社區大眾

的事情會在半夜發生，我們可能也要去看看。要把一個田野工作者一天裏的所有

活動和所見所聞都寫下來的話，可能用上一個星期都寫不完，所以，如何記錄是

一個很有選擇性的行為。每天都有事情發生，我們只會詳細記錄某些我們認為「重

要」的事情，但同時也會遺忘某些事件，原因是覺得它們不重要，及時間有限。

田野工作者的選擇與他們所曾受的訓練、讀過的書本及個人生活經驗都有很大的

關係。 

 

我們做觀察時，會隨身攜帶一本小筆記簿，用於寫下訪問或觀察要點。我們除了

將聽到及看到的事物作出記錄外，另一項重要的工作，是將自己覺得重要的題目

詳細地記錄下來。例如一個儀式、某一件突發事件或某一個人的個人生命史等，

我們稱這些記錄做「田野筆記」（field notes）。此外我們還要寫日誌：每天曾與

那些人見過面、交談過，自己當天的心情怎樣等等。因為參與觀察是一個人在做，

很多外在因素會影響研究者，研究者自己心情不好，也會影響觀察。田野工作是

一個個人主導的工作，很多時候，我們只會選擇自己想要的去聽及去看，因此我

們要瞭解自己及自己所處的環境，「田野日誌」（journal）可以說是幫助我們反思

的一個工具。總的來說，田野工作除了是為搜集資料外，對同學自身的成長也會

有很大的影響。 

 

（三）記錄：地圖、親屬圖、攝影、訪問、地方文獻 

 

田野工作怎麼進行，有幾項可以詳細談談。第一是畫地圖。如何將一個曾經到過

的陌生地方繪畫出來，就是瞭解這個地方的最基本的過程。我們做大澳研究時，

先繪畫一個棚屋區的地圖，記錄棚屋的大小及分佈（見圖 4.1），有些屋中間有條

虛線，這些虛線是訪問得來的結果，代表棚屋中家族的繼承及分房的關係。若果

研究題目是居民的繼承問題，這個地圖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材料。地圖也顯示水上

棚屋與陸上房屋是如何分開的，這就能幫助我們瞭解他們兩個群體之間的關係。

我們在觀察時要留意空間的大小和分佈，因為空間與權力時常有着密切的關係，

譬如在香港市區，土地價值昂貴，住處的空間越大，說明屋主擁有的財富和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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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也可能會越大。 

 

圖 4.1：大澳棚屋區地圖 

 

瞭解人際關係是田野工作的要項，而親屬則是人與人之間的一個基本關係。我們

透過繪畫親屬關係圖來記錄地方社會成員的親屬關係。每一個親屬關係圖都有一

個焦點人物，因為每個人的親屬關係都不一樣。我們繪畫親屬關係圖是會用上一

些符號，代表不同的關係，例如△代表男性，○代表女性，F 代表父親，M 代表

母親等（見表 4.2 及 4.3）。這種親屬關係圖能幫助我們解釋家庭裏的人際關係，

顯示出哪些親屬關係比較重要，哪些較不重要，以及關係的變化過程；瞭解財產、

權利、義務及知識技能的承傳方向。現代香港社會如何從對父系的重視轉向母

系，包括近年來的晚婚現象，都能透過親屬關係圖的幫助尋找答案。 

 

表 4.2：親屬關係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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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親屬圖 

 

 
 

 

 

此外，在親屬關係中有一個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就是人們對親屬的稱謂，「分類稱

謂」（terms of reference）是指我們對人介紹自己的親屬時的用詞，例如：這是我

的「舅父」。但在日常生活中，外甥可以稱呼他的舅舅為「舅父」，也可能以其他

方式，如以對方的英文名「David」來稱呼，這兩個日常生活中的稱謂，是「描

述稱謂」（terms of address）。人們如何稱呼他們的親人，可以反映親屬之間的關

係，親屬稱謂是瞭解親屬組織的一個途徑。不同年代的人用不同的稱呼方式，這

也能反映親屬關係的變化。（見表 4.4） 

 

表 4.4：親屬稱謂 

分類稱謂 描述稱呼 

父親 亞爸 

母親 亞媽 

舅父 David 

表哥 強表哥 

家姑 亞媽 

 

