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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吞活剝—香港淪陷二十年之悲歌 
 
●梁文韜／國立成功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壹、前言 

  香港給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華洋雜處的大都市，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得天獨厚的深水港

令其成為亞洲的最重要貿易中心之一。英國相對開明的管治令港人享受一些基本自由，

特別在19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後，貪污狀況大幅改善，法治社會之確立吸引了不少國際

企業及機構進駐，大量外來資金投入造就1980年代初香港經濟能跟著其他三小龍台灣、

南韓及新加坡一同起飛。 

  可是，1984年英國政府在沒有得到香港居民同意的前提下決定將資本主義香港的主

權「移交」予聲稱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共政權。1982年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夫

人訪中，分別與北京領導人鄧小平及趙紫陽會面商討香港前途問題，「新華社」發表聲

明指出：「中國政府關於收回整個香港主權的立場是明確的、眾所周知的」。 

  雙方核心爭議是柴契爾夫人堅持《南京條約》等三條條約是有效的，但北京則否定

「不平等條約」的正當性。同年中共修改憲法，其中第31條明確表示中國國內可以設立

特別行政區，為「收回」香港做好法律上的準備。在對前途缺乏信心下，當年的香港經

濟疲弱，房市不振，市區住宅價格大跌三成，後來英資大銀行滙豐及渣打決定開放貸款

年限，推到1997年後才穩定下來。 

  1983年9月英、中正式談判過程中出現談判破裂的傳聞觸發信心危機，港元大跌。在

1984年初傳出英國讓步，放棄堅持主權換治權的建議，當時仍稱作「立法局」裡的已故

首席非官守議員羅保爵士建議任何最後協議方案都要拿到局裡辯論，但遭到中方猛烈批

評，英國政府則低調處理，沒有正視此要求。不久後，英國外相賀維（Richard Edward 

Geoffrey Howe）爵士在1984年4月訪中後更公開表示1997年後繼續在香港管治是不切實

際的，中英雙方後來於12月19日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一切看似塵埃落定。可見中英

雙方根本沒有尊重香港人的意願，連將關係到六百萬人前途的決定拿去香港立法機關討

論都要迴避。 

  在正式談判前聲稱代表香港人而遭到中方批評的港督尤德（Edward Youde）其實沒

法代表港人，就結果上看，英國根本沒有替香港人爭取到合理的利益，導致香港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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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潰。鄧小平構想的「一國兩制」本來就是要說服香港人及國際社會香港資本主義制度

保持五十年不變，正如後來頒布的《基本法》第1章第5條明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但當時

沒辦法安撫民心，信心危機導致移民潮，中產階級「用腳投票」大量出走。 

  雪上加霜的是1989年發生以反貪為號召的天安門學運，期間在香港連續兩個周末出

現了百萬人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及民眾，要求李鵬下台。單單北京就有超過一萬人

被殺的六四事件震撼全香港，進一步加深港人信心危機。政治上催生了民主派人士團結

起來於1990年4月23日成立「民主黨」；六四屠城同時也影響後來《基本法》的起草過

程，由於要確保香港不會成為「反共基地」，中共決定收緊《基本法》第23條的內容，

規定要立法禁止顛覆中央政府及禁止跟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此舉埋下後

來2003年五十萬港人反23條立法的伏筆。 

  英國政府為了向港人交代，證明民主化是對香港的承諾，所以讓最後一任港督彭定

康（Christopher F. Patten）大膽推動政改。有別於過去的那些「中國通」，彭定康是典型

的政治人物。後來他上任之後因堅持推行英國版本的香港民主化方案而遭到中共強烈批

評，魯平更以「千古罪人」來指責彭定康。 

  根據前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在其回憶錄中透露，在港府堅持推動政改方案下，鄧

小平曾下令要求軍方「一點軟不得」，並要做好非和平進駐香港的準備。雖然中共沒有

提前以武力「接收」香港，但是中英之間的緊張氣氛在香港主權1997年順利移交後才能

緩和下來，而立法會的組成無法以「直通車」過渡到主權移交之後。 

  九七前熟悉香港事務的西方觀察家及媒體人對香港在九七後會怎麼發展有一定的分

歧。1995年6月23日《財富》雜誌以「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作封面，

評論員認為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命運是「玩完」（It's over），雖然香港繼續會是可以賺很

