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大革命下的香港 
 
 
編者的話： 
 
本教材是針對中學三年級中國歷史科而編寫，目的要讓學生從多角度理解影響當

代中國的鉅大政治事件，並以此為背景說明中國大陸和香港政局發展唇齒相依的

密切關係。本教材分為四大部份：（一）黑板設計、（二）工作紙、（三）課室活

動及（四）補充教材。教師使用該教材時不應照單全收，應該細心觀察學生的學

習興趣、進度及能力，因應學生的情況而選出某部份在課堂使用。 
 
使用前應向學生詳細講解１９４９年中共建國後的政治運動，尤其文化大革命的

性質及背景等，其中黑板設計部份有助說明該課題。學生掌握文革背景後可指導

他們完成工作紙部份，該部份重心放於香港六七年的政治事件，在歷史資料題裏

則亦提及一九五六年的九龍暴動事件，可向學生說明暴動並非只發生在六七年，

從兩次暴動裏中港關係如何密切可見一斑。如學生能力及興趣許可的話，教師可

在課堂上進行有關課室活動，該部份要求教師及學生有相當的準備，應事前作安

排。而第四部份則提及近期有關楊光授勛事件，涉及公民教育、通識教育等科目

範疇，所以教師除了在中史課堂上使用該部份外，亦能在該等科目課節中使用。 
 
隨著中史及世史科課程改革，香港史的地位亦日漸被重視，會考世史科課改亦以

當代史為重心，輔以本地史，會考中史科亦漸漸滲入本地史課題，故此該教材除

了在中三中史科使用外，相信未來在會考中史及世史科亦有參考價值。 
 
本教師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報章報導，輔以當時評論及外交報告，原因有二：第

一，報章作為當代史的直接史料的價值已被學界所肯定，但在中學的歷史教育過

程裏史料教學仍有不足地方，有需要深化學生對報章史料價值的認識。第二，我

們對歷史事件的評論永遠不能蓋棺定論，對歷史的看法隨時代而改變，而且當代

史因為發生時間距今不遠，缺少歷史的縱探，爭議性往往更大，莫衷一是，為了

讓學生認為歷史的本質，教材設計上就採用了報章作為基本史料，報導足以反映

時人的看法。希望本教材能改變學生對歷史科沉悶的觀感，培養學生找尋歷史答

案時不要光是看教科書的列點說明。 
 
有關文化大革命時香港政局發展的史料浩如煙海，本教材的資料只是冰山一角，

教師亦鼓勵學生找尋其他珍貴而編者所忽視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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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板設計 
 
 

從政治立場看４９年後中國政治事件 

 
 
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自由主義          法西斯主義 
 

←――――――――――――――――→ 
左              中              右 
 
 
１９４９年 
中共建國 
 
１９５０年代 
大躍進 
 
１９６６－７

６年 
文化大革命 
 
 

１９７８年後 
鄧小平經濟開放改革 
 （經濟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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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紙 

 
A 歷史時間線： 

 
請把以下的中港大事件配在適當年代下。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 
 
 
 
 
 
 
 
大躍進   九龍大暴動   文化大革命   香港「反英暴動」  越戰 
 
香港經濟起飛   中國經濟開放改革   韓戰 
 
 
 

B 歷史訪問： 

 
假設你對六七年暴動的參與者作親身訪問，你會問他什麼問題呢？請看以下指引

來構思你的問題。 
 
如果這位參與者在暴動中所擔演的角色是： 
 
１）工人：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２）工會領袖：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３）警察：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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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學生：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５）記者：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６）無直接參與的旁觀者：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C 歷史資料題： 
 

當代中國與香港 
 

資料甲： 
 
文匯報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 

廣州陸海空軍堅決表示 
九龍暴亂不能不聞不問 

對同胞橫遭國民黨殺害不能無動於中 
密切注視事態發展切齒痛恨暴徒暴行 

 
 

