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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集訪問了 40 年前已來港關注弱勢社群權益的神父、40 歲時正為香港前途談判
奔波的李柱銘和譚惠珠、回歸後分別在內地學習法律和創業的楊岳橋和郭正光，
以及因雨傘運動而入獄的周永康，帶你了解香港這 40 年的故事。

內容重點：




了解甘浩望神父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的故事
了解有關中英前途談判的歷史
了解港人回歸後到內地學習或創業的經歷



了解雨傘運動帶來的變化和未來的可能性

持分者：
持分者

人物 / 組織

關注香港弱
勢社群權益

甘浩望
（神父，意大
利人）

經歷 / 看法



70 年代到香港，開始參與香港社會運動至今
剛好是 40 年了
（《甘仔的新天地》1999-訪問內容）很多人忘
記了自己是一位神父，自己堅信做事要有原
則，成效次要。不是只聽我自己說，我們這些

人要進入群眾裡，聽他們怎麼說
（再次接受《鏗鏘四十》訪問）：
 來香港 40 多年，穿梭中港兩地，想透過教育
接觸一群被社會忽略的人，包括滯港難民
 每一個人都非常寶貴，不管他是甚麼人，難民
也很寶貴
 若大家能解決自己的問題，成功爭取，然後關
心其他人的問題，這個社會可以改變得很快
 自己做的事並非考慮有沒用的，做的目的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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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意思，所有爭取和鬥爭都是長期的。在香
港不可能有一個行動，很多人參加後立即有效
果
自己有參與雨傘運動，現時仍繼續在當時的佔
領區舉行彌撒。並非它已經終結，就是失敗
了，這種思想是錯誤的。自己覺得其作用或價
值就是一個真民主的開始和推動。不知道何時
有全面的民主，但會繼續自己的行動
沒有忘記當初來香港的原因，每年都會到內
地，找尋心目中理想共產主義的平等社會

有關香港回
歸前的前途
問題

譚惠珠
（大律師）



自己 40 歲的時候是 1985 年，當時開始撰寫《基
本法》，是一個相當令人值得回味的日子



（《一紙承諾》1994-訪問內容）英國國會議員
說，你們能否代表香港的民意？你們不是選舉
產生的」香港百多年來都沒有選舉。猶如有人
一直撫養一名孩子，當孩子要求養父母提供保
障時，對方卻問：你是我的孩子嗎？
（再次接受《鏗鏘四十》訪問）當時（回歸前）









自己有個同學問自己應否移民，自己鼓勵他
去，當時風雨飄搖，但說自己會打着傘等他回
來。他問為何這麼有信心，當時人人都人心惶
惶。自己答，我看到，若中國要港人在《中英
聯合聲明》談判中投降，只要關掉東江水來
源，立即便完了
（《九七倒數-霧裡看花》1994-訪問內容）原是
雙料議員，在《基本法》頌佈後 1 年淡出港英
建制，北上深造。自己離開兩局後到北京大
學，修讀法律和憲法，那時候比較熟習北方人
的生活，自己是有信心，也希望香港人可以站
起來接受挑戰，只要港人可以發揮我們的作
用，而非整天把政治問題，猶如一塊紅布在牛
前不斷擺動，便很有機會達到目的，就是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
1988 年出任全國人大代表
現任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再次接受《鏗鏘四十》訪問）80 年代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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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港人不應把政制問題，猶如一塊紅布在牛
前不斷擺動，這會觸怒對方而達不到目的。
2014 年佔中和 8.13 決定無法落實，在整個過
程裡，自己覺得是香港有人擺動紅布。香港政
府還沒開始諮詢，他們已經揚言要佔領
李柱銘
（大律師）





（《一紙承諾》1994-訪問內容）雖然中國有些
官員說，不要緊，雖然現在不能給港人民主，
英國人走了便給港人民主。相信只有 3 歲孩童
才會相信，感受是令越來越覺得中國政府對香
港問題越來越收緊，根本完全是背道而馳
（再次接受《鏗鏘四十》訪問）很難過，自己
從前說的話彷彿全應驗了，但不想這樣。回歸
十年應該舉行 07/08 雙普選，一拖便延至
17/20。到了現在，2017 年已過，不知道何時
可以普選特首

有關港同盟

劉江華

的成員的去
向

(民政事務局
局長)



（《六月的這一天》1995-訪問內容）1994 年決




定退出支聯會，然後接受中方邀請，成為港事
顧問。當時正在創造另一種渠道，希望能夠直
接推動另一種形式，令當時支援中國民主運動
的精神長存下去，要跨越 97
1991 年退出港同盟
（《非常民主》1997-訪問內容）本來是獨立議
員，在沙田和馬鞍山有相當實力，最近選擇加
入民建聯，因為相信獨立人士在這次的遊戲規
則下全無機會
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


馮煒光
（前新聞統籌
專員）






（《學壇政風》1985-訪問內容）當時作為港大
學生會一份子對 1984 年 9 月間達成的《中英
聯合聲明》，召開記者招待會，提出意見，認
為若由中央通話，可能對自治有干涉意味，所
以並不贊成
2012 年退出民主黨
2013 年出任新聞統籌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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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港人回
歸後到內地
學習或創業
的故事

