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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中國境外華人社團數量迅速增長且與中國大陸交往頻繁，學界多歸因

為改革開放、中國崛起後「再華化」的有機發展，卻鮮有留意中國政府扮演了推手

角色。過去四十年，尤其香港回歸後中國政府大力推動成立華人社團，其中以同

鄉會為最，數量倍增至今約八百個——由愛鄉推及愛港並昇華至愛國，負起政治

功能，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和愛國愛港陣營參選，晉身為中港政府的管治夥伴。然

而由上而下的「再華化」模式，收窄了社團的政治光譜，有礙它們作為政府和民間

社會溝通的橋樑。本文透過敍述近年中國政府積極介入香港客籍社團事務，檢視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和社團締結關係的模式。

關鍵詞：同鄉會　客籍社團　香港管治　華人網絡　「再華化」

一　中國崛起與「再華化」論述

華人社團、華文學校和華文報章被視為中國境外華人社會形成的三大支

柱，其中社團在凝聚散居各地華人方面無疑起着重要作用1。近年隨着中國

崛起，有關境外華人及社團「再華化」的討論十分熾熱，成為了解改革開放

四十年來中國政府重構境外華人網絡的最佳切入點。「再華化」蘊含兩個概

念：「再」與「華」。「再」體現在時間上，隨着時間推移由關係疏離發展至接觸

頻繁：其一為量化，社團數量及參與人數倍增，與中國大陸交往廣泛，由文

化交流以至政治經濟活動；其二為質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49年成

立至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境外社團與中國大陸的交往幾乎陷於停頓，專注

服務所在地鄉親，經過四十載漸行漸近，中國政府再度凝聚境外華人放眼中

國，重拾遊子「身在境外、心繫祖國」的情懷。這裏帶出了第二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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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華」，顯然意指中國大陸；政權易幟，故鄉依然，當中國盛世再現，華人身

份認同感提升，順理成章由愛鄉推及至愛中華大地故土。

「再華化」論述大致有下列三個方向：第一，開拓市場。由中國實行改革

開放衍生的經濟利益帶動，中國市場開放引起國際社會關注，海外各國意識

到當地華人網絡對拓展中國市場的重要性，鼓勵華人成立社團，加強和中國

聯繫。另一方面，開放政策的深化對境外華人同樣具吸引力，他們積極設立

社團作為交流聯繫的平台，透過凝聚鄉情擴大華人間的商業網絡，進行經濟

合作，面向龐大的中國市場2。第二，鞏固社團網絡。各國在實施新經濟發

展策略的同時，也進一步放寬對當地華人的管制，華人藉此對社團進行重新

整合，不獨在數量上迅速增長，且加強社團間的團結和合作，壯大華人社會， 

亦推動了社團的發展3。第三，凝聚民族情懷。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門敞開，

同根同源的華人與祖國之間割不斷的紐帶自然再次接合。而隨着中國在政治

及經濟發展上漸趨強大，華人的向心力益增，進一步推動社團組建4。

顯然，不少研究認為社團「再華化」乃改革開放、中國崛起後理所當然的

結果，鮮有注意政府扮演的推手角色。其實，無論是清廷、民國政府，還是

當今中國政府，均積極推動成立境外華人社團，以僑引資，提升民族認同，

形成國際輿論以聲援國家政策5。早於1978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推行改

革開放政策前，中國政府已意識到境外華人龐大的資本網絡將起着重要作

用，該年年初重新設置文化大革命中停止運作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管 

僑務工作，動員境外華人回鄉投資建設6。翌年，國家領導人鄧小平一錘定

音：「我們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

華裔也可回來辦工廠」，奠定以抓緊境外華人網絡為往後推動改革開放的方針

政策7。其中位處中西樞紐的香港順理成章成為重新締結相關網絡的首站，

隨着四個經濟特區在毗連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拔地而起，各省市官員

紛紛派員參與香港華人社團尤其是同鄉會活動，藉此平台鼓勵鄉親回國投資

建設。

隨着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同鄉會的角色亦有所轉變，負起政治功能。

特區政府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無疑擴大人們對參與特區管治的期

望，這難免與百多年來殖民政制所主張的「去政治」管治邏輯不符；體制的不

協調，無法疏導人們的政治期望，特區政府和社會的衝突由之而起8。加上

九七回歸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政府未能適時解困，觸發2003年7月1日大遊

行（下稱「七一遊行」），主辦單位聲稱有五十萬人上街，縱然建制派對數字 

有異議，但無可否認的是此次遊行壯大了公民社會力量，自此社會運動頻

生，重挫政府管治能力9。雖然現有研究提出「七一遊行」為香港政治生態的

轉捩點，促使中國政府加強對香港政治的介入，作為特區政府的強大後盾；

可是它們並沒有注意到建基於同鄉會等親建制社會力量的新管治模式在「七一

遊行」後悄然而生，有別於中港政府與親建制商界和政黨原有的精英管治 

聯盟，這種新模式更重視社會基礎及公眾輿論的構建，成為與公民社會對壘

的親建制社會力量。截至2018年11月28日，本年新成立的同鄉會共十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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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逾去年全年總數（圖1）。究竟中國政府為何積極籌建同鄉會？而同鄉會是