資料乙： 
 
以下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在九龍和荃灣暴動期間（１９５６），兩次約見英國駐華

代辦歐念儒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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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約見歐念儒對香港英國當局未能制止暴亂提出抗議 
 
周恩來總理在１０月１３日約見了英國駐我國代辦歐念儒先生。周恩來總理對於在

九龍的中國和平居民的生命財產在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殘殺和劫掠下所遭受到的嚴

重損失和重大傷亡表示極大的憤慨和關切，對於香港英國當局至今未能採取有效措

施把國民黨特務分子所組織和策動的暴亂加以制止，以至中國和平居民的生命財產

繼續遭受重大損失提出嚴重抗議。周恩來總理要求香港英國當局立即採取有效措

施，嚴厲制裁國民黨特務分子，切實保護在港九的中國居民和中國政府所屬的機關

和企業，並且要求英國政府給予答覆。周恩來總理表示，中國政府保留在以後提出

要求的權利。 

 

資料丙： 
 
文匯報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 
 

手持毛主席語錄  胸戴毛主席像章 
人造花廠工人抗議港英暴行 

廠前貼大字報要求立即放人 

面對大批武裝警察 高呼口號抗議港英毆打工人 

英勇鬥爭獲新蒲崗區工人和街坊同情與支持  

紛紛前往慰問 

 
 
請細閱以上的資料，並根據資料所示及你的認識分析五、六十年代中港政治上的

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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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試比較分析中國政府在兩次暴動中所擔演的角色。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三）課室活動：角色扮演 
 
介紹： 
 
自六七年事件以來，各界對事件的評論意見不一，這活動就是要把事件的爭議性

帶進課室，讓學生體會歷史並非平鋪直述，對歷史的解釋隨時而變。所謂各界的

意見，大體上可以分為左派及非左派，活動過程就是要學生扮演中英雙方的外交

部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向各界解釋香港六七事件的性質及回應別方的評論及

在場記者的詢問。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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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以代入方式讓學生體會當時人對文革的不同看法 
（２）認識六七年暴動事件性質的多樣性 
（３）讓學生認識報章對學習歷史的價值及局限 
（４）讓學生體會不同政治立場（例如：左右派）對當代中國及香港的政局發展

的影響 
（５）認識香港的政治社會受到中英政治方針影響 
 
步驟： 
 
（１）建議教師以最少一星期時間來準備及安排該項活動，例如把四十名學生分

成四大組、向學生介紹有關材料、讓學生了解外交報告的記者招待會的意

義及過程、指導學生找尋其他相關材料，例如歷史相片等。 
 
（２）四大組裏分別兩組為中方發言人（中方組甲及中方組乙），兩組為英方發

言人（英方組甲及英方組乙）。每組必須閱讀所提供的左派及非左派言論。 
 
（３）各組約十人，並分配工作，包括分析及搜集材料、從材料裏找出別方的批

評、共同編寫發言詞，並要選出一位學生扮演外交部發言人。 
 
（４）以抽籤方法決定中方或英方發言，假設先由中方先發言，則先由中方組甲

先發言，後由中方組乙發言。中方組甲發言後，必須接受由英方兩組學生

所扮演的在場記者的詢問（每位均需發言），詢問及回應結束後由中方組

乙發言，之後同樣要回應在場記者的詢問。 
 
（５）兩組中方代表發言後，由英方兩組學生舉手投票選出兩組中方代表中哪一

組的說法較具說服性，當然最多分為得勝，若同分教師可投神性一票。之

後由英方代表發言，及接受由中方兩組學生所扮演的記者詢問。 
 
教師的角色及建議分配時間： 
 
（１）教師應該以客觀方式向學生解釋材料的性質，不應該在活動前表達個人主

觀看法，以免讓學生有先入為主的感覺，影響活動的教學目標。可向學生

介紹有關的政治學用語及事件歷史背景，如許可的話，更應鼓勵學生進行

口述歷史的調查。 
 
（２）每位外交部發言人發言時間建議在十五分鐘之內完成，教師應鼓勵學生以

不同的表達方式，如圖示法、相片投放等。而記者詢問及回應亦建議在十

五分鐘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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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該項活動建議在連堂上進行，四組發言及詢問後，教師可就投票結果可以

