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墟市對公義、充權與社會工作的反思

引言
沒有價錢牌，只有放滿貨品的地攤；沒有售貨員的推銷，只有拿著電筒挖寶的人；
沒有冷冰冰的收銀員，只有熱情的街坊——這裡是深水埗的午夜墟。

近年來，墟市在各社區如雨後春筍般，有由民間團體由下而上舉辦的見光墟 1、北
區墟市節或政府牽頭由上而下推動的天秀墟等，可見墟市對不論低下階層還是市民都有
殷切的需要。然而，政府一直沒有正視及提出實質的墟市政策，申請手續依舊反復，部
門互相推責，最近數月甚至還有滅墟的趨勢2（歐陽翠詩，2018 年 7 月 5 日）
。墟市裡有
長者、婦女、長期病患者、照顧者、在職貧窮家庭等（李慧筠、呂嘉麗、何雪瑩，2016；
歐陽翠詩，2018 年 4 月 8 日）
，究竟墟市反應了他們什麼的需要和社會現況？而社會工
作者在當中的角色是什麼，而又如何做到充權？墟市與社會工作價值又有何關係？這些
都是本文希望探討的，而下文亦主要以深水埗午夜墟和見光墟的狀況論述。

墟市與貧窮和公義
墟市中的人們很多都與貧窮扯上關係3，他們透過平時收集二手或朋友送贈的物品
在區內擺賣，以賺取微博的收入作幫補家計。反思政府現行與扶貧相關的政策，其基本
上都在安全網上作調整，設立貧窮線，提高資助限額等（黃健偉、黃慧賢，2015）。這
些現金援助雖然有其效度，但往往忽略了基層市民的生活空間和尊嚴。在資本社會的主
流價值和政府鼓吹下，綜援污名化更讓不少有需要的人寧願「死慳死抵」，也不願意申
“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早在 2012 年間落區接觸午夜墟及天光墟檔主，當中不少檔主為午夜墟檔主，他
們各自面對生活或經濟困難，擺檔是他們賺錢養家的出路。及至 2015 年，關注組與「撐基層墟市聯盟」
合作在深水埗籌辦「由下而上」的基層墟市，即見光墟。見光墟是全港第一個墟市地區試行計劃，過程
社工與街坊每星期均開會商討墟市細節，如時間、地點、形式” (李慧筠、呂嘉麗、何雪瑩，2016，第 26
段)
2
詳請可見余睿菁、劉高麟（2018）<【深水埗午夜墟】區議會擬另起墟市 團體恐北河街午夜墟被滅>
3
曾有機構調查不同天光墟檔主的背景，發現很多都是 60 歲以上的老人和婦女，因為年紀和家庭崗位責
任的關係難以找到全職工作而到墟市擺攤幫補家計。墟市能夠釋放這些剩餘勞動力，讓其多賺幾十元買
多點飯餸，增加生活素質。墟市與基層和扶貧存在關係（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2017）
。
1

請資助（張超雄，2009）
。而「即使窮人的收入提高，卻感受不到生活尊嚴」
（黃健偉、
黃慧賢，2015，第四段），墟市出現的其一原因就是福利制度下照顧不到和受整體社會
意識形態影響下的人民4的產物。

香港的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跟隨了羅爾斯的《正義論》中的第二 a 原則——差別原
則，即給予社會上最不幸者最大的利益，二 b 原則乃是公正平等的機會原則，我認為後
者的福利的提供更為不足(Rawls, 1990)5。縱觀香港在堅尼係數達到 0.539 的情況下，又
看完兩者入讀大學的比例，有誰會覺得基層市民得到的機會是跟有錢人相同（<窮人升
大學機會少 2/3>，2013；梁逸風、胡家欣，2017）？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政府把土地私
有化地轉售給地產商，然而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而一個人佔有土地會減低他人的利益時，
或許我們需要問的是為什麼他們能夠擁有這塊土地的權利（周保松，2015）？僅是因為
他有錢有能力而我沒有？6為什麼在香港做生意一定要付那麼多的租金？為什麼政府不
能再次發放小販牌讓基層人士能夠嘗試創業，增加工作機會？——我想公義並非一個固
定的概念，更著重能夠怎樣作最人道的分配以減低機會上的差異，而又維持人的尊嚴和
自我實現，讓人能夠對向上流動有所希望。

7

要減低貧富懸殊，我們就要增加基層向上流動的機會。Bourdieu(1984, as cited in
4
5
6
7

例如 2017 年 6 月時撿紙皮的朱婆婆就是典型例子。
雖然前者都有不少不足之處，但這裡只想點出後者經常被人忽略。
一開始就沒有公平的競爭而隨著資本的累計，貧富懸殊和權利不均等只會越來越大.
自<窮人升大學機會少 2/3 無錢無前途 學者促政府支援弱勢>，《蘋果日報》
。

Jubas, 2016)認為個體要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上同時上升才能夠算是真正的
向上流動。經濟資本指的是金錢等的物質資源；社會資本指的是人脈、網絡等能夠提供
信息和其他的資源；文化資本則是知識、技能等(Bourdieu, 1986, as cited in 何瑞珠,
1999)。

