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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香港社會的政制改革》、《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和《香港人的

政治心態》三冊書匯集了近 40年來我對香港回歸前和回歸後所做研究

的主要學術論文，其中大部分論文原以英語撰寫並在西方國家的學術期

刊發表，現在經翻譯首次以中文出版。這些學術論文反映了我學術生涯

中不斷變化的研究重點和目標，也反映了在過去半個世紀香港社會與政

治的急劇變遷。這些學術論文既代表我個人的學術成果，也可以說是香

港歷史的印記。藉着這三冊書與讀者見面的機會，我也全面回顧了自己

的學術歷程。

1975年，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取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在美國工

作半年後便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我的博士論文探

討了 19世紀中國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領導傳統中國社會上所起到的關鍵

作用，並重指出政治與社會的分崩離析與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體有關。

雖然之後我仍然對傳統中國的社會、政治與思想有濃厚興趣，但這不再

是我的研究重點。研究重點的轉移並非完全由我個人的學術志趣驅動，

在很大程度上反而與研究機遇、香港的變遷和“九七問題”的凸起有更

大的關係。

儘管我年輕時唸書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國聖公會開辦並以英語為主

要授課語言的學校，但我在中學時期已經深深地被儒家思想，特別是其

經世濟民的主張所吸引，因此對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別

着迷。我認可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責任和擔當，並認為讀書

人應該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民胞物與”

的襟懷。中學畢業進入大學後，我放棄了研修中文和中國歷史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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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主修社會學和經濟學。經過再三思考，我決定以政治社會學為日後

學術工作的重點，其中政治和社會發展、政治文化、政治體制、政治領

袖、比較政治和國際政治乃研究重點所在。

即便如此，回香港工作後，我還需要物色具體研究項目，因此在香

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的頭兩年，我一直在摸索將來要從事哪些方面

的研究。在此期間，我參與了社會學系的一項集體研究計劃，該計劃旨

在探討內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義。假如這項研究能夠啟發我對“中國

研究”的興趣，則日後我的研究重點便會是內地而非香港。在當時的環

境下，對於一位年輕學者來說，“中國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實用”

價值，因為在國外學術刊物發表“中國研究”的文章比較容易，而發表

國際學術界認可的文章的多寡對學者的學術事業來說關係重大。然而最

後，我決定捨“中國研究”而取“香港研究”，這當中有幾方面的考慮。

第一，這不等於我特別“愛”香港。雖然我在香港出生、成長和受

教育，但我的“國家情懷”比“香港情懷”要更濃厚一些。因此，愛香港

並非驅使我其後幾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動力。當然，隨着時間的遷移，

我對香港的感情不斷加深，進而促使我更加銳意研究香港，並願意對其

未來盡一份力。

第二，雖然從功利角度考慮，“中國研究”應該是首選，但是內地

研究中有關人民公社研究的經驗卻讓我對“中國研究”感到猶豫。一方

面，我沒有把握能夠從內地取得大量信而有徵的材料和數據，以作為嚴

謹學術研究的基礎。另一方面，我感到人生苦短，希望自己在有限生命

中創造的研究成果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並具有實用和傳世價值。因此，

“中國研究”對我來說風險太大，非我所能承擔。相反，就算“香港研究”

不能帶來豐碩的學術回報，甚至對個人的學術事業造成阻滯，但從學者

“求真”的精神出發，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無論如何，社會學者需要有

一個他看得見、摸得着的研究“地盤”或“對象”，這樣才會產生“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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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毫無疑問，對我來說，香港正是那個“地盤”和“對象”。當然，

有些學者喜歡做抽象和理論的探討，因此不需要對某一特定社會進行研

究，但我不屬於這類學者，我始終希望能夠立足或扎根於一個社會，並

以此為基礎或出發點來探討理論性課題。

第三，“香港研究”愈來愈成為迫切的實際需要。回顧過去，

1975–1981年這段時間對我來說是“黃金”六年，是我可以在比較不受

外面世界干擾的環境中專注於學術工作的六年。1980–1981年，我在美

國哈佛大學做哈佛燕京訪問學者期間出版了《香港社會與政治》（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1一書。自哈佛回港後，適逢香港前途問題出