分析，亦可對學生的發言及詢問作補充，提出問題讓學生反思，但不應避

免以抽象而無當的字詞，如「好」「壞」作表面評論。 
 
活動前指引： 
 
（１）請從兩組材料中（左派及非左派）找出描述一九六七年事件的不同字詞？ 

（建議答案：左派以「反英抗暴」而非左派以「騷動」來描述六七年的政

治事件） 
 
（２）請分析兩組材料就報導六七事件時態度有何不同呢？（建議答案：左派言

論認為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錯在港英政府，認為香港工人的行動是愛國的表

現，所以抱同情的態度，而非左派不太認同工人的行動，認為對香港繁榮

有負面的影響） 
 
（３）你認為香港人是否認同中共式的政治運動呢？（建議答案：讓同學自由發

表個人看法） 
 

活動參考材料 
 

左派言論 
 
文匯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國民黨特務在九龍製造大暴亂事件 

粵穗各民主黨派非常憤慨 

要求港英當局徹底鎮壓 

中國人民對港九同胞所受損害絕不會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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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國民黨特務暴行為害港九同胞 
全國人民表示憤怒 密切注視港九治安 
中國政府注意香港英國當局能否負起責任 
對港九同胞安全十分關切並表示親切慰問 

 
 
文匯報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 
 

立即制止暴亂 確保治安秩序 

工聯提出四項要求 

昨派代表往警務處陳述暴亂引起嚴重損失 

指出把事件說成是左右派打鬥係歪曲事實 

 
．．．．．．．代表會最後向警方提出四項要求： 
1. 港府應迅速採取有效措施，立即制止暴亂，確保港九社會治安秩序，保障工

人、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2. 立即逮捕策劃暴亂的主事者及參加暴亂的特務分子，嚴厲懲處，以平民忿 
3. 對被毆打受傷的工人和市民，立即進行搶救，並負責醫理 
4. 對已受破壞的工會、工廠、商店等，應立即考慮詳細的善後辦法 
 
 
 
 
 
 
文匯報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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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藉人造花廠勞資糾紛進行

挑釁 

港英出動數百武裝警員防暴隊 

血腥鎮壓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 

 

英警毒打工人途人之後，再把二十一人拘反警署，昨夜又扣

留前往往抗議的樹膠工會主席及該廠工人代表。工人及廣大

愛國同胞對此極表憤怒，並提出嚴重抗議。 
 
 
 
 
 
文匯報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維護正當權益 保障人身安全 

樹膠工會發表嚴正聲明 

堅決要求港英當局：立即釋放工會主席、工人代表及被捕者；

懲兇、賠償；不得鎮壓迫害工人；不得干預勞資糾紛 
 
【本報訊】港九樹膠業總工會舉行聲討大會，就港英插手香港人造膠花勞資糾紛，

血腥鎮壓工人和愛國同胞事發表嚴正聲明，其全文如下： 
 
港英警察當局，在本月六日下午，對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橫加干預，突然出動

二百多名武裝警員、「防暴隊」，揮舞警棍、手鏍、卡賓相及催淚彈等，對我愛國工

人及愛國同胞，進行法西斯瘋狂鎮壓，把約廿多名工人廠毆傷後再往黃大仙警署，

事後本會主席馮金水暨該廠工人代表歐陽進強、吳炳明等前往該區警署抗議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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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被橫加逮捕，直到現在還在被拘留中，對於港英警方武裝鎮壓愛國工人同胞，無

理拘捕工會代表及工人代表的血腥暴行，我們一致提出嚴重的抗議。 
 
 
 