多錢的地方，但是香港將成為北京的殖民地，淪為普通的中國城市，並由裙帶關係與貪

腐方式管治，這種悲觀態度當時並不普遍，相對樂觀心態反而較為普及。 

  《紐約時報》在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當天的社評發表了非常樂觀的看法，認為香

港不單可以維持繁榮，更彷如植入中國的木馬程式，將會動搖中共政權及促進中國民主

化。不過，經歷了二十年的實驗，不單香港民主化寸步難行，中共更是愈來愈獨裁，北

京政府對香港的干預更是與日俱增，大家對香港未來很難不悲觀。 

貳、陷中二十年的悲歌 

  對於香港1997年後的處境有著不同的理解，一般來說分為三種描述：主權移交、回

歸中國、淪陷。「主權移交」是從事實出發的一個說法，描述英國政府將清國政府割讓

出來的土地移轉給另一個國家政府。「回歸中國」是親共愛中人士的說法，「淪陷」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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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土派及獨派人士的說法。「回歸中國」論述假設自古以來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中國

人在「清朝」時代被帝國主義欺負，這塊神聖領土跟很多地域被「割讓」出去，「中

國」當然必須跟英國把香港要回來。這種理解的背後是某種形式的大中國主義，大中國

主義的形成是在特定歷史場境下產生的，當中具有地域及政治兩個面向，但其立論有相

當大的問題。 

  關於地域主張，大中國主義相信所謂的中國人五千多年前就在黃河流域生活，並佔

據了一些固有地方，這衍生了地域上的「中國」，其實這片土地比較正確的說法是所謂

的「支那」或China。到底這個地域有多大呢？一般認為是「中國」政權所實際控制的範

圍，可是，近代學界才對不同「朝代」的範圍慢慢建構起來，而「範圍」其實不同於近

代的所謂「邊界」，原因是近代科技發展促進對地貌的了解，才衍生出邊界。「香港自

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如果只是對地域上的理解，那麼是沒有太大的爭議，倘若回到運

用「支那」來形容這片東亞地域，大家都可接受香港為「支那」一部分。但如果是一個

政治主張，則是相當值得商榷的。 

  大中國主義的政治主張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明確的政治實體，如果宣稱某地方

是中國這個國家的一部分就不會是空話。不過，這帶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朝代

觀，朝代觀假設「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是由朝代的更替形成。那就牽涉到正統問題，正

統的建立是以漢族中心主義為基礎的，「中國」到底是誰的中國？如果不是漢人建立

的，那誰佔了中原誰就是中國。唐人有鮮卑血統、元是蒙古、清是女真，他們建立的都

被視為中國的。為何是宋而不是遼乃中國的一個朝代呢？既然遼國染指中原的一部分，

至少也算是中國的一個「朝」。當然這種說法是大中國主義的大一統思維作崇，將宋列

為正統，中國就多了一個大一統的時期，否則又變成一個中國分裂的狀態。 

  第二個問題是將十九世紀中期的西方國家觀念套在「中國」而發展出來的國家觀，

並以此追溯至古代「秦朝」甚至夏商周來思考是不大恰當的。「中國」只是十九世紀末

梁啓超等政治活躍文人創造出來的，為的是將原本的國家確立為近代的民族國家，所謂

的「中華民族」正是用來配合製造出「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的重要元素。 

  大中國主義背後正是某種形式的大中華主義，大中華主義相信支那土地上的所有種

族構成了一個所謂中華民族，所有的這些人及其後裔都稱為華人。其實中華民國的所謂

國父孫中山在革命成功前的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中華」其實是指大明帝國

的漢人所掌握的政權，這是一種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主義，後來孫中山才接受立憲派的

大中華主義。 

  可是，在政治上的所謂五族共和涵蓋漢、滿、蒙、回、藏，既然是五族，又怎麼會

成了「一個」「中華民族」呢？況且「中華民族」的創造者根本忽略了支那土地上其實

有數百個種族。不管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希望以「中華民族」為基礎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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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民族國家，這犯了範疇錯置的毛病，中華民族根本不可能一個民族，為了將所有民族