如何由以僑引資的平台轉化為中港政府的管治夥伴？

二　中國政府的推手角色

對中國政府而言，社會運動要求加快民主步伐，屬於激進的政治訴求，

會影響社會穩定，危及特區管治，因此有必要建立親建制的社會力量以資抗

衡；加強對華人社團事務的介入是為一途，而將同鄉會打造為管治夥伴最引

人注目。之所以以同鄉會為對象，除了因為政府與社團的關係在歷史上由來

已久，更重要的是社團具備社會基礎，這是親建制商界及政黨等管治夥伴所

欠缺的bk。同鄉會的社會基礎體現在三方面：第一，作為以傳統地緣紐帶結

合而成的自願組織，同質性較強，對會員的社會動員效能亦相對較高，有助

推動支持特區政府管治的集體活動；第二，擁有龐大社會網絡，如客籍社團

會員人數由100至3,000不等bl，累計十數萬人，縱然是香港規模最大的親建

制政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截至2018年10月也僅得38,000名會員而

已bm；第三，部分同鄉會設有地區辦事處，網羅隱沒各處的鄉里，成為選舉

時親建制候選人的堅實地區支柱。

別於昔時，回歸以來中國政府對華人社團事務的介入，不再停留在以僑

引資等經濟層面，因應社會運動頻生下的新政治格局，政府開始將社團囊括

為管治夥伴，兩者關係有所改變。首先，在政府推動下，單以同鄉會為例，

自1997年至今數目翻了幾番，增至大約八百個bn。其增幅軌迹與社會運動增

圖1　香港新增同鄉會和客籍社團與示威遊行的數目（1997-2018）

資料來源：示威數字（公眾集會及遊行）來自香港警務處，參見www.police.gov.hk/ppp_en/09_

statistics/poes.html；同鄉會數字，參見註bn提供的網站；客籍社團數字來自報章、社團刊物及

社團網站。

說明：所有數字截至2018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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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學術論文 幅吻合，正好顯示中國政府在「再華化」背後發功，以親建制社會力量抗衡反

對派的社會力量（圖1）。其次，政府重整社團的政治定位，將之轉化為愛國愛

港社團。透過由社團主辦的遊行及簽名運動等集體活動，凝聚親建制的社會

力量，形成支持特區政府政策的公眾輿論。自此，同鄉會等社團不再純粹以

聯誼鄉情、建設家鄉為目的，而兼負凝聚鄉親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和愛國愛港

陣營參與選舉的使命。從微觀角度而言，政府對社團事務的參與力度緊扣當

地政治發展；而從宏觀角度觀之，中港連為一體，香港是中國大陸最堅實的

地緣依託，其繁榮穩定有助實現改革開放後的中華民族復興，箇中關鍵是抓

緊社團——尤其是凝聚鄉情能力較強者，將其培植為愛國愛港力量。將社團

由以僑引資的經濟平台轉化為管治夥伴，盡顯中國政府在社團「再華化」背後

深含更大意涵，為改革開放、中國崛起發揮政治功能。

綜觀而言，「再華化」有機發展的分析顯然過於簡單，想當然地認為改革

開放、國家經濟強盛自會產生連串「再華化」效應。新時空下的「再華化」，並

非純粹循環往復，改革開放創造復興條件後的有機發展。大國框架內衍生出

來的社團政治，重整了政府和社團的關係：社團民間形象被淡化，轉化為一

股代表中國政府的政治力量，這從近年同鄉會的運作可見一斑。由上而下、

具濃烈政府色彩的「再華化」模式，將社團納入大國體系內，影響其作為中國

政府和香港民間社會的溝通橋樑，令社團凝聚社會的作用大打折扣bo。

本文集中討論香港客籍社團蓬勃發展與中國政府推動的關係，探討改革

開放後政府在「再華化」方面的推手角色，如何驅動同鄉會等聯繫鄉誼的民間

團體，轉化為愛國愛港的社團，負起支持中港政府的政治功能，並闡述建基

於親建制社會基礎的新管治模式。由此總結四十載以來中國政府進行的境外

華人網絡構建，重新思考政府應如何調整與社團的關係。以香港客籍社團為

研究個案的原因有三：

一是地緣親近性，香港為改革開放後中國最易於接觸的境外華人社會，加 

上其外向的屬性，頗具打通各地區華人網絡的戰略性意義，不僅成為中國聯繫

境外華人的「超級聯繫人」，還充當引進華人資金和技術的重要渠道，對中國

企業走出去和邁向國際化發揮獨特作用bp。隨着回歸後政治環境的重大變化，

中國政府對社團事務的參與程度益增，這對社團政治帶來甚麼轉變值得探究。

二是傳統華人社團為中國和境外華人聯繫的主要紐帶，其組織性有助中國政府

有效統合華人，故此要了解政府在華人網絡構建上的角色及部署，一定要從社

團入手bq。三是客籍社群具發達的國際網絡，單是香港便逾百萬人，為世界上

其中一個客家人集中居住的地區br。現時香港共有七十二個客籍社團（詳見附

錄），以同鄉會為主要組合形態bs。加上客家文化以語緣為紐帶，在地緣基礎 

上進一步強調語緣紐帶，內部凝聚力更強，能在政治上聚合支持力量，在經濟 

上達到引資目的，透過客籍社團可了解凝聚力強的社團的華人網絡構建bt。

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主要來自香港報章、客籍社團刊物及網站、現任社團

領導人的深度訪談。以下將論述客籍社團在創辦時間、組合形態、政治光譜

方面呈現的「再華化」特徵，接着檢視改革開放後至回歸前以及回歸迄今兩個

時期，剖析中國政府推動社團籌建與政治經濟變遷的關係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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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客籍社團的「再華化」特徵