現，中英兩國政府及香港各界人士都被捲入這個歷史性事件之中，我個

人也不例外。作為香港本地培養的首批社會學者之一，我有義不容辭的

責任去研究與香港未來有關的種種問題，特別是香港日後的政治與政制

發展，不但要分析，更要拿出應對辦法。中英兩國政府，尤其是中國政

府，不時向我諮詢，提出現實或政策性問題。政治環境的突變，使我在

“象牙塔”內做學問的同時，還要回應各方面提出的問題和建議。 1992

年，英國政府派政治人物彭定康來香港當總督，旋即爆發中英之間在香

港政制發展問題上的嚴重對抗，並最後促使中國政府以“另起爐灶”作

為反制的策略。在香港回歸祖國過渡期的最後幾年，我先後以“港事顧

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特別行

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參與了中央主導的香港回歸祖國的工作，

並就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提供意見。香港回歸後，政治、經濟與民

生的挑戰紛至沓來，令各方面疲於奔命。個人的學術研究在這種環境下

不可避免地要更有針對性和實用價值。2002–2012年，我離開大學，進

入特區政府出任中央政策組的首席顧問。在這十年中，研究的範圍進一

步擴大，研究的內容更為複雜，而研究成果的實用性較諸其學術性更為

重要。總的來說，自 1982年以來，我的學術事業直接與香港的前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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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問題緊密聯繫，“純學術”研究已經變得不可能。研究的目標不但

要對理論的探討和建設有意義，還要對發現和解決香港的諸多問題有價

值。很多時候，學術研究題目的選定取決於香港面對的現實和迫切需要

解決的問題，而非源於學術理論發展的要求，與西方社會學理論的變遷

與爭辯，關係更加小。所以，過去幾十年，我個人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和

自定的工作目標，塑造了我的學術風格和研究取向。無論就背景、目

標、經驗，還是歷練而言，在香港的社會學與政治學界中，我都是頗為

“與眾不同”的。

毋庸諱言，不少甚至大部分香港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在研究香港問

題時，喜歡簡單套用西方理論，並肯定其在香港的應用價值，西方的民

主和民主化理論尤其受到重視和認同。原因有三個：一是相信甚至“迷

信”西方理論的“普遍性”，認為就算不能直接應用於香港，稍作調整

便可適用。在這些學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類（其實是西方）社會科

學研究的一個環節，哪怕只是小環節，香港研究的成果既印證了普遍理

論，又豐富了普遍理論。二是他們服膺於那些理論背後的西方價值，並

確信那些價值代表“普世”價值，因此應該在香港樹立和推廣。三是假

如學者認同了西方理論的“普遍性”，而其研究成果又進一步證實了西

方理論在香港適用，那麼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大學的出版社尤其重要）

發表著作便較為容易，而能否在西方“學術市場”發表著作，對個人的

學術事業至關重要，因為香港的大學傾向於以在“國際”（主要指西方）

領域發表著作為評審標準來衡量學者的學術成就。因為這些原因，眾多

的香港學者喜歡探討香港與西方社會的共同點，兩者之間的差異則較少

受到重視。

另外一種情況是，部分學者喜歡將當前西方理論界的“時髦”理論、

觀點和概念引入香港，並肯定那些東西對香港有參考或應用價值。對於

不少香港學者的這些傾向和行為，我的看法是雙方面的。一方面，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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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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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香港的民主化道路

在過去 20年裏，第三波全球性民主改革震撼世界。自 1974年以

來，在南歐、拉丁美洲、東亞及東歐地區，有超過 30個國家已由威權

政體轉為民主政體。目前，世界上可以被視為民主政體的國家數目龐

大，為數之多史無前例。雖然近幾年部分國家的民主發展有所逆轉，但

在人類歷史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對世界衝擊之大是毋庸置疑的。 1

自 20世紀 80年代初以來，香港也經歷了一個民主化過程。儘管這

個過程在全球性民主化浪潮湧現期間發生，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經濟中

心容易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但香港的民主化過程只是一種個別現象，

由一些獨特的原因引發，而這些原因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並不存在，這一

點我將在下文詳加闡釋。因此，雖然香港的民主化過程與第三波全球性

民主化浪潮同時出現，但它並不是這一世界性現象的組成部分，也不是

該現象在香港所產生的國際示範效應。 2就本質而言，香港的民主化道

路是獨特、獨立並自成一體的。

民主化的成因

對於第三波民主化改革為何發生及發生的時間，亨廷頓

（Huntington）曾提出一系列的成因，包括：第一，由於民主觀念被普遍

接受，很多威權型政權愈來愈受到嚴重的認受性問題的困擾，需要更依

  * 本文原以英文發表，刊於 Lau Siu-kai, “Hong Kong’s Path of Democratization,” Swiss Asian Studies, 
Vol.49, No.1 (1995), pp.71-90。中文版曾以“香港的民主化道路”為題，刊於《廣角鏡》，第 255期
（1993），第 68-77頁；此譯本再經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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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成功的施政表現以維繫管治，但由於在經濟方面（有時是軍事方面）

