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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班雅明式史觀和空間觀──並以領匯霸權地圖為例
羅冠軒

緣起 1
我是小說家董啟章的忠實讀者，一直對他對事物的洞察力、博大無邊的學識和無
窮無盡的想像力深感敬意。他的這些特質在其小說集《地圖集》中顯露無遺。在
《地圖集》中，他以小說的形式和詮釋學的手法去解讀一張張和香港（他稱之作
V 城）有關的古地圖，文字貌甚為瘋狂，但內裏不乏深刻獨到的見解。從他的文
字中，我看到了地圖和歷史之間，與及繪圖者和讀圖者之間互為表裏的關係。
《地
圖集》使我知道地圖這個範疇是「有文可寫」的，而一些無甚組織的問題亦驅使
我開始閱讀其他有關地圖的論著。

及後在「文化研究中的歷史」的課堂中，馬國明老師把班雅明（Benjamin）的〈歷
史概念名題〉列為課程讀物，此文之於我有如醍醐灌頂。班雅明的寫作模式對讀
者來說（可能只是我吧！）一點也不友善，在讀〈歷史概念名題〉之前，我一直
也無法進入班雅明的哲學世界。然而，透過閱讀這篇文章，我意識到那些在讀《地
圖集》時出現的破碎問題，正隱若地召喚著我。 2於是我便決定以此為題，作為
我的期終論文。本文的前半部分則是我在探索地圖、歷史、空間、時間和班雅明
的哲學時的思想整理；後半部分所引用「領匯霸權地圖」一例則希望以實例貫穿
並闡明前文的思路，並指出前半部理論上的討論是能轉化成改變社會的實質進
路。

班雅明式史觀
班雅明在他的遺作〈歷史概念命題〉中批評了在十九世紀盛行的「歷史主義」觀
1

本想寫一個「正常」的論文引子，但卻感到有點矯揉造作，於是以緣起代之，統合本文和我在寫此文章
時的經歷。
2
下文會詳解這個「召喚」是甚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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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3歷史主義者要求人們在審視人和事物時，必須把它安放在它所身處的社會
歷史脈絡下研究，才能得知其所以然。歷史主義的理論前設是：我們能夠「客觀」
的審視「過去」，「過去」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對於歷史主義來說，過去就是時
光隧道的另一端」
，4只要我們願意走，就能到達過去的目的地。以歷史主義看待
過去，就如隧道只有一個出口，會傾向得出歷史是「非如此不可」的結論。因此，
這種姿態的前設與進步論者不謀而合，人類社會的演變存在著某種必然性。班雅
明認為把歷史主義和人類進步論連繫起來的，是在背後支撐著這兩者的一種時間
觀。在這裏，時間是以線性模式表現。過去的已經過去，亦只能被稱為過去，現
在不過是過去和將來的過渡。歷史主義追求的是把事件像珍珠項鍊一樣串起來，
並顯示其因果關係，而時間就是把珍珠串起來的繩子。同樣地，人類進步論也帶
著同樣的時間觀：歷史中成王敗寇，勝者必然是比敗者優良，方能永垂史冊，因
此，把歷史項鍊所串連起來的只會是由歷代勝者所打磨的珍珠。當中以社會達爾
文主義最能言簡意賅地道出這點，所謂「適者生存」，弱者既不能存，又何以記
之？物競天擇是人類社會的進化史其中一項重要的法則，在線性時間上汰弱留強，
凡存在必合理。

凡存在必合理，暗示著不合理者理應消失。班雅明在寫〈歷史概念命題〉時，正
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班雅明猶太人的身份使他更能感到極權主義迫在眉睫的
威脅。 5在命題八中，他清楚地寫出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有機會壯大，是因為進步
論中的假設：線性的時間就像一條歷史軌道，我們一直在軌道上，向著一個把我
們帶到更好的方向進發。在時間軌道上，我們有上有落，有平路有崎嶇，但這一
切都不重要，因為一切都會過去，美麗的終點就在後頭。時間在這裏是「同質的

