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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活動主題：抗抗抗日日日戰戰戰爭爭爭中中中的的的香香香港港港

探討內容：1. 探討香港在二次大戰中淪陷的因由

          2. 了解在抗戰期間的社會面貌

設計目的：1. 透過多樣化的活動設計增強學生對課題的興趣和了解

          2. 運用不同史料(包括囗述歷史，報章和有關的電視節目片段) 訓練學生
從多角度分析歷史

活動設計包括：1. 角色扮演 ---- 投降不  投/投降 不投

2. 史料鑑別 ---- 假如你是讀者

3. 史料對照 ---- 囗述史和報紙工作紙

4. 影像史料 ---- 戰爭電影廣告工作紙

5. 影像史料 ---- 漫長的三年零八個月 ( 香港電台鏗鏘集 )

   



投降不 投－ 投降 不投

教學對象：中三

配合課題：抗日戰爭

教學目的：讓學生了解香港為何會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和淪陷的原因

教學重點：

1. 學生透過不同的角色去了解香港為何會投降，誰的角色或角度影響最大

2. 讓學生權衡輕重然後作出決定,並體會作任何決定都會出現兩難的感受

教學形式：角色扮演

教學時間：3個階段可分拆成 3個獨立的課堂活動,每階段約 10分鐘
教學活動：

教師把學生分為 10組,每組 4人,換言之,每兩組會重覆扮演一個角色,角色
如下：

1. 香港總督楊慕琦－代表政治方面，著重從英國政府的角度去考慮香港
應否投降

2. 三軍總司令莫德庇－代表國防方面，著重從軍事力量的角度去考慮香
港應否投降

3. 商人－著重從經濟角度去考慮香港應否投降

4. 市民－著重從社會民生角度去考慮香港應否投降

5. 中國背景的記者－代表民族意識,著重從中國政府的角度去考慮香港
應否投降

由日本向香港開戰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前均派給學生一些資料，由

他們從代表的角色而去考慮是否投降，並寫出原因。

第一階段：1941年 12月 8日(日本向香港宣戰)

第二階段：1941年 12月 12日(新界已淪陷而九龍也於這天淪陷)

第三階段：1941年 12月 25日(香港政府投降)

  每階段均可獨立抽出作一項活動 ,除了資料不同外,每階段均會重覆其

運作過程,所以將三個階段合併來說明之。每階段的討論和寫下理由時間

約為 4 分鐘。每次小組討論完畢後,將他們寫上會否投降和理由的紙條張

貼於黑板上,然後請每組講解原因。老師可從政治、外交、民族意識、社



會民生、經濟、軍事力量、市民的期望、日軍的宣傳等因素來歸納他們

投降與否的理由或由此等因素引導學生去考慮是否投降。

  問學生作出決定時有否兩難或進退為谷的情況,難在甚麼地方?

  最後, 讓學生思考他們的決定與史實又是否相同?原因何在?這段歷史

中投降與否的最終決定權究竟在誰手裡?



角色:香港總督楊慕琦 【第一階段資料】

「加拿大軍增防本港,港防務益臻鞏固, 昨日港督等均親往迎迓⋯⋯」

（資料來源：1941年 11月 12日大公報）

「英國艦隊駛抵星洲,準備應付東方大戰,美日繼續談話緊張情勢未減⋯⋯

重級艦若干艘,頃已於二日,駛抵新加坡⋯⋯」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3日大公報）

「港督昨晚播講⋯⋯本督能向君保証,吾人能堅強應付敵人⋯⋯日本從未

放棄其惡毒目標,謀取鄰邦主權⋯⋯此次戰爭結果,對諸君將有重大影響,諸

君家人之生命,自由,財產,不為日軍所蹂躪之自由⋯⋯中國多年來續繼抵抗

侵略者所擔任之光榮任務,吾人今日與中國人民⋯⋯駢肩作戰⋯⋯此戰爭

或需時甚久,且甚為艱辛 ,本督請諸君努力,加以協助 ,在此次敵機空襲中,本

港已表現極佳之勇氣精神,民團已加入大軍,準備作戰 ,本督得與諸君共赴,

深覺榮幸⋯⋯⋯」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角色:三軍總司令莫德庇 【第一階段資料】