 
 
 
 
 
 
一九六七年五月至十月份港英非法拘捕、殺害港九同胞人數（據不完全統計） 
 
於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香港風暴》 
 
各行業被捕同胞統計 
 
工人           ２１８０人 
學生           １９６人 
農民           ４５人 
小販、報販        ３２人 
新聞工作者        ７１人 
教育工作者        ４８人 
銀行、貿易、保險業職工  １４１人 
戲院職工         ２８人 
出版印刷工作者      ５５人 
國貨公司職工       ７５人 
其他           １５５３人 
 
 
 
 
中國外交部聲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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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下年，香港新蒲崗人造塑膠花工廠中國工人，為反對資方加

強剝削，進行了鬥爭，香港英國當局包庇資方，壓制工人，竟然出動了二百餘名

武警察和「防暴隊」，對該廠工人和其他中國居民，進行了血腥鎮壓，當天毆傷多

人，拘捕二十一人。．．．．． 
 必須指出，香港英國當局製造這次大規模的血腥暴行，是經過長期準備的，

是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的一部分。英國政府一方面配合美帝

在越南的戰爭升級，漠視中國政府的多次嚴正警告，繼續把香港作為美國侵越的

基地，另一方面又不斷在香港加強敵視中國的種種措施。特別是在我國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香港英國當局曾多次舉行敵視中國的軍警演習，旨在對香

港中國居民進行血腥鎮壓，妄圖以高壓手段抵制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

影響。．．．． 

 
 
控訴港英法西斯暴行  於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編《香港風

暴》 
 
英帝國主義霸佔香港，侵吞九龍，攫取新界，一百二十多年來把罪惡的反動統

治強加在我們中國同胞的身上，形成了長時期的黑暗，玷污了我們美麗的河

山。．．．港英的軍警是迫害我們同胞的工具，港英的法律也是迫害我們同胞

的工具。．．．港英的法官更是直接迫害我們同胞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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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左派言論 
 
  鄭郁郁 （星島日報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 
 

促進勞資良好關係 

推行內部公共關係消弛勞資糾紛 
 

一連發生了幾宗勞資糾紛，使到安定的香港社會呈現不安。世代習慣於殖

民地生活的一小撮人便想到政府干涉那些高壓的手法，他們主張由政府強制仲裁

勞資糾紛，他們忘記了今年是一九六七年，而以為今年是一七六七年！ 
 
高壓只有引起更大的反感，引起更大的反抗，引起更大的糾紛！除了「強

制仲裁」，其實有更好，更合理的辦法，那就是事先促進勞資了解，推行內部公關

係，消弛勞資糾紛於無形。勞資糾紛多由工資，工時或其他小問題而起，到了問

題成為糾紛之後，誤會加深，彼此都很容易意氣用事，節外生枝，問題越來越複

雜，變成「剪不斷，理還亂。」．．．．．．． 
 

勞方只讀「毛主席語錄」而不求甚解是無用的。「毛主席語錄」第廿三章

教人凡事都要經過「調查研究」，對於一切問題都要先調查研究。勞方忽略此點，

只講意氣，必造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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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 
 