3

〈歷史概念命題〉一文並不是像一般邏輯、段落、文理清晰的學術論文，此文乃係二十段各自獨立而又
彼此相關的命題組成。

4

馬國明：
《班雅明》
。台北市，東大， 2008，頁 57。

5

班雅明在 1940 年逃避德軍追捕時自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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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genous）和空洞（Empty）的」
，6既然每一步都是必經之路，它們均有相
同的重量。因此，即使是敵視法西斯主義的人，也因抱有進步史觀而認為法西斯
主義的出現不過是歷史常態，是人類進步邁向更高層次的過程中必須跨過的欄柵。
他們因而對極權的出現表現得不以為然，還會奢望這不過是黎明前的黑暗，而沒
有作出歇斯底里的反抗，因為，凡存在必合理。

因此，進步史觀所記載的總是（亦只能是）勝利者的歷史，而且是一個勝利者接
著下一個勝利者的歷史， 7沒有當權者會跟大眾說明自身的不合理性。因此，在
有壓迫存在的世界裏，班雅明的史觀不是為全人類而設，而是為被壓迫者服務的。
他並不奢求找到一套具有整存性的人類通史，因為這種通史只能與壓迫者合謀才
能出現，被壓迫者非但沒有可能在這種歷史舞台中出現，更無法從這種歷史中獲
得任何力量（甚至成為這種歷史底下的犧牲品）。這正正是他批評歷史主義的原
因。為此，他得尋找另外一種對待過去的方法，一種能夠為弱者加持的方法。

在班雅明的史觀中，歷史並不只是過去。歷史是現在我們能夠辨認到的過去。的
確，「過去」這個概念包含了天下間所有在以往發生的事情，然而，如果沒有人
去進行辨認，選出其中某些事情並名之曰「歷史」，這一整片無邊的過去是了無
意義的。如上文所言，歷史主義在歷史本質上是為勝利者服務的，因此，被壓迫
者必須從自身出發，擔當起史家的任務，進行辨認過去的任務。

我們要辨認的是怎樣的過去呢？有別於歷史主義那種尋找事件中的關聯，然後順
理成章寫成歷史，班雅明認為受壓迫者所能辨認到的歷史，必然是零碎的，而且
充滿著各種「錯失的機會、未曾兌現的承諾和失落的希望」。俗語說:「有早知，
6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London: Fontana, 1973,

P.261
7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Translated by Harry Zohn. London: Fontana, 1973,
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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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乞兒」，如果那些機會、承諾和希望已經兌現，受壓迫者現在就不會是受壓迫
者。班雅明的史觀，正是要大眾保持這種覺知，有意識地面對歷史，透過辨認和
紀錄這些歷史碎片，讓兌現的機會再度出現。

班雅明認為，歷史碎片不是像貨架上的貨物那樣，只能等待著被辨認並帶走的一
刻。由於過去和現在都存在著壓迫，因此對被壓迫者的傳統而言，過去不斷召喚
我們認出種種錯失的機會，因為它們存在的目的就是把過去帶到「現在」這個獨
特的片刻中，並與之結合，成為歷史。因此，對班雅明來說，「……過去的真相
是一瞬即逝的，而且永遠不可能重現。因此班雅明認為歷史唯物論的一項重要工
作就是保存過去的映像……」 8因此，歷史是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下，我們能辨認
出的過去。這種史觀的時間觀是靜止於相認的片刻。歷史是我們能相認的眾多歷
史碎片和現在一刻的全景圖。這不是無意識的鑒古知今，而是有意識地使沉睡的
過去在今天復活。

採用班雅明的史觀來說，我們每個人都能有一種帶有神學色彩的「微弱救贖力量」
（Weak Messianic power）
，有如彌賽亞的誕生早就寫在經文之上一樣，我們每個
人的出現都是使那些失落的過去重臨契機。啟示就是要我們做好解讀的預備，以
便在彌賽亞重臨時，我們能與之相認。在困難面前，透過回憶，我們搜尋到那些
正在向我們招手的歷史碎片，在這些碎片上，記載了那些「錯失的機會、未曾兌
現的承諾和失落的希望」。只要我們有意識地搜索，我們就會知道那些碎片「時
辰到」了，是時候把它們重新找出來。

