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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道德經》（西元前六世紀）第三十章

是書經過長時間醞釀才寫成。我在孩提時就目睹了1941至42年日

本侵略香港和對香港市民的暴行。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這段經歷至

為難忘。我父親當時須承擔一個八名子女的家，在政府部門擔任全職

工作，並曾任華人特務警察隊 (Special Constabulary)督察。他以武裝參

與保衛香港，隨後帶著整個家庭回到中國，在廣西桂林任職英國新聞

處，並在雲南昆明效力於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 

抗日勝利時，我的父親─已故的陳國榮先生─是英軍服務團

「S」組的優秀成員。1945年9月上旬周，他和同事乘飛機到香港。他們

的長官，已故賴廉士 (Lindsay Ride)上校，先於他們數天到達。他們的

任務是「偵察、辨別和逮捕所有叛徒、漢奸和敵特分子」。我覺得應該為

我父親寫一本書，關於這一個時期香港的歷史。這本書就是獻給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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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恢復因戰爭而中斷的小學生涯時，逐漸對描述香港戰爭

年代的書籍和文獻產生興趣。我在香港大學讀本科時，受到夏冷渏
(Ronald Hsia)教授的影響。他是位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現代中國歷

史知識淵博。

可巧，1980年我有幸獲任命為香港新界西貢政務專員。區內的廣

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退伍軍人和東江縱隊的英雄告訴我不少他們的故

事。另一個巧合是，我上任後不久，科大衛 (David Faure)教授的短篇

口述歷史《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西貢》(Sai Kung in the 1940s and 1950s)

出版。科大衛利用有限的資源，提供了有關這方面非常有用的背景材

料，為首部以中、英雙語刊行的相關著作。

此後不久，Edwin Ride先生發表了《英軍服務團，1942至1945年

香港的抵抗》(British Army Aid Group,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

一書。它極大地鼓舞了我去收集關於這方面的材料。然而，在中國方

面，大部分這方面的材料仍然被列為「機密」，僅限於內部使用。1983

年12月，東江縱隊的退役人員在深圳慶祝成立四十周年。已故香港總

督尤德爵士 (Sir Edward Youde)知悉此事，並向我提出這個項目值得研

究，應該寫一本全面的書。已故劍橋大學華德英 (Barbara Ward)教授當

時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她發現我在收集這個主題的材料，鼓勵我繼續

認真地研究。

我當時擔任規劃一個大約三十萬人的新城鎮的全面發展工作，

很難有空從事寫作。在此期間，我曾有幸接觸到已故彭德 (K.M.A. 

Barnett)先生，他是一位傑出的香港政府政務官。他作為香港義勇軍，

於香港戰役中，在鯉魚門軍營親歷保衛香港的戰鬥。後來二十世紀五

十年代，他是新界民政司。1945年8月，他是少數香港深水埗拘留營倖

存的高級政府官員之一，出營後掌管香港臨時政府事務。他給我詳細

講述了1945至46年間香港在軍事管治下的情況。在東江縱隊於1945年
9月28日宣布撤出香港前，他會見了許多隊員。正是他向我指出了搜尋

麥道高 (MacDougall)通訊文件的正確方向。與我會面後六個月，他就

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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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幸在陶德 (Alastair Todd)領導下工作，他是前香港政府防