在南中國的脈絡裏，我常常會提到「宗族」這種社會組織。簡單來說，宗族是一

個父系社會組織。在宗族裏，財產、土地及權利的傳承只涉及男性而不涉及女性，

所以宗族就是由一群男人團結組織起來，共同擁有一筆財產，並組成自衛隊伍保

護宗族成員。這個群體將他們的女人嫁出去，將另一個宗族集團裏的女人娶回

來，兩個集體通過女人的婚姻交換建立關係。因此婚姻是家族之間建立關係的一

種方式。女人能為丈夫家族生兒子，而本身也成為宗族的勞動力，所以這在一個

婚姻的安排中，可以看成是女方的家族放棄該女人的生育能力及生產能力，而男

方家族以禮金或聘禮來作為補償。但女方的家族也會為女兒安排嫁妝，有的會以

昂貴的嫁妝來展示自己的家族地位，在這個婚姻交換過程中，反映着兩個宗族集

團之間的雙向流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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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要明白，父系組織不是一個生物學的概念，而是屬於文化行為。人們只是

以生物學上的特徵，去作為一種文化手段來傳承。財產透過男丁來繼承，是指一

個以男性來維持的「父系繼嗣法則」（patrilineal descent principle）。未經宗族承認

的男丁，例如未經宗族承認的婚外兒子，雖有生物學上的親子關係，但他們是沒

有繼承權的；而收養的，經過宗族承認的外來男丁，是可以繼承宗族財產的。 

 

攝影是一個快捷及方便的記錄方法。這種方式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包括：第一，

可以更有效地記錄整個複雜的活動過程，作為研究的材料；第二，相機能幫助你

進入陌生環境，賦予你一個研究者的角色，使別人感覺你有一個恰當的位置。第

三，事後可以將相片冲曬出來送給活動參與者，建立有來有往的互惠關係，使別

人覺得你「會做人」，而且這也是一個負擔得起的交往關係。用攝影器材的壞處

是：第一，錄影的同時無法在現場與人交談，有礙資料搜集。儀式過程中如果沒

有交流，之後再回去問別人其中的細節，別人不一定有興趣回答。第二，記錄者

容易認為自己搜集到了事實的全部，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良好天氣條件下，相機

的快門是數百份之一秒，相機拍照記錄的活動只是一息間的事情，而用不加廣角

鏡的相機或攝像機，只能拍下 90 度範圍內的現象，只是現場很小的一部份事實。

我們要知道，在攝影記錄時，也同時失去了很多資料。這些資料的缺失或會扭曲

了我們對當時事件的瞭解。 

 

第三種田野工作方式就是訪問。訪問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你問的問題，有些人可

能不願意回答，有些則願意講下去，訪問就成為一個與人交流的過程。因此我們

事先需要準備一系列問題，根據受訪者的興趣調整及追問，這樣才可以使他最少

願意回答你的問題。人們只會回答他們有興趣的東西，所以問題要配合他們的興

趣。另外，問題是否可以問出來也要依照情境處理。例如在香港，我們不會在研

究的初期訪問一些與財政有關的問題，人們會懷疑我們的研究目的。 

 

通常在一個社區裏，幸運的話，會有一兩個比較願意給我們解說的人，我們也許

整天都和這一兩個人在一起，我們叫這幾個人做主要報導人（key informant）。

這些人的重要性在於他們可以提供很多資料，但也有可能有意或無意地，會隱瞞

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的事，或者不提他們不感興趣的事情。因此我們可能在整個研

究中都沒留意這些被忽略的事情。 

 

田野訪問的內容很多時都是關於個人的，是當地人的生命史，亦即是問一個人有

關他的人生歷史。做生命史的好處就是，這是對方熟知的、有興趣談的題目，另

外可以透過一個人的生命史瞭解社會的變化過程。做生命史需要釐清時序，知道

事件在報導人的人生過程中發生的先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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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歷史的問題沒有固定形式，是一種和別人交談、互動的過程。但我們做訪問

前要對那個社會、那個地方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瞭解，這樣才能知道應該問什麼。

所以一般我們在田野工作的前半段時期，主要集中於瞭解地方社會的歷史和社群

生活，到後期才進行口述歷史訪問，讓口述歷史的答案幫助我們回答和補充關於

社區的問題。 

 