變成一個「民族」，最終仍只能用槍桿子把天下打下來，將統治範圍下的民族全部納入

「中華民族」，然後用洗腦方式透過媒體及教育對港人進行灌輸。 

  反對運用「回歸中國」詮釋的本土派人士否定大中國主義，既然大中國主義是自命

漢人的清國士大夫想出來的，而且充滿矛盾，那麼作為民族主義者當然會認為支那土地

上出現多個民族國家才是正常的。香港被正在操控大中國主義及大中華主義的中共所蹂

躪，被強迫成為所謂中國政治實體之一部分，那麼香港主權被移交當然就是淪陷。 

  要將陷中的香港解救出來，港獨思潮背後的意識形態是抗共反中。反中具有多重意

義，首先是歷史上香港不屬於中國，港人應該要有屬於自己的國家。其次是政治上要有

不同制度，中共是一種寡頭獨裁，香港過去是法治下的開明專制，香港人不會認同歸屬

獨裁政權。不過，民主化的前提是港人必須擁有自己的主權，否則一切都是緣木求魚。 

  另外就是反對文化的中國化與支持保存原居民文化，弔詭的是，香港表面上是國際

大都會，英國政府其實在管治期間一直容許港人被大中國主義洗腦。這種作法嚴重削弱

後來中英談判過程中的籌碼，如果香港人都被灌輸相信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而

自己都是中國人，那麼英國如何堅持擁有香港主權？ 

  更弔詭的是，「一國兩制」的構想最根本的想法是要區隔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現

在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大搞資本主義，而且是非常惡質的權貴貪腐資本主義，經濟上抗

共不是反抗所謂的中共沒有在搞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抗拒惡質資本主義破壞香

港，經濟上的反中就是反中國的經濟併吞，反對港府政策使得香港依賴中國。 

參、從中華化到中國化 

  香港人在英國統治期間雖然在經濟上相當國際化，但在文化上被中華文化薫陶，在

身分認同上自小也被灌輸為中國人。從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以降，由於大部分

香港總督如衛奕信（David Wilson）及尤德（Edward Youde）本身都是「中國通」，並接

受大中華主義。在英國政府及負責香港事務的官員眼中，香港的主權雖在英國手中，但

卻是一個華人社會，所以治港方針並不是要將香港人變為英國人，而是要令港人服膺於

極少數英國菁英的統治。 

  按照大中華主義，只要會說北京話的就是華人，如果不會的，只要有華人血統的也

算華人，什麼是華人血統？東突厥人及其後裔是嗎？對現在改為信奉民族主義的中共來

說，答案是肯定的，但對東突厥人來說，答案則是否定的。或許中共可以說只要是祖先

曾經住在支那土地上的都有華人血統。所以只要父母或祖父母等是來自支那，生在西方

國家的第二或第三代都是華人。可是，什麼才算是支那土地？東突厥是嗎？ 

  對大中國主義者來說，中國人在政治上是生活在應該屬於中國政權統治的地方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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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國人當然是華人，華人是在文化上會說華語、寫華文的人。華人在思想上都會或

多或少受到孔孟影響。因此，廣義來說，香港人是中國人，也是受儒家思想潛移默化的

「華人」。 

  接受大中華主義的英國在港領導階層樂見香港成為一個儒家華人社會，令每個香港

人都溫良恭儉讓，那就只要扶植少數華人菁英輔助統治，以華制華，大部分港人是不會

挑戰英國統治的。不過，由於地理相近的關係，香港難免不受到支那的動盪所影響，中

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在澳門及香港角力，各自的政治、經濟、工會及特務活動頻

繁。 

  蔣介石在二次大戰期間一直跟英國談判，試圖在戰後「接收」香港，但遭到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政府拒絕。後來中共從國共內戰結束後就一直為解放香港作出準