衛司，戰後首位文官總督楊慕琦 (Mark Young)爵士的私人秘書。他在
1945至49年負責大部分香港政府與廣州駐軍司令張發奎將軍的聯絡工

作。他倆賢伉儷對我的關愛無微不至，也使我對戰後局勢有深刻認識。

此外，已故的姬達爵士 (Sir Jack Cater)向我介紹 1945至 46年有

關軍事政府的情況。起初，他是軍政府的成員，後來加入香港公務

員隊伍。

美國國會物資委員會成員、明尼蘇達州眾議員William Frenzel慷慨

地提供了馬歇爾將軍領導下的第八調解小組的詳細會議記錄。馬歇爾

將軍在1946年進行過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調解工作。

另一位給我很大幫助的是賴廉士上校的女兒。她在香港和澳洲坎

培拉為整理她父親的檔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她向我提供了她父親的

檔案裡有關這方面的材料。

過去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名譽研究員。

中心主任黃紹倫教授和港大歷史系陳劉潔貞教授十分支持我的工作。

在華人方面，我永遠感激香港新界西貢的居民。他們不僅宅心仁

厚，並待我慷慨和寬容，也是他們首先向我介紹了一些仍健在的中、

港兩地東江縱隊老兵。不幸的是，因為話題敏感，其中許多人不願透

露姓名。其中有已故的鍾盤、李學明，和西貢鄉事委員會陳桂生諸先

生。已故鄉事委員會主席劉運喜先生給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幫助。當

東江縱隊司令曾生1984年8月訪問香港時，他把我介紹給曾司令。

不知疲倦地幫助我尋找有關材料的，還有中國的楊奇先生。他是

戰時東江縱隊報紙的編輯，八十年代後期從《大公報》退休後，一直生

活在廣州。他每次訪問香港都專程來探望我，並給我帶來新的材料。
1999年4月，我獲香港特區政府任命為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委員

會委員。在衛生福利局許多工作人員，特別是鄭志堅先生的幫助下，

我設法從倫敦檔案局找到了許多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材料。另一個努力

不懈幫助我的人是我的家庭朋友安妮豪 (Anne Ozorio)女士，她專門研

究戰時的香港歷史。



xii 序言

我永遠感激林尤松伉儷，他們花了很多時間給我提供豐富的電腦知

識。沒有他們，這本書永遠不會看到出版的一天。我原來是一個電腦

盲，最初是鄭敏恒先生把複雜的資訊科技教給了我。 

孫福林(Philip Snow)在2003年出版了《香港的陷落：英國，中國和日

本佔領》(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這本書。他一直支持我，並投入了大量的時間來編輯第一稿。香港大

學出版社出版人Colin Day和張煌昌主編給予我極大幫助。

所有的照片都是徐月清女士提供的，她的父親是一名東江縱隊成

員。對她的慷慨幫助深表感謝。

最後是我的賢妻何俏錦。她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並不時提點我工

作中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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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引言

對於大多數西方人來說，太平洋戰爭始於1941年12月7日，日本

襲擊珍珠港。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末日本就邁出了侵略的第一步，

逐步向中國境內擴張。1894年9月，朝鮮半島爆發了日本煽動的暴亂，

當時朝鮮是中國的冊封國。 日本人不僅藉機佔領平壤，也消滅了整個

中國北洋艦隊。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放棄其在朝鮮的利益，並向

日本支付了兩億兩白銀的賠款。台灣、澎湖列島和東北地區的遼東半

島，割讓給了日本。它標誌著日本開始了連串侵略。
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在旅順襲擊俄羅斯黑海艦隊。結果

日本人從俄國人那裡奪得南滿的所有權益，控制了旅順、遼東半島，擁

有對鐵路和採礦的一切權利。中國政府在脅迫之下接受了這些要求。 

中國在清帝統治下，政治和社會很不穩定。1840年和1860年兩次

鴉片戰爭，及其後的連番戰敗，導致外國勢力在廣州、廈門、福州、寧

波、上海建立據點和通商口岸。割讓香港給英國作為殖民地使外國列

強得寸進尺，增加在整個中國東部沿海省份的影響力。

在國內，連年飢荒導致民變迭起。太平天國起義歷時十五年，從
1850年至1864年，肆虐十六個省。捻軍1851年至1868年起義，歷時

十七年。雲南回亂從1855年持續到1873年。三個叛亂遭到政府殘暴鎮

壓，雖然失敗，但政府的財政和軍事力量進一步削弱，它的崩潰只是時

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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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提供了更多侵佔中國領土的機會。日本對