 
有人圖阻人造花廠運貨 
大有街頭人潮洶湧 
防暴警員維持秩序 
九龍區警察取消休假 
 
（本報專訊）香港人造花廠新蒲崗勞資糾紛事件中，由於工廠內工人搬運貨物

遭受阻礙與一名中文報記者於拍攝照片時被包圍索取菲林，大隊警方人員曾到

場維持秩序。情勢一度緊張。．．．．．． 
 
此際情形非常緊張，有某報記者擬攝取工人搬貨及被阻止的鏡頭，忽被反對搬

貨的工人包圍，向該記者索取記者証，但記者拒不交出，廠外警方便衣警探防

肇事，乃用無線電召來五六部警車，有一警司從車上下來，對工人解釋，記者

有權拍攝現場新聞，但不為聽者所諒，他們強要搶去該記者的菲林。 
 
明報 一九六七年 五月十日 
 
 
群眾軍警搏鬥六小時 
新蒲崗大騷動 
波及龍城居喀兵參與彈壓 
深夜復平靜一二七人被逮 
 
（本報專訊）新蒲崗大有街香港人造花分廠勞資糾紛事件發生以來，繼本月六日發

生騷動事件後，昨日下午再度發生更嚴重的不愉快事件。．．． 
 
昨天新蒲崗大有街香港膠花廠工潮現場發生騷動，防暴隊與左翼工人，學生及大數

量之群眾對峙六小時，期間警察放五十三發催淚彈，七十發木彈，拘捕一二七人，

十二警官在執行職務中受傷，群眾受傷者十一人，晚上有人在東頭村放火，消防員

救火途中被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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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 
 
 
大有街騷動廿一人被控非法集會 
一人認罪餘者押監 
北庭爆棚警衛森嚴 
周家另案被控行為不檢官判簽保 
 
（本報專訊）本月六日下午，新蒲崗香港人造膠花廠，發生工人與警察衝突事件，

結果先後有廿一名工人被捕落案控以非法集會，毆打，恐嚇，行為不檢等罪名，

昨晨在北九龍裁判署提訊，警方在裁判署內外，戒備森嚴，除加派大批軍裝警員

佈防外並有大批便衣探員混雜在人群中以防萬一，第一法庭絕早爆棚。．．．．． 
 
 
 
明報社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政治性事件」引起反感 
 
．．．．．本來，按照中共的理論，任何事情與政治有關，而且在處理任何事情

之時，都須「突出政治」，「政治掛帥」，可以說，「突出政治」乃是毛澤東思想的

精義，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所高舉者，主要也是念念不忘於突出政治，

因此，在一次工人運動中，工人們大寫毛澤東語錄，大唸毛澤東語錄，如果有人

認為這運動有政治性，照理並不是歪曲或者低估了這工人運動的意義，反之，如

果工人只著眼於經濟鬥爭不突出政治，那倒是違背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但極大多數香港人，都不希望發生在本港的任何工潮帶有政治性，．．．．．工

人為了改善經濟條件，反對不公平的待遇，因而向資方提出合理的要求，相信大

多數香港人都寄予同情，希望他們的合理要求得到滿足，但如他們把政治鬥爭帶

入勞資糾紛之中，就不能得到大多數人同情了，並不一定由於他們的政治口號與

主義不受人歡迎，而任何政治鬥爭都會破壞本港的安寧，使大多數香港人不能安

居樂業，這些勞資糾紛中沒有政治性，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但願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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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發表文告全力支香港政府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英政府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發表文告，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對騷動事年的立

場。英政府聲明表示：「全力支持香港政府履行維持其法律及秩序的責任及其導

致解決勞資糾紛所作之努力。茲特鄭重聲言，此等騷動事件最初原因，原是頗

輕微的勞資糾紛，假如資方及工人願意共同坐下來，以理智及善意來討論，本

可很快就解決。」 
文告復稱：「自騷動開始以來，在三日騷動中，若干名香港警察受傷，他們在執

行任務時，已表現絕大容忍，使用最小武力。」北京週一日發出之中國聲明，

指英政府與美帝國主義結合，在去週之騷動中，在香港作大規模的血腥暴行。

中國的指控，僅是一項「陳述」，並非一項正式外交照會。英政府於今日文告，

詳盡論述五月六日在九龍開始的嚴重騷動的環境。強調謂，警察所發的警告，「未

受到理會，因此警察迫得採取行動，以維持平靜」。文告復稱：「香港政府有無

可逃避的責任，以維持法律和秩序，盡可能不偏不倚地，保護香港全體居民的

利益。」文告結尾稱，「所有拘捕案件，現在循法律程序以通常方法處理。」 
 
 
 
