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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歸 15 周年，香港對於中國、亞洲乃至全球都有相當影響力。香港法制的
完善、經濟的繁榮與穩定、社會的公平開放、民主與自由等都根植於香港的核心
價值觀。本文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主要包括多元與包容、民主與自由、法制
與廉潔、敬業與效率、平等與誠信，這五個方面是緊密相連的。本文也指出香港
近幾年經濟轉型發展有所緩慢，並建議其應在國際、國內、本地層面上努力，鞏
固和發揚其核心價值觀，同時要充分利用惠及香港的政策，加強與內地合作，在
科技、教育和衛生等方面創造新的國際競爭力，以提高其國際影響力和地位。
關鍵字
價值觀；法制；高效；自由

∗

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編號：10YJA790014 & 10YJA790275）基金資助。

1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一、前言
價值，是客體對於主體所表現出來的積極意義和有用性。城市價值，則是該
城市對於本地居民、對於周邊地區、對於國家及世界的積極意義和有用性。核心
價值觀是指某個社會群體判斷社會事務時所依據的基本是非觀念，所遵循的行為
標準。也有學者把價值觀念分為核心價值觀念和非核心價值觀念，認為反映基本
的、需要長期穩定的社會關係的價值觀念是核心價值觀念，除此之外的對社會關
係進行是非判斷的觀念則是非核心價值觀念[1]。香港學者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是港人普遍的願望，是港人願意付出代價追尋的，是他們不願意其從他們中間溜
走的[2]。
從西方文明引進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的價值觀已成為人類
文明的普世價值觀。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人權、法治、公開透明”是港督從
英國本土引進的，且港人久經殖民政府統治，自小受英式教育，對此價值觀有直
覺上的認同[3]。香港回歸後，社會存在發生變化，港人對新舊價值觀問題進行激
烈爭執。2004 年，張炳良等 294 位專業人士連署發表《核心價值宣言》，其中認
為香港的核心價值觀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
多元包容、尊重個人、恪守專業”[1]。同年，當時的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亦強調，
包括法治人權、廉潔公平及包容多元等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香港的生命線[4]。
2009 年，劉乃強等香港專業精英認為“愛國愛港、社會和諧及自力更生”為港人
共同價值觀[1]。2012 年，劉兆佳提出勤奮、節儉、好學、自強、自重、謙虛等具
有中國傳統文化色彩並被香港人珍而重之的價值也應是香港核心價值的一部分[5]。
事實上，香港長期以來深受中西文化的影響，並以西方文化的價值觀為基石構造
了香港文化特質，一方面主流社會推動西方文明植入，另一方面廣大的香港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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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傳承嶺南文化傳統，如熱愛家庭和心系鄉情等，再結合香港移民彙集和自由港
特點，所以，民主、法治、拼博、包容等核心價值觀已深入香港各階層中。
香港回歸 15 周年，其間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社
會改革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作為國際都會，它的城市價值對於當地社會乃
至全球都是有相當影響力的，以至 2008 年 5 月《時代》週刊在“三城記”中
創造了“紐倫港”這一個新名詞，充分說明了香港、紐約與倫敦都已通過自己
的變化，主導了世界經濟。2012 年 7 月《經濟學人》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
香港在世界 70 個宜居城市的考評中排名第一，這充分證明回歸後的香港仍
是世界重要的城市。
相比之下，內地的經濟總量快速增長並逐漸與世界接軌。於是，漸多的內
地人認為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作用中的價值減弱，以至於部分學者和政府官員另
覓新的學習對象與求助對象，如新加坡、臺灣、日本、美國等。究其原因，一方
面是香港並沒有像其他“三小龍”一樣向高新技術產業成功轉型，而是一心發展
服務業，與內地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需求不匹配；另一方面是內地學者官員仍沒
有充分認識香港成功的核心價值所在，沒有深入研究支撐其高度發達服務業的敬
業精神和高效率等軟實力內涵。可以說，香港的成功並不僅是經濟成功，其成功
是來自於核心價值觀的形成、保持和與時俱進。
香港完善的法制，經濟的繁榮與穩定、社會的公平開放、民主與自由等都根
植於香港的核心價值觀，本文希望通過對其進行梳理，能將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全
面地展現出來，讓世人瞭解和學習香港成功背後的核心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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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分析
香港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沉澱著豐富的文化內涵，令香港人都倍感自豪的社
會文化特色或精神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觀。透過香港的核心價值觀，我們更能從
香港的經濟成功中深入到香港精神內核以及香港鑄造亞洲都會輝煌的軟動力所
在。我們通過對香港的長期觀察分析，認為香港的核心價值觀主要包括以下五個
方面。
1、多元與包容
1842—1997 年，香港是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其間入侵香港的不僅僅是英國的
軍事力量，更是其文化的入侵，這使香港帶有強烈的殖民地特性。近代的歷史使
香港不僅保留了中國的文化特色，而且融入了濃烈的西方文化氣息。這樣的背景
使香港的經濟、文化都體現了獨特的多元化。今天的香港一方面保留了本地的文
化，另一方面又包容了許多外來文化，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上，能聽到粵語、普
通話、英語等世界各地的語言和方言，能看到來自世界各國的商人、居民及遊人。
中西方文化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融合，隨著全球一體化與經濟的快速增長，在香
港生活、工作、旅遊時處處可見多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如香港重慶大廈在 2007
年被美國《時代》週刊評選為亞洲最能反映全球化的地方，在這棟 17 層高的大
廈裏曾經生活過來自 120 個國家的人，大廈裏隨處可見黃、白、黑皮膚的各色各
[6]
樣的人 。這裏體現了亞洲的全球化，也體現了香港的多元化。這與香港的包容