有關地圖的討論—─從班雅明式的史觀 (時間觀）到空間觀（地圖觀）
歷史除了有時間的面向外，亦必然有其發生的場所。由於地圖正正是人類描述、
設計、利用空間的工具，因此在論及歷史之時，不論在各種文獻、遺跡、二手史
8

馬國明：
《班雅明》
。台北市，東大， 2008，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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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還是博物館中，我們都會見到地圖的蹤影。歷史學者劉智鵬則以「左圖右史」
來形容地圖和歷史在中國各地方志中的關係。 9如果我們認同班雅明的史觀，並
從中理解當中的時間觀，那麼我們又能否從地圖中得出一種班雅明式的空間觀
呢？

在大學地理學的教材課本《地圖學原理》一書中，作者潘桂成替地圖下了這樣的
一個定義：「地圖是依據嚴謹之數學法則，將地表上之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透
過科學和美學之綜合編繪方法，用適當的符號，縮繪在平面上之圖形，以表達出
地景在質或量之區域差異，空間組織，及時間上之流變。」 至於繪圖者又該是
何人呢？陳國章在該書的序言中如此寫道：
「……四、本書特別強調『製圖者』 不
應只是一位只懂用尺和用墨技術的『機械人』，而應是一個有血有肉而具有主體
心靈的『地理人』，可以運用科學和美學的步驟，創作美妙的地圖世界。」 10

製圖學希望能完美地複製／還原空間，然而，繪圖者自知不論是要表達自然景觀
或人文景觀，都是有無數的限制，有見及此，他們才說是創作「地圖世界」。因
此，潘氏和陳氏所言的地圖學是一種實證主義的變奏，意圖以「科學和美學」把
空間現實翻譯成地圖。

董啟章在《地圖集》理論篇〈地上地──Supertopia〉一文中引述了意大利學者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一個有趣的假想：如何製造一幅一比一的地圖。11
艾可提出的做法是在帝國的上空拉出一張巨大圖紙，然後在上面進行點對點繪製。
但當中最大的難題是，如果畫地圖的目的是要盡量如實摹擬地貌，那麼這種做法
將無法顯示地上有這一比一的地圖這個現實。如要反映這個現實，則要在圖紙以
9
10

劉智鵬：
〈劉序〉
，譚廣濂著：
《從圓方到經緯：香港與華南歷史地圖藏珍》
。香港，中華書局，2010。
潘桂成：
《地圖學原理》
，台北市，固地文化事業，1995。

11

詳見 Umberto Eco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Drawing a Map of the Empire on a Scale of 1 to 1,” How to Travel
with a Salomon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Weaver, Orlando: Harcourt Brace & Co.,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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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一張圖紙，重覆描摹。作者因此提出「地圖的本質就不是摹擬，它的終極追
求也不是與大地同一。 12相反，它的內在驅動力是駕馭大地，甚至塑造大地……
地圖繪製的科學方法和數學根據……最終的目的並不是反映大地的真象，而是宣
示對大地行使的擁有權、剝削權和解釋權。」〈地上地〉以非常形象化的方式，
向我們道出一幅地圖的本質。把四維的空間翻譯成二維的平面圖，地圖注定是由
無數的取捨、刪改和想像組成，而當中更牽涉「駕馭」
、
「塑造」
、
「擁有」
、
「剝削」
和「解釋」等權力運作。