「加拿大軍增防本港,港防務益臻鞏固,昨日港督等均親往迎迓⋯⋯」

（資料來源：1941年 11月 12日大公報）

「英國艦隊駛抵星洲,準備應付東方大戰,美日繼續談話緊張情勢未減⋯⋯

重級艦若干艘,頃已於二日,駛抵新加坡⋯⋯」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3日大公報）

「港督昨晚播講⋯⋯本督能向君保証,吾人能堅強應付敵人⋯⋯日本從未

放棄其惡毒目標,謀取鄰邦主權⋯⋯此次戰爭結果,對諸君將有重大影響,諸

君家人之生命,自由,財產,不為日軍所蹂躪之自由⋯⋯中國多年來續繼抵抗

侵略者所擔任之光榮任務,吾人今日與中國人民⋯⋯駢肩作戰⋯⋯此戰爭

或需時甚久,且甚為艱辛 ,本督請諸君努力,加以協助 ,在此次敵機空襲中,本

港已表現極佳之勇氣精神,民團已加入大軍,準備作戰 ,本督得與諸君共赴,

深覺榮幸⋯⋯⋯」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角色:商人 【第一階段資料】

「港九僑工團體,一元獻機會成立,各業工會紛紛認領機章,鄭植之等即席認

捐巨款⋯⋯此項救國運動⋯⋯第一期認領數目如下:茶居工會二千五百,酒

店工會,織造業總會各二千,內衣工會一千,印刷同人聯誼會⋯⋯電鍍業工會

各五百⋯⋯洋衣工會二百 ,港澳振濟會⋯⋯西式女服工會⋯⋯各二百,木業

工會,燕窩工會,陳薪,鐵夾萬工會,玻璃工會,帽業工會⋯⋯花卉工會,華人牙

醫工會⋯⋯吳海裳⋯⋯各一百,革命老人,手車工會互助社各五十。」

（資料來源：1941年 10月 3日工商日報）

「港糧食準備充足,米油鹽貯藏足半年之用,柴薪供給亦絕不虞短缺」

（資料來源：1941年 10月 3日大公報）

「港督昨晚播講⋯⋯本督能向君保証,吾人能堅強應付敵人⋯⋯日本從未

放棄其惡毒目標,謀取鄰邦主權⋯⋯此次戰爭結果,對諸君將有重大影響,諸

君家人之生命,自由,財產,不為日軍所蹂躪之自由⋯⋯中國多年來續繼抵抗

侵略者所擔任之光榮任務,吾人今日與中國人民⋯⋯駢肩作戰⋯⋯此戰爭

或需時甚久,且甚為艱辛 ,本督請諸君努力,加以協助 ,在此次敵機空襲中,本

港已表現極佳之勇氣精神,民團已加入大軍,準備作戰 ,本督得與諸君共赴,

深覺榮幸⋯⋯⋯」（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角色:中國背景的記者 【第一階段資料】

「隆重試映『烽火故鄉』招待各界名流碩彥啟事⋯⋯恭請駕臨參觀⋯⋯杜

月笙宋慶玲⋯⋯何香凝⋯⋯中央戲院敬約」

（資料來源：1941年 10月 15日星島日報）

「港督昨晚播講⋯⋯本督能向君保証,吾人能堅強應付敵人,對於戰事結果 ,

毫不加以疑問⋯⋯日本從未放棄其惡毒目標,謀取鄰邦主權,並欲破壞中國

及其他國家之自由博愛及正義⋯⋯此次戰爭結果,對諸君將有重大影響,諸

君家人之生命,自由,財產,不為日軍所蹂躪之自由,諸君盡知吾人友邦中國

多年來續繼抵抗侵略者所擔任之光榮任務,吾人今日與中國人民⋯⋯駢肩

作戰⋯⋯此戰爭或需時甚久,且甚為艱辛,本督請諸君努力,加以協助,在此

次敵機空襲中,本港已表現極佳之勇氣精神,民團已加入大軍,準備作戰,本

督得與諸君共赴,深覺榮幸⋯⋯⋯」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角色:市民 【第一階段資料】

「港九僑工團體,一元獻機會成立,各業工會紛紛認領機章,鄭植之等即席認

捐巨款⋯⋯此項救國運動⋯⋯茶居工會二千五百,酒店工會,織造業總會各

二千,內衣工會一千,印刷同人聯誼會⋯⋯各五百⋯⋯洋衣工會二百,港澳振

濟會,港九職工互助社⋯⋯西式女服工會⋯⋯各二百,木業工會,燕窩工會,

陳薪⋯⋯吳海裳⋯⋯各一百,革命老人,手車工會互助社各五十。」

（資料來源：1941年 10月 3日工商日報）

「港糧食準備充足,米油鹽貯藏足半年之用,柴薪供給亦絕不虞短缺」

（資料來源：1941年 10月 3日大公報）

「惠陽四青年,請纓入伍」（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8日工商日報）

「港督昨晚播講⋯⋯本督能向君保証,吾人能堅強應付敵人⋯⋯此次戰爭

結果 ,對諸君將有重大影響,諸君家人之生命,自由,財產,不為日軍所蹂

躪⋯⋯中國多年來續繼抵抗侵略者所擔任之光榮任務,吾人今日與中國人

民⋯⋯駢肩作戰⋯⋯此戰爭或需時甚久 ,且甚為艱辛,本督請諸君努力,加以

協助 ,在此次敵機空襲中 ,本港已表現極佳之勇氣精神 ,民團已加入大

軍⋯⋯⋯」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每階段每角色均會附加地圖



角色:香港總督楊慕琦 【第二階段資料】

「敵寇開始掘墳剖腹,我決對日德意宣戰,敵背信無恥昨向英美宣戰,事先向

英美根據地攻擊」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滬租界已落敵手,平津美兵被扣」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十五國對日本宣戰 ,郭外長重申決心:宣戰國家 — 中國,英國,美國,澳洲,新