備，港澳工委長期以白螞蟻政策對香港進行各種滲透，扶植地下黨員，在適當時機對英

國政府作顛覆行動。過去的所謂針對英國的威脅行動其實在1920年代共產黨成立後就已

經開始，當時是以反資本主義的工運為主。後來到了文革，中共在香港發起為期八個月

的暴動。 

  英國統治一個半世紀下來，共有兩次1920年代的大罷工及二戰後的兩次暴亂。1921

年香港海員工會在共產黨人蘇兆征、林偉民等人的領導下，9月起連續三次要求資方增加

工資以改善外籍與華人的差別待遇。資方及港府冷淡處理，翌年1月12日，海員工會一千

五百多位成員開始罷工，一週內人數激增六千五百多人。即使罷工的衝擊令水路交通陷

於癱瘓，但港府仍採取強硬手段取締工會，反而導致各界加入罷工行列。最終港府妥

協，恢復工會地位並釋放員工，本地海員更獲加薪。 

  1925年5月上海學生示威聲援工潮遭到租界英籍巡捕開槍射殺，釀成數十人死傷的

「五卅慘案」，引發一場聲勢浩大的全國反帝國主義運動，香港也出現另一次由共產黨

策劃的大罷工。當時正好是國民黨聯俄容共期間，蘇共透過中共在中國各地甚至香港執

行「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的訓令。 

  1956年10月10日，一個安置新住民的徙置區內的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旗被港府人員撤

下，觸發親共人士與中國國民黨人衝突，部分民眾更搶掠左派報社、學校、工廠及店

鋪，香港警察大力制止，六天的暴亂造成超過五百人傷亡。可見當時國共的鬥爭在香港

依舊熾熱。 

  最嚴重的動亂是香港親共人士及地下黨在文革期間策劃的六七暴動。受到一二‧三

事件中澳門共產黨人成功迫使葡萄牙政府屈服的鼓舞，香港左派人士透過強勢介入一宗

勞資糾紛，而將抗爭提升至恐怖主義層級，目標是顛覆香港政府，理由是反英抗暴。反

英帝國主義造就了民族主義的強化，親共人士認為，英國政府欺負中國人，所以不能像

過去一樣只反資本主義，更要反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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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民族主義在後來的保衞釣魚台運動中發展到了極致，只是對象從反英轉到反

日。雖然保釣運動主要是左傾的國粹派人士主導，但是中國國民黨的勢力亦有加入。抗

日的情結難得令國共兩邊的組織團結起來，因為中華民族要團結一致抵抗外侮。國粹派

對整個七○年代的學生運動影響極大，也形成了後來民主回歸派的核心，1980年代的學

界大多是支持香港「回歸祖國」，相信沒有民主中國就沒有民主香港。 

  在保衞釣魚台運動中在香港的華人菁英團結一致守護中國領土，帶有相當強烈的政

治意涵。即使香港並未「回歸」，但是已經奠定了從民族中華化到各個面向的中國化之

基礎。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確立的正是中國化，正式的實現時間則等到1997年

後。 

肆、從形式併吞到實質併吞 

  中國化分為兩個面向，一個面向是形式上的併呑，1997年移交前的6月30日跟移交後

的7月1日之最主要象徵是政府的名字改了，國旗及香港旗也換了，解放軍取代了英軍，

特首取代港督，這些都是形式上的改變。另一個面向則是實質上的併呑，就是將香港

「內地化」，使其成為一個中國城市。 

  中國對港的實質併吞大致上從兩方面入手，第一、透過各種方式加強對香港高度自

治的干預，同時在政法制度上確保特首是「聽話」的，並將行政權儘量擴大，及人治取

代法治。第二，經濟上的中、港融合，加上地理上消滅深、港邊界，再配合人流上加大

中國人口對香港的衝擊。 

  要達到高度自治的最關鍵因素是香港的民主化。香港人在期盼民主的過程中最大錯

誤是以為中共會容許香港享受真正的民主。九七前夕中共變相廢除彭定康方案形成的立

法會，並以臨時立法會取而代之，可見北京政府決心要掌控香港政局。在中共的掌心中

搞政治是相當困難的，即使2000年立法會民主派獲得六成的直選選票，但由於直選席次

只有立法會總席次的五分之二，即二十四席，另外的三十六席大部分都是建制派，民主

派有再多的支持都不可能過半。 

  2003年五十萬人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大遊行，成功迫使政府擱置立法。民主派

聲勢浩大，在同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四百個民選議席中，共派出二百二十六人

參選，成功取得區議會中37％共一百五十一席位。單單民主黨就派出一百二十人參選，

其中九十五人當選，當選率高達79％。與此同時，親中的民建聯則遇到創黨以來最大的

挫折。民建聯派出兩百零六人參選，但只得六十二人當選，比之前一屆區選少二十一

席，當選率僅三成，得票數僅獲得二十四萬票，而得票率只有39％，比之前一屆的45％

大幅倒退。 

  香港反中的民意高漲，令北京不得不讓董建華下台，由公務員體系出身的曾蔭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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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以安撫民心。可惜的是，民主派無法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乘勝追擊一舉達到宣稱會