德國宣戰，並要求德國交出它的青島租界，這無異於讓兩個交戰國於中

國土地上開戰。 

其次，日本在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轉讓所有

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其他侮辱性的要求還包括日本得為中國軍隊的顧

問，軍需品亦須由日本提供，還要擁有鐵路、採礦和鋼鐵工業開發權，

實際上使中國變成日本的保護國。當時中國的統治者袁世凱治國無

方，而且媚日。他曾是北洋軍閥統帥，在清王朝氣數將盡時成為有影

響力的人物。在此期間，中國被外國勢力瓜分，由各個軍閥協助統治

這些地區。
1917年中國至少在名義上加入同盟國對德宣戰。但作為一個弱

國，它沒有能力遣送士兵到歐洲戰場，只是派出了萬多人為同盟國軍隊

從事苦力工作。日本藉此機會要脅同盟國承諾，支持其要索前德國在

山東省的權益。戰爭結束後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不得不接

受日本對山東的權益要求，作為其在歐洲戰爭提供幫助的獎勵。

由於早期日本在國際外交上的成功，以及能製造便宜的輕工業產

品，日貨充斥世界市場，它的股票價格以驚人速度上升，於是形成不少

工業和金融集團（財閥）。不幸的是，財富並沒有滲透到社會的下層，

經濟繁榮並沒有在短時間內產生足夠強大的中產階級。1929年美國股

市崩潰，隨之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日本經濟受到重創。

在政治方面，日本接管前德國在山東的利益和在華北的擴張，使其

侵略意圖彰彰甚明，大部分西方國家都感到憂慮。 

共產主義在中國

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作為政治意識形態傳到了中國，其源頭可追

溯至1906年刊登於《民報》的馬克思傳記。但直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

馬克思主義才在中國發揮顯著的影響力。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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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列強不公平對待中國極為憤慨，與此同時，俄

國十月革命驚醒了中國人，莫斯科蘇聯新政府宣稱放棄沙俄攫取的中國

領土權益尤令國人悅服。 

在北京大學出現了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研究小組。1918年，大學

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公開聲稱接受馬克思主義。他的做法吸引了很多青

年學生，如瞿秋白、張國燾、陳獨秀，以及圖書館助理毛澤東。 

1921年 7月，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陳獨秀獲推舉為中央局書記，但那時他在

廣州，代表他的是陳公博。

從1921年開始，蘇聯政府經常派遣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組織成

員如馬林、若飛和鮑羅廷到中國，與孫中山會面。孫中山原是一個醫

生，深受太平天國運動啟發。共產國際代表的主要任務是協助孫中山

改組國民黨。

孫中山於1905年創立同盟會，後發展為國民黨。蘇聯派遣的共產

國際人員在中國時，最困擾孫中山的是黨員缺乏團結和紀律。在共產

國際的影響下，孫中山同意接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必須以個人身

份加入。孫中山公開修改了原有的政治思想，採取聯俄、聯共、扶助

工農的政策。 

雙方的合作實際上是相互利用。國民黨需要蘇聯的援助來組織國

民黨，利用共產黨聯繫工人和農民來凝聚力量。確實，在廣州成立黃

埔軍校是共產國際的主意，他們認為這是建立一支忠於孫中山的部隊和

培養一批能領導軍隊的軍官的唯一出路。共產黨人認為他們可以利用

國民黨的基地，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黃埔軍校的工作人員都是國民黨

黨員和共產黨員，如周恩來。孫中山急於發動北伐，消滅中國中部和

北部的軍閥。但是孫中山在1925年去世，對這個運動打擊很大。

當時國民黨的的領導是汪精衛和胡漢民。但從戰事開始，擁有實

權的是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1925年，國軍對廣東、廣西發動了一系

列相對輕微的戰役，擊潰當地軍閥。這年7月，蔣介石領導的約八萬五

千名士兵開往北部進攻軍閥，在不到一年時間，就從軍閥手中收復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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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地區。在勝利的鼓舞下，蔣介石接著征服福建、浙江、江蘇和

安徽地區。

與此同時，一直潛在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中共）的分裂即將發生。
1925年11月，一些右翼成員要求國民黨驅逐中共成員，解除鮑羅廷作