西蘭⋯⋯」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0日工商日報）

「津英界,廣州沙面,均已遭敵劫奪,平津美陸戰隊被檄械,滬愛國報紙皆已停

版」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0日工商日報）

「中美領袖同時發宣言,人類正義必能戰勝,衛爾斯太子號回擊號被擊沉」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1日工商日報）



角色:三軍總司令莫德庇 【第二階段資料】

「敵寇開始掘墳剖腹,我決對日德意宣戰,敵背信無恥昨向英美宣戰,事先向

英美根據地攻擊」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滬租界已落敵手,平津美兵被扣」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十五國對日本宣戰 ,郭外長重申決心:宣戰國家 — 中國,英國,美國,澳洲,新

西蘭⋯⋯」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0日工商日報）

「津英界,廣州沙面,均已遭敵劫奪,平津美陸戰隊被檄械,滬愛國報紙皆已停

版」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0日工商日報）

「中美領袖同時發宣言,人類正義必能戰勝,衛爾斯太子號回擊號被擊沉」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1日工商日報）



角色:商人 【第二階段資料】

「英軍宣言決心守土」（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日向英美宣戰後,敵機昨日兩度襲港 ,大埔元朗英陸軍與敵接戰 ,港防衛力

鞏固敵卒未得逞,在敵機威脅下港九民眾仍極鎮靜」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當局注意戰時民食,柴薪將施行全部統制,設糧食站利居民購買」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中美領袖同時發宣言,人類正義必能戰勝,衛爾斯太子號回擊號被擊沉」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1日工商日報）

角色:中國背景的記者 【第二階段資料】

「孤軍將恢復自由訊,將給以軍械抵禦共同敵人— 孤軍於年前日軍佔據深圳

邊界,因救援斷絕,被迫越過英界,港當局根據國際法,將之檄械,幽於集中營,當

時本港為中立國地位⋯⋯」（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中美領袖同時發宣言,人類正義必能戰勝,衛爾斯太子號回擊號被擊沉」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1日工商日報）





角色:市民 【第二階段資料】

「英軍宣言決心守土」（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日向英美宣戰後,敵機昨日兩度襲港 ,大埔元朗英陸軍與敵接戰 ,港防衛力

鞏固敵卒未得逞,在敵機威脅下港九民眾仍極鎮靜」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當局注意戰時民食,柴薪將施行全部統制,設糧食站利居民購買」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9日工商日報）

「中美領袖同時發宣言,人類正義必能戰勝,衛爾斯太子號回擊號被擊沉」

(資料來源：1941年 12月 11日工商日報）

每階段每角色均會附加地圖



角色: 香港總督楊慕琦         【第三階段資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午又有警報，據官方的統計這是開戰以來，在香港的第五十次警報。早晨的警報

敵機來時，炸中了西角油池(北角油庫) 。油已燒起，在海邊就可以看到油池上冒出
滾滾的黑色濃煙。我們不知道那是煤油還是汽油，總之從希望長期抵抗的觀點來看，

這種物資的損失是很不幸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敵人的飛機大炮特別活躍在全島(香港島) 的東部上空，顯然是在打擊守軍(英

軍) ， 幫助敵人登陸沖破英印軍的阬線。 … …沒有一架飛機助戰，英印軍的士氣很
成問題，也許敵人今天就會沖到中環。」

十二月二十三日

 「英軍被日軍壓迫後退，戰事現在已在黃泥涌峽 … …英印軍是否能再建成新防線阻敵
前進，尚不可知。」

「自從退守香港之後前線的英印軍，義勇軍，就沒有換過防沒有休息的機會。再希望

支持的久恐怕事實上已不可能。香港中國人力未被充分用於抗敵的確可惜。」

【資料來源 : 香港淪陷日記】

角色: 三軍總司令莫德庇      【第三階段資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午又有警報，據官方的統計這是開戰以來，在香港的第五十次警報。早晨的警報

敵機來時，炸中了西角油池(北角油庫) 。油已燒起，在海邊就可以看到油池上冒出
滾滾的黑色濃煙。我們不知道那是煤油還是汽油，總之從希望長期抵抗的觀點來

看，這種物資的損失是很不幸的。」

十二月十九日

 「昨夜電忽然斷了，想必是敵人在北角登陸，電力廠的人都已逃光，電力停止了。」

 