達到的半數席次，民主黨總席次更不增反減。當年立法會直選席次的部分由二十四席增

至三十席，在總體得票率保持在六成的狀況下，民主派在新增六席中卻只拿到兩席，這

反映民主派的估票不如中聯辦支持的建制派，在配票的過程中也沒有那麼精準。 

  由於基本法規定最早2007年就可以一人一票直選特首，為了防範香港人選出「不聽

話」的特首，中共在2004年人大釋法認定《基本法》附件一第7條裡所說的「2007年以

後」並不包括2007年在內，故將香港普選特首的時間表推遲五年至2012年。 

  面對中共大灑鈔票及統戰壓力，民主黨愈趨保守，加上青黃不接的狀況愈來愈嚴

重，民主派中的獨立候選人及小黨合縱連橫，陸續成立公民黨、社民連及工黨跟民主黨

分庭抗禮，目標是爭取儘快普選特首。可惜的是，人大釋法已經為2007年的政改設下緊

箍咒，民主化進程毫無寸進。 

  香港政府在2010年提出的政改方案基本上是原地踏步，特首的產生依然維持由選舉

委員會推舉產生，只是將人數從八百人擴大至一千兩百人。為了確保足夠票數通過政改

方案，中聯辦試圖分化泛民主派，特別遷就民主黨。 

  2010年公民黨及社民連等新興政黨發動立法會議員五區總辭，希望透過這一種變相

公投來力抗特區政府推行非雙普選的2012政改方案。但民主黨選擇進入中聯辦與副主任

李剛秘密會面，後來更以北京接受新增對他們有利的立法會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為由，

支持政府最終方案。民主黨反對變相公投，又支持政府立場，令其支持度大跌，之後更

常被罵賣港賊。 

  可是，回頭去想，其實在2003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失敗後，中共便立意收緊對

香港的政治控制。前述的2004年人大釋法將三部曲改為五部曲，此後的答案非常清楚，

香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根據人大釋法2007年後的政改必須經過以下三個步驟：

（1）行政長官先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2）人大常委會根據特區實際情況及循序漸

進原則確認；（3）再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通過；（4）行政長官同意並提交人大

常務委員會；（5）由人大常委會批准。關鍵在於第二個步驟，由於任何方案必須人大常

委會確認，香港人對民主化的過程完全沒有辦法掌握。人大釋法是對香港民主化的粗暴

干預，所謂的「高度自治」其實只是空談。 

  2012年梁振英上台後推動洗腦式國民教育，遭到強烈反對，間接導致建制派當年在

立法會選舉未如想像中理想，遂主動撤回方案。到了2013年初，香港大學法律學系副教

授戴耀廷發起「佔領中環」行動，試圖在爭取雙普選過程中，迫使港府在提出政改方案

前跟泛民主派協商，這種和平非暴力式的公民抗命倡議得到朱耀明牧師及中文大學社會

系陳健民加入支持，合稱「佔中三子」。可是，由於沒有真正的佔中時間表，政府最後

不單不予理會，更提出八三一附帶篩選機制的「假普選」方案，特首必須經過一千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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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推舉方能成為候選人，佔中三子宣布計劃失敗。「真普選」一拖再

拖令學生團體不滿，而佔中三子的投降主義亦使得學生必須另覓他法，於是決定發起罷

課及佔領政府總部外的「公民廣場」，因而觸發雨傘革命。 

  其實在雨傘革命前，中共國務院於2014年6月10日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單方面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作出闡

釋，《白皮書》中指出「一國兩制」方針中所指的「高度自治」是指中央授予多少權

力，香港就有多少權力，並指出在「一國兩制」中，兩制「從屬」於「一國」，而特首

人選必須「愛國愛港」。這等於是要合理化過去中共人大釋法的干預方式及確保特首

「愛國愛港」又「聽話」的篩選機制。 

  特首「真普選」遙遙無期，連帶立法會的全面直選變得不可能。不過，最新一屆香

港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及人數創下近幾屆以來的新高，固然令人鼓舞，這跟雨傘革命後