境外華人社團除了因應十九世紀大批華人飄洋過海謀生，負有凝聚和服

務境外鄉里的重任外，一直以來熱心祖國發展，如晚清和民國年間號召華人

捐獻支持辛亥革命及抗日活動ck。其後由於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加上

後來發生文化大革命，境外社團和中國之間交往中止，轉而聚焦服務所在地

鄉親，更有不少結束會務cl。隨着1978年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境外社團如雨

後春筍般成立，致力籌建家鄉建設及工業投資，造福桑梓，成為以僑引資的

平台cm。香港回歸後，社團數量出現戲劇性急增，與政治生態變化息息相關， 

呈現出社團「再華化」新形態的政治面貌。由於社團興衰及運作繫於中港政治

及經濟發展，按此論其成立時間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1）1949年政權易手

前；（2）1950至197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至改革開放前；（3）1978至

1996年，改革開放後至香港回歸前；（4）1997年回歸迄今（圖2）。

圖2　香港現存客籍社團成立時期

資料來源：報章、客籍社團刊物及網站。

說明：由於成立時間不詳，其中三個社團（參見附錄）並未包括在內；社團數字截至2018年11月

28日。

儘管海內外頗多研究將境外華人社團數目大增歸因於改革開放後「再華

化」的有機發展，惟現時活躍於香港的七十二個客籍社團中，約四成（三十個）

創立於回歸後（圖1、2）。若以數字論「再華化」，社團湧現潮集中在近二十年， 

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個時間段的背後含意呢？1997年回歸初期至2003年的

「七一遊行」前，客籍社團增長未見明顯，僅增加五個而已；不過，歷經是次

大規模遊行後，2004至2018年間社團一下子激增了二十五個（圖1），且大多

以同鄉會名義組合，與整體同鄉會數量的快速增長相呼應。除了同鄉會外，

還有以聯誼會或福利會等名義組合而成的客籍社團（圖3），其組合原則與同鄉

會無異，同樣以傳統地緣紐帶為主。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社團的成立乃因應

社會運動爆發及特區政府的管治需要（下詳）。

隨着香港回歸，加上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強盛，在大勢所趨下社團的政治

光譜也呈現「西瓜靠大邊」的現象。事實上，現時同鄉會等社團的政治光譜只

有親中及不反中之分，親大陸與親台灣（或親共產黨與親國民黨）社團的對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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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消聲匿迹。追源溯始，十九個創辦於1950至1977年的客籍社團，絕大部

分在初創時持親台立場。1949年政權改弦易轍，大批難民逃難至香港，易於

形成難民心態，既對共產政權抱有懷疑，又緬懷敗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親台社團便成為凝聚同鄉的平台。

回歸前（1950至1990年代初），親台社團經常高姿態支援台灣的中華民國 

政府，例如1954年《工商日報》的一篇報導稱：「旅港興寧同鄉會為響應台北華

僑協會呼籲，反對印尼司法當局，下令非法遞解我旅印尼反共愛國僑領⋯⋯ 

特分別去電美國紐約、新加坡、馬來亞怡保、泰國曼谷、印尼椰加達〔現稱 

雅加達〕等地客屬僑團，呼籲一致聲援。」cn這篇報導除了反映社團對台灣的

國家認同外，還凸顯香港社團聯繫境外網絡的軟實力作用，地緣的親近性以

及處於中西溝通樞紐的位置，讓香港社團在響應台灣政府政策、面向世界、

通報各地僑社等方面扮演橋樑角色，輻射範圍無遠弗屆，豈囿於區域間。 

當1971年聯合國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會員地位，崇正總會更

不諱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負起「國民外交工作」，爭取境外僑胞向心，

在是年於香港主辦的首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上倡議發表反對聲明co。及至

1990年代初，還不時有同鄉會組團赴台慶祝「雙十節」或參加總統就職典禮，

以「回國」形容赴台，並以中華民國紀年cp。

1972年，五十個同鄉會聯署批評美國干預台灣內政，以「我國」尊稱台

灣、以「僑民」自居cq；今非昔比，其中十個聯署的客籍社團：嘉應五屬同鄉

會、興寧同鄉會、紫金同鄉會、中原客屬總會、河源同鄉會、惠州同鄉總會、 

蕉嶺同鄉會、惠州同鄉會坪洲分會、惠州十屬公會、五華同鄉會，除中原客

屬總會後繼無人結束會務，嘉應五屬、惠州十屬、五華三會不表態親中，偏

隅小島的坪洲分會於「雙十節」仍公開懸掛孫中山畫像及代表台灣的梅花旗

外，其餘皆搖身一變成為愛國愛港社團cr，如興寧同鄉會在香港回歸後高調

圖3　香港客籍社團分類

資料來源：報章、客籍社團刊物及網站。

說明：社團數字截至2018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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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中國政府和特區政府施政（下詳）。雖謂上述三會沒有加入中國政府推動

