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樂與獨樂⎯香港大眾娛樂的轉變 
 
1.  引言 
 

社會上大眾普遍接受和參與的娛樂活動，可稱之為「大眾娛樂」。大眾

娛樂與市民的生活密不可分，是文化的一部分，其轉變反映時代的變遷。 
 

本地華人承傳了各式各樣的傳統娛樂，遇有神誕節日，都會舉行舞龍、

舞獅，以及安排神功戲慶祝。開埠以後，新式娛樂如賽馬、足球和電影等，相繼

從外國傳入，最初僅為西人或少數人行效，其後漸漸普及起來，也成為香港的「大

眾娛樂」。 
 

隨著人口增加、經濟發展、科技演進、社會變遷和企業推動，過去百多

年來，香港的大眾娛樂無論是活動場地、節目內容、遊玩裝備和參與方式等，都

經歷了連番變化。總的趨勢是由群體參與演變成個人獨樂；由工餘消閒演變成商

業消費；由實在的玩意演變成虛擬遊戲；由在特定的空間舉行演變成不受空間限

制。 

 

本文探討香港大眾娛樂的演變，重點討論傳統節慶、街頭娛樂、賽馬、

足球、遊樂場、旅行、戲院、電台廣播、電視、玩具、漫畫和網上娛樂等一些主

要項目，藉此協助大家尋回一些日漸模糊的回憶，在繁忙的生活裡，回顧一下香

港在玩樂方面的發展和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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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眾娛樂與社會變遷 

 

香港開埠以前，居住本地大小村落的民眾已有不同的娛樂活動，部分源

於當地，部分則源自廣東。粵劇是當時民眾的娛樂之一。每逢節慶廟會，常有神

功戲上演，又會在街上舞龍舞獅和巡遊，酬神娛人。此外，江湖賣藝者在街頭空

地上表演唱粵曲和賣武等活動，漸漸形成所謂「大笪地」文化。民眾在工餘時，

便到這些地方消遣和娛樂。 

 

1842 年，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英國人把他們的娛樂引入香港，包括賽

馬、足球等運動，部份後來在香港普及起來。1846 年黃泥涌馬場建成，為西人

和部分華人提供賽馬場地，亦為大眾提供一個大型的消閒娛樂空間。同樣，足球

引入香港後，最初只是西人的運動，後來華人組織球隊，吸引大眾進入球場觀看，

足球活動也慢慢流行起來。 

 

隨著城市發展，城市娛樂也漸興起，電影和電台廣播開始吸引部分大眾

觀看和收聽；大小遊樂場相繼落成，飲食場所及機動遊戲等設施，為普羅大眾提

供新穎的娛樂之餘，亦成為市內遊樂的公共空間。 

 

香港人口在 1931 年已接近八十五萬，主要集中於中環、上環、灣仔和

油麻地一帶。當時由於交通不發達，市民的日常生活和娛樂主要在市區內進行，

只有少數人到郊外遠足和旅行。 

 

1941 至 1945 年，香港被日軍佔領，大量人士離開香港，返回內地居住。

雖然香港仍維持電台廣播和競馬活動，戲院仍上映電影，但民眾生活困窘，社會

秩序欠佳，賭博活動猖獗。 

 

總括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的大眾娛樂已充份反映本地社會

華洋雜處的特色，傳統的鄉村娛樂與西方的賽馬及足球共存，市區內的戲院、遊

樂場，甚至街頭空地都成為消閒娛樂的好去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大量移民從中國內地湧入香港。1950 年代中，

香港人口已達二百多萬，主要居住在市區；高度密集的都市人口，為大眾娛樂提

供了市場發展基礎。1960 年代，隨著工業發展，新的工人階層出現，他們在工

餘時各有不同的娛樂，大笪地的街頭表演、電影、足球、賽馬、遠足甚至賭博等

娛樂遂得以進一步發展。 

 

從 1961 年的人口普查得知，十五歲以下的青少年佔香港人口 45.5%，反

映戰後初期香港的高出生率。漫畫和玩具因兒童人口增加而得到很大發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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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50 及 1960 年代，香港社會普遍仍不富裕，兒童要在街邊租書檔看漫畫，