香港民眾求變的心態不無關係。表面上看，年輕世代大舉進入議會似乎正是反映這個因

素。值得注意的是，主要包括民建聯及工聯會的傳統建制派之得票率並沒有降低，也即

是說，最大的失利者是傳統泛民主派。在中共強勢介入下，眾多泛民議員未獲連任，令

不少人大跌眼鏡，當中工黨、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出現泡沫化跡象，三黨都各自只能保住

一席，未來將有亡黨的可能。 

  不過，新進立法會的年輕世代當選人屢遭打壓，陸續因各種理由被取消議員資格，

其中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後來更因雨傘革命期間策劃「重奪」公民廣場而被判刑。年輕的

政治人物是中共無法用中國流亡富豪郭文貴所說的「藍金黃計畫」所掌控的。中共自本

土派興起後把所有不聽話的都標籤為「港獨份子」，這是為了收緊政治空間替23條在未

來立法鋪路。 

伍、經濟剝削與人口淸洗 

  中國化的另一個重要面向是經濟，先是消滅香港製造業，再將香港套入大中華經濟

圈。1980年代改革開放，香港作為外國資金及貨品進入中國的跳板，從GDP看，崇尚經

濟自由的香港在1997年前受惠中國發展，香港GDP佔中國的比例從八○年代初不到一成

上升到1993年的27％最高峰後逐漸下滑，近幾年卻掉到徘徊在百分之三左右。這跟香港

製造業者大幅進駐中國有關，初期透過跟中方成立合資企業能染指廣大的中國市場，製

造業者對香港GDP中國企業掌握技術及管理方式之後，香港製造業者逐漸被中國所取

代。 

  中國化的同時當然是去國際化，中資企業在港上市公司總數從1997年的七十家大幅

增加到2017年上半年的超過一千家；中資市值佔港股比例則從17％上升到63％。從資金

角度來看，中資到港上市集資金額上升到四成。過去證券商都是外資為主，現在十大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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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裡有九家是中資。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經濟中國化程度已經非常嚴重。 

  2003年SARS對香港經濟帶來嚴重影響，中共遂誘使香港人同意港府跟中共簽定《關

於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CEPA）協議，香港從此被正式套進大中華經濟圈。香港過

度依賴中國的其中一個惡果就是要承受中國經濟泡沫化的風險，中國的有形債務已經是

天文數字。 

  自2008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整體債務佔GDP的比重急速攀升，早已是官方不

得不承認的事實。 

  瑞銀（UBS）在2017年第一季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整體債務在2015年是GDP的254