發展如墟市、合作社、時分店等「福利性」社會（社區）經濟或許是現今社區工作
重要的趨勢，因為其不單能夠帶來經濟資本的上升，還能更大層面上能夠建立社區資本
8

（黃洪，2011；徐永德，2017）
。隨著資本主義下的個人主義的抬頭、弱勢社群的邊緣

化、工作內網絡弱化、政府的城市規劃讓舊區變成商品和對非正規經濟活動的嚴重打壓，
貧窮人士能所依靠的就剩下家庭資本，減弱了透過集體解決個別成員問題的能力，還不
論及家庭核心化和單親家庭的出現(Corrigan & Leonard, 1979；黃洪，2011)。

然而這樣「福利性」的傾向並不等於我們不著重「政治性」的社區工作發展。政治
性的社區參與固然能夠改善居民的根本性需要，但是在成功前社區工作不能不關心他們
的生計，因為這會讓他們能否參與行動（社福同行，2016）
。
（而政治性參與部分將在充
權部分再作多說）

墟市與馬克思的異化批判
馬克思身為早期人文主義者，曾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到異化(Alienation)
的概念，而其經常被用來論述資本主義社會下工人們狀況。簡單來說，異化 9指的是人
失去了對工作和產品的控制，也在工程中失去自我，為了生存而不是生活10地被逼勞動
（張恩源，2016）。異化一般分為四個體面，包括工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即工人對產
品只有很少認識及只能跟從市場需求製作產品）、工人與生產活動的異化（即工人只完
這些類似社交場合不但能夠增加區內市民的購物選擇（例如二手物品）和增加就業機會，令他們的經
濟資本上升，還能夠讓他們交換生活資訊如升學、就業、健康等和建立互助網絡，從而提升社會資本（社
區發展陣線，2015）
。
9
馬克思認為人與其生產物本來是一體的，但在資本主義下卻分開成為了對立面(Shah, 2015)。
10
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與動物與別不同之處，而勞動亦是人們對自己的體現（張恩源，2016）
。
8

成簡單重複工序）、工人與他人關係的異化(由於欠缺交流的工作關係、長工時的限制、
競爭且只有金錢關係)，及和工人與自身類本質的異化（工作難以體現其個人的存在和
人類的本質即關係）(Wolff, 2002; Shah, 2015)。馬克思還認為勞動是人類將自己想法和
能力實現出來的過程（楊理然，2016）。

我們也許會被弱勢社群的「弱」所誤導11——很多街坊其實並非沒有能力，而是他
們的能力在社會上沒有能用武之地。隨著工廠北移和不少行業日漸息微，他們很多都做
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中，難以獲得滿足感，在主流社會也難以得到報酬合理的工作（社
福同行，2016）。墟市，或是其他社區經濟的發展則是抗衡異化的存在，比起利益最大
化更著重當中關係的建立、工作內容和商品的自主性(RTHK, 2016）。

人文主義乃社會工作中重要的價值。在社工倫理守則(NASW, 2017)中亦提到社會工
作者尊重人與生俱來的尊嚴和價值12。從異化角度來看，我們必須注意到資本主義下社
會的狀況：很多街坊甚至是很多市民其實都傾向能夠利用自身的能力工作，獲得別人的
認同，而不是靠他人的施捨和同情，有尊嚴地生活（社福同行，2016）。

墟市與充權
NASW (2018)為社工專業落下了定義，表示其最基本的任務是改善人類的福祉和基
本需要，而且留意並為弱勢、受壓逼和貧窮人士充權。
11
12

我們需要知道他們的無權無勢是基於被強勢社群的壓迫和剝削。
（黃洪、李昺偉，1997）
“Social workers respect the inherent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person.” (NASW, 2017, P.6, para. 4)

所謂充權，Solomon曾提到其目的是希望能夠協助被社會標籤化或歧視的社群對抗
不公平待遇，並減低他們自身的無力感(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2003)。充權亦關於
釐清權利障礙(power block)，包括直接(由社會機構建構)和間接(由他人對個人的負面評
論製造)(Solomon, 1976, cited in Leung, 2018)。由於墟市裡的人都是沒有申請牌照、偷偷
摸摸的小販，難免會有自卑感，甚至遇到搶劫時也不會求助，因此充權對他們來說十分
重要（歐陽翠詩，2018年7月5日）。現時很多社區工作計劃中都只集中在充權的第一面
向（在邊緣社群自身上），即對了解自己被權力被限制，對自己感到有能力和信心地以
自己的方式爭取應有的權益和內部意識的提高（黃洪、李昺偉，1997）。然而處理墟市
的社工能夠看到並嘗試踐其他兩面的充權，即重整社會權利關係和建立新的世界及價值
觀方面。