玩具也經常與鄰居的孩童一起分享。 

 

隨著本地經濟發展，小型工廠數目不斷增加，收聽電台節目成為工人階

層最大的娛樂，而廠商為留住工人，亦會舉行「工廠旅行」，為本地遠足旅行活

動開啟新頁。 

 

1970 年代，一般市民的生活條件有所改善。電視機成為家庭必備的物

品，電視節目為忙碌工作的普羅大眾提供免費娛樂，又把戶外舉行的賽事如足球

及賽馬等，以聲色俱備的畫面傳送到家中。自此，觀看電視節目成為最普及的娛

樂活動。 

 

近數十年來，市場上湧現各種新的電子產品和影音設備，其中「隨身

聽」、電子遊戲機、錄影機和 Karaoke 等帶來消閒娛樂活動的革新。個人電腦及

互聯網的普及使電腦成為多媒體娛樂節目的平台，透過電腦，可以下棋、閱讀、

下注，可以看電視、電影和收聽電台節目。科技和經濟的發展使娛樂變得不受空

間限制，趨向個人化和虛擬化。同時，在商業發展下，從前簡單的娛樂活動，現

在已多變為消費的商業活動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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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傳統節慶 
 

香港社會主要由華人組成，華人娛樂與傳統節慶有密切關係。每逢重大

節日，喜放鞭炮和舞龍舞獅，又會一家團聚，共吃一頓豐富晚飯。新春親友互相

賀年、元宵賞燈、端午划龍舟和中秋賞月玩花燈等，都是傳統節慶活動。 
 

華人又喜慶祝各種神誕如天后誕、觀音誕、洪聖誕、各種師傅誕和太平

清醮等。在神誕及醮會中，常有搶花炮、巡遊或飄色等活動。廟宇前設有廟會，

擺賣小食、風車及香燭等物品，並架起竹棚，上演木偶戲或粵劇神功戲。這些活

動，雖與宗教神祇有關，但包含競賽和表演，為地區民眾帶來了不少娛樂。 
 

過往這些歲時節令和神誕醮會皆由宗族或地區團體組織，參與人數眾

多。1960 年代以後，部分傳統節慶活動如搶花炮和燃放炮竹等被禁，減少了競

賽表演和節日氣氛。與此同時，年青一代開始接受西方文化，西方節日變得較為

吸引，並為普羅大眾帶來假期和歡樂。 
 

時至今日，很多節慶活動仍然舉行，但其隆重程度已減。而其他團體亦

舉辦部分傳統節慶活動，或與商業推廣活動掛勾，營造嘉年華氣氛，吸引本地人

士和外國遊客參觀，演變成另一種性質的娛樂。 
 
 

 
牛池灣舞獅  
1960 年代 
2000.5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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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大廟慶祝天后誕 

1962 年 
1993.52.1 
 
 

 
元朗十八鄉天后誕巡遊 

1968 年 
1993.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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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街頭娛樂 
 

早期香港的街頭空地，既是平民大眾出入或工作之處，也是他們嬉戲和

找尋娛樂的地方。 
 

由於居住環境狹小，華人喜歡在街頭空地納涼或休憩，引來小販售賣熱

食，民間藝人聚集獻技，常見的包括唱曲、賣武、耍猴子戲和占卜等。其他的街

頭娛樂還有講故事、觀賞奇趣動物、賣藥和賣飛機欖等。這些活動收費便宜，甚

至免費，符合當時一般普羅大眾的消費能力。在 1960 年代以前的香港，這些街

頭娛樂隨處可見。 

 