％，去年升至277％，預估兩年內可能會升至300％。根據年初Kynikos Associates的統計

顯示，若扣除過去十五年累積的龐大外債，中國的淨外匯儲備現在只剩1.7兆美元，創

2009年初以來最低水準。若將影子銀行體系的數據納入計算，中國整體債務GDP佔比已

逼近400％，遠高於2000年的近100％。一般分析員都不會難發現經濟增長趨緩的同時信

貸仍持續創高實際上令信貸泡沫破裂的風險升高。 

  2017年9月初，國際組織「東盟與中日韓巨集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發表報

告稱，截至2016年底，中國企業債務佔GDP的比重在2020～2030年，將上升至200％。主

因是為了金融機構穩定及要維持GDP高成長，政府大量印鈔，金融機構對國企不斷放

貸，國企罔顧經濟效益去花用資本，債務不斷攀升。更嚴重的是房地產泡沫，房地產在

中國有三種用途：自住、供權貴們及私人企業家炒賣及美化中國GDP數字。中國證監會

證實銀行貸款大概有四分之一投向房地產，2016年新增貸款中有45％是房地產貸款。面

對不斷上升的財務風險，外資及包括李嘉誠在內的港資自2015年起一直撤離中國及香

港。國際信評機構穆迪（Moody's）在2017年5月調降中國信評後隨即亦將香港降評。 

  中共不需要香港人，但需要香港作為貪官的洗錢基地及權貴的大賣場，香港地位特

殊。但是為了加強控制，中共一方面大力掌握輿論，另一方面則加速人口清洗。香港的

新聞自由度國際排名，會由2002年的十八位下降至七十三位。香港記者協會於2017年6月

初指出，全港二十六間主流傳媒中，逾八成機構的老闆或主管已獲公職或獲授勳「嘉

許」；最有影響力的英文紙媒和電視台都被染紅或直接由中資控制。 

  香港電視媒體很早就被收編了，亞洲電視台在未倒閉前被親中商人控制，當中還包

括來自台灣的蔡衍明，無線電視近年更全面傾中親共，在雨傘革命中對佔領行動不斷撻

伐。後來香港電視申請無線電視牌照，卻遭否決，中共害怕香港電視會成為一個支持民

主派的媒體。 

  紙媒中除了《蘋果日報》及《壹週刊》外幾乎全部都成了中共的傳聲筒。令人擔心

的是，《壹週刊》近日也售予反民主的親中商人。《南華早報》更被視為中共政法委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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儡的馬雲所收購。過去被認為支持民主化的《明報》在前總編輯疑因調查及報導中共貪

官醜聞被砍重傷後亦大加「收斂」，自我審查非常嚴重。 

  中國既然不需要香港人，那麼除了用媒體及教育去洗腦，令他們自己認同是中國人

外，就是直接以中國人代替香港人。2014年雨傘革命後，中共及港府的強硬態度令人心

浮動，移民人數大増。給中國移民的每天一百五十個單程證之額度則幾乎用滿，政府公

布2017年年中人口接近七百四十萬，較2016年同期增加5.29萬人，增幅0.7％，當中單程

證持有人的移入為5.57萬人，較去年同期急增17％，成為本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由

於移出人數為1.7萬，人口清洗實際上超過七萬多，等於是每年有1％人口淸洗量。 

  另外就是開放愈來愈多的中國人到香港短期停留，1997年赴港旅客中大概只有兩成

多是中國客，2017上半年則是四分之三，這是要令香港人過度依賴中國。香港的零售業

自2014年10月以來收入持續下跌，沒有好轉的跡象，既然中國遊客仍然佔有極大比例的

同時，為何零售業會下跌？這跟中國打貪有密切的關係，香港早已淪為中共貪官的洗錢

基地，但在習近平上台後的以貪反貪下，中共大量收緊「不法」資金流向香港。除非是

負責反貪的官員及其他紅二代或三代，一般貪官要將黑錢拿到香港漂白的機會變少了，

受影響的當然是珠寶金飾集團及鐘錶行。 

  過去曾經開放深圳居民一簽多行，令每天到香港購買民生物資的中國人數大増。在

中國出現毒奶粉後湧來大批中國大媽及水貨客搶奶粉，令香港曾經一度陷入奶粉荒。雨

傘革命後本土派崛起，個別團體更發起多次「光復行動」，反對中國水貨客，迫使香港

政府與深圳當局協調後取消深圳居民來港的「一簽多行」。本土派的崛起對中共實質併

吞香港的進程只會產生阻延的作用，港獨派的冒起是要澈底跟中國區隔。 

陸、港獨何錯之有？ 

  本土派不一定是港獨派，但港獨派必然是本土派。港獨思潮背後的意識形態是抗共

反中。反中具有多重意義，首先是歷史上香港不屬於中國，香港人應該要有屬於自己的

國家。其次是政治上發展出不同制度，中共是一種寡頭獨裁，香港過去是法治下的開明

專制，香港人不會認同歸屬獨裁政權。民主化的前提是港人必須擁有自己的主權或至少

像台灣一樣有一個真正獨立運作的政權，否則一切都是緣木求魚。另外就是反對文化的

中國化與支持保存原居民文化。最後的是經濟上反中，獨派從反共產主義轉為反經濟併

吞，更反對港府依賴中國。 

  港獨引發全香港熱議，港共政權甚至禁止被視為支持港獨的候選人去年參選9月立法

會，大家質疑這種是不當剝奪港人公民權的做法。香港獨派組織於是史無前例地公開在

添馬公園集會，大概有一萬人參加，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民族黨主席陳浩天之前更提

出不排除武裝革命的可能性，面對弄假成真的港獨風潮，中共的傀儡及媒體喉舌大加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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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一眾親共學者及人大政協嘗試合理化中共的操弄。既然中共赤裸裸干預香港內政，