以什麼會原因造成的「去權」是理解充權第二面向入手的好方法，去權指的是社會
內的某些團體受到主流社會的壓迫，而未能有效保護和運用一些他們理應能享用的社會
資源，導致經濟、權利和資源處於邊緣的位置（黃洪、李昺偉，1997）。以申請見光墟
為例和小販牌為例，墟市人士原本一直都處於被動的狀態，被動地接收墟市申請被拒絕
的安排，也被動地接收政府不再發出小販牌照。但是隨著街坊在社會行動上的參與，他
們能夠嘗試重整社會權利的關係，甚至午夜墟的街坊與社工能與食環處談判到「先警告，
後執法」的默認規則，嘗試讓關係不只再從由上而下，有時亦能夠由下而上。雖然依然
未能達到他們的目標，但也不失為一個好開始，使權利走向平等。

至於充權的第三面則強調平等和合作（黃洪、李昺偉，1997）。在充權第二面中，

若不能夠讓被壓迫者了解到平等的概念時很容易會弄巧反拙，有機會會讓他們在有權後
壓迫其他弱勢，例子如最近的大圍美林邨居民反對設立精神健康社區中心等——「改變
權利關係中的角色並不代表可以建立一套新的權利關係」（黃洪、李昺偉，1997，第 5
頁第 7 段）。由於午夜墟的地點是公共空間之一且不限制任何人進入，因此近年來可見
到不少少數族裔人士甚至有背景人士在裡面進駐。雖然街坊們對這個現象感到有點不安，
但是他們知道他們最大的目標乃是「空間」的分配上的檢討，而非壓逼其他弱勢社群13。

要留意的是充權的三面並非三個不同層次的階級，而是需要同時進行，因為三方面
（提高能力、自信和自覺、改變主流社會的壓迫和反省對權利的看法）都有其重要性（黃
洪、李昺偉，1997）。

由下而上推動政策的重要性
墟市政策經常強調「由下而上」的模式發展(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7)，不單是因
為這樣營造能較有效率和能夠發揮創意，其背後的原因還在民主上體現。民主，在於墟
市參與者能夠主動與區內居民和持份者溝通，收集和了解不同的需求再作調整，尊重對
方的意見，令其更加貼近和回應社區的實際需要，亦可算的上是審議式民主的一種（香
港社會服務聯會，2017）
。在2015年8月「見光墟」的墟市甚至受到不同人士的稱讚和支
持（社聯頻道，2016）。由上而下的發展往往因為顧慮太多可能產生的問題而讓門欄過
高，然而這些其實都能夠讓不同持份者之間互相相討和協調，磨合成一個大家都能接受
的方案和制度（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7）。我想我們社工亦能參考這些經驗，透過地
區裡不同人士的溝通和合作，一步一步動員地達到目標，也讓社區裡的不同人群能從其
他角度出發，不盲目地只跟隨主流的意識形態。
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和定位
無可避免地，社工的身份有著天生的權力，包括是機構賦予的，和自身因知識、身份的
雖然街坊與其他社群仍然為建立起合作的關係，但以本人自身曾到見光墟的經驗，不少少數少數族裔
兒童都會到見光墟溜達，而且也會十分好奇攤主在做什麼。隨著時間的發展和磨合，他們的關係可能能
夠慢慢變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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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如轉介服務)和法制賦予而擁有的 (Hasenfeld, 1987)，而我們應該盡量減少當中的
差別(Loewenberg, 1983, cited in Leung, 2018)。Compton, Galaway & Cournoyer(2005)亦提
到這方面的見解，而其認為我們應該透過提升自身的注意和技巧以預防權力的不同，並
建立良好的關係，而好關係往往是令服務使用者充權的重點。除了權力外，我們還要注
意到雖然社工（或者稱為同行者會較適合？）與服務使用者雖然在事情參與程度上的付
出有許差別（例如社工將會有更多的文件要處理），但是我們或服務使用者的參與和付
出是平等地重要，缺一不可，因為只有他們才最了解自己的狀況和期望等(Compton,
Galaway & Cournoyer, 2005）。

總結與反思
墟市，是很多基層人士的出路之一，能讓他們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工
作 14，活 得 有 尊 嚴，更 能 夠 重 建 社 區 網 絡 和 建 立 他 們 的 社 會 資 本，長 遠 有 助 貧
窮 的 狀 況。然 而，單是推行墟市政策當然是不夠的，如上述提到墟市裡會出現的人群
如老人退休後對未來生活惴惴不安因此需要工作，是退休福利保障的不足；單親母親因
要照顧子女而難以長時間上班，是託管服務的不足等。我們亦能從墟市看到只有現金扶
助的不足之處，不單是主流對拿取資助的人的歧視，也是人們希望自力更新，運用自身
能力工作的願景。長遠而言，墟市都只是在空間的分配上提出的一個角度，檔販真正需
要的是一個合法身份15和突破其謀生困境，政府亦應該提供機會和資助讓低下階層亦能
進入市場。身為社工，我們亦需要反問自己：我們所認為和堅信的公義是什麼？甚至公
共空間應該是怎樣的？
（417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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