戰前上環荷李活道口的一片空地，有很多賣藝表演，又有各種小販聚

集，大家稱該處為「大笪地」。至 1960 年代，在舊港澳碼頭的新填海區上，有各

式各樣的街頭擺賣。到了晚上，賣藝者、小販和熟食攤檔掛上火水燈開檔營業，

成為聞名的「平民夜總會」。九龍也有類似「大笪地」的廟街，它是 1950 年代才

開始興盛的夜間市集，擺賣百貨雜物、熟食攤檔、占卜等，演唱粵曲的攤檔最具

特色。此外，深水埗的北河街，在 1950 至 1960 年代，也是普羅大眾的「購物和

消閒娛樂中心」。 

 

1970 至 1980 年代，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市區不斷建設，街頭娛樂的空

間日漸縮少。同時普羅大眾生活水平提高，口味轉變，各式各樣的娛樂出現，尤

其是免費電視節目的出現，對街頭娛樂造成影響。時至今日，普羅大眾已較少選

擇在街上聽歌及看表演等，街頭娛樂也趨式微，代之而起是街頭的推銷活動。 

 

 

 
上環「平民夜總會」 

1950 至 1960 年代 

2001.2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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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欖  
1958 年 
1993.52.15 
 
 

 

街頭猴子戲 
1952 年 
1999.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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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兄弟技藝團 
1950 年代 
2000.52.94 
 
賭博 
 

廣東盛行的各種賭博，如番攤、字花、白鴿票、麻將、天九、牌九和鬥

蟋蟀等，曾經在香港非常流行。 
 

1844 年香港政府頒布法例禁賭，但未能遏止賭風，賭館依然林立。二十

世紀初，字花、天九、麻將和骰寶等仍在社會上流行。賽馬博彩是當時香港唯一

合法的博彩事業。 
 

日治時期社會秩序欠佳，字花廠乘時大搞字花。二次大戰結束後，字花

變得更活躍。當時香港人口劇增，而且字花投注額僅為一角幾毫，符合普羅大眾

的負擔能力和以小博大的心態。部分小報更刊登「花題」（字花題目）、「口電」

（貼士）和開字結果，使花字更為猖獗。 
 

1960 年代初，政府為大眾提供其他博彩選擇，以減少字花的影響。1962
年政府開設「政府獎券」，繼而在 1975 年推出「多重彩」，但兩者皆未廣受歡迎。

1976 年政府獎券委員會推出「六合彩」，在電視直播攪珠結果，加上派彩有吸引

力，大受歡迎。2003 年，香港為打擊非法足球博彩，推出「足智彩」，大眾可透

過馬會的場外投注站、電話和互聯網等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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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賽馬 
 

在十九世紀中葉，英國人把賽馬活動引進香港。現存最早的賽馬紀錄是

1845 年在薄扶林舉行的賽事，而首場在黃泥涌馬場舉行的賽事是在 1846 年 12
月 17 日，當時吸引了很多外籍人士及華人入場觀看。1884 年香港賽馬會成立，

使賽馬活動更具規模和制度化。 
 

十九世紀下半期，賽馬活動已成為地區內的歐洲人、歐亞裔人士和華人

的娛樂，馬場也成為了早期的「社交場合」；未能進入觀眾席的華人，則聚集在

馬場附近的「大石鼓」上觀看賽馬。早期的賽馬是每年一次，多在農曆新年前後

舉行，賽馬日吸引小販到馬場內擺賣熟食，馬場內擠滿男女老幼，熱鬧得像嘉年

華會。 
 

日治期間，日軍政府成立「香港競馬會」，維持香港的賽馬活動。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賽馬活動很快便恢復過來。1971 年馬會由舉辦業餘賽事轉

為職業賽馬，並開始邀請外國騎師參賽，提高賽事的質素。1973 年首次舉行夜

間賽馬，翌年設立場外投注站及電話投注服務，沙田馬場也在 1978 年開幕啟用，

使賽馬活動發展更為蓬勃。 
 

時至今日，科技的發展也大大改變了賽馬活動的形式，收音機、電視機

和互聯網等把賽事傳送到每一角落，而賽馬活動和巨額的博彩獎金則仍然為大眾

帶來刺激和希望。 
 
 

 
跑馬地馬場 
二十世紀初 
1996.5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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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與博彩 
 