的失敗，不能維持其認受性；第二，20世紀 60年代出現史無前例的全

球性經濟增長，使不少國家的生活水平改善、教育程度提高，中產階層

大為膨脹；第三，天主教會在教義上及行動上出現重大轉變，從而令教

會由現狀的維護者搖身一變成為威權主義的反對者；第四，外在政治行

動者的政策轉變，特別是歐洲共同體、美國及蘇聯的政策轉變；第五，

“滾雪球”效應，即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初期出現的民主事例對後來者

產生激化或示範作用。 3

戴蒙 （Diamond）基本認同亨廷頓的解釋，同時還提出另外兩個成

因：一是在日薄西山的威權政體中，出現統治階層內部分化；二是民間

社會在發展、組織、覺醒及動員過程中出現變化。 4

對於大多數處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國家和地區，上述種種成因

應該可以解釋民主改革何以在它們當中出現。然而，就解釋香港的民主

改革為何發生而言，這些因素卻不能使人滿意。第一，除少數西化的社

會精英外，國際性的民主擴散現象對港人僅產生輕微的衝擊。在香港出

現的小型民主運動，似乎並不是對國際潮流的回應。第二，外來力量在

催生香港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相當有限。即使是鼓吹民主最力的美

國，在香港民主化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基本上也是無關宏旨；其他國家

的介入程度更是微不足道。第三，儘管港英政府港英政府是指香港作為

英國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政府，以區別於 1997年 7月 1日回歸後的香港

特區政府。是一個殖民政權，但過往並未受到任何“認受性危機”所困。

相反，殖民政權經常以過往在經濟及行政上的良好記錄為傲。因此，

在 20世紀 80年代初即發生民主變遷的前夕，港英政府依然獲得令人艶

羨的羣眾支持。 5第四，香港的管治精英內部並沒有出現分化，因此不

可能成為香港民主化的合理解釋。第五，早在 20世紀 80年代初進行民

主改革之前，香港已經成為經濟發達的社會。由於政府奉行經濟放任主

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_20170523.indd   4 17年5月23日   下午5:28



第 1章  香港的民主化道路 5

義與社會不干預政策，一直以來，香港的民間社會取得了高度發展。香

港的中產階級，由於是非民主政體的受益者，思想心態都較為溫和與保

守，對民主的訴求一直並不強烈，如果社會經濟因素對香港的民主變革

舉足輕重，則民主化過程應該很早便已出現。所以，這些因素不可能導

致香港的民主化；但是，作為有利於推行民主化的因素，它們當然有其

重要性。 6第六，天主教會及其他宗教團體在香港民主化過程中的作用

也不顯著，事實上，香港的宗教組織從來都不是勇猛的政治行動者。

基於以上種種考慮，我們只能利用一些香港特有因素解釋其民主化

的出現及出現的時間。正是由於這些因素的特殊性，香港的民主化道路

也與眾不同。不過，與此同時，此等因素也為香港的民主化進程設置了

障礙，並且為其前景投下了陰影。以下我會簡略介紹這些因素及其對香

港民主化的意義。

民主化的動力：“九七”問題

毋庸置疑，推動香港民主化的最大動力是中國將於 1997年在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以及由此而出現的政權轉變。與其他地方的非殖民化不

同，香港不可能走向政治獨立。在 1984年，當香港的政治前途由《中

英聯合聲明》確定之後， 7香港的政治形勢便發生了重大變化。對於行

將撤離的英國政府而言，其權威與認受性都會隨着 1997年的到來而不

斷下降，英國人因此迫切需要在香港引進民主改革，以討好港人，從而

維繫其殖民管治。此外，英國對中國在 1997年之後的意圖深懷疑慮，

加上對在這塊英國歷來最成功的殖民地上一向順從的港人懷有某種程度

的政治“內疚感”，也可能促使英國不顧中國的反對，把手上的部分權

力移交港人。 8

對中國而言，面對港人對收回主權的抗拒，解決香港問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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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一國兩制”安排下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並且承諾“港人治