的香港客屬總會（下稱「客總」），可是也不高調親台，某程度而言其政治立場

接近中國政府和台灣國民黨，支持兩岸統一，反對台獨。2014年嘉應五屬同

鄉會五十八周年會慶，同時邀請了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處長黃新華及中央人 

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部長何志明cs。

相反，坪洲分會雖為客總會員，且參與聯署客總的報章廣告，譴責2014年 

發起「佔領中環」（「佔中」）行動的戴耀廷鼓吹「港獨」；但山高皇帝遠，上有 

政策下有對策，梅花旗依然照掛，可見社團的實際政治立場未必能夠按其表

述而論ct。

基於歷史原因，親台社團中人較少在大陸進行商業活動，因此中國政府

應用在親建制社團的利誘機制（例如委以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等身份）未必派

上用場，需回歸到傳統方法如透過滲透進行統戰。嘉應五屬同鄉會便有會員

來自民建聯，且毫不忌諱公開身份，而五華同鄉會甚至有具縣政協身份人士

參與其中。這顯然為統戰手段，不過一眾領導人及會員均未見有不妥，似默

認為大勢所趨dk。此類同鄉會領導人遊走於兩岸之間，不時獲邀回鄉交流，

享有高規格接待。由於當中大部分人生長於大陸，家鄉情濃，樂見國家經濟

強盛、家鄉繁榮，對交流並不抗拒；惟在訪談中他們均表示，絕不輕言將對

家鄉的情切投射到中國政府，尤其在人權保障問題上遇到有違普世價值的情

況時，會將政權和故土分開而論；另一邊廂，他們又承認對台灣政府的效忠

雖日漸消弭，仍與其保持相當聯繫dl。

以往不少社團創辦人及名譽會長均與台灣當局關係密切，或為台灣國民

大會代表，或為國民政府將領。如有「南天王」之稱的民國陸軍一級上將陳濟

棠，於1939至1946年出任崇正總會名譽會長，第四任陸軍總司令張發奎繼任

此職至1950年，擔任該會多屆理事長的黃石華為國民大會代表；而陸軍總部

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是少數同時和兩岸政府保持交往的客籍社團。（圖片由莊玉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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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術論文 高級參謀涂思宗則為蕉嶺同鄉會創辦人之一dm。此一時不同彼一時，現在的

社團領導人反而具有政協或人大背景，由縣級以至市、省、全國不等，梅州

總商會（前稱嘉應商會）第六十一屆領導班子六十五人中便有兩成具此等背 

景dn；梅州聯會第五屆七十二人領導班子中亦見相同百分比do，深厚的中國

政治人脈關係令梅州總商會和梅州聯會在眾多客籍社團中極具影響力。其中

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曾任港區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的梅州總商會前會長