在早期的賽馬活動中，觀眾要到馬場內投注，直到 1974 年，香港賽馬

會才設立場外投注站及電話投注服務。大眾可透過電台廣播及其後開始的電視直

播，了解賽事實況和投注。現時，大眾更可利用「投注寶」和互聯網等來了解博

彩資訊和投注。 
 

馬會及其他團體早在二十世紀初已公開發售馬票。馬票是一種使賽馬博

彩普及化的搖彩工具，馬票有「大馬票」和「小搖彩」之分。戰後，「大馬票」

一般每年發售三次，相關賽事包括「廣東讓賽」、「皮亞士紀念盃」和「香港打吡

賽」等。「大馬票」設有頭獎、二獎、三獎和入圍獎，獎金較為豐厚。「小搖彩」

發行次數較多，但獎金較少。大眾可在士多、茶樓等地方購買馬票。日治時期的

賽馬活動也發行類似馬票的搖彩獎券，直至 1977 年馬票才停止發售。 
 

香港早期賽馬的投注方式並不多，其後不斷增設投注方式，而相關的彩

票類別也由此應運而生。例如四重彩和孖Ｑ。隨著投注方式和博彩獎金的增多，

大大加強了博彩的吸引性。 
 
 

 

「香港打吡」大賽彩票 

1962 年 5 月 19 日 

1996.12.213 
 

 

 10



 
賣馬票 

1960 年代 
2001.2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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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遠足到旅遊 

 
戰前香港交通不發達，普羅大眾多居住在市區，並在市區內找尋娛樂，

少有到郊外「遠足」或參加「旅行」之類的活動。1930 年代只有少數人士自行

組織旅行隊如大埔旅行團、雄風旅行團和庸社行友等，到新界各地探風問俗，然

後在報章發表有關旅行遠足的消息。 
 

1960 年代，香港由於發展工業而出現了工人階層。為培養他們對公司的

歸屬感和增進員工之間的友誼，工廠及其他團體紛紛組織旅行活動，讓員工在假

日參加，遠足旅行活動得以發展起來。當時的報章如《新晚報》、《商報》和《華

僑日報》等，紛紛開闢有關遠足旅行的專欄，刊載旅行隊伍的活動消息。隨著交

通的改善、旅遊資訊普及和 1976 年《郊野公園條例》生效，1970 年代至 1980
年代初成為郊外遠足旅行活動最蓬勃的時期。 
 

1970 年代以前．香港的普羅大眾除了返回內地探親或到澳門娛樂之外，

少有離港旅行的。其後生活水平提高，漸多市民開始選擇出外「遊埠」，近則東

南亞地區，遠則日本甚至歐美。1970 年，本地居民由外地回港人次為 142,129，

1980 年增至 916,042。 
 

踏入 1990 年代，娛樂活動趨向多元化，選擇到外地旅遊的人士持續增

加，出外旅遊成為普羅大眾生活的一部分。參加遠足活動的人數已不及從前，但

近年興起生態和文化旅遊，為本地旅行提供了新元素，團體和旅行社相繼舉辦「一

天團」，形成一種新的本地旅遊和消費文化。 
 
 

 
南生圍渡頭 
1960 年代 
2001.2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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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嶼山西半部勝遊示意圖 
1970 年代 
2005.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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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遊樂場到主題公園 
 