由於繪製傳統地圖，尤其是繪製「精確」的地圖是有物質上的限制，首先繪圖者
需要受長時間的訓練，此外還需要科技上的支持才可以製作出精確的地圖。因此，
平民百姓多數只能是讀圖者和使用者，很少會親自繪圖，也甚少會認為地圖上的
權力不對等是一個問題。就如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很大程度受制於史家為我們提供
了甚麼，我們對空間的理解（想像）很多時就因此受到地圖（繪圖者）的限制。
如果一味深信不疑地讀圖，就不能看出「地理人」所創作的「美妙的地圖世界」
正在喬裝為地表上的全部，打扮為那客觀中立的一比一地圖。然後，當權者則能
指著地圖說：「這塊土地『應該』是這個樣子」時，我們更是無從反駁。

即使我們能夠成功地製造一比一的地圖，那又如何？就如班雅明所言，我們從來
沒有可能從線性歷史上找到受壓迫者的身影，在那一比一的地圖上，我們也只能
看到空間上的「空洞」和「同質」。如果班雅明會批評這種史觀，我們不妨嘗試
將其洞見用以閱讀地圖。

如果班雅明式史觀是：
12

董氏《地圖集》原文為一小說，而據董氏所創造的人物安維真在《V 城系列總序》中所言，
《地
圖集》的作者是「一群而非一位考古學者」
。由於人物與作者的關係並非本文討論要旨，在這裏，
為方便起見，我暫且將之稱為「作者」的觀點，「作者」的觀點並不等如董啟章的觀點。然而，
我認為董啟章在《理論篇》中各文，在嬉笑怒罵的表面下，是經過深刻反思的有關讀圖和製圖的
理論。
6

要把編寫歷史的責任從服務權勢的史家身上奪回，並分派到每個人身上。同時，
他亦強調時間並非以線性模式進行，對於每個主體而言，每一刻的時間都有著不
同的重量。歷史的重要性就是在「現在」這一刻，和過去的連結，記載歷史就是
刻劃出這些過去的碎片和現在所構成的網絡，讓我們覺醒到我們所有的「微弱救
贖力量」。

那麼，班雅明對地圖的空間觀則是：
要把繪製地圖的責任從服務權勢的繪圖家身上奪回，並分派到每個人身上。同時，
在這種觀念下，每個地方（Place）也並非鐵板一塊的空間（Space）
，對於每個主
體而言，每一個地方都有著不同的重量。地圖重要的地方，就是在現在這一刻，
我們能夠認出多少我們認為是重要的地方，在歷史的網絡上，再加上空間的考量，
讓我們覺醒到我們所有的「微弱救贖力量」。

從傳統地圖到谷歌地圖（Google Maps）
傳統地圖有幾個物質上的限制，一、地圖需印於紙上。當中牽涉到儲存和繪製工
具上的問題。二、在二維平面的局限上，為便於查找，每張地圖只能顯示該地圖
所關注的主題，如果要較為立體地去查找地圖上的資料，你必需要有多張主題地
圖，例如：如果我們了解一個地方的水利政策，我們需要擁有該區的人口圖、水
利圖、政區圖、街道圖等等。三、由於人們相信地圖是專家繪畫的東西，而大部
分人均不是專家，所以大眾與地圖製作一般難以沾上半點關係。這些物質上的考
量，導致傳統地圖的繪圖權被壟斷在少數人的手上。就如歷史是記載一個接著一
個勝利者的歷史一樣，傳統地圖也有著相同的本質問題，要透過地圖去感受和想
像的空間，必然是勝利者所預設的空間。

丹尼斯．渥德在《地圖權力學》中〈地圖的作用在於替利益服務〉一章中如此說
道：
7

「……所有的地圖……必然呈現了作者的成見、偏見與徇私（更別提較少
被注意到的，製圖者呈現其心血時的藝術、好奇心、優雅、焦點、想像力、
注意力、聰明與學識）。在描述世界的同時，描述者不可能不受到這些及其
他特質的限制（或解放—─這也是觀點的問題）。即使是指出來，也總是指
向某處……而不是其他地方。」