「過去某一次的演習中，攻軍(日本軍)佔了優勢自九龍攻入香港，當時登陸的地點，

就是北角。 … .. 不料此次的演習結果香港當局並未利用，卻由日本在港的的第五縱
隊作為參考資料報告了他們的軍部，叫日本運用了那次演習收獲。英方甚至把曾參

加那次演習的英軍調去了別的地方。」



十二月二十一日

 「登陸敵軍被英印軍逐回了快活谷，此外全無變化。」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敵人的飛機大炮特別活躍在全島(香港島) 的東部上空，顯然是在打擊守軍(英

軍) ， 幫助敵人登陸沖破英印軍的阬線。 … …沒有一架飛機助戰，英印軍的士氣很
成問題，也許敵人今天就會沖到中環。」

十二月二十三日

 「英軍被日軍壓迫後退，戰事現在已在黃泥涌峽 … …英印軍是否能再建成新防線阻敵
前進，尚不可知。」

「自從退守香港之後前線的英印軍，義勇軍，就沒有換過防沒有休息的機會。再希望

支持的久恐怕事實上已不可能。香港中國人力未被充分用於抗敵的確可惜。」

【資料來源 : 香港淪陷日記】

角色: 市民               【第三階段資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今晚 ，香港電力忽然斷絕。」

十二月二十日

 「本港山頂區已經沒有了自來水，凡是住在半山二樓以上的人家，也都沒有了自來

水。 … …樓上的鄰居都下來討水，但水源有遲緩欲斷的傾向 … …」

 

「連日中文報、英文報都提到中國軍隊的先頭部隊已衝入深圳，… …如果中國軍隊能
再迅速推進，九龍和在港登陸日軍都將到背腹受放。」

十二月二十三日

 「政府統制的麵包，市場上也有的出賣了，不過價錢已高到一元三角一磅(戰前只七

八分錢) 。麵包製作方法都顯然比戰前壞。」

【資料來源 : 香港淪陷日記】



角色: 商人               【第三階段資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今晚，香港電力忽然斷絕。」

十二月二十日

 「本港山頂區已經沒有了自來水，凡是住在半山二樓以上的人家，也都沒有了自來

水。 … …樓上的鄰居都下來討水，但水源有遲緩欲斷的傾向 … …」

 「連日中文報、英文報都提到中國軍隊的先頭部隊已衝入深圳，… …如果中國軍隊能
再迅速推進，九龍和在港登陸日軍都將到背腹受放。」

十二月二十三日

 「政府統制的麵包，市場上也有的出賣了，不過價錢已高到一元三角一磅(戰前只七

八分錢) 。麵包製作方法都顯然比戰前壞。」

【資料來源 : 香港淪陷日記】

角色: 中方記者           【第三階段資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今晚，香港電力忽然斷絕。」

十二月二十日

「本港山頂區已經沒有了自來水，凡是住在半山二樓以上的人家，也都沒有了自來

水。 … …樓上的鄰居都下來討水，但水源有遲緩欲斷的傾向 … …」
十二月二十四日

 「關於香港的戰局我們一致感到應當有增援方法，才能談到守得住。(一) 香港進攻日

軍，沒有大量空軍掩護，應當用空軍來港或援不濟急，應請中國先派空軍來援。(二)
中國軍隊已進至淡水，如能有人冒險由香港深夜偷出，到淡水與中國當局接洽，先

用小船乘深夜偷渡幾千人來港增援，或在九龍登陸，亦可立即解香港之圍。(三) 中
國軍人如翁兆垣、張貞、方振武皆在香港，如能立即在港募集中國義勇軍，交他們

指揮，作為補充防線及使英國加拿大軍部份的獲得休息之用，亦必大有補於戰局。

辦法決定，我們又商定把他(上述三點提議) 具體用中文寫出，並將這意見交予香港
政府當局。」

【資料來源 : 香港淪陷日記】

                 



              每階段每角色均會附加地圖(見透明膠片)