二十世紀初，香港著名的遊樂場是「四園一樓」－即樟園、愉園、利園、

名園和太白樓。遊樂場內有飲食場所，部分設有戲院、木馬及機動遊戲，雖然這

些遊樂場曾經遊人如鯽，但開業不久便結業。 
 

1940 年代末至 1960 年代，香港建有很多遊樂場，包括大世界遊樂場、

月園遊樂場、荔園遊樂場、荃灣遊樂場和啟德遊樂場等。其中荔園於 1949 年開

業，興建時的宣傳口號是「南中國唯一近代巨型遊樂場」。開業後不斷增加設施，

先後建有劇場、遊戲攤位、機動遊戲和動物園等，園內的大象天奴更成為遊人的

餵飼對像。1965 年開業的啟德遊樂場為東九龍密集的人口提供了一個遊樂景

點，開業時宣傳口號是「千萬元機動遊戲，傲視東南亞」，以新穎和刺激的機動

遊戲作招徠，當中架空火箭和過山車等均令人難忘。 
 

1977 年香港海洋公園開幕，是以海洋為主題的綜合性公園，內有海洋館

和海洋劇場等。其後不斷拓展及增加設施，如海洋摩天塔和機動遊戲等。1980
年代，在大圍的青龍水上樂園亦是一個以水上玩樂為主的遊樂場，但於 1999 年

拆卸。 
 

在大型遊樂場相繼拆卸，改作其他用途時，仍有以連鎖經營方式，在商

場內營運的較小型遊樂中心。2005 年 9 月，世界級主題公園香港迪士尼樂園開

幕，為本地及訪港遊客提供娛樂。 
 

從前大眾僅購票入遊樂場玩樂，但現在到主題公園玩樂則會購買有關的

產品和服務。主題公園的建立除為大眾帶來場內的娛樂，亦成為一種消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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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園 
約 1915 年 
1994.116.300 
 
 

 
啟德遊樂場 
1960 年代 
2001.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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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足球 
 

早在十九世紀中葉，英國人已把足球運動引入香港。1886 年，香港足球

會成立，成為首支本地足球會。1897 香港舉辦了首個具規模的足球比賽 － 特

別銀牌賽。二十世紀初，部分就讀英文書院的華人學生開始組織足球隊。1914
年，香港足球總會成立，使足球比賽更具規模和制度化。同年孔聖會和琳瑯會是

最早參加香港足球總會所舉辦乙組聯賽的華人球隊。 
 

二十世紀初，華人足球隊如南華會及中華會在本地及海外足球比賽中取

得佳績，開始受到華人歡迎。1938 年，英格蘭球隊哥靈登訪港，更引起哄動，

社會名流和民眾紛紛前往觀看。 
 

戰後至 1960 年代，本地各項錦標如聯賽、銀牌和士丹利木盾七人賽，

以及華聯迎戰軍聯和外隊訪港等，均吸引很多球迷入場觀看，而 1951 年的「南

巴大戰」更是傳誦至今。當時一場重要的賽事，球迷往往要花數小時排隊搶購門

票，而大賽門券更可當作一份隆重的厚禮。 
 

1968 年香港推行職業足球賽制，成為亞洲首先推行職業足球的地區，容

許商業機構贊助足球運動。部分球隊先後引入職業外援球員，使本地足球比賽戰

況更趨激烈。 
 

1970 年代末以後，電視時有直播本地及海外足球比賽，把賽事由現場帶

入家中，大眾可在電視機前觀賞比賽。時至今日，在全球一體化下，電視經常直

播世界各地的足球賽事，在電視螢幕前觀看外國賽事已成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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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電視 
 

1957 年「麗的映聲」在香港作有線電視廣播，當時收看的客戶要繳交安

裝費 25 元、租機費 45 元和牌照費 36 元。由於價錢昂貴，而且僅得英語節目，

並未能普及。1963 年，麗的映聲增設中文頻道，用戶日益增加。 
 

1967 年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啟播，開啟了無綫電視的先河，免費的電視節

目使電視成為香港的大眾娛樂。由於電視深受歡迎，政府亦在部分公園和公共屋

邨內設立公共電視，供市民收看。隨著市民生活水平提高，香港擁有電視的家庭

比例由 1967 年的 12% 增加至 1976 年的 90%。1970 年代中，電視機由從前的奢

侈品變成家庭必需品，很多生活習慣和娛樂模式亦由此改變。 
 

1991 年，香港市民可收看衛星電視；1993 年，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啟播，用戶透過解碼器，便可享用香港和外國多個電視頻道。收費電視的出現，