楊岳橋
（立法會議
員）





（《遊學北京》2005-訪問內容）自己一心打算
來北京，因為小時候渴望到內地看看和生活，
看看這裡的情況，以後若有機會，希望在這裏
發展。印象較深是朱鎔基任總理的時期，那時
自己在加拿大，不知為何感覺很好，覺得似乎
很有希望。至於日後打算去外國，留在香港還
是內地，則仍需要再觀察。這幾年開始愛香
港，覺得想回去，一國兩制猶如一本才寫到第
8 頁的書，以後會怎樣？其實由大家，香港人
和內地人一起去寫。多些溝通，放下成見，大
家可以一起寫出更好的書
（再次接受《鏗鏘四十》訪問）當時那樣說是
有點天真。在無奈之下，現在港人剩下的真的
只有《基本法》。過去 20 年，（中央）不斷在
《基本法》戳洞，到最後，如何體現香港在一
國兩制下我們擁有的東西，其實不只靠一部法
律那麼簡單，還要靠人（去保持）

郭正光



（香港 O2O 電
子商務總會資
訊科技及應用
科技部總監）





（《十八變》1994-訪問內容）若到時人人都不
投票，可能政府會說不必舉行投票，反正人們
不支持選舉，可能我們連唯一反映香港人意見
的方法，港人真正治港的機會也會失去
若將來用這一套來管治香港，可能習慣自由的
香港人、喜歡任意說話和做事的香港人，會有
很大反應，可能到時真的會很亂
（再次接受《鏗鏘四十》訪問）自己 18 歲時
對未來很有希望，希望這裡更加好。當時覺得
回歸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自己在政治不穩的 90 年代成長，回歸後踏入
社會工作，創立資訊科技公司，在業界打響名
堂，之後亦應邀加入幾個政府的諮詢委員會。
10 年前，自己開始回內地發展。在公司，自
己很少談論政治。香港出現反水貨客行動，當
時身在內地，體會到香港人因身分認同帶來的
矛盾。自從看到腳踢行李箱，該片通過微信傳
遍全中國，看到（內地）朋友和微信的反彈很
大，他們開始思考一件事，從前沒想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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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中國的一個城市，我們（內地和香港）
是否一家人？為何會這樣對待家人？
有關學生運
動

周永康
（前學運領
袖）













40 歲的時候自己會做甚麼？世界可以變得很
恐怖，當然希望可以散播光輝，那可能需要很
多同伴一起去做
（回應以往香港學生對學生運動的憧憬的片
段）很青春。若說樂觀，今天並沒有，完全沒
有這回事。剛才自己看到（片段）覺得很震撼，
這麼樂觀？
今天的學生組織的成員較辛苦，因看不到今天
有一個空間，如 90 年代般，可以相對自主地
遊走於不同光譜之間，然後思考如何接觸更廣
泛的受眾
自己因雨傘運動入獄接近 3 個月，囚友的說話
令自己反思民主運動要爭取的是人心。他們
說：「阿康，我們入獄後就是社會渣滓，就是
社會最低層人士」很多時候，他們只為了改善
生活，在生活邊緣掙扎，在這情況下，自己會
思考，民主運動跟他們有甚麼關係？對他們而
言有甚麼意義？
雨傘運動後，學界出現內部矛盾，自己 40 歲
時，社會狀況可能會比現在差。這 40 年的香
港民主運動，一再出現內部分裂，要避免重蹈
覆轍。你即使標籤自己是某一派別，（理念）
仍會相撞，而大家都面對着同一困局，基本
上，距離和差距是否那麼大？大家都意識到似
乎並非那樣
出發去美國進修，迎戰未來。一關結束後，勿
論勝負，以後還有很多關。若在這一關已經全
部倒下，以後怎樣戰鬥？

影片標籤 (CuePoints)：


0230

甘浩望為難民爭取權益，並回顧《鏗鏘集》以往片段，了解不同年
代的弱勢社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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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情況；回顧譚惠珠和李柱銘當時的看
法，並了解他們現在對香港前途的看法
了解楊岳橋從移民外國到在北京學法律到回流香港的故事
郭正光講述自己北上發展，並發表對中港矛盾的感受
回顧學生民主運動；周永康評論不同年代的學生運動的難度轉變，
並對自己為社會付出自白

思考問題：
1. 甘浩望神父 40 年內以甚麼原則為弱勢神群爭取權益？試解釋你是否認同的
的理念。
2. 楊岳橋於 2005 年接受訪問時對回歸有何看法？今天的他在心態上有何不
同？
3. 李柱銘指自己從前說的話彷彿都應驗了。你是否同意他的說法？這反映了香
港甚麼政治狀況？
4. 周永康經過入獄後對民主運動有怎樣的新見解？
5. 根據節目內容，你認為這 40 年間，香港最重要的變遷是甚麼？
延伸閱讀：
1. 通識影片：鏗鏘集－回歸廿周年系列一 之 這麼近 那麼遠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7-1703
2. 集師廣益：中港矛盾？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1012&mot
her_id=639
3. 集師廣益：去殖民化的雨傘運動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670&mot
her_id=1626
影片連結：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8-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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