港”。“港人治港”的承諾，明顯暗示在回歸後香港會出現較以前更民

主的政制，而且不少港人的確是這樣理解的。為了紓解港人的恐懼與憂

慮，中國也同意在香港推行一些民主改革。鑒於英國勢將在香港進行民

主改革，中國也只好準備在香港地區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後，與一個較民

主也因此較難控制的香港共存。

雖然在“九七”問題出現前，港人的民主訴求相當微弱，但要求一

個較開放的政府與增加市民政治參與的機會，卻仍然依稀可聞，學歷較

高者所組成和領導的公民團體在這方面的訴求尤其明顯。“九七”問題

的出現，為這些團體提供了更有利的環境，它們當中不少已轉化為政治

團體，而且希望在民主化過程中取得權力。由於港人基本認同這樣的觀

點：較民主的香港會給予港人更大的政治能量，去阻止中國政府干預香

港內部事務，所以這些團體對港人的號召力便有所增強。

民主化的阻力：權力移交

香港的民主化，主要是由獨特的事件所觸發，但這事件竟是由歷史

決定的，可謂諷刺之極。此外，香港的民主化縱使有着上述各種有利因

素，但仍然受到相當嚴重的限制。

從英國的角度看，香港是要移交另外一個主權國而非走向獨立，因

此在處理香港問題時，需要面對一個嶄新情況，過往的非殖民化經驗，

在本質上不合時宜。不過，對於這簡單的道理，英國至今仍難以理解。

在過去的非殖民化過程中，殖民政府會逐步把政治權力轉移到由殖民地

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手上，英國則同時採取各項措施為殖民地獨立做了

準備。 9但是，香港的非殖民化過程卻涉及完全不同的考慮。首先，如

果必須移交權力，只可能是移交給作為未來主權國的中國。任何未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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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認可而把權力移交給港人的安排，肯定會遭中國反對，也肯定是短暫

的。如此一來，英國單方面在香港引入民主轉變，便會遇到很大阻礙。

另外，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在回歸前，英國全權負責管治香港，

中國會加以支持和協助。中國反對英國與港人共同管治，尤其是那些對

中國政府懷有敵意的人。香港與其他前英國殖民地不同，殖民政府在人

民當中仍然享有不錯的認受性，來自港人要求民主化的壓力不大。所

以，殖民政府並無迫切政治需要下放權力。相反，在主權移交前，英國

在香港的最高目標是維持政府的權威與有效管治。要達到這個目標，必

須完成兩項任務：一是防禦中國對英國管治權力的侵奪，二是減少港人

對殖民管治的挑戰。這兩項任務自然是互相關聯的。如果英國不能夠抵

擋中國的干預而淪為“跛腳鴨”政府，則基於港人對中國的逆反心態，

民眾對殖民政權的挑戰也會加強；反過來說，如果港人對殖民政府的挑

戰增加，則會引來中國加強干預而削弱殖民政府的自主性。除此之外，

因為英國以往沒有為香港結束殖民管治而做任何工作，故此一時找不到

合適的承繼者作為轉移權力的對象。

所以，英國感到有需要在過渡期內保留最多的權力在自己手上，

使得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港人，都不能夠利用移交出來的權力來對付自

己。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英國擔心香港在回歸前利用其新獲得的權力

來反對中國，從而使得中英關係緊張。再者，英國也需要確保它在香港

的利益，在回歸前後得到良好的照顧。又因為作為異族統治者，英國很

自然會懷疑港人對它是否忠誠，所以任何權力的轉移都會是有限、審慎

與半心半意的。

基於上述原因，英國所構思的民主化，無論在幅度還是深度方面，

實際上都有限。新港督彭定康所建議的民主改革，雖然被廣泛吹噓，實

質上仍只是一個在撤離中的殖民政府所提出的有限改革。

從中國的角度看，由於一些十分明顯的原因，中國也只是考慮在香

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_20170523.indd   7 17年5月23日   下午5:28



8

港推行有限度的民主改革。首先，因為大部分港人抗拒中國收回主權，

所以中國擔心民主化會在香港觸發反對中國的行動，以及促使一些反

對中國恢復在港行使主權的政治團體出現。其次，中國對於英國移交權

力予港人（特別是反共分子）的企圖深懷戒意，認為英國刻意為中國於

“九七”後在香港有效行使主權設置障礙。最後，中國也擔憂民主化會

為香港蓬勃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從而削弱本地及外地投

資者對香港的信心。由於種種顧慮，中國因素便無可避免地成為香港民

主改革速度與幅度的最重要制約因素。

從香港的角度看，民眾對民主只有溫和訴求，中產階級在爭取民

主過程中也是有限參與，加上勞工階層在政治上力量薄弱，以及工商界

和保守政治勢力的阻撓，香港民主改革的局限較明顯。港人對現行非民

主政體的接受、對政體在英國撤離後得以延續的希望、對殖民政權的支

持、對社會及經濟現狀的滿意，以及對民主化會產生社會不穩定的疑

慮，削弱了其對民主的訴求，也妨礙了強大民主運動的出現。此外，港

人對民主改革能否防止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也缺乏信心。所以，相對

於中英兩國政府而言，在建構香港的民主前途過程中，港人只能夠扮演

一個次要的角色。 10

民主化的政治環境：權力分配

基於上述因素，香港的民主化是在一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發生，而

這個環境，對民主化的過程與結果有着極大的影響。這個政治環境有以

下幾個顯著的特徵：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香港與其他第三波民主政體不同，其民主

化過程並非純粹是一個政府與其管治人民之間的事情。香港民主化起步

之際，已經有三個政府，即英國政府、中國政府及殖民政府牽涉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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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政府在法理上處於從屬地位，因此，在規劃香港的民主前途時，那