假如你是讀者

教學對象：中三

配合課題：抗日戰爭

教學目的：1) 讓學生了解香港為何會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和淪陷的原因－

市民獲得的資料不準確和全面。2) 培育學生判斷資料可信性的能力

教學重點：

1. 提醒學生小心辨別資料的真假，即使是史料－報紙

2. 認識當時報紙報喜不報憂和誇大戰績的情況

3. 體會被報紙誤導的感受

4. 報紙報導失實的原因

l 當時的中文報紙要受到政府審查

l 報紙代表不同的利益

l 宣傳工具

l 消息來源欠缺全面和不正確

l 民族意識等

教學時間：10－15分鐘

教學活動：

  這項活動以小組討論形式進行。教師把學生分為 10組，每組 4人，現

假設學生是當時這些報紙的讀者。然後派發一份 1941年 12月 11日的工

商日報或 12月 11日至 12日大公報沒有新聞標題的內容片段,共有 5小片

段,換言之,兩組學生均會閱讀相同的小片段。

  討論時間約 2分鐘,學生認為當時的戰況是樂觀還是悲觀呢?小組討論完

畢,讓各組表達意見後,(學生應會對當時的戰況抱樂觀的態度)教師然後顯

示當時各段落的報紙標題,帶出當時的報紙也如同學般樂觀。

  跟著教師顯示一張白紙帶出九龍已淪陷,大公報存紙用罄要在十二月十三

日停刊。再派發 1941年 12月 12日大公報「暫別讀者」社評的內容來引證。

指出報紙的樂觀報導只是一個假象。詢問學生在剛才活動中有何感受?(如報導

欠缺全面,受誤導、蒙蔽等而產生的憤怒、不安、不再信任報紙等) 討論報紙

為何會作這樣的報導? 討論時間約兩分鐘。(可參考教學重點 4的原因) 最後,

提醒學生要小心判斷資料的可信性,即使是史料 —報紙！



     

【本報特訊】我粵省大軍，突從東西兩江揮軍直迫廣州，九日已將

三水縣屬西南佛山兩大市鎮克復… …猛向沙頭角花麻坑上水各邊

境日軍進攻，殘敵縱有三頭六臂，亦難應我軍四方包圍之鋒鏑 … …

攻深圳之前哨部隊，及游擊團隊，已與九龍英軍取得密切聯絡，可

會師猛向南頭日軍巢穴大舉掃蕩 … …

【南風社特訊】據可靠消息 … …我機並於十日大舉轟炸，敵偽大為

震恐，中央及廣東軍事當局，與港方已取得軍事上密切聯絡，韶關

當局對香港戰事甚為樂觀，關於僑胞安全問題，亦已妥為計劃云。

【民眾社訊】據本港銀行界昨日傳出未証實之消息，粵省我國大軍

展開大規模分三路挺進… …聞中路軍已將廣州包圍，東路軍直下惠

陽淡水，刻已與中英邊界之英軍取得聯絡，並傳我軍已克深圳，但

本港官方未證實。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工商日報)

你們認為當時的戰況是樂觀還是悲觀呢？ 樂觀o 悲觀o



【本港消息】據香港政府十日下午發表之公報稱：十日下午，九龍

我方陣地無變化，敵人砲兵向青山道增援,轟擊昂船洲，在附近之

我方海軍部隊，加以還擊。隨後，昂船洲及本港海防砲台亦開砲響

應。九龍我方砲隊在十日下午猛烈轟擊敵人主力部隊，結果圓滿，

我方死傷極為輕微。敵人兩度向城門谷方面進攻，皆為我擊退。我

方陣地穩定,與清晨形勢相若，未有顯著變化。上午九時三十分，敵

機一架墜毀於潮水灣，並有敵艇兩艘，企圖偷渡潮水灣，在東岸登

陸。我軍以機槍掃射，當將敵艇擊沉。登陸之殘餘敵兵，亦經我軍

在海岸全部予以殲滅。又據總部接獲報告，證實九日夜我方砲火，

頗收戰果。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大公報)

你們認為當時的戰況是樂觀還是悲觀呢？ 樂觀o 悲觀o

又本港政府十日晨發表公報稱：今日凌晨一時，敵軍從城門谷，及

針山方面，大舉向我防軍陣地進攻。我方陣地雖有數點被敵軍突

破，但其進攻旋即被堵截，戰爭現在進行中。視線雖極朦朧，但我

軍各種砲隊，仍大展威力，予敵軍以重創。九日下午六時前，我方



輕砲隊向冒昧進犯之敵軍，猛然攻擊，敵軍傷亡慘重，然我軍損失

迄今尚屬輕微。我軍一小隊與日軍巡邏隊遭遇，雙方當即短兵相

接，我軍以手提機關槍，來福槍及刺刀，痛切殺敵，日軍全數被殲，

我部隊安全返防 … …綜計下午三次敵機來襲，投彈多不準確，故無

甚損失。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大公報)

你們認為當時的戰況是樂觀還是悲觀呢？ 樂觀o 悲觀o

【重慶十一特電】我軍事發言人談：自敵軍向香港進攻後，我統帥部立即

命令華南駐軍，積極向東江反攻，一面飛調精銳生力軍，開往援助。現我

生力軍，已開抵惠州一帶，先頭部隊~~~人，則已攻至深圳，將侵港敵軍後

路完全切斷。刻正與港友軍取得密切聯絡，夾擊敵軍。

（備註：港友軍，即指駐港英軍）

【本港消息】據官方十一日下午五時半發表公報稱：本港情勢已形穩定，

企圖前進之敵軍已向後潰退。中國軍隊奉蔣委員長之命，正向敵軍攻擊前

進，並截斷敵軍後路，及其側翼，敵軍現在已陷困境，處於我方堅固防禦與

吾人同盟軍包圍中，敵方實力正在就殲中。其交通線及退路已被中國軍隊截

斷，我方堅持固守，深信前途樂觀，必可完全消滅日敵侵略者云。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公報)