（現任永遠榮譽會長）曾憲梓，其子金利來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曾智明為現

屆會長，同時出任全國政協委員。此外，惠州社團聯合總會會長及旭日集團

董事長楊釗為全國政協委員、梅州聯會會長及裕華國貨董事總經理余鵬春身

兼廣東省政協常委，不勝枚舉。與此同時，有更多名不經傳、活躍於社團的

會董或理監事晉身縣或市級政協之列dp。

可以說，親大陸與親台灣社團涇渭分明的抗衡日子已成過去，在現實政

治環境下，「再華化」所指向的「華」乃中國大陸。新時空下客籍社團「再華化」

表露無遺，首先體現在創辦時間：大量社團湧現於回歸後，且悉數為愛國社

團，甚具戰略意義；其次為政治立場：由過往南轅北轍的陸台對立，統合為

口徑一致的愛國愛港社團，當中領導班子不少均具政協或人大背景，負有支

持中港政府管治的使命。

四　構建華人網絡的政治經濟動態

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前後已有廣東省縣市政府派代表團親臨香港參加

同鄉會就職典禮或周年會慶dq，中國官員對同鄉會活動的參與程度出現了微

妙變化，雖未必即時引起外界注視，卻標誌着組織境外華人社團的第一步，

以香港為凝聚華人網絡的首站。與此同時，同鄉會領導人亦不時獲邀回鄉參

與各項盛典，享有高規格接待。自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敲定

香港回歸，中國政府和同鄉會交往愈發頻繁，如「高要縣政府負責人喬連玉及

廣利永安區負責人梁偉文梁侯新等最近來港，祝賀旅港高要同鄉會會慶」是為

一例；有的甚至浩浩蕩蕩率團到來，例如紹興同鄉會成立時，「以紹興市市長

王賢芳為團長，市委秘書長俞國行為副團長，與及五縣一區負責人等組成的

十一人代表團，專程來港參加昨晚同鄉會的成立儀式」，聯袂出席的還有香港

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dr。千里迢迢，豈只杯酒應酬？全因看準以傳統地緣紐

帶結合而成的同鄉會具有龐大且緊密的會員網絡，凝聚力強，為動員鄉親投

資建設家鄉的平台，在改革開放經濟框架下能達到以僑引資的作用ds。同鄉

會領導人亦看到回鄉投資建設的商機，大都樂於以此為己任，如高要同鄉 

會理事長引吭表示：「要為家鄉事業出綿力，使同鄉會成為家鄉與香港同胞的

橋樑。」dt中國政府和同鄉會這種互惠互利的關係模式一直維持至回歸前夕。

回歸後政治秩序顯然有變，誠如社會學者呂大樂早於1980年代末所預

測，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勢必增加，「可以想像，愈接近九七，中方的政治

角色更加明顯。至於在地區政治參與的層面，親中人士及團體逐步抬頭，可

c170-201802012.indd   60 18年12月5日   下午2:18



		 香港客籍社團	 61	

		「再華化」研究	

以說是大勢所趨。而從最近一次地方議會選舉中可見，他們將會主動介入政

治，不再像從前完全放棄現存建制內的位置」ek。不過，中國政府與同鄉會於

回歸後新建立的關係模式，進一步擴展至在建制外進行，後者被打造為非正

規的政治工具，這不獨意味兩者關係進入新台階，超越以僑引資建設家鄉的

功能，更為重要的是揭示了特區新管治模式的誕生。中國政府有計劃地推動

作為社會性組織的同鄉會，以愛國愛港代表的姿態亮相，凝聚親建制的社會

力量，為特區政府政策爭取社會認受性，抗衡公民社會的反對勢力，這從近

年客籍社團高調支持中港政府可見一斑。

甫回歸，1999年，興寧同鄉會內具政協背景的領導人率先表態支持特區

政府提請中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作出釋法決

定，並重申釋法乃為了護法el。回歸初年，同鄉會獲授意的使命主要是支持

特區政府施政，其後因應政治形勢急速變化，同鄉會轉化為主張維持香港穩

定繁榮的社團。社團政治定位的轉變，從中國官員在社團刊物題字中可見端

倪，「團結協力服務社區，為港為國造福桑梓」、「愛國愛港造福桑梓」、「攜手

同心愛國愛鄉」、「同心同德同出力，愛港愛國愛家鄉」等洋溢於紙em。此類

「愛」字掛帥的口號式題字者，不限於省書記、省長、政協主席、統戰部部

長，同樣見諸社團領導人，如興寧同鄉會榮譽理事長劉宇新題「熱愛祖國情繫

故鄉」、前梅州總商會會長（現任永遠榮譽會長）黃麗群（曾憲梓夫人）題「愛國

愛港敦睦鄉誼」en，可見官員和社團領導人前仆後繼將愛鄉推而廣之至愛國愛

港，把同鄉會打造為親建制社團。

不過，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國政府赫然發現這些社團的社會動員能

力仍有欠缺。是年的大規模遊行迫使特區政府撤回《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議案（防止叛國、分裂國家等行為），而接着在年底的區議會選舉中親中陣營

慘敗，流失近四成選票和議席，反映人心未回歸及反對派動員能力較強 eo。

為了平衡反對陣營政治勢力及增強自身影響力，具較強凝聚力的同鄉會自然

被納入重點培植的社團之列，成為支持中港政府的愛國愛港社團。自2004年

起，同鄉會步入快速增長期，是年至2006年分別有23、28、31個同鄉會根據

《社團條例》或《公司條例》註冊成立（圖1）。與之相呼應，如前所述，2004至

2018年間迅速新增了25個客籍社團，為回歸後新增同類社團的八成，增速驚

人，不可小覷，可見社團創辦與政治發展密不可分。

在政治上，2004年為關鍵的一年。4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2007

及2008年特區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而年底立法會選舉在即，為了抗

衡公民社會潛在的抗爭，以及避免親建制政黨在選舉中再遭滑鐵盧，中國政

府積極推動創辦同鄉會，其增長勢頭突飛猛進；往後基本上保持升軌，為特

區政府2010年政制改革及2012年國民教育課程爭議護航ep，並在2014年反對

「佔中」運動中擔起大旗。2014年「保普選反佔中」簽名運動的1,600個聯署社

團中，同鄉會佔兩成，為各類社團之最eq。隨後於8月17日的相關遊行，據

報導約有九萬人參加er，僅晉江同鄉會便動員了多達11,000人es。

據筆者的考察，同鄉會激增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種方式：第一，發掘新

點，鼓勵未有同鄉會的區或鄉創辦，如河源市源城同鄉會和豐順同鄉聯誼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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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學術論文 會。第二，細胞複製，愛國社團五華同鄉總會與原先親台的五華同鄉會分庭

