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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十年代香港工人文學看香港工人的生活面貌、學習香港史

文學中的一點一滴，都飽蘸著一時一刻的歷史，滄海桑田、人情世故、典

章制度，無不躍然於字裏行間。本工作紙就從七十年代部份以工人為創作題材的

文學作品(工人文學)，看看七十年代香港工人的生活面貌，並從中學習香港歷

史。

作品名稱 作者 相關題材 作品類別 頁數

不要讓爸爸知道 鄧阿藍 童工 新詩(1974) P.2-3

午飯 黃楚喬 電車售票員 新詩(1974) P.4-5

背後 鄧阿藍 失業工人 新詩(1975) P.6-7

罐頭花 黃楚喬 寫字樓文員 新詩(1976) P.8

阿鳳的故事 盧明 工廠女工 小說(節錄)(1976) P.9-11

苦難的青衣塘 華強 工人生活 小說(節錄)(1976) P.12-13

蘿頭傳 金依 工人生活 小說(節錄)(1977) P.14-15

暑期工的故事 海辛 暑期工 小說(節錄)(1979)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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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爸爸知道          鄧阿藍

小鼻子

聞著花叢的氣味

把工場當做體操的地方

塑膠機

當做一個個同學

那多麼好

皮球，追逐，嬉鬧

呼吸草地的空氣

慢慢長大的腦子

也曉得想

那個時候

孩子也懂得

爸爸病了

苦澀的味道

有一杯咖啡

那多麼好

孩子今晚要開夜

要開夜的孩子

不要哭

那麼咖啡

有過很高的樹

那些樹木

有過風雨的季節

握實士巴拿

鐵模和螺絲

要用力上緊

要聽師傅的話

要記住

面上的手指印

要記住

樹在難看的泥土上會長大

會有一日

在哭的牆內

和勞工處的先生

談談外面的生活

不要哭  不要哭

你長大後

街道上還有很多兒童

揹起了工具

經過可愛的學校

孩子啊孩子

難聞的偈油裏

一條一條軸輪

已經轉動

不同顏色的膠粒

漸漸變成朵朵向日葵了

不要哭啊  孩子

爸爸病了

 不要讓爸爸知道

 今日被勞工處趕過

 今日被廠長罵過今晚被師傅打過

                                

1974年 1月 20 日<<中國學生周報>>

1.「孩子」在什麼工廠開夜班？

                                                                           

2.詩中的「孩子」為什麼會被勞工處「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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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詩中的孩子為什麼想「哭」？

                                                                           

                                                                           

                                                                           

                                                                           

4.據詩中可見，當時的教育發展如何？政府實施了九年強迫義務教育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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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香港電車網站：http://railwayworld.uhome.net/hktramways.htm

午飯           黃楚喬

跳上電車

買票

售票員在吃飯

讓我吃完這口飯再給你賣

將飯連菜一並送入嘴

後面的人在推著

他沒有一點騷動

位子對正他

仍吃得津津有味

一個飯壺、一隻香蕉

助他完成今日的使命

豈可放棄每刻可吃幾口的機會

車停   車開

人都逼了上來

他並沒有意思停止

仍吃得津津有味

喂  買票

沒反應

兩隻眼珠不停地滾著每隻握角子的手

等一會兒好嗎

吃完這口自然給你賣

沒好氣等放下壺子

一面嚼一面賣

這頓飯吃得不容易

一直有讓他吃得痛痛快快的念頭

下車時眼睛纔離開他

留下他一個人獨嚐飯的香味

留下他在這有限的空間內

孤軍作戰

                                      

1974年 2月 20日     <<中國學生周報>>

1.電車售票員為什麼要在電車上吃午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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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麼時候開始，電車上再沒有售票員？電車公司為什麼不再設置售票員？

                                                                           

                                                                     

3.試試講述你所知道的電車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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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      鄧阿藍