你們認為當時的戰況是樂觀還是悲觀呢？ 樂觀o 悲觀o

【本港消息】昨晨八時，防空處發出警報，未幾敵機衝入市空，倉皇投彈

而去，我方損失甚微，僅十分鐘，即解除警報。

… …敵機已衝入在昂船州上空盤旋，防軍即以犀利高射砲槍集中轟擊，敵

軍不敢低飛，旋在某地盲目擲下炸彈，均係落荒，後高飛入雲層中遁去 … …

我軍高射砲密集射擊，敵不得逞 … …西北海防軍與敵軍展開大規模之激烈

砲戰 … …昨晚炮戰，我軍收穫巨大戰果 … …敵軍砲隊曾向香島方面盲目轟

擊 … …我方物質損失及死傷，俱為輕微 … …英國遠東情報部公布，據本港

軍事當局公布 … …敵軍之砲擊，造成之破壞甚少，且毫無價值 … …在各防

衛部隊維持下，秩序較前良好，損失前三日尤為輕微。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公報)

你們認為當時的戰況是樂觀還是悲觀呢？ 樂觀o 悲觀o

社 評



暫別讀者

九龍昨已淪陷，本報存紙用罄，不得不暫時停刊；明日起，將與

讀者諸君小別矣！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公報)



盛傳我軍克復深圳

   已與港方取得聯絡

     又傳廣州昨被我機大舉轟炸
【本報特訊】我粵省大軍，突從東西兩江揮軍直迫廣州，九日已將

三水縣屬西南佛山兩大市鎮克復… …九日晚深夜，即從梧桐山大脈

乘時突出，猛向沙頭角花麻坑上水各邊境日軍進攻，殘敵縱有三頭

六臂，亦難應我軍四方包圍之鋒鏑 … …我攻深圳之前哨部隊，及游

擊團隊，已與九龍英軍取得密切聯絡，可會師猛向南頭日軍巢穴大

舉掃蕩 … …

【南風社特訊】據可靠消息，廣東軍政當局於八日上午接到敵人掀

起太平洋戰事，及進攻香港之消息後，隨即召集會議，討論應付辦

法 … …我機並於十日大舉轟炸，敵偽大為震恐，中央及廣東軍事當

局，與港方已取得軍事上密切聯絡，韶關當局對香港戰事甚為樂

觀，關於僑胞安全問題，亦已妥為計劃云。

【民眾社訊】據本港銀行界昨日傳出未証實之消息，粵省我國大軍

展開大規模分三路挺進… …聞中路軍已將廣州包圍，東路軍直下惠

陽淡水，刻已與中英邊界之英軍取得聯絡，並傳我軍已克深圳，但



本港官方未證實。(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工商日報)



    九龍陣地穩固
 砲兵圖犯昂船洲被擊退

  敵機一架墜毀潮水

灣

【本港消息】據香港政府十日下午發表之公報稱：十日下午，九龍

我方陣地無變化，敵人砲兵向青山道增援,轟擊昂船洲，在附近之

我方海軍部隊，加以還擊。隨後，昂船洲及本港海防砲台亦開砲響

應。九龍我方砲隊在十日下午猛烈轟擊敵人主力部隊，結果圓滿，

我方死傷極為輕微。敵人兩度向城門谷方面進攻，皆為我擊退。我

方陣地穩定,與清晨形勢相若，未有顯著變化。上午九時三十分，敵

機一架墜毀於潮水灣，並有敵艇兩艘，企圖偷渡潮水灣，在東岸登

陸。我軍以機槍掃射，當將敵艇擊沉。登陸之殘餘敵兵，亦經我軍

在海岸全部予以殲滅。又據總部接獲報告，證實九日夜我方砲火，

頗收戰果。

又本港政府十日晨發表公報稱：今日凌晨一時，敵軍從城門谷，及

針山方面，大舉向我防軍陣地進攻。我方陣地雖有數點被敵軍突

破，但其進攻旋即被堵截，戰爭現在進行中。視線雖極朦朧，但我



軍各種砲隊，仍大展威力，予敵軍以重創。九日下午六時前，我方

輕砲隊向冒昧進犯之敵軍，猛然攻擊，敵軍傷亡慘重，然我軍損失

迄今尚屬輕微。我軍一小隊與日軍巡邏隊遭遇，雙方當即短兵相

接，我軍以手提機關槍，來福槍及刺刀，痛切殺敵，日軍全數被殲，

我部隊安全返防 … …綜計下午三次敵機來襲，投彈多不準確，故無

甚損失。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大公報)

