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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論文企圖從 1987 年至 1997 年期間，研究香港電影在面對國家定位發生

變化時，香港電影中如何去處理和面對所謂「認同」的議題，主要的問題

意識有：第一點，以香港電影為研究對象，重新整理電影與社會之間的關



係。第二點，建構香港電影中「家庭」命題的思考。第三點，從電影中的

「家庭」命題，重新釐清電影中「九七論述」的「家」、「國」「香港

人」等認同確認。 並設計「何處是兒家」、「落葉不歸根」、「吾愛吾

家」等三個主題進行電影文本分析，且從電影文本分析的過程，企圖希望

透過電影中對於「香港/人」的顯影拼貼，建構出香港電影中【「香港」

是我「家」】的電影論述。最後，且在對於香港問題的反省之餘，重新回

到自身對於身分認同問題的思考，為身處在認同問題同樣紛雜的台灣社會

中的自己，重新思索身分認同定位的問題。 研究發現從「何處是『兒』

家」的茫然失錯，以至「落葉不歸根」的移民選擇，還有「吾愛吾家」留

在香港的勇氣，從 1987 年至 1997 年時間內，香港電影在面對九七問題

時，所可能建構出來的「香港是我家」的電影論述。或許我們可以說，當

環境惡劣不堪時，生命都會有尋找出路的本能；而人也都有尋找繼續生存

理由，家庭，或許就是一個很好的藉口；對於香港居民而言，長久以來依

附在英國殖民政府的體制，失去了培養國家認同的機會；而當殖民政府離

開了，看似文化宗主國的中國大陸成為自己的「國家」時，相關國家/民

族/文化/身分等認同的問題，似乎成為一種必須「正名」的政治正確，於

是，整個社會開始焦慮騷動不安；或許如學者阮新邦（1996）所言，「這

些年來香港人對政治的訴求不斷提高，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理解也比以前

清楚，香港人對自己身分認同的問題也比以往多一份思索，如果我們相信

共同的危機感是一個重要因素，使得個人和群體對自己長期習慣了生活進

行反思，那麼，明顯地香港正處於這一種情境」；「香港是我家」對於今

日的香港而言，提供了可以再改變與創造的機會和勇氣，面對未來，香港

居民展現的是強韌的生命力量。 不同於香港，有一個迫切的歷史危機，

所以關於自我的身分認同思考，在台灣不僅是人民集體的心理困惑，更成

為許多意識型態論述不斷要去澄清和證明的命題。在台灣，反而在每一次

的選舉中，由於「我是？」的身分問題，成為影響選舉重要的關鍵，選民

也被迫在每一次的選舉中不斷被提醒，不斷去重新定義自己。而更不同於

香港的，台灣居民所要選擇的問題，其實往往已經被直接上昇到國家認同

問題的層次，但是，靜心思考，除了中華民國外，我們還可以選擇建立一

個獨立自主的「台灣」；如是這樣說，台灣居民似乎比香港居民來得幸

運，因為我們連國家都可以重新選擇，而不是只是去思考不同身分認同之

間的關係脈落，選擇一個已經被決定的身分，台灣居民甚至還可以給自己

創造另一個新的身分。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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