與多元化是息息相關的。
有學者對 33 個國家及地區的包容度進行了對比研究，其中香港僅次於以色
列而排在第二位[7]。香港的多元化與其包容度是相輔相成的。對種族、宗教信仰、
言論等方面有足夠的包容，才能使其多元化得以保留並成為其顯著特點。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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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歷史為香港帶來了融合各種文化的機會，才使其有極高的包容度。在香港，
有人享受烏龍茶，有人熱愛咖啡，有人喜愛粵劇，有人欣賞歌劇，有人信奉佛教，
也有人信仰上帝，這些看似矛盾的喜好或信仰在香港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在這種
大環境下生活的香港人不會以此為怪，因為在這裏各種文化信仰都有生存下去的
空間。以 2010 年 9 月港人在菲遇難一事為例，目睹 8 名赴菲律賓觀光的香港遊
客慘死于劫持者門多薩的槍口下，港人對菲律賓充滿憤懣，但這種情況並沒有使
港人對在港的菲傭做出不公平的舉止。可見港人的包容不僅體現在文化和信仰上，
還有對不同國籍人士的理解、接納上。只要是在法律及各類規章制度允許的範圍
內，做出的行為都是可以得到容忍的。香港的多元促成了香港的包容，同時香港
的包容使其多元得以蓬勃發展。這一良性循環使香港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才，同
時擁有廣闊的渠道吸收外來的技術，為科技、經濟發展服務。
2、民主與自由
香港回歸中國以前，在英國的統治下擁有高度的經濟和公民自由，但卻沒有
政治自由，英國在香港緊守政治權力的壟斷。而今香港依舊保留了經濟與公民的
自由，同時在政治上也實現了港人治港。可見，相比起許多國家和地區，香港有
著較高的民主，然而在香港特殊的歷史背景與“一國兩制”的制度下，香港的民
主制度不同於其他地區。有研究認為，香港的民主是對世界多種民主形式的補充，
其有兩個特點：一是不體現國體和政體，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是國體和政體
的統一；二是從實際享受的民主權利來看，具有複合制的某些特點[8]。香港的民
主具有自身的特色，雖然與其他地區的民主制度略有不同，但這不影響香港的市
民擁有民主與自由。
民主制度使香港有足夠的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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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每個人和組織充分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生活的機會。在香港，人們可以
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可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可以宣傳自己的信仰，可以遊
行集合等，這些都是香港民主制度下法律所允許的。2010 年 8 月 29 日，香港 8
萬人遊行悼念菲律賓人質事件中的遇難同胞。每年重要的節假日，香港都會有由
民間組織發起的大型遊行，有爭取普選、反對官商勾結、消滅貧富懸殊、重視弱
勢社群等不同主題。這些都能體現香港的民主自由。香港的核心價值要素包括自
由與法治，而這裏的自由包括經濟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9]。
此外，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不僅體現在以上政治和社會方面，還有經濟制度上
的自由。美國傳統基金會在 2011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的報告中指出，香港連
續 17 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10]。香港亦是最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之
一，同時是亞太區域主要的資產管理中心。在 2010 年底，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在亞洲排名第 3，僅次於東京、上海證券交易所[11]。20 世紀 70 年代以前，
香港政府採取的基本是“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70 年代以後，則修訂為“積
極不干預”政策，除非有明顯的市場失調，否則政府不會對私營企業做出任何干
預[12]。但在這樣一個政策下，香港的經濟卻缺乏長期性的規劃，就如 80 年代時，
政府沒有對製造業北遷做出任何干預，一系列的經濟活動都是市場自發的。這樣
使香港既容易受外界經濟環境影響，又無法保障自身經濟在受到衝擊時能採取有
效的應對措施。雖然香港經濟上的自由政策並不能做到十全十美，但香港的自由
是其向國際化發展的重要因素。更多的言論和思想給了人們更廣闊的思考空間，
民主的社會給予人們更大的選擇空間，不斷注入新鮮思想血液的社會才有遠大的
發展前途。民主和自由完全融合到香港人的生活與工作中，是香港不可忽視的核
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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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制與廉潔
在回歸以前，香港的法制體制是從英國移植過來的，用的是《英皇制梏》和
《皇室訓令》，英國上議院和樞密院約束著香港的判例。隨著香港的回歸，香港
有了屬於自己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得益於“一國兩制”的制度，香
港能夠保留原有的法律，包括成文法、普通法、衡平法、習慣法等。在香港，真
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香港法制的嚴格執行是香港政府廉潔的一個重要前
提。
香港的財政資料公開透明，財政支出的每一筆錢都能詳細地回饋給納稅人，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機會、有權力去監督香港政府。香港的政府統計處網站上公佈
的香港各方面齊備的資料，幫助人們更瞭解這個城市，更易於指出其存在的問題
並提出改善建議，同時也是給人們一個更簡便的渠道來監督政府。對於貪腐等違
法現象，香港市民可以提出起訴，並能得到實際的解決，能夠解決問題的法制系
統給人們以安全感，它使人們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完善的法制對上文提到的
多元化與包容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沒有碰觸法律底線的事物都是合法存
在的，是可以被接納的。
說到香港的廉潔，不得不提的是香港的廉政公署。“香港勝在有 ICAC”這
句話在香港媒體的宣傳下可謂家喻戶曉，其本身也深得人心。ICAC 是廉政公署
的英語簡寫，全稱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香港的廉政公署成
立於 1974 年 2 月 14 日，是一個專門打擊貪污的獨立執法機構。香港的廉潔除了
得益於完善的法制與公開透明的政務外，更重要的是香港有廉政公署這個特別的
機構。2011 年廉政公署的民意調查顯示，98%的被訪者認為廉政公署值得支持，
[13]
87.8%的被訪者認為廉政公署反貪工作十分有效 。可見，香港市民對廉政公署