就是明顯地破壞港人高度自治；但親中學者劉兆佳竟然辯稱由於執行篩選的是港府，所

以不算是中共干預，這等於是說黑幫老大指使小弟去殺人，人就不是老大殺一樣。口口

聲聲說港獨主張破壞《基本法》，實際上破壞《基本法》的是中共及港共政權。 

  香港人應該有機會選出支持港獨的代表進入立法會，當然不一定會當選，但可以參

選本身不正是表現港人自治的方式？如果港獨真是像中共說成是洪水猛獸一樣，那麼透

過選舉讓港獨被港人唾棄的現實曝露在世人面前，不是剛好成為打擊港獨的最佳方式？

與其說這一連串舉措是在打擊港獨，倒不如說是獨裁專政者用以滿足其躁狂權力慾的手

段。 

  面對個別被打壓的港獨擬參選人申請司法覆核，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表示不會提請人

大釋法；不過，既然他本人曾於去年4月信誓旦旦的說港獨有違《基本法》，為何不去釋

法，看看持港獨主張的人士去參與有否違反《基本法》？對中共而言，只要談論港獨都

是違反《基本法》的，可是，《基本法》中明確表明保障言論自由等公民權，一旦釋法

將令中共及港共政權陷於困境。若人大認為港獨違反《基本法》第1條，是否要立法禁止

港獨人士參選？若是，那麼也許會有團體又去申請司法覆核，甚至再一次要求釋法，看

看該等法例有否違反《基本法》。既然《基本法》中第三章第26條清楚列明「香港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港共政權因為不同政見採取任何方式

的篩選都有違《基本法》。 

  以目前的《基本法》來看，除非在立法會中按照程序上已經到決議修改或廢止現行

《基本法》第1條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條文，否則任何跟港獨有關

的言論及主張，甚至參政，都沒有什麼違反《基本法》的問題。且看西班牙分離主義的

實例，2015年加泰隆尼亞議會以七十二票對六十三票通過一項決議，並推出了一個為期

十八個月的獨立路線圖，尋求2017年脫離西班牙獨立。 

  簡單來說，該議會之所以能夠推動獨立是由於獨派人士在議會中超過半數，這當然

是因為那些議員不用簽什麼確認書，確認加泰隆尼亞是西班牙自古以來的一部分才能透

過參選獲得足夠席次。西班牙政府的處理方式不是禁止支持獨立議員參選，畢竟沒有實

際的。 

  面對加泰隆尼亞議會通過獨立議案，西班牙政府則是請求憲法法庭能作出「議案無

效」的聲明，法庭上的十一名法官也一致同意，接受馬德里中央政府的訴訟。法院警告

加泰隆尼亞的議員，若不理會憲法法庭裁決，將面臨刑事檢控、罰款及中止職務。但加

泰隆尼亞自治政府仍不理會這項暫停命令，繼續展開脫離西班牙的程序，9月中更有百萬

人上街支持獨立，公投結果10月初就有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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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觀港獨經歷了一次立法會新界東改選及一次全面改選後，包括港獨在內的本土運

動者幾乎被全部封殺，除了參選權被剝奪、恐嚇、抹黑，更有明顯造票的嫌疑至今仍未

查明原因。本土派的議會路線已經證明很難走得下去；針對議會外的行動路線，2016年

農曆年初一晚發生的旺角警民衝突中本土民主前線主要人物梁天琦及黃台仰跟一些參與

者竟遭到梁振英政府以暴動罪起訴，可以看出港獨及本土派被中共強烈打擊，未來更是

舉步維艱。 

柒、結論 

  香港淪陷二十年，「一國兩制」實際上已經淪為「一國一制」，由於中共實際上已

經放棄社會主義，因此，根本沒有需要再將香港的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區隔，重點只是中

共如何繼續利用香港壯大其貪腐的權貴資本主義。 

  中共要將其惡質的資本主義輸出香港，就必須在政治上對香港完全掌控，未來將繼

續收緊香港的言論空間及打壓各種公民自由與人權。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被襲擊及

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林榮基被擄走等事件可能會繼續上演。 

  香港年輕人不單面對中共操控下香港裡的嚴重剝削，更要面對一個不太有可能民主

化的政治制度。不管是港獨或民主自決，都是年輕人積極對未來出路的思考方向。

「2047年的二次前途問題」將會是中共的夢魘，也繼續困擾香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