為黨政治顧問的職務。

蔣介石在1927年4月進駐上海，開展了清剿中共黨員的行動。國民

黨軍隊在秘密幫會青幫的協助下，搜查了工會，槍殺了數百名共產黨員

和工會領袖。在南京、杭州、福州和廣州也發生類似的大屠殺。兩黨

徹底破裂，倖存的共產黨幹部逃到江西。1927年8月1日周恩來領導賀

龍、林彪、葉挺等，發動了南昌起義。這年9月，在湖南的毛澤東也領

導農民士兵舉行秋收起義。幾天後，這些起義失敗了，但他們確實為

還在胚胎時的共產黨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建立了軍隊。毛澤東帶領他

的殘餘士兵轉移到江西井岡山，在此藏身。1930年至1934年國民黨發

動了五次「剿匪」運動。

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國民黨軍隊設法封鎖井岡山的中共部

隊。為了爭取生存，中共領導人決定撤退。1934年10月16日，幾乎整

個井岡山蘇維埃的幹部、軍人、婦女和兒童約八萬人離開他們的根據

地，開始了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經歷了六千多英里、十一個省份， 

1935年10月紅軍主力行進到延安。
 正是在延安，他們相對安定下來。從這個佈滿山洞的荒僻小鎮，

中共多次呼籲全國、兩黨和其他政治團體合作組織「聯合陣線」。
1936年12月蔣介石飛往西安，督促西安指揮官張學良將軍進攻延

安附近的共產黨根據地。12月12日，張學良戲劇性地把蔣介石和他的

部下軟禁。
 在蘇聯共產國際指示下，周恩來從延安到西安調解。張學良的主

要要求是「讓所有政黨來重組中央政府，抗日救國」和「釋放所有政治

犯」。12月25日蔣介石獲釋。他承諾共產黨可以參加未來的抗日陣線。

儘管雙方武裝部隊之間時有小衝突，統一戰線從1936年開始一直保持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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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	

當時，日本的主流理論認為，需要通過軍事佔領來獲得新的土地，

解決國內大規模的飢荒問題。日本政治和軍事評論家指出，澳大利

亞、加拿大和美國雖擁有大量土地，人口較少，但由於相隔大海，遠離

日本。而鄰近的中國由一個虛弱的政府統治，而且日本在中國北方已

經擁有一個立足點。
1930年日本軍隊已進駐中國東北各省份的多個城市。日本軍方最

想做的是挑起事端，使之成為一場對中國的全面戰爭。1931年9月18

日，日軍炸毀了南滿鐵路一條日本人擁有的鐵軌。爆炸沒有摧毀行駛

中的列車，但日本人編造故事，說中國人破壞鐵路，於是殺害了中國

鐵路警衛。短短幾天時間，日本軍隊就佔領了安東、營口、長春等城

市，瞬及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由是建立偽滿洲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

儀被樹立為傀儡元首。中國中央政府在南京呼籲國民「避免與日本衝

突，等待政府要求國際聯盟介入解決」。這種軟弱的反應引起全國人民

憤怒，所有主要城市如上海、青島、長沙、廣州，甚至在英國殖民地香

港都出現了示威遊行、抵制日貨的抗日救國群眾運動。世界各地的華

人社區，特別是在東南亞，也出現了同樣的群眾運動。
 反日情緒高漲，1932年1月，一群人襲擊上海五個日本佛教僧

侶，打死其中一人。作為報復，日本轟炸上海人口最多的閘北地區。

隨後雙方進行了一場動員超過八萬名士兵的戰鬥。日本第一次遇到中

國蔡廷鍇將軍指揮的十九路軍頑強抵抗。英勇的中國軍人不僅使日本

軍隊遭受重大人員傷亡，而且激發起中國以及世界各地華人社區民眾的

愛國熱情。經過一個多月的戰鬥，日本換了三個指揮官也沒有成功，

只好和平解決。在國際聯盟和來自英國和美國外交界的調解下，雙方

停火，十九路軍撤退。應中國政府的要求，國際聯盟派出一個調查小

組來中國。調查小組認為，日本在滿洲採取了錯誤的行動。於是日本

在1933年退出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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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1月，日本軍隊進攻中國北部熱河山海關，並在短短的十