7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的工作是十分有信心的。廉政公署對嫌疑人的調查也受人們的監督，在對嫌疑人
的審訊過程中，保證審訊人是自願的，並全程無死角錄影，錄影最終會刻成白、
紅、黃三份光碟，白色光碟供廉政公署辦案使用，紅色光碟給被審訊人，黃色光
碟作為檔案資料封存[13]。這樣的一個審訊小細節反映出香港人做事的謹慎，且處
處體現了其公平、公正、公開的特點。在向廉政公署舉報的人中有 70%左右是普
通市民[14]，這說明香港群眾對廉政公署的支持與信任，因為廉政公署是香港人保
護自身合法權益與保護香港廉潔形象的公平、公正的機構。
2012 年 7 月，上任不足兩星期的香港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涉嫌二十多年前
申領政府房屋津貼時違反《防止賄賂條例》，被廉政公署拘捕。2012 年 3 月 29
日，香港第三大富豪、新鴻基地產大股東兼聯席主席的郭炳聯、郭炳江被廉政公
署以涉嫌貪污為由進行拘捕。這些都說明，不管多麼有權有勢，一旦有貪污違法
行為，香港的廉政公署與香港的法制絕不姑息。香港的法制是香港人保護自身權
利的有效武器，法制與廉潔是香港核心價值觀的核心。
4、敬業與效率
香港人的敬業精神鑄就了香港經濟的騰飛和發展。在香港，下到清潔工人，
上至行政長官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地工作著。只要付出勞動就能獲得相應
的收入，香港公平公正的社會機制使香港人認識到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通過不
法行為不勞而獲的做法在香港是不能容忍的，社會文化積累和沉澱使香港人擁有
世人稱頌的敬業精神。也許最開始是由於激烈的人才競爭、過高的生活成本導致
了生活壓力，或是資本主義文化中金錢的重要性使香港人勤勞工作，但在時間的
沖刷下，這慢慢地沉澱為一種文化，象徵香港的文化。在香港，可以看到商場服
務員親切的笑容，街頭上白領的腳步匆匆，諮詢人員的熱情解答，正是香港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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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精神使香港充滿活力，香港人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城市。
敬業精神帶來的是工作的高效。廣州大學發佈的《中國廣州城市建設發展報
告（2012）》顯示，廣州單位建設用地 GDP 產出率為 643 億元/平方公里，用地效
率不到香港的 1/8[15]。香港的城市用地只用了 25%，深圳已利用了 70%，但香港
的產出是深圳的兩倍[16]。對比廣州、深圳這兩個城市的用地效率，可見香港對土
地的利用效率之高，香港受限於有限的稀少的土地資源，而效率卻可以彌補這方
面的不足。香港的效率不僅體現在用地上，而且體現在香港政府高效的辦事效率
上。香港有一個為提高政府效率而設的機構——效率促進組，其職責是為各決策
局及部門提供管理顧問服務，並監督及改善政府的服務水準，從中可見香港政府
對效率的注重。香港政府在面對市民的訴求和其他突發事件時的反應也很迅速，
十分值得內地各個地方政府學習。
5、平等與誠信
香港是一個注重平等的城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違法，無論官再大
錢再多也不能逃過法網。香港平等機會委員（簡稱平機會）很能體現香港對平等
的注重。平機會，是香港的法定機構，致力於消除基於性別、婚姻狀況、懷孕、
殘疾、家庭崗位及種族而產生的歧視，平機會負責執行的法例有《性別歧視條例》
、
《殘疾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種族歧視條例》。由這些法例作為準
則，再加上香港人本身的高包容度，使香港成為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每個人都
有法律保護自己，同時機會平等也作為一種文化慢慢沉澱下來。
平等的社會也充滿了誠信。據調查，在外國人眼中看中國各地人的誠信度，
[17]
香港人的誠信形象僅次於北京人、山東人而排名第三 。在外國人眼裏，香港人