為用戶提供不同口味的選擇。2006 年 3 月，香港有四條免費電視頻道，二百多

條收費電視頻道，另有多條免費衛星頻道，為觀眾提供各種節目。電視把本地及

全球節目傳送到每個家中，也把普羅大眾由現場參與的活動形式，改為在電視螢

幕前收看。 
 

時至今日，差不多每個家庭都擁有一部電視機，收看電視仍是大部分普

羅大眾的首選和日常娛樂。 
 

 
麗的映聲廣告 
1957 年 
1995.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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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節目 
 

電視主要擔當資訊傳遞、教育及娛樂的功能。香港的電視節目主要是劇

集、卡通片、綜合節目和體育節目等，娛樂佔了很重的比例。 
 

1970 年代開始，電視台安排電視劇在晚上的黃金時段播出，正值多數人

的晚膳時間，形成了一家人一邊吃飯，一邊收看電視的習慣，工人亦可在下班後

返家收看電視。由於當時經濟起飛，強調個人奮鬥成功的劇集大受歡迎。有些電

視劇長達一百多集，製造熱潮，造成普羅大眾「追看」電視劇的現象。大型綜合

節目更雲集藝員、影星、紅伶和名人於一台，成為籌款的大好機會。 
 

同時，電視台經常播放卡通片及特攝片，吸引兒童觀看，成為他們長大

後的集體回憶。至於電視台轉播或直播體育節目，拉近了世界之間的距離。觀眾

足不出戶，也可安坐家中觀看比賽。 
 

電視節目吸引企業以廣告在電視推銷產品和服務，催生了各種熱潮，電

視刊物及與電視有關的用品亦應運而生。 
 
 

 

電視機 
1970 年代 
2000.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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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戲院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上環一帶已有戲院，當時的戲院主要上

演粵劇，但有時會兼播電影。此外，電影亦會在映畫室和街頭上演，成為當時人

稱的「奇巧洋畫」。 
 

1949 年後，因上海的電影公司遷到香港，資金亦從上海流入，使香港成

為電影製作中心，大型戲院林立，加上戲票價格不算昂貴，促使電影在 1950 年

代發展成為大眾娛樂。 
 

1960 年代正值香港工業發展，工廠制度分為三班制，使戲院各場皆有入

場觀眾。新的工人階層，尤其是工廠女工的出現，成為戲院觀眾的新力軍。由於

擁有大量觀眾，當時設有前座、後座和超等的大戲院經常滿座。 
 

1970 年代開始，戲院入場人次由 1966 年最高峰的 9,000 萬，下降到 1975
年的 5,300 萬，電影面對免費電視的激烈競爭。隨著市場和顧客口味的變化，1980
年代中陸續有迷你戲院出現，戲院內設有多間放映室，座位數目則較少。1980
年代中，家庭式錄影機開始普及，影視舖的開設如雨後春筍，普羅大眾可以自行

購買影帶或影碟，在家中觀看電影。 
 

時至今日，隨著收費電視、電腦多媒體和家庭或影視器材的普及，普羅

大眾可從不同渠道或以不同方式觀看粵劇和電影。 
 
 
粵劇 
 

粵劇，又稱「廣府大戲」，是廣東及廣西一帶的民間戲劇；每逢神誕節

慶，戲班會在鄉村及城市內搭棚演戲。十九世紀末，香港中、上環一帶建有戲園

（院），戲班亦在戲院上演粵劇。二十世紀初，港島建有高陞、太平、利舞台和

中央等著名戲院，九龍方面則有普慶、北河戲院等。 
 

戰後，各戲院仍上演粵劇，電台更把演出傳至家中，而報章如《中英晚

報》和《麗的呼聲日報》亦會把當晚的劇目刊登，讓大眾閱讀。娛樂報刊如《銀

燈日報》和《真欄日報》等，主要刊載有關粵劇和名伶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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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早在 1930 年代，大眾在戲院觀看到的已是「有聲」電影。1940 年代末