我的背後

剩下我的腳印

一個冬天

貝殼會想著什麼

我想從人群裏走出來

我望著一隻海鷗

含著一尾魚

逐漸在岸消失

海那邊

有一個島

有一塊田地

有一間茅屋

我沒有想下去

走過一條一條街道

冰冷的下午

灰暗的天空下

我看見那些黑煙

也慢慢消失

我把衣領翻高

我把手插進褲袋裏

摸著醫生紙

摸著一份解僱書

一隻手在黑暗中

摩擦著幾枚硬幣

我聽到輕快的調子

在破爛的缽中昇起

在我的背後消失

我答應過自己

要把憂鬱收藏

我也有盲眼的母親

我望著浪花

我的背後

是一個夏季

巖石會想著什麼呢

我走進人群裏了

我挽著一些餸菜

採摘了幾朵野花

讓母親感覺到

坑渠的旁邊

也有清香的花朵

                                            

1975年 5 月           <<四季>>

1.「我」遇上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我會有這遭遇？

                                                                           

                                                                           

2.1974年後，香港工人面對什麼困境？為什麼會出現這困境？

                                                                           

                                                                           

                                                                           

3.這困境對香港造成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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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這困境與現時香港所面對的經濟困境有相似、不相似之處嗎？為什麼？

                                                                                   

                                                                           

                                                                           

失 業 漫 畫

                                            1975 <<工人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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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頭花          黃楚喬

中午

她把皮膚移植卜公碼頭

把蒼白交給陽光

她到附近的地盤抓泥

忘記她是一株植物

他們放她在一個沒有季節的房間

讓她吃發光的食物

然後每天都在守待

她開放出彩虹

                                        1976年 3月 12日 <<大拇指>>

1.詩中的「罐頭花」，指的是什麼工人？

                                                                           

2.「她」過的是怎樣的工人生活？

                                                                           

                                                                           

3.在七十年代中期的香港，大約有多少「罐頭花」？

                                                                                     

                                                                                    

4.你想成為這樣的「罐頭花」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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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鳳的的故事(節錄)       盧明

   「阿鳳！阿鳳！⋯⋯你醒過來了！」

    一群女孩子圍在病床兩邊，緊張地望著床上躺著的病人，一個勁地叫著。躺在床上的，

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尖尖的臉蛋，沒有一絲血色，只見她眼臉緩緩地眨著，終於張

開了，床邊的女孩子們不禁喜極而歡呼。整整七天七夜了，阿鳳終於醒過來了，她們七天七

夜懸著的一顆心終於放下來了。

   「伯母，伯母，阿鳳醒了！」

⋯⋯

    這個叫阿鳳的是個年青的女電子女工。一個星期前，她像往常一樣⋯⋯回到工場，阿鳳

如往常一樣，不言不語地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眼睛死盯著在自動生產線上的機件，手不停地

動著。做著做著，為什麼雙手老是不聽使喚，老是追不上移動著的生產線上的機件？她想：

今天的「拉」(自動生產線)好像是快了。
   「喂，阿鳳！一定是老闆又作怪了，「拉」越開越快了。」

    那邊一個女孩子的叫聲傳了過來。

    ⋯⋯

跟著幾個女孩子也在嚷哄開了。就在這個時候，阿鳳突然扒在生產線上，胸口壓著機件，

暈過去了。

⋯⋯

    「你們為什麼不開工，回去！回去！」

     一個管工模樣的男人走過來。

     「有人暈了，還開工，開個屁！」

     女孩子們反駁著。

     「暈了，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一會兒就醒來嘛 ！開工！」

     管工找來幾個人把阿鳳抬到樓下，迫著這班女孩子繼續開工。但是那個叫阿英的女工

和另外兩個女孩子很不放心，還是跟著到樓下。

   果然，廠方沒有送阿鳳去急救，阿英只得替阿鳳擦藥油，足有一個多鐘頭，阿鳳才醒轉

過來，廠方怕事情鬧開去，影響趕貨，影響工廠的聲譽，就打電話叫阿鳳的母親來接阿鳳回

家。怎知，還沒有踏進家門，阿鳳又再次暈過去了。嚇壞了鳳媽，急得手忙腳亂。後來，還

是馬上把阿鳳送進了醫院。誰想到阿鳳一直昏迷了七天七夜呢！

⋯⋯

「我是媽媽，是你媽媽，你認得嗎？」

阿鳳像是聽到，又像是沒有聽到，呆呆的，後來又閉上了眼睛。顯然這是受到了過分的疲勞

折磨的結果。在昏迷之後，她記憶力喪失，什麼事情也記不起來了。

⋯⋯

一個多月後，阿鳳回工廠去想繼續開工，怎知老闆藉口阿鳳身體還未復原，需要多休息，叫

阿鳳回家。就這樣毫無補償地將阿鳳一腳踢走，變相開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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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賺了大錢，工人也增加了，廠是越開越大，老闆的胃口也是越來越大，而我們工人呢？