是比較靠譜的，在香港，誠信方面首先起帶頭作用的是政府，香港政府公開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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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全香港的監督，政府所承諾的事能否實現，每個香港市民都心中有數，政府
的誠信是在市民的監督下建成的，並在歷史的發展下成為香港的主流文化。香港
的服務業能持久發展下去與其誠信度也有密切關係，在如此自由開放的城市，行
業間的競爭越加激烈，想要贏取客人、獲得消費者的認可就必須做到誠信。公開
透明促使群眾可以很好地監督政府、商家與個人的行為，為香港的誠信打下良好
基礎，再加上法制文化環境的影響以及香港人擁有的較高道德水準，使香港各行
各業都有較高的誠信度。

綜上所述，香港的五個核心價值觀之間是緊密相連的。完備的法制與廉潔的
政府是香港立足於世界的最基本條件，在國際上，社會的廉潔與發達程度是呈正
相關的。全面嚴謹的法制加上對其嚴格執行的政府使在香港的所有人都有一個明
確的行為準則，香港人更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形成了自覺奉公守法的良好風氣。法
治社會的重要性也體現為它為其他核心價值觀的形成提供了的環境。“一國兩制”
使香港得以保留資本主義的很大一部分社會機制，給予了香港的民主與自由發展
的機會，民主和自由使香港大部分人都積極參與到城市的管理中去，與政府一同
發現並解決問題，使政府能聽到各界的聲音，有助於消除不公和歧視等不良現象，
促進社會各界發展。一個法制健全、民主自由的城市自然表現出多元與包容，中
西文化在此結合，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人彙聚在這個小小的海港城市，和諧相
處。多元與包容看似獨立卻缺一不可，香港是一個有包容之心的城市，因此香港
的創意產業在接觸到如此多元文化的薰陶下也能迅速發展著。作為一個國際化的
自由之都，香港面臨著極大的競爭力，正是每個香港人崇尚平等、恪守誠信，同
時在各自崗位上憑藉著高效率與敬業精神來為香港發展作出貢獻，才能一直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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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香港應對國際挑戰，不斷前進。
三、問題與展望
香港的核心價值觀帶領香港飛速發展，使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
心、國際航運及物流中心。在跨國企業營運、國際會議展覽、旅遊等方面，香港
在國際上也有著重要的位置，在世界有著非凡的影響力，也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
的重要參考對象。與內地相比較，近年來香港發展趨於緩慢，沒有新的優勢作用
於內地也是事實。經濟發展的緩慢也使人們對香港的核心價值與各種社會問題進
行思考，有學者認為核心價值取決於人們的集體情緒，高鐵事故、國教事件以及
某些政府高官、工商巨富的貪得無厭使港人產生了擔憂、厭惡、憤怒等情緒，並
成為當代香港政治的核心情緒[18]。而這些情緒也對香港核心價值有負面的影響，
也影響著香港的發展。香港在保持其國際地位的同時，必須尋找新的競爭力並克
服各種情緒阻力才能更穩地立足於世界。
在國際層面，香港與世界級的大都市間還是存在差距的，如倫敦、紐約、東
京等城市。有學者認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需擁有 7 個特徵，即區域中心、服
務之城、移民之城、創業與宜居之城、傳媒之城、會展之城、文明之城[19]。在服
務、傳媒、會展、宜居、文明方面香港做得較好；在移民方面，香港吸引的最多
的還是內地人；在創業方面，創業板及主板集資比例遠低於紐約、倫敦[20]；作為
區域中心，香港的服務輻射區域範圍也不及東京、紐約、倫敦等城市。
在國內層面，香港以前的作用是把世界引入中國，為中國改革開放起著重要
的推動作用，但隨著中國的崛起，香港在這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少。將來，香港的
作用應該轉向是幫助中國健康地融入世界。中國社會現在存在許多問題，如分配
不公、貪污腐敗、改革滯後、誠信淪失、生態惡化等，中國和平崛起必須要面對

11

LEWI Working Paper Series

並解決這些問題，人民熱切呼籲和期待中央政府啟動新一輪的經濟、社會和政治
改革，重建國家的價值體系，提升軟實力。而香港的多元與包容、民主與自由、
法制與廉潔、敬業與效率、平等與誠信的核心價值觀能為內地再次改革開放提供
很好的參考和學習，而且，香港也有責任和義務提供平臺，引領中國自信、誠信
和廉潔地融入世界。
在香港層面，香港回歸 15 年後對內地經濟的依賴性加強，回歸紅利在擴大，
貿易保護有所抬頭，國際化程度相對減弱，貧富差距有所擴大，以“民主”為名
的政治紛爭加大，拼博精神降低，這對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帶來衝擊，中央和內地
的利港政策如“自由行”、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和創業等是一把雙刃劍，在一定