我生力軍已開到

敵後路完全切斷

中英大軍比肩作戰圍殲敵軍

本港形勢大好轉

【重慶十一特電】我軍事發言人談：自敵軍向香港進攻後，我統帥部立即

命令華南駐軍，積極向東江反攻，一面飛調精銳生力軍，開往援助。現我

生力軍，已開抵惠州一帶，先頭部隊~~~人，則已攻至深圳，將侵港敵軍後

路完全切斷。刻正與港友軍取得密切聯絡，夾擊敵軍。

【本港消息】據官方十一日下午五時半發表公報稱：本港情勢已形穩定，



企圖前進之敵軍已向後潰退。中國軍隊奉蔣委員長之命，正向敵軍攻擊前

進，並截斷敵軍後路，及其側翼，敵軍現在已陷困境，處於我方堅固防禦與

吾人同盟軍包圍中，敵方實力正在就殲中。其交通線及退路已被中國軍隊截

斷，我方堅持固守，深信前途樂觀，必可完全消滅日敵侵略者云。

【本港消息】昨晨八時，防空處發出警報，未幾敵機衝入市空，倉皇投彈

而去，我方損失甚微，僅十分鐘，即解除警報。

… …敵機已衝入在昂船州上空盤旋，防軍即以犀利高射砲槍集中轟擊，敵

軍不敢低飛，旋在某地盲目擲下炸彈，均係落荒，後高飛入雲層中遁去 … …

我軍高射砲密集射擊，敵不得逞 … …西北海防軍與敵軍展開大規模之激烈

砲戰 … …昨晚炮戰，我軍收穫巨大戰果 … …敵軍砲隊曾向香島方面盲目轟

擊 … …我方物質損失及死傷，俱為輕微 … …英國遠東情報部公布，據本港

軍事當局公布 … …敵軍之砲擊，造成之破壞甚少，且毫無價值 … …在各防

衛部隊維持下，秩序較前良好，損失前三日尤為輕微。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公報)

      

         社 評

暫別讀者

九龍昨已淪陷，本報存紙用罄，不得不暫時停刊；明日起，將與



讀者諸君小別矣！

這一別，也許是十天半月，也許是數月半年；但我們相信這期間

決不會很久遠的。因為我們自始對大局抱樂觀… …侵略者這次以

全副本錢，作最後的孤注，在大戰初期獲得部分的成功，這完全

因為乘虛蹈隙之故 … …這種魯莽滅裂的作風，最後只有自促潰

滅，絕無絲毫成功的希望。這是不待智者所能判明的。

香港在這次反侵略大戰中，是一個重要的據點，但並非決定因素；

本港保衛戰，經四日之苦鬥後，昨已因放棄九龍，告一段落；據

官方表示，今後將在香港之堡壘中，繼續堅守，以待解圍；我們

希望香港終能保持其純潔完整，永作反侵略之基石 … …我們在任

何環境下，都要嚴肅保持我大中華民族的精神；尤其在明暗絕續

的關頭。我們民族的傳統精神，就是不屈不撓，我們儘管身處危

亂，但丹心長在，正氣永存，在艱苦困難危疑震撼的環境下，最

能磨鍊試驗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的氣骨，我們祖國在過去四年的

英勇抗戰中，已充分表現我民族堅韌英挺 … …我們如有一點模糊

苟且，將來便沒有面目見祖國的戰士同胞，更無面目對我們祖先

及子孫 … …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公報)





口述史和報紙工作紙

教學對象：中三

配合課題：抗日戰爭

教學目的：讓學生了解香港為何會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和淪陷的

原因

教學重點：

1. 學生透過市民和傳媒的不同角度去了解香港為何會投降，即使

同一事件, 看法可以截然不同

2. 讓學生體會作任何決定都會出現兩難的感受,如軍事實力和民

族情緒的矛盾

教學形式：討論和工作紙

教學時間：10-15分鐘

教學活動：

教師把學生分為 8組,每組 4-5人,各組可討論工作紙中的 2至 3

條題目,換言之每兩組會重覆一組題目。(分組和形式只是建議,

老師可按實際情況而更改。)



陳伯伯的口述史反映小市民心聲－認為守軍不會戰勝日軍,因

實力懸殊而應該投降,悲觀的態度。社評則鼓勵大眾應作戰到底,

流露強烈的民族情緒,樂觀的態度。

討論問題的建議答案：

1. 實力懸殊、無後援

2. 日本或日軍

3. 魯莽、自促潰滅等

4. 丹心長在、正氣永存、磨鍊等

5. 愛國、民族的情緒

6. 和

7. 沒有標準答案,由學生自由作答

   