至 1950 年代，粵劇固然受普羅大眾歡迎，而大量移民從中國內地湧入香港，使

香港成為一個移民社會。市民可隨個人喜好，到戲院觀看國語片、粵語片、廈語

片和西片等。 
 

1960 年代，在新舊文化的交互影響下，電影除了傳統的題材外，也有新

的題材，包括時代片、武俠片、愛情片、間諜片和環繞著工廠生活的影片，受年

輕一代和工廠女工的支持。 
 

1970 年代，李小龍的武打片及許氏兄弟主演的電影，極受大眾歡迎。其

後，不同類型的「港產片」和西片成為市場的主流和大眾喜好的片種。現在，在

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賣座的電影往往由不同國家及地區的演員演出。 
 
 
 
 
 
 

 
皇后戲院戲票 
1981 年 
1995.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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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約戲院 

1964 年 
1998.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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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電台廣播 
 

1928 年，名為 GOW 的電台在香港首播，標誌著廣播娛樂的開端。翌年

改名為 ZBW，但當時僅得英文節目。1934 年 ZEK 中文台開台後，收音機聽眾

開始增加。民眾要領有收音機牌照，才可收聽電台節目。1928 年發出收音機牌

照 214 個，1938 年已達 8,000 多個了。1940 年代末，普羅大眾可收聽香港和廣

州的電台，1948 年 ZBW 及 ZEK 正式命名為「香港廣播電台」。 
 

1949 年麗的呼聲作有線啟播．通過地線來接駁擴音器，把節目播送至用

戶，為廣播娛樂掀開新一頁。啟播初期，用戶需要繳交 25 元安裝費和每月訂費

10 元。在籌備開播前夕，麗的呼聲用戶不超過 70 戶；但到了 1950 年 3 月，麗

的呼聲宣稱有 29,707 用戶。由於麗的呼聲一開始便有國語、粵語、廈語和潮語

等節目，深受不同語系的華人歡迎。當時的涼茶鋪普遍安裝麗的呼聲以招徠顧

客，有助於電台廣播在大眾社會普及。 
 

1959 年，香港商業廣播有限公司啟播，此時適逢「原子粒收音機」在市

面普及，接收節目不用「地線」，而且價錢較為便宜和方便，大眾可在家中和工

廠中使用，為工作沉悶的工人提供娛樂。1965 年政府取消收音機牌照制度，使

收音機更為普及；到了 1960 年代末，幾乎每個家庭都擁有一部收音機了。 
 

1980 年代初，「隨身聽」引入香港。這種耳筒式收音機方便攜帶，可在

車船上收聽，又可聽錄音帶，使欣賞電台節目和音樂更為個人化，以及不受空間

限制。時至今日，普羅大眾除可利用收音機外，還可用電腦及 MP3 機來收聽電

台節目。 
 
 

 
《麗的呼聲週刊》 
1953 年 
1995.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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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漫畫 
 

在 1920 年代，上海的連環圖和漫畫已受到大眾歡迎，並遠銷到香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市面開始恢復過來，小報漸趨蓬勃，《沙塵超》等四格

漫畫遂在報刊上連載。這些漫畫的題材圍繞著小市民生活，內容通俗，對白口語

化，引起普羅大眾共鳴。 
 

1950 至 1960 年代，連環圖的對象以兒童為主，內容除了傳統的民間故

事外，亦開始滲入俠義、神怪、豔情、科幻等題材。當時街邊租書檔和理髮檔非

常流行，兒童可以便宜價錢租賃連環圖，或在理髮時免費觀看連環圖，這些檔鋪

為當時的兒童提供了觀看連環圖的場所。 
 

1970 年代以後，普羅大眾可在書報攤購買連環圖及漫畫，並可在食肆、

家中甚至乘坐交通工具時觀看。部分連環圖用香港作故事背景，以吸引讀者。另

一方面，電視上的卡通片和電視劇集為漫畫內容注入了新元素，當時流行的漫畫

都受日本或美國卡通片影響，受歡迎的外國電視劇集亦刊印成書，見證了電視文

化的影響。 
 

1990 年代，日本漫畫開始成為香港的主流漫畫之一，租賃日本漫畫的店

舖如雨後春筍，企業亦把漫畫印成袋裝書，方便在不同地方閱讀。產品更趨多元

化，銷售對象包括兒童和成年人。同時，漫畫不僅是是印刷品，它跟動畫、玩具、

精品和日用品結合在一起，同步推出，成為了種類繁多而且數量龐大的商品。 
 

時至今日，看漫畫仍是大眾的娛樂之一，漫畫與精品以及日用品結合，

變得更為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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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邊漫畫檔 