時期內它能維護香港經濟的繁榮和穩定，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香港經濟社會
的轉型升級，加劇了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濟社會關係矛盾。這些問題迫切需要香
港市民與政府有所作為去解決。
過去 30 多年來，香港憑著內地改革開放的政策得到了轉型發展，如今，國
家也有不少惠及香港的政策，如 CEPA、國家“十二五”規劃、珠江三角洲地區
改革發展規劃綱要等。香港要充分利用國家的發展政策，但也不能過多依賴政策，
要鞏固和發揚敬業、誠信、拼博等核心價值觀，發展多元和高端服務業，適度發
展高新科技產業，以及爭取在科技、教育和衛生等方面創造新的國際競爭力。在
國際市場開拓、品牌營造及技術專利研發等方面，幫助和支援內地企業走向世界，
在法制建設、城市管理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強與內地合作。唯此，香港才能在與
內地共同發展的過程中成就自己，提升國際影響力，成為世界級國際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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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 regression anniversary: the thinking of Hong Kong’s core values

CHEN De-ning1 ZHENG Tian-xiang2 LIANG Qian-ting1
(1.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Studie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Urban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Guangzhou 510320, China; 2.Sun Yat-sen
University,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Pearl River Delta,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Hong Kong has exerted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upon China, Asia and even the
world for 15 years since it returned. Hong Kong's sound legal system,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social fair and openness, democracy and freedom are all
rooted in its own core valu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ong Kong's core values consist
of pluralism and tolerance, democracy and freedom, law and honesty, dedication and
efficiency, equality and integrity, which five aspects are closely connected.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Hong Kong's re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has been slow in recent
years, and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make efforts on the international,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to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its core values. Meanwhile,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status, Hong Kong should take full advantage of its
preferential policy and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i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health field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creation of new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 values; legal system; efficient;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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