就如透過改變史觀，我們對歷史的看法可以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只要繪圖者（標
籤者）願意承認以上種種不能與他本人分割的能力、情感與限制，並嘗試坦誠面
對自己所見所想，且放膽在地圖上投射出這些只有他才能認出的空間想像，並與
當下連結，這就經已非常接近班雅明的想法了。

相對於傳統地圖，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
應用解決了其中幾項問題。數位處理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
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 13更甚者，現在在谷歌地圖上，
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谷歌提供的地圖內容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
有意義的地圖。雖然我們並未能取代谷歌製作地圖框架，但是在數位地圖上開放
命名和定義的功能來看，使我們看到班雅明式地圖的可能性。

班雅明式地圖—─以領匯霸佔地圖為例
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在二零零五年出售旗下商場及停車場等業務，成
立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下簡稱領匯）來管理，自此領匯積極翻新商場，提
升租金，致使一般零售小店難以負擔，因而結業搬遷。在只有連鎖大店方能挺住
（其中最諷刺的是，房委會的辦事處亦不能幸免，因受不了昂貴的租金而搬
13

丁琪等：
《地圖革命》。台北市，大地地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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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14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匯商場變得千篇一律。對於領匯，反對之聲其實一
直不絕於耳，但是直到二零一二年三月，領匯推出一個名為「我們的尋味時光」
宣傳活動，反領匯的聲音才能找到一個爆發點。

領匯是這樣宣傳其活動的：

「阮小儀與紀曉華（香港藝人及食評人）帶你穿梭各區，尋找伴著大家成長的老
字號，細味牽繫街坊情的幾代食肆，品嘗濃厚風味的地方菜，到訪滿載兒時的回
憶食店，三十個遍佈各區的尋味熱點，讓大家融入社區，感受香港的飲食文化風
情及情懷。」 15

由領匯這個被指責一直以來趕走小商戶和老字號、破壞社區網絡以及統一香港多
元化的飲食文化的機構推出這個活動，大有「貓哭老鼠」的味道，網民怒氣一發
不可收拾。這個活動推出後，網路上隨即出現大量二次創作，諷刺其「賊喊捉賊」
的態度。除了一些指罵式的回應，如把「我們的尋味時光」改成「我們的尋你老
味」外，還有人在面書（Facebook）創立領匯佔領地圖群組，召集網民於新設的
谷歌地圖中「集合力量，一同標籤每一片被領匯佔領摧毀的土地位置」，他們認
為，當「我們的記憶組合在一起，領匯對香港社會和香港人的影響，就會無所遁
形，地圖上亦會出現領匯佔領香港的完整畫面。」 16 他們的行動方法如下：

「這次的『尋味時光』事件，正好給被領匯蹂躪多年的廣大香港市民一個
14
15
16

有線新聞：房署辦事處因領匯貴租搬走，2011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thelinkreit.com/TC/news/Documents/Link_the_Tastes_Fact_Sheet_TC%28Final%29.pdf
領匯佔領地圖. 領匯佔領地圖. 2012 年 4 月 10 日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E9%A0%98%E5%8C%AF%E4%BD%94%E9%A0%98%E5%9C%B0%E5%9C%96/
354430731259015#!/pages/%E9%A0%98%E5%8C%AF%E4%BD%94%E9%A0%98%E5%9C%B0%E5%9C%96/35443
0731259015?sk=info (存取日期: 2012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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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抵抗這殺店、殺文化的兇手。與其單單在面書分享新聞，在狀況
（Status）寫一句「尋你老味」，倒不如有系統、有組織地集合香港人的力
量，寫下領匯逐漸摧毀香港小社區發展的罪證。我們或者都只是熟悉一兩
個領匯商場，只目撃一兩間老店的衰亡，但只要我們集合起來，就能把領
匯『霸佔』香港的整體現象，全面地呈現出來。