兩個一直以來都甚少介入香港管治的“外在”政府（即英國政府與中國

政府），便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港人及其領袖的政治力量薄弱，與

三個政府無法相比。結果是：在一個包括幾個政治行動者的民主化遊戲

中，中英政府處於支配地位，兩者在政治上的重要考慮決定了香港民主

化計劃的主要內容。由於兩國政府在整個過渡期內就民主化問題都有摩

擦，香港的民主化過程便無可避免地受這兩個主權國的政治爭鬥左右。

第二，香港的民主化過程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港人在過程中只起

着有限的作用。香港與大部分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或地區的不同之處，在

於內部缺乏嚴重的社會、經濟及政治不滿情緒。由於民主化的動力主要

來自“九七”問題，而非來自下面的政治訴求，港人對於民主化所能產

生的最終結果，所擁有的影響力便變得有限。

第三，正由於引發香港民主化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前途問題，而政

治、社會及經濟上的不滿情緒又不重要，因此民眾參與民主化過程的程

度不高，而與社會及經濟改革有關的問題在過程中也不佔有顯著位置。

因此，民主化遂成為純粹的政治事情，本質上主要涉及英國、中國及香

港地區政治力量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因此，香港的民主化較之於其他

前殖民地所經歷的民主化及非殖民化混合過程，以及大部分參與第三波

民主化國家或地區的歷程，其另一個不同之處是，社會及經濟問題在香

港的民主化過程中並不重要。

第四，由於香港民主化過程是一個民眾參與度有限的純粹政治事

情，本質上也是本地政治精英爭奪權力的現象。殖民管治將在 1997年

結束這一事實，將改變香港政治精英之間的權力分配。不過，這個改變

並非意味着舊政治精英被新政治精英徹底取代，也非原來處於權力中心

的人被權力中心以外的人所代替；相反，這個改變既混亂，也不完全。

不容否認，那些原來與殖民管治有密切關係的精英，其政治地位正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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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他們面對着不明朗的前景，而且正陷入政治迷惘。 11雖然如此，有

幾個原因使我們相信，舊政治精英雖然難以維持過去享有的主導地位，

但不會在政壇上消失。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政府過去在行政管理上的良

好表現，以及民眾對舊政治精英在社會經濟領域成就的羨慕令他們仍然

得到了港人一定程度的支持。他們與中英政府有着不少共同利益，再加

上兩國政府又試圖防範來自正在冒升的反建制力量的威脅，因此，依

舊需要舊政治精英的服務與支持。 12此外，為了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

度，中國政府也不得不拉攏那些佔據重要社會經濟位置的精英分子。

“九七”問題的來臨、港人對政治前景的擔憂，以及殖民政權撤離

期間所推行的政制改革，為大批政治團體的湧現創造了條件。大部分政

治團體源於在 20世紀 70年代活躍的壓力及社區團體。它們的會員人數

不多，大多數具有中產階級背景，並且代表各種各樣的政治與社會觀

點。為了政治理想，同時也為了取得政治影響力，這些團體希望改變香

港的政治體制，以便進入權力結構內。它們尤其希望通過民主改革，盡

可能從中英兩國政權手上奪取最大的權力。這些新興政治力量雖然銳意

動員羣眾支持，特別是借反共的號召，以壯大其政治力量，但最終也不

能獲得滿意的成果。由於香港缺乏迫切的解決社會及經濟問題的能力，

這些團體難以得到港人的強力支持，因此最終只落得力量薄弱與處境困

難。所以，在回歸之前，香港內部的權力爭奪，基本上只是一種精英爭

鬥現象，港人主要還是以旁觀者的姿態出現。

概括而言，香港民主化的原動力，是因殖民管治將在 1997年終結

這一事實所產生。“九七”問題的來臨，同時也根本地改變了香港的政

治形勢，主要是中英政府這兩個強大的“外在”政治行動者突然進入政

治圈子，而這個圈子又因本地政治勢力的出現而擴大。隨着政治行動者

的急速增加（中、英、港三個政府及各種本地政治勢力），香港的政治

遊戲也變得十分複雜和混亂。不過，這些在政治行動者之間發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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