抗禮，該縣同時另設五個宗親會，總會解說該縣同鄉眾多，現有社團不足以

容納及服務之，「為了適應新時期形勢發展的需要，大力弘揚愛國愛鄉，造福

桑梓」，有另起爐灶之要et。第三，細胞分裂，以地緣為基礎細分為市、縣、

鎮、鄉、村，以市及村的例子有惠陽社團總會、惠陽塘尾朱氏促進會，而市

及鎮級同鄉會分別有惠東同鄉會，惠東平海、黃埠鹽洲同鄉會。第四，按不

同名義組合，如同鄉會、聯誼會、宗親會、促進會等，包括梅州社團總會、

梅州聯會、港區梅州市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惠陽塘尾朱氏促進會、惠陽蘇

徐李鍾石五姓宗親聯會，多不勝數。第五，設立地區辦事處，如惠州市惠城

區聯誼會設港島和新界兩分會：惠州市惠城區（香港）聯誼會、惠州市惠城區

（香港）聯誼會新界西分會，福建同鄉會則在將軍澳設有分會。

雖然社團背景高度重疊，社團人員亦多有重複，不過卻令社團的大規模

複製得以成事。活躍份子紛紛獲邀加入不同社團，互相支援營造聲勢，一人

擁有四五個會籍甚為普遍fk。譬如河源社團總會主席吳惠權，除了是客總主

席外，還是梅州總商會和河源市源城同鄉會的永遠名譽會長，以及梅州聯會

諮議會成員；蕉嶺同鄉會理事長聶振，同時為客總會董和梅州聯會常董；客

總執行主席曾智明，身兼多職，包括梅州總商會會長、河源社團總會榮譽顧

問、五華同鄉總會榮譽顧問。這種連鎖關係在社團領導層之間形成一個命運

共同體，而最關鍵的是壯大社團聲勢，建立獲社會廣泛支持的形象，為特區

政府政策護航時增添認受性fl。

細胞複製的動力，全仗中國政府的鼓勵、官員積極參與，以及政治形勢

的轉變。2000年代末始創辦的一個社團，其領導人在訪談中充分反映了這種

情況：該會在內地官員熱情鼓勵下成立，成立時異常倉卒，甚至連會址也欠

奉，得借會員家居又或酒樓開會，及至有財力者在政府穿針引線下出任會長

並承擔會址及會務支出，經年的「走鬼式」運作始告終fm。五華同鄉總會會長

周樹菁在2004年成立大會致詞中亦明言：「在籌備期間得到家鄉梅州市五華縣

政府的關心。」fn無獨有偶，河源市源城同鄉會理事長潘衍章在會刊發刊詞

中，將桑梓熱情形容為「這一成績有賴河源市市委市府、源城區委區府⋯⋯有

關領導時賜方針與關懷」fo。儘管「時賜方針」、「關心」、「關懷」等用詞含蓄，

卻蘊含中國政府對社團的關切。相較以上兩會的含蓄用詞，佛山社團總會主

席鄧祐才在會址揭牌儀式中坦言，政府在方向性及精神上予以指導fp。這些

指導主要圍繞兩個原則：積極響應家鄉招商引資，以及在中國政府與香港社

會交流中貫徹愛國愛港為核心價值fq。

近年香港政治形勢錯綜複雜，為了作出適切指導從而有效組織群眾， 

中國政府甚至派員出任社團顧問，這無疑是將社團納入中國政治體系內，發

展為政治權力基礎，透過它們建立與其理念相符的社會秩序——民主步伐循

序漸進、保持經濟繁榮穩定。以五華同鄉總會為例，顧問悉具官方背景，身

份多樣化，由市長、縣長、市及縣的政協主席、書記、統戰部長、環保局紀

委書記以至解放軍將領，而香港中聯辦亦派員出任榮譽顧問；顧問人數與 

年俱增，由2004年的八人躍升至2016年的二十一人fr。與此同時，蕉嶺同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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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亦邀得廣東省政協委員、曾任職於該縣南磜公社的前黨委副書記劉嘉榮 