做訪問時還要留意語言和認同的關係。很多學者相信語言與思維關係很大，認為

通過語言可以瞭解很多與人的身份相關的事物。語言是一個載體，很多經驗知識

是通過語言代代相傳，因此語言裏包含了背景、人的社會地位、性別及輩份等元

素。有一個「Sapir-Whorf 假設」，是說我們的語言，影響着我們如何看待世界，

看待不同的事物。愛斯基摩人的語言裏有很多與冰雪有關的辭彙；香港漁民的語

言裏有很多和水、海有關的名詞。不同的語言盛載着不同的地方知識，和群體的

生活關係密切。 

 

第四種田野工作方式是搜集地方文獻和碑銘文字。文字是瞭解人類世界和歷史的

一個重要資料來源。例如大宗族有族譜，但族譜多是控制在有財有勢的宗族成員

的手裏；他們不一定願意給你看，因為族譜中所記錄的譜系關係，牽涉很多財產

問題。除了族譜外，還有廟宇宗祠內的碑銘文字，這些都是關於地方社會的記錄。

通過搜集這些地方文獻資料記錄，可以整理出一些脈絡，解答很多的地方歷史問

題。例如我們把香港天后廟的碑銘文字記錄整理，會發現香港的天后廟最初是由

北面種田的大宗族開始建立的，而其他漁港的天后廟的出現，已經是在一段時間

之後。 

 

 

 

碑銘文字，記載了很多地方歷史的材料。這碑

文顯示清朝水師曾支持大澳關帝廟1852年的

重修。大澳關帝廟，2012年。（廖迪生攝） 

 

 

（四）資料的處理 

 

收集了田野資料後，就是寫作階段。我們採用一種叫做「深描」（thick description）

的寫作方式。人類的活動很複雜，每個活動之中都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元素，我們

可以通過深入描述，將活動中不同的複雜元素儘量展示出來。需要記錄的包括我

們看到的、人家講述的及搜集到的資料，最重要的是這些內容的脈絡和來源的交

待。做記錄和搜集資料時要將不同來源的資料分開處理，因為每一個報導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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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時都有他們自己的立場，我們不能將田野中當地人講的都簡單視為「真實答

案」，認為現實就是如此，因為講者會因為他和我們的關係而調整報導內容。因

此我們要將講述時的情況記錄下來——他們怎樣講述的，哪些是我看到的，哪些

是我搜集到的，都應清楚的分辨開來。 

 

取得材料後的問題就是如何思考材料。我做了一個簡單的關於做研究時要考慮的

元素（見圖 4.5）。包括：例如某個場景的位置和方向，是否有一定的模式；我們

要留意的，還有碑銘文字、實物、當地的神話或故事等，我在這裏不重複附表的

內容。我想一提的是神話傳說故事，大家可能會認為神話傳說故事是假的，但它

背後可以有很深遠的含義，因為如果是對當地人沒意義的話，很多傳說故事和神

話就會失傳。人們願意講述的神話故事，它在一個社會裏一定有它的含義，這是

我們要留意的。例如香港和台灣對廟宇的來源有不同的解釋，香港的天后廟的起

源故事，都說是來自一個海上飄來的神像，而台灣的媽祖廟之間就存在着系譜關

係，大家都是從大陸福建莆田湄洲的祖廟分香而來的。臺灣的這個解釋從政治上

講很正確，而香港這個解釋的含義就是香港和大陸沒什麼關係。所以從這裏可以

看到國家話語對神話建構的影響，很多神話其實是在講述社群關係。 

 

圖 4.5：研究時考慮的元素 

 

 

另外，風水、節日、演戲、儀式及巡遊的場景也應留意。例如儀式和巡遊的活動

範圍，風水所牽涉的地域範圍，所強調的就是地區界線。要進行一個活動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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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其中一個因素，大家都希望成員能夠參加，風水也往往成為選定時間的手

段，而這個時間資源，每每是一個可以用來吸納成員、排除外人的元素。 

 

我們還要留意參與的人，哪些人是組織者，哪些人是觀眾，這些人的背景分別怎

樣，人們如何管理地方社會，透過觀察及訪問所得，去瞭解地方社會的結構。所

以我們進行田野觀察的時候，要搜集大量有關人群分類的元素，看他們分別屬於

哪些階層、族群及性別等等。近年來，在香港的地方儀式活動中，女性可以參與

儀式的層面，慢慢開始增加，這個是和以前很不同的現象，從這個現象可以瞭解

女性地位怎樣在社會上變得越來越重要，和社會自身如何變動。 

 

 