如何集合力量？
我們用谷歌地圖弄了一個名為『領匯霸權地圖』的個人地圖，現開放給公
眾，一同標籤每一片被領匯佔領摧毀的土地位置。除了標籤位置外，最重
要的是在標籤寫上領匯如何侵佔商場（包括有甚麼小店被趕走了、換成甚
麼店、價錢選擇的變化、外貌裝潢的改變等）。當我們的記憶組合在一起，
領匯對香港社會、香港人的影響，就會無所遁形，地圖上亦會出現領匯佔
領香港的完整畫面。」 17

谷歌地圖一直都有顯示出領匯各個商場的所在位置，但是在人們加上標籤之前，
這些位置只不過是地圖上眾多同式同樣的符號中的其中一個，無人會留意到當中
曾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事。在原本的地圖上，我們並沒有看到時間的流轉，商場

17

以黃大仙 慈雲山中心為例，網民紀錄了這些故事：

「(1) 吉之島(已結業) 未由領匯接手前，6-7/F 吉之島做得好地地，food court 更係老人家、學生哥的打躉
之地。過時過節又有好多特賣，由中下價到平價嘅貨品都有。今日變成惠康萬寧椰林閣，這個老人區還可
以唔駛錢坐底抖下打牙較嗎？
(2) 恆信文具(已結業) 地下好運街巿上斜，由慈雲山中心開張以來都一路响度。價錢公道，買夠$100 有 9
折，以前唔記得帶銀包仲會叫你「下次行過先畀返啦」
，夫妻檔的街坊舖勁有人情味。結業前，老細話領匯
勁加租「都係做學校區班學生哥生意仔點交咁貴租？不如摺埋佢算數。」後來變咗蛋撻王，而家變咗 7-11....
(3) 以前有兩間書報社(唔計街市), 但相繼結業後想買報紙雜誌除咗去街市之外, 只可以幫襯 7-11
(4) 以前應該有大約 4 間髮型屋(今日都仲係), 但洗剪吹價錢由最初 50 幾變到差唔多 100 蚊, 比舊樓果邊仲
要貴幾十蚊 (我估最大因數都係租金問題) ...喂大佬...屋邨生意嚟架...吓吓貴人哋幾十蚊, 即係叫人去第二
度幫襯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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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街道均是無情的建築物，彷似可以永遠以勝利者的姿態屹立於地圖之上。然而，
這幅「領匯霸權地圖」卻揭穿了地圖中立客觀的喬裝。這片由大家的回憶構成的
地圖正是班雅明式地圖的例子。

雖然我們無法完全地從服務權勢的繪圖家身上奪回繪製地圖的責任，18但我們卻
能各自在地圖上紀錄我們和那些被迫走的小店回憶。正正是因為我們擁有這「微
弱救贖力量」，我們才能在圖上紀錄這一段段有關該地方的歷史。同時，在這種
觀念下，每個地方（Place）則變成非鐵板一塊的空間（Space）
，對於每個主體而
言，每一個的地方都有著不同的重量。地圖重要的地方，就是在這一刻，我們能
夠認出多少我們認為是重要的地方。「領匯霸權地圖」更集合了一眾由壓迫者各
自的感受紀錄而成歷史的碎片，在現在這一刻，在領匯肆無忌憚的一刻被集體地
「辨認」出來。領匯上市時所吹噓的美好將來，非但沒有實現，在這幅圖上我們
能清楚看到領匯在每個弱者身上所施予的壓迫。

後記
其實像「領匯霸權地圖」模式的用圖法並不是甚麼驚天動地的發現，其他有趣的
例子首推草原地圖。 19然而，我認為本文的重要性在三點，一是把班雅明的歷史
觀推廣至空間層面；二是希望透過地圖這種比較大眾化的媒介，把班雅明的理論
翻譯成較易消化的版本；三則是指出地圖作為抗爭的工具的可能性。

18

也許，如果要香港重新畫圖，反而不能造成同樣的效果，因為城市人是不會投放大量時間去做這件事
的。要知道，在高度城市化中，閒暇是奢侈品。假若因要重新繪圖而使參與者大量流失，借用現有的谷歌
地圖是可行的對策(tactic)。
19
http://lawnmaphk.org/porta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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