出任名譽顧問fs。此外，政府也付諸實際行動贊助社團活動，金額動輒數以

十萬計ft。

此外，近年社團組合亦呈現出新的形態，中國政府將互不從屬、結構鬆

散的社團，統合在其授意設立的總會下，納入行政體系內，形成中聯辦—大

型總會—小型聯會或總會—個別社團組成的四級行政制度。在個別社團之上

不獨設有小型聯會或總會，更在聯會或總會上另設大型總會，形成「總上總」

的層層疊疊現象。例如，河源社團總會、梅州聯會、惠州社團聯合總會，通

通成為2011年始成立的客總會員。設立聯會或總會本不是新鮮事，旨在便利

統合地緣相近的社團，以往社團與聯會或總會互不隸屬，且在小型聯會或總

會上沒有增設大型總會；按新設計，客總乃按行政管理構思設置，統籌各客

籍社團的聯合活動，並充當與官方溝通的對口單位，便於為執政者協調各個

社團。這種做法一改社團平行發展的傳統，將聯會、總會或個別社團置於客

總旗下，形成上下等級，改變了社團政治生態。

有趣的是，小型聯會或總會轄下的團體會員（以社團名義加入），又可以

以獨立身份成為客總一員，除了五華同鄉會外，梅州聯會旗下五個客籍社團

會員悉數為客總會員，梅州社團總會十八個社團會員亦統歸客總麾下，令小

型聯會或總會徒具虛名，在客總內淪為無兵司令。部分以總會冠稱的社團如

五華同鄉總會和梅州總商會，不設團體會員。為了區別於政治立場迥異的五

華同鄉會，親中社團五華同鄉總會特意以「總會」命名，驟看儼如五華縣各個

同鄉會之首，連結了大群同鄉組織。無怪乎和平縣聯誼總會和豐順同鄉聯誼

總會，雖不見設有團體會員，仍爭相冠以總會名義。

2003年「七一遊行」讓中聯辦和中央統戰部意識到香港社會對特區政府 

施政存有不滿，兼且2007年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2017年第五屆特區行

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gk，因此急需加強群眾工作。「七一遊行」翌年以降，與

中國政府關係緊密的同鄉會迅即湧現，客籍社團亦熱熾響應。冷不防2014年

一場「佔中」行動，大學生大規模參與，曝露其中青年版塊的統戰工作未臻完

善，因此近年中國政府愈發積極推動社團領導班子年輕化，培植青年人當領

導，更不乏年僅三十者獲邀出任縣政協委員，其中五華同鄉會及蕉嶺同鄉會

內年青領導班子早獲青睞，被栽培為擁護特區政府施政的新興青年親建制 

力量gl。

在此大國框架下湧現的社團全為「天然親中」，客總的成立宗旨開宗明義

指出：「堅持愛國愛港愛家鄉，團結香港客籍鄉親，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推動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交流和

家鄉的經濟建設。」gm這根本性地決定了社團性質及運作模式，重大活動例必

邀請中國官員為主禮嘉賓，以2014年五華同鄉總會第六屆會董就職典禮為

例，邀請的官員橫跨多個單位，包括市及縣政府和政協、統戰部、中聯辦台

灣事務部、外事僑務局等gn。社團陣容愈盛大愈能確認愛國情操，無不爭相

以此為榮，甚至因此形成衝突，互相攻訐愛國愛港力度未符理想，需中聯辦

居中協調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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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學術論文 至於具體愛國表現，最明顯莫過於在立法會、區議會選舉中支持愛國愛

港陣營，河源市源城同鄉會更以「不忘國恥」號召鄉親投票支持gp。一名同鄉

會領導人就2018年3月立法會補選向會員發出呼籲：「這次補選對未來立法會

的順暢運作非常重要。⋯⋯為香港未來選出理性，務實，為社會，為市民付出 

的候選人。近兩年香港變得非常政治化，有某些議員沒盡心為香港設想，不

斷拉布〔阻撓議事〕，讓社會停滯不前⋯⋯。本人非常認同以下候選人的參政

理念和能力⋯⋯。如果你或你的朋友心目中還未有肯定的候選人，請多多支

持我的推薦⋯⋯」gq這種二元分化的信息將「拉布」等同不理性、不務實、不

為社會福祉着想，結果是社會發展停滯不前；接着委婉地開列投票名單。可

見同鄉會堪稱親建制派候選人的選舉票倉，能夠提供源源不絕的「鐵票」，在 

它們的堅實支持下，政治立場保守的參選人又或政治素人往往穩操勝券gr。

其他表現包括舉辦街頭簽名活動、參加遊行、刊登報章廣告支持特區政府 

施政，前文已述，在此不贅。另外還有一些相對靜態的活動，如舉行國情研

習班，龍川同鄉會於2017年底聚合百人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的〈中國共產

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以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感gs。愛國表現多元

化，錦上添花少不了，自1971年香港主辦首屆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客籍社團

再度奪魁，2017年第二十九屆大會重臨香江，便是在中國政府推動及社團配

合下促成的，蘊含慶賀雙重回歸之意gt。

社團熱烈響應政府的推動，箇中原因複雜，簡而言之，社團是和中國政

府建立關係的平台，社團領導人利用此平台，以「蛇齋餅糭」等物質利益利誘

會員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及建制派候選人，換取中央政府給予政治經濟利益，

如獲薦出任政協委員或人大代表，有利在中國大陸謀求更大商機，是故侍從

主義（Clientelism）之說不脛而走，同鄉會被指淪為中國政府的政治工具hk。因

此，同鄉會高姿態支持特區政府，不時被傳媒形容為「盲從」，如〈同鄉會睇貓

紙撐政府〉；或淪為中國政府的政治工具，如〈新設建制社團飆兩倍　佛山總

會統戰部中聯辦助建　表明助選〉、〈香港泉州同鄉會嚴斥「港獨」　齊發聲力

撐立法會選舉〉等報章標題hl。雖然親建制社團被視為建制派候選人的票倉，

且在統合親建制社會力量上具有顯著成效；不過，無視整體社會聲音，一面

倒支持中港政府，顯然有礙社團作為政府和民間社會的溝通橋樑，未能更好

和更有效地發揮凝聚民間的軟實力作用。

五　總結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在中國政府推動下香港的親建制社團大量湧現，內

地官員出任社團顧問，社團以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和愛國愛港陣營參選為己

任，盡現中國政府在社團「再華化」方面的推手角色。改革開放初期，在以僑

引資的大前提下，社團為家鄉和香港鄉親搭建橋樑。及至回歸以後，中港政

治及經濟進一步融合，香港被納入國家體系內，政府和社團關係亦產生微妙

變化，受政府指導並重整為其在民間社會的權力基礎，令社團失卻自主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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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這在2003年「七一遊行」及2014年「佔中」後尤為明顯，社團被賦予