 
 
 
戴麟趾強調法治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港督戴麟趾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晚發表聲明，全文如下：本港大多數居民，現

在都已經讀或者聽到了英國政府今天上午在倫敦發表的聲明了。這項聲明重申明

確地講述了有關的事實和英國政府的意見，我自然對之極表歡迎。它也指出我必

須繼續確切保證本港的安定。這點我當然會竭盡心力，鞠躬盡瘁地去做。我也會

繼續盡力促使本港恢復它平時的寧靜和平情況。過去幾天來，本港許多個人和團

體，都表示支持政府和希望本港局面恢復和平安定。很明顯的，這是本港絕大多

數居民的期望。．．．．．．實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儘可能地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

同等的保障和福祉。法治是本港社會的基礎，也是全體居民能夠安居樂業的保障。

使我們不致感受專橫的脅迫和兇狂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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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學補充及輔助教材： 

介紹：六七年的政治事件除了引起左派與非左派之間的爭論

外，事隔三十多年香港特區政府向當時左派中堅份子楊光頒

授紫荊勳章，引起廣泛的議論，以下是一些對楊光授勛事件

不同看法的材料。 

 

建議教學方式：教師可在課堂上指導學生分組討論，建議教

師應在討論中對學生詳細講解中國文化大革命及一九六七

年的香港政治事件，討論焦點可環繞著回歸後港府的立場的

轉變及授勛事件引而起的社會道德問題等。 

 

指引問題： 

（１）六七年港英政府與回歸後特區政府對事件立場有何

不同呢？為什麼會有不同呢？ 
（２）你對特區政府向楊光授勛有何看法呢？ 
（３）你是否認同楊光在六七年事件中所作的行動呢？ 

 

材料一： 

香港人權監察會員通訊   二零零一年八月第一卷 第四期  

楊光授勛    

在特區政府宣佈向楊光頒授大紫荊勳章後，我們的創會主席

夏博義和現任司庫黎榮耀分別致函《南華早報》，就此事發

表意見。以下是兩封信件的轉錄。夏博義還撰寫長篇文章，

亦轉載如下。  

黎榮耀的信    

得知特區政府決定向六七暴動中堅份子楊光頒授大紫荊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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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消息，我深感震驚。在這次暴動中，共計五十一人死亡，

數百人受傷。    

更為糟糕的是，楊先生竟然毫無悔疚。當記者問他是否對他

在六七暴動中的角色感到歉意時，他竟然說「已經忘記」當

時發生的事！    

暴動發生時，我尚未出生。但我知道，所有的暴力都應受到

譴責。即使楊先生不必對暴動中的人命傷亡負直接責任，但

他參與暴力就已宣告他不應得這份榮譽。    

來自工會的立法會的議員梁富華稱，楊先生配受這份榮譽，

因為暴動令勞工法例和工人權益得到改善。我強烈反對這種

論調。    

任何改善，都是由當時的殖民當局而非那些引發暴亂的份子

所引進的。  

外界廣泛認為董建華走這一步是為了向八百多人的選委會

【該選委會將投票選舉下任特首】爭取選票；選委會中的一

些人傾向於同情六七暴動。    

對楊先生授勛並非違法，但這卻讓世人看清董建華竟然為了

連任而採用這種方法來取悅親北京陣營。這進一步證明特首

選舉制度的不公平。  

我們不容往者已矣的說法。那些暴亂受害人的感受理應得到

尊重。  

夏博義回應「黎榮耀的回應者」  

尊敬的先生﹕    

我同意黎榮耀的觀點，並希望更正貴報一名膽怯的通訊員所

發表的不具名文章的觀點，指六七暴動的起因是人們為了尋

求改善香港的生活條件。    

一九六七年暴動是由中國政府組織的，是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在香港，是由新華社協調進行的。