圖 4.6： 

傳統的社區宗教儀式，都是由男性為主導；女

性另有角色。元朗山厦村太平清醮，2011 年。

（廖迪生攝） 

 

此外，還有很多重要的外在因素，例如政府政策、生態環境、教育及經濟因素等

等。教育對觀察者有着很大的影響因素，決定我們如何去觀察、理解人類社會行

為。例如民間宗教在香港的教育體系裏，一直被認為是一種落後的、騙人的東西。

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自五四運動後，就很不喜歡民間宗教，且以「迷信」稱之。

近幾年香港人突然覺得它是屬於本土的文化承傳，民間宗教現在都可以在課堂上

講授。 

 

簡單來說，研究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質的研究；另一種是量的研究。我們的田

野工作是質的，深入的個案研究。很多時候人們會問，我們的個案研究有沒有「代

表性」。例如有人會問，研究香港的一間廟宇，能否代表香港或南中國的廟宇的

情況。簡單地回答：「代表性」是一個統計學上的名詞，一件事物有否代表性，

是由一個嚴緊的統計學過程來決定的，包括以統計學方法抽樣、統計差異率是否

達到可以接受的滿意水平及關聯程度是否可以接受等等。這些研究都是以數量化

的問卷形式進行，再經統計學上的分析。但深入的個案研究並不是以大量樣本，

小量問題的統計學方法進行的。一個個體不可能代表全體，我們做個案研究不是

為了解決代表性問題。譬如一位香港老婆婆的經歷，她的經歷絶不可能是一個「香

港的典型」，她是獨立的，有自己的人生故事。所以我們做的是一個質的研究，

去深入瞭解一個人獨特的經歷，在這個人的人生過程中瞭解所發生過的事，個人

與社會及國家的關係，我們要掌握的是一個過程，我們相信這個過程可以幫助我

們瞭解社會和歷史的變化規律。我們要明白質與量的研究，分別在解決不同的問

題，雖然這些問題可以是由同一群人產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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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幫助我們適應環境，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社會中的個體很多時候受着

文化的規範和束縛，影響成員的觀點。他們認同自己民族的優越性是一個普遍的

現象，若果民族群體的成員都不認同自己群體的價值的話，這個民族就會消失滅

亡。個人也一樣，人們會誇耀自己的長處。我們稱之為「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所以，做田野工作時，先要學會放棄自己的成見、看法和價

值觀，才可以在別人的環境中傾聽及理解他們的理據所在，成為他們的朋友，得

到他們的認同和接納。這個過程有時會對研究者做成衝擊，但這也是一種很重要

的研究經歷。 

 

很多時候，我們接觸的都是普通人或者弱勢群體，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們或會利

用法律的灰色地帶，作為生存的空間。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要理

解他們所處的社會經濟位置，而不是單方面的責怪他們為什麼做這些事情。因為

很多時候，是由於外在的大脈絡導致他們生活中出現這些問題，所以我們需要對

社會建立一個全貌的考慮（holistic perspective），因為社會、政治及經濟因素，

錯綜複雜地相互影響。一個處於脈絡中的個案，可以讓我們深入與全面的瞭解我

們所處的世界。 

 

（五） 撰寫報告 

 

完成資料搜集工作之後，便要撰寫報告。報告要做的，可以總括為翻譯、詮釋和

解釋。這三個並不是彼此孤立及排他的範疇，而往往是同時並行。翻譯，不是指

做語文的字面對照翻譯，而是說在理解一樣事物的時候，要將之放回到它的脈絡

中去理解，把事物出現的背後的制度、社會關係等一起翻譯到讀者所處的文化

中，讓讀者理解現象的整體。例如，在民間宗教中，人們都說在另外一個世界中，

有神、祖先及鬼，但這些神、祖先及鬼的觀念與其他文化中神、祖先及鬼的觀念

是不一樣的，研究者有責任把這些觀念後面的社會文化假設同時解說清楚。 

 

詮釋，就是賦予一個活動或儀式一種合理性的邏輯，瞭解它為什麼要以這種形式

出現。例如太平清醮中的儀式，不同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如果研究者提出

一個詮釋，能夠回答讀者當地人為什麼做這個活動，當地人為什麼這樣看待這些

儀式，進而可以幫助讀者瞭解整個社區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的社會

文化體制之間的關係的話，讀者便會同意這是一個好的詮釋。但詮釋只是研究者

的一個建構，把很多看似沒有關係，甚至雜亂無章的人類活動關連起來，讓讀者

能夠對某些現象有所掌握。所以詮釋沒有真假之分，只有動聽和不動聽之分。我

們無法用科學方法去解釋宗教，因為它其實是一種認識和想像的活動，詮釋的方

法可以幫助我們較易理解宗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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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某個現象進行解釋，可以是從精神上的，也可以則重在物質方面的。物質