新使命，肩負愛國愛港重任。這裏除了說明這些社團在微觀的中國大陸與香

港政治中，起着穩定香港、不為國家添煩添亂的政治功能外，更連繫到改革

開放後的中國復興。此種由上而下刻意培植的「再華化」，令社團由聯誼鄉親

的橋樑搖身一變為政府管治夥伴以至政治工具，親中建制形象溢於言表，顯

然影響其凝聚民間社會、聯繫跨國華人網絡的軟實力作用。

集全球網絡資訊、資金、貨物流通於一身，加上處於境外華人網絡樞紐

的有利位置、面向全球的香港，向來為中國和境外華人溝通的中介，本地社

團有條件夥拍中國政府，在新政治經濟格局下凝聚香港社會及其他境外華人

社會，展示中華文化凝聚力的魅力，關鍵乃在於政府和社團建立關係的模

式，是否建基於合作夥伴關係，讓社團還原其民間中介組織角色，抑或淪為

政治載體，聽命於自上而下的國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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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年份 社團名稱 成立年份 社團名稱
1. 1893 香港安慶堂 37. 1991 香港曲江同鄉聯誼會
2. 1896 香港梅州聯會 38. 1995 香港紫金聯誼會
3. 1916 香港梅州總商會 39. 1996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
4. 1921 崇正總會 40. 1999 香港河源社團總會
5. 1930年代 香港惠陽商會 41. 1999 香港龍川同鄉會
6. 1938 旅港興寧同鄉會 42. 2001 香港深圳布吉同鄉總會
7. 1946 香港五華同鄉會 43. 2002 香港梅縣三鄉同鄉會
8. 1946 僑港惠州同鄉總會 44. 2003 惠陽塘尾朱氏促進會
9. 1948 香港紫金同鄉會 45. 2004 香港五華同鄉總會
10. 1949 香港惠州同鄉總會 46. 2005 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11. 1954 僑港博羅同鄉總會 47. 2006 香港惠陽社團總會
12. 1954 嘉應五屬同鄉會 48. 2006 香港深圳市龍崗同鄉會
13. 1956 上水惠州同鄉會 49. 2006 香港新豐同鄉會
14. 1956 大埔僑港惠州同鄉會 50. 2008 香港和平縣聯誼總會
15. 1956 元朗惠州同鄉會 51. 2008 香港東源同鄉會
16. 1960年代 僑港廣東龍門同鄉總會 52. 2008 香港河源市源城同鄉會
17. 1960 僑港蕉嶺同鄉會 53. 2010 香港寶安大龍華同鄉會
18. 1962 香港興寧同鄉總會 54. 2011 香港平遠同鄉會
19. 1965 荃灣惠州同鄉會 55. 2011 香港南雄聯誼會
20. 1966 坪洲惠州同鄉會 56. 2011 香港客屬總會
21. 1969 香港梅縣同鄉會 57. 2012 港區梅州市各級政協委

員聯誼會
22. 1969 大埔縣旅港同鄉會 58. 2012 香港豐順同鄉聯誼總會
23. 1971 香港新界博羅同鄉福利

會
59. 2012 香港連平聯誼會

24. 1972 新界興寧聯誼會 60. 2014 香港清遠社團總會
25. 1972 香港惠州十屬公會 61. 2014 香港惠東同鄉社團總會
26. 1976 僑港博羅同鄉會新界分

會
62. 2015 香港仁化同鄉聯誼會

27. 1976 香港大鵬同鄉會 63. 2015 香港梅州社團總會
28. 1977 南丫島惠州同鄉會 64. 2015 惠州市惠城區（香港）

聯誼會
29. 1977 旅港興寧吳氏宗親會 65. 2016 惠州市惠城區（香港）

聯誼會新界西分會
30. 1980年代 香港東山中學校友會 66. 2016 香港客屬總會新界分會
31. 1980年代 香港興寧一中校友會 67. 2017 香港河源政協歷屆委員

會聯誼會
32. 1981 荃灣興寧同鄉福利會 68. 2018 平海、黃埠鹽洲同鄉會

（惠東）
33. 1981 世界客屬總會香港分會 69. 2018 香港興寧婦協聯誼會
34. 1982 梅州中學（香港）校友會 70. 不詳 香港惠陽蘇徐李鍾石五

姓宗親聯會
35. 1986 旅港五華黎塘李氏宗親

會
71. 不詳 香港樂昌同鄉會

36. 1987 香港惠東同鄉會 72. 不詳 香港翁源同鄉會

附錄
香港客籍社團成立時間表

資料來源：報章、客籍社團刊物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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