1950 至 1960 年代 
1997.1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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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玩具與玩意 
 

早期香港兒童的玩具主要是自製的玩意如抓子等，兒童亦會打彈子和以

香煙盒內附送的畫片來玩耍。至於搖木馬及發條汽車等玩具，屬於奢侈品的一

類，主要是富有人家才有能力購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 1960 年代，香港人口激增，出生率增加。由於生

活水平低，兒童主要在木屋區、徙置區和廉租屋的空地、走廊和街頭聚集嬉戲，

進行各式各樣的集體玩意。玩具有鐵皮玩具、陀螺及三輪車等。這些廉價玩具可

在街邊小販和文具店購買，由於當時社會並不富裕，鄰居之間的孩童會一起玩耍

和分享玩具。 
 

1970 年代電視文化對兒童玩具影響甚大，特攝片和卡通片大受兒童歡

迎，其中的人物如「超人」和「小露寶」等為生產商提供了意念，生產和推銷卡

通人物玩具，成為當時香港兒童的主要玩具，並伴隨兒童成長，企業亦利用電視

節目來宣傳玩具，製造玩具熱潮，搖搖和扭計骰便是其中的例子。 
 

1970 年代末，電子遊戲登陸香港。部分士多添置了電子遊戲機，供兒童

玩耍。部分家庭亦購電視遊戲機，兒童可在家中玩樂；其後手提電子遊戲機引入

香港，漸漸構成打機文化，兒童之間的集體玩意和舊式玩具，開始被電子遊戲機

的虛擬世界所取代。 
 

1990 年代，除了電子遊戲機大受歡迎外，玩具亦由廉價物品變成精品。

同時，個人電腦及互聯網日漸普及，網絡遊戲日漸興起，玩樂者由小孩到成年人

都有。這些遊戲需在互聯網上進行，玩樂時大家可能互不相識，從前睦鄰式的玩

意進一步趨向個人化的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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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露寶 
1973 年 
1997.1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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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araoke 與網絡娛樂 
 

1980 年代，香港大眾娛樂的發展與電子產品的普及有密切關係，Karaoke
就是當時的新興娛樂活動。 
 

Karaoke 是日語，意思是沒有樂隊的演唱會。1980 年代末由日本引進香

港，迅速普及，大眾可在 Karaoke 酒廊和家中唱個痛快，跟聽歌不同，歌唱者不

是收聽和欣賞，而是自我表演。 
 

1980 年代中，家庭電腦開始在香港普及，可作文書處理、計算、繪圖及

遊戲等，二十世紀末，互聯網日漸普及，改變了大眾的生活模式和娛樂方式。大

家可透過電腦及互聯網來搜尋資料，可與朋友甚至陌生人在網上聊天，又可以透

過網路攝影機來面對面交談。互聯網取代了從前的書信往來，拉近世界的距離。 
 

此外，在網絡世界中，還可下載各類遊戲、鈴聲和檔案等。用戶又可建

立多媒體設備，下載歌曲和電影，觀看電視和收聽電台節目，玩電腦遊戲及線上

遊戲等。以前的視聽娛樂要使用不同電器來享用，現在電腦可集多媒體於一機，

有些遊戲如下棋或打麻將等，更由從前由二人或多人參與的方式，變成個人與電

腦比併，或透過互聯網與朋友或互不相識的人比賽。 
 

1990 年代末，香港開始流行網吧和網絡咖啡店，裡面安裝多台電腦供人

遊戲，亦可處理各樣事務，或是觀看附設的漫畫和影碟。 
 

這些從科技衍生出來的娛樂，日新月異，很受大眾歡迎，形成 Karaoke
文化及網絡文化，也大大促進了個人化和虛擬化的娛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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