是社會的下層建築，而意識形態則屬於上層建築，我們可以透過以物質方面的解

釋，讓讀者掌握社會現象。例如廣東人不大吃牛肉，可以解釋為地方宗教信仰的

關係，但我們也可以理解為該信仰流行時，正值農業社會，水稻耕作需要牛隻協

助，不吃牛肉是維持地方農業經濟運作的一個方法。 

 

報告的撰寫，還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叫「主位觀點」（emic perspective）

（也稱之為「參與者的觀點」），一種叫「客位觀點」（etic perspective）（也稱之

為「觀察者的觀點」）。主位是指由參與者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客位則是指以觀察

者的外部視野去瞭解某個社區或群體的事物。我們就以廣東人的葬禮來解釋。廣

東人相信喪禮充滿「煞氣」，會為參加者帶來惡運，不該多參與，這種就是主位

觀點。客位觀點是研究者如何看待喪禮的安排及煞氣這個現象，當一個人去世，

鄉里都未必知道他的死因，若是有傳染病的話，會感染其他鄉里，「煞氣」這個

觀念可以成為鄉民不參與喪禮的理由，減少受傳染病感染的機會，研究者可以視

之為一個文化適應的機制。但這個看法是研究者自己想出來的，當地人不一定同

意。 

 

另一個例子是香港新界居民的風水觀。新界居民的主位觀點是，如果把祖先的骸

骨安葬在一個風水好的地方的話，後代就會得到保佑。但以客位觀點去看，風水

觀的流行，與殖民政府的管治方式有關。當英政府取得新界時，承諾尊重新界居

民的地方習俗，風水就成為新界居民的一個重要傳統。我們去新界做訪問時，發

現當地人未必十分相信風水，但在殖民地時代，這是一個可以作為與政府討價還

價及對話的一種話語。 

 

在近年，新界屏山鄧氏宗族與政府就他們一個祖墓的搬遷而引發爭執，鄧氏宗族

指責政府強遷他們的祖墳，破壞了他們的風水，要求政府把破壞他們鄧氏地方風

水的舊警署建築物拆毀，交換損失的風水，作為補償。但多年爭議，政府並不接

受解決方案。最後紛爭得到解決，方法是政府將破壞風水的警署建築物改成為展

覽鄧氏宗族歷史的文物館。鄧氏宗族成員認為文物館已經成為他們的建築物，沒

有風水問題，接受解決方案。在後殖民時代，香港政府與新界地方居民的爭議中，

「風水話語」已經漸漸由「文物話語」所替代，這是另一個客位觀點的例子。 

 

（六） 個人成長 

 

在田野考察中，我們要做記錄、畫地圖、繪親屬圖、錄音及拍攝等工作，我們以

不同的方法記錄地方社會群體的生活，但有很多事情是超越了學術範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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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要學會如何在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放棄自己的成見，體會他人的生活。這是

一個互動、互惠的過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建立在這一個基礎上。在一個

陌生地方，親身體驗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都會與自己以往所體驗

的截然不同，這種經驗會令我們接觸到生活上各種不同的小節，無論是困難與喜

悅，都不是單從訪問中可以得到的，這些親身經驗對研究者的成長有很重要的貢

獻。 

 

但無論我們如何深入參與當地的社區活動，在當地人的眼中，我們始終是研究

者，不是社區的成員之一，在很多場合裏，我們都只會是邊緣人，我們要有心理

準備，在文化衝擊中學習當地人的智慧。 

 

在田野工作中，我們與當地人交朋友，他們會告訴我們很多有關他們私人的事

情，他們所提供的資料，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完成功課和發表論文外，更對我們在

學術領域與職業發展上有很大的幫助。但我們又如何回饋他們呢？最基本的是我

們有責任和義務去保護這群提供資料的朋友（或稱之為「受訪者」），保護他們的

隱私不被公開，儘量增進其他人對這個群體的瞭解，思考我們是不是有可以幫助

改善他們社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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