暴亂停止的原因是中國政府政策的轉變。而在動亂中，數以

千計的人不斷逃亡到香港以逃避開大陸那裡更為惡劣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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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    

香港暴動的支持者們，表現出對人類生命的全然漠視，更遑

論對港人福祉的關心。林彬，一位仗義執言反對暴亂的電台

廣播員，在受到點名攻擊後，更被暴徒活生生燒死。   

或許，若果法輪功放棄和平的靜修與氣功練習，而開始將人

們活活打死，董先生將停止稱他們是邪教，並授予他們大紫

荊勳章吧﹗  

   

楊光－授勛大紫荊勳章 （夏博義）    

今年六月，特首董建華將香港的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授予

長期擔任港九工會聯合會〔即香港工會聯合會前身〕主席的

楊光。    

鑑於楊光在一九六七／六八香港暴動中所扮演的組織者的

角色，此獎賞備受輿論批評。    

支持授勛的人回應說，像楊先生這樣牽涉組織暴動的人，其

出發點是為了改善當時香港窮苦大眾的生活水平。    

只要細心審視當時暴亂的情形就能看出這種論調是強詞奪

理，根本沒有任何值得為暴動的組織者們辯護的理據或藉

口。對於這場暴動，年長的人權監察會員，若當年在港，自

當記憶猶新。而沒有經歷過這場暴動的人，則可以參考下列

概述︰    

暴亂其實是早一年已在中國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

伸。當時，澳門的葡萄牙殖民政府實際上已經被紅衛兵式人

物所推翻，而香港的暴動其實是中國政府當中某些派別及其

代理人和支持者希望照辦煮碗，企圖將香港變成另一個澳

門。    

暴動的導火線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新蒲崗一間塑膠花廠發

生的勞資糾紛。隨後，中環出現大規模示威，示威者高呼毛

澤東《小紅書》中的口號。遊行中發生了一些衝撞和損壞財

產行為，但幾天後，局勢相對地變得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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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位於新界東北角，並橫跨中、英邊界