天，佔領了熱河全省。以後的一段時間，日本與中國斷斷續續地衝突

和停火。日本在中國北方的熱河、河北和內蒙古進一步蠶食中國領土。
1937年，在華北的日本軍隊希望挑起一場全面戰爭，他們有信心

能夠快速實現全面勝利。據稱一些日本將軍說，他們能夠在三個月內

征服整個中國。
 1937年夏天，天津的日本軍隊在北平近郊盧溝橋附近進行演習。 

7月7日晚一個日本兵沒有回到他的團隊。日軍指揮官以此為藉口，要

求中國軍隊打開城門，讓日本軍隊進行搜索。中國守軍司令拒絕日方

的要求，日軍就炮轟城牆。雙方開火砲擊持續數天，間歇性談判。儘

管失蹤的日本士兵最終回來了，日本方面還是要求中國軍隊撤出所有華

北軍事戰略要點，並懲罰事件負責人。雙方都不可能退縮，因為這是

個對亞洲人來說非常重要的「面子」問題。兩個國家都派出增援部隊，

到7月25日，雙方進行了全面戰爭。8月7日，整個北平被佔領，大多

數中國士兵繳械或投降。
 戰事在北平和天津周圍展開，日本又在上海企圖挑起事端。當時

所有主要的外國列強在上海都有租界和駐軍，日本也不例外。8月9

日，一名日本海軍軍官與他的隊伍試圖開車經過機場去城市西部。一

組中國民兵以阻止日本人偵察中國軍事設施為由，攔住了他們。日本

人拒絕離開，兩人被殺。考慮到寡不敵眾，日本人本來想通過外交管

道解決此事。然而，當中國軍隊加強在城市的防禦陣地時，日本海軍

將領指揮十二艘停泊在黃浦江外的軍艦拆開大炮的炮衣，威脅中國，

要採取行動。到8月11日，日本又派遣另外一千名海軍陸戰隊員到達

上海，使總兵力達到四千人。兩天後，日本軍艦的大炮開火。再次，

中國士兵進行了頑強的抵抗。他們人數超過日本近十比一，當日本試

圖派遣更多生力軍時，令他們吃驚的是，一個隱藏的砲兵陣地開火打

死了數百名日本兵。上海的戰鬥其實進展很慢，中國人逐街逐巷進行

抵抗，日本軍隊花了好幾個月控制的僅僅是上海一地，遠不能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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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征服整個中國。那年11月，上海終於陷落。日本軍隊咄咄逼人轉向

了南京。 

南京是國民政府首都，離上海僅僅兩百英里。佔領這個城市具有

戰略上及心理上的重要性。12月1日，日本軍事總部下令軍隊向南京進

軍。到12月5日，日本軍隊就可以看見南京城牆，12月13日完全佔領

了南京。中國軍隊的撤退毫無計劃與秩序，超過十萬官兵毫無指揮地

落荒而逃，數以萬計的平民也跟著逃難。為了報復中國拒絕投降，日

軍進入南京時紀律鬆散，任意放縱強姦和屠殺。到次年2月，一位當地

的日本記者作出結論，有三十萬人死亡，中國方面的估計則約有六十萬

人遇難。實際精確的總數從未統計過，但有些學者猜測應介於這兩個

數字之間。1937年12月佔領南京後，日本軍隊又沿長江而上，要攻佔

重要的工業城市武漢，國民黨政府已經轉移到當地。但是，日本用了

十個月才佔領武漢。這段時期中央政府設法將其工業設施、軍火庫、

博物館和圖書館轉移到西部省份貴州、雲南、四川，又及時適當地在重

慶建立了長期政府。重慶是一個水流湍急、河流環繞，高山濃霧密鎖

的城市。雖然重慶在整個戰爭期間受到日本飛機轟炸，國民政府還是

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勢。1938年10月武漢最終失守。日本派遣一支強

勁的隊伍南下進攻廣州。廣州是一個重要的商業中心，是國民政府在

南方接觸外面世界的通道。跟雲南昆明一樣，廣州從戰爭開始就是中

國政府和其他國家聯繫，得到外部供應的運輸通道。由於廣州是廣東

省省會，而且擁有重要的工業和商業設施，日本軍隊的主要力量集中在

城市附近地區，在農村（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力量相對不足。這為游擊

隊在農村活動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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