口述史和報紙工作紙

A. 口述史

陳伯伯今年 72 歲,香港淪陷前,即 1941 年 12月時只有 14 歲,與父母同住香港灣仔,父親

是工人,母親是家庭主婦,而他正在求學中。淪陷初期, 他和家人沒有打算離開香港是因
為別處無親人可投靠，而在戰爭期間他們一直留在香港。

縱使沒有親屬入伍和沒有親屬在這次戰事中死亡,但他和家人已認為日軍向香港開戰之

初,即 1941年 12月 8 日,香港守軍不會戰勝日軍,並認為應該投降,因為實力懸殊,沒有可

能戰勝。但當問及若早知香港戰敗，香港政府應該在何階段投降,他則認為香港政府應

該在九龍全部失守後，即 1941年 12月 12日應該可以投降，因無後援，事不可為。

(資料來源：於一九九九年三月由陳伯伯提供)

B. 報紙社評

社 評

暫別讀者

九龍昨已淪陷，本報存紙用罄，不得不暫時停刊；明日起，將與讀者諸

君小別矣！

這一別，也許是十天半月，也許是數月半年；但我們相信這期間決不會很久

遠的。因為我們自始對大局抱樂觀 … … 侵略者這次以全副本錢，作最後的

孤注，在大戰初期獲得部分的成功，這完全因為乘虛蹈隙之故⋯⋯這種魯莽

滅裂的作風，最後只有自促潰滅，絕無絲毫成功的希望。這是不待智者所能

判明的。

香港在這次反侵略大戰中，是一個重要的據點，但並非決定因素；本港保衛

戰，經四日之苦鬥後，昨已因放棄九龍，告一段落；據官方表示，今後將在

香港之堡壘中，繼續堅守，以待解圍；我們希望香港終能保持其純潔完整，

永作反侵略之基石⋯⋯ 我們在任何環境下，都要嚴肅保持我大中華民族的

精神；尤其在明暗絕續的關頭。我們民族的傳統精神，就是不屈不撓，我們

儘管身處危亂，但丹心長在，正氣永存，在艱苦困難危疑震撼的環境下，最

能磨鍊試驗每一個人每一個民族的氣骨，我們祖國在過去四年的英勇抗戰

中，已充分表現我民族堅韌英挺⋯⋯我們如有一點模糊苟且，將來便沒有面

目見祖國的戰士同胞，更無面目對我們祖先及子孫⋯⋯

(資料來源：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公報)



中三      組別:         學生姓名

討論下列問題：

1. 從口述史中試找出陳伯伯認為香港守軍不會戰勝日軍的理由。

 　　　　　　　　　　　　　　　　　　　　　　　　　　　　　　　　　　　

2. 從報紙社評中「侵略者」是指誰?

                                                                   　　

3. 社評中用「乘虛蹈隙」的字眼來指控「侵略者」,請從中多找兩個這類

的字眼。

                                                                   　　

4. 社評又以「不屈不撓」一詞來形容捍衛國土的精神,試從中多找兩個例

子。

                                                                   　　

5. 究竟社評中流露了甚麼情感？

 　　　　　　　　　　　　　　　　　　　　　　　　　　　　　　　　　　　

6. 你又是否認同題目 5社評中流露的情感？

                                                                       

7. 若你是當時的小市民,你會認同社評中樂觀的態度,還是如陳伯伯般心

裡有數,不寄厚望呢？為甚麼？

                                                                      

　　　　　　　　　　　　　　　　　　　　　　　　　　　　　　　　　　　　　　　　　　　　　　　　　　　　　　　　　　　　　　　　　　　　　　　　　　　　　

                           



                                             

戰爭電影廣告工作紙

教學對象：中三

配合課題：抗日戰爭

教學目的：讓學生能從形象化的漫畫中了解不同人士對抗日戰爭的態度

教學重點：學生透過漫畫可見當時的人士對日軍的看法和對戰事仍抱有樂

觀的態度

教學形式：討論和工作紙

教學時間：約 10－15分鐘

教學活動：

教師把學生分為 10組,每組 4人,可將題目分析討論。然後派發

「烽火故鄉」的電影廣告和工作紙給學生。

建議的答案:

1.日本

2.抗日行動／殲滅日軍

3.報紙為 1941年 10月 15日星島日報,所以應是 c階段較為接近

4.戰爭中可輕鬆一下,且對戰事抱有希望

5.有,「好兒女衛國保家鄉」,共同商議如何對抗日軍等



戰爭電影廣告工作紙

1. 圖中的「雞」代表甚麼國家？

　　　　　　　　　　　　　　　　　　　　　　　　　　　　　　　　

2. 試猜測「當雞會議」真正討論的是甚麼事項？

　　　　　　　　　　　　　　　　　　　　　　　　　　　　　　　　

3. 你認為這場戰爭屬於下列何階段呢？

  a   b   c
　　　　　　　　　　　　　　　　　　　　　　　　

1931 1937 1941 1945

                                   d

4. 你認為影片為甚麼採取「幽默諷刺」的手法來吸引觀眾？

　　　　　　　　　　　　　　　　　　　　　　　　　　　　　　　　

5. 你認為廣告中有否流露愛國情感？試從廣告字眼中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