的沙頭角村內的一所警崗受到襲擊。襲擊者是一夥來自大陸

的人，他們未加警告便開火，武器包括機關槍，五名警察被

殺害，火力之大使大批警員連續多個小時無力反擊，直到踞

喀兵從兵營開來馳援。同日，毛派分子在中環和灣仔發動了

暴力示威，並開始向巡邏的警察投擲炸彈和腐蝕液體。    

政府依據緊急狀態權力，實施了宵禁和進行拘捕，並突擊搜

查毛派分子活動據點。    

四天後，大埔鄉事委員會被炸彈炸毀。由毛派分子在香港發

動長達數月的炸彈狂潮，由此拉開序幕。警方不斷搜查可疑

場所，並搜出武器炸藥。八月卅一日在筲箕灣的一次搜查中

發現三百五十樽裝滿腐蝕液體的瓶子。    

毛派分子在眾多擁擠的公共場合都放置了炸彈。八月九日，

一枚炸彈在海運大廈爆炸；八月廿日另外一枚在一所學校外

爆炸，炸死一對小兄妹。七月十八日，一枚炸彈在北角柏立

基夫人健康院爆炸。七月廿六日，一枚放置在屈地街電車總

站，偽裝成玩偶的炸彈爆炸，三名小童受重傷。七月卅日，

一枚偽裝成唐老鴨的錢盦爆炸，所幸無人傷亡。    

對於絕大多數香港人而言，那些暴亂組織分子是極其不受歡

迎的。商台播音員林彬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人士之一。

八月廿四日，一群暴徒向他的汽車投擲汽油彈，炸彈爆炸，

林彬和他的堂弟被嚴重燒傷，蹣跚地爬出車外，暴徒將汽油

潑向他們，兩人頓成火人，稍後均傷重死於醫院。出事前，

林彬的名字已經在「暗殺名單」上，在各次示威中傳遞。    

暴力示威穿插在炸彈狂潮中，亦有群眾屢次越境竄入香

港。    

一九六八年初，暴亂逐漸平息，或許是中國政府政策的轉

變。以澳門模式改變香港的的企圖徹底失敗，或許當時毛澤

東希望香港依然由英國人掌管，以圖一旦中美爆發戰爭，便

能減少中國遭受全面海上禁運的危險【當時正值越戰高

潮】。    

統籌暴亂的是一個所謂「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暴亂期間，

其許多成員紛紛被捕，而委員會的主席—亦即是這個剛剛被

 20



授予大紫荊勳章的楊光，卻是逍遙法外的其中一人。    

至今無人因林彬謀殺案而被繩之於法。  

 

材料二： 

 

馬 力  (2001.7.8 刊於明報) 

今年特區政府的授勳，引起一場政治風波。有的傳媒和民主派人士，對政府頒授

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給工聯會的楊光頗有看法，指他在六七年曾擔任「香港

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主任，領導左派暴動，造成無辜市民傷亡，政府頒大

紫荊給他，等於是肯定他在六七年的所作所為。 

政府頒大紫荊給楊光，很清楚是表彰他參與香港工運多年，對勞工福利作出的貢

獻，又長期服務基層，和「六七年事件」無關，不應該混為一談。 

所謂「六七年事件」，傳統左派稱之為「反英抗暴鬥爭」，港英政府和市民則稱

之為「六七年暴動」。怎樣看「六七年事件」？筆者認為，事件的性質是港英殖

民地政府鎮壓工人，引起左派反殖的鬥爭。左派義無反顧地反英，鬥志可嘉，值

得肯定。但筆者並不認為當時的路線正確。左派受極左思潮的影響，採取了過激

的鬥爭手法，損害了香港的社會治安，一些左派人士和無辜市民甚至在事件中傷

亡。所以筆者認為整個事件是一個悲劇，特區政府也沒有必要平反這個事件。 

政府應該知道楊光在六七年事件扮演的角色，既然決心頒大紫荊給他，當社會對

這件事議論紛紛時，政府起碼也應該出來向市民解釋授勳因由。令人失望的是，

政府沒有這樣做，以致輿論一面倒否定楊光，並質疑特首的動機。  

 

材料三 

 

作者: 關傑棠 神父, 香港教區司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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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最震撼人心的事上演了，稍為認識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開

始的「文化大革命」曾經帶給中國人民多大的苦難，而整件事亦已在中國近代史

上定了位，是百份百的罪惡和創傷，不翻為妙。然而不知是誰的鬼主意，楊光老

先生的受勳，把我們推回一九六七年香港暴動「時光隧道」……升中四那年暑假，

我家住在北角健康村，我是屬於聖猶達堂區的修士，每天清晨我都要上教堂望彌

撒。那段日子，遍地土製炸彈（俗稱菠蘿），由於英皇道的華豐國貨公司大廈是

「反英抗暴」的大本營，這一帶的氣氛特別緊張，除了警察，連英軍也頻頻造訪。

一個升中四的修生只識祈禱念經、打球游泳；甚麼政治意識，政治立場完全不懂。

幸好，我還有顆分辨善惡的良心。 
 
  不論你有甚麼天大的道理，用炸彈殺傷無辜的平民百姓就是罪惡。雖然事隔

多年，我猶記得聖堂後街有雙小姊弟被炸死，後來科明智神父（本堂）幫助這個

家庭執葬的情況。楊光先生對工人運動有貢獻是一回事，但他不能擺脫六七年暴

動的歷史責任。用沉默去化解內心的悲哀，用時間去淡忘過去的災難最符合心理

健康；但偏偏我們的特區政府硬是要揭歷史的瘡疤，到今天仍在自圓其說，如果

這事由始至終是特首一人的主意，他真是歷史「糊塗蟲」。如果是他的智囊團獻

計，那香港的前途將更加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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