為了飯碗，被老闆那永無止境的「新目標」迫著，「加機」(增加工標準數)、「趕貨」，「加機」、
「趕貨」吞噬了她的青春！阿鳳滿腔的怒火，湧了上來。

⋯⋯

「我還不到二十歲，就被折磨成這個樣子，今後的日子怎樣過呢？我的青春就是這樣的完了

嗎？」

阿鳳在心裏反覆的問自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香港的電子工人遭受增加勞動強度的壓迫到

了何等驚人的程度！特別是美國老板為了賺更多的錢，不斷地把生產的標準數加了又加，自

動生產線開快。在老闆的監視下，工人被迫沒命的趕貨，不要說二十歲左右的熟練工人(她們

在行人已經被叫做「阿婆」了)受不住，就連精力旺盛的十五、六歲眼明手快的小姑娘也捱不
了，要整天靠擦藥油支撐。近年來大多數廠都推行周五天工作制，就是省回工人一天的工資，

但卻把六天的生產量分配在五天裏做完，時間縮短，工資減少，而產量不變，甚至還要增加。

這樣，在工人身上的勞動量就越來越加重，像阿鳳這樣的慘劇，只能有增無減。

   資方為了使工人能「合作」地工作，往往增加工時，制定苛例，監管工人工作。據一些

材料統計了三百零五間電子廠，工人共四萬零八十七人，其中就有七千二百九十個管工，平

均每五個工人就有一個管工，管得工人們動彈不得。有些工廠還要限制工人如廁，工人如廁

要輪流領牌仔，一個有二百人的工場只得兩個牌仔，有些甚至離譜到要問原因才準上廁。有

一間美資電子廠，一個年僅二十一歲的女工，就是在緊張的勞動、沉重的苛限制下，年年、

月月、日日地工作，因而精神過度緊張，有一天放工後就暈倒死去了。很多電子女工職業病，

如神經衰弱、頭痛、貧血、風濕、胃病、鼻，比比皆是。年紀輕輕的就被人家叫做阿婆，如

果一旦被開除出廠或離廠，想到另一間工廠工，十八、九歲就說超齡，不獲錄用了。她們的

身心受到多大的摧殘啊！

                                   1976     <<訴不盡的血淚-香港工人生活實錄>>

補充資料：

香港嚴重職業災害事件及統計數字(1966-2000)

                     A      B   D   E  F     G  H  I  J  K  L M  O  P

   

1966             76      80  83   86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00                                                                            

                  C                                                   Q

A：由 66年至 76年，雖然勞動人口只是增加了百份之二十，但工傷數字卻增加了四倍。

B：1月 20日，北角精工髮品廠大火，十一人死十多人傷。

C：由 75年至 80年，共有 24,1467宗工傷，1328人死亡，平均每年有 70名工人死亡。

D：1 月 26日，新蒲崗萬寶致電子廠機器排出高濃度毒氣，200名工人須送院治療，數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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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肺部受到永久損害，六名懷孕女工流產。

E：10月 6日，葵涌馬可硝皮廠化學品爆炸，24名工人嚴重燒傷，其中 14人死亡，最年輕

僅 15歲。

F：全年共有 86名工人因工死亡，超過 10萬宗工業意外，為亞洲區之冠。

G：由 89至 90年，涉及吊機及起重機的工業意外共有 894宗，其中 30人死亡。

H：4月至 6月間，共有 8名工人因吸入過量工業化學品的有機溶劑而引致四肢萎縮。

I：7 月，兩周內發生 3宗密閉場地內工作發生意外，5名工人死亡，1名工人受傷。

J：北角煤氣控制大樓地盤的一部運載工人的升降機墜下，十二名工人死亡，其中有一名十六
歲的暑期工。

K：1月，石硤尾匯豐銀行分行發生縱火案，5名工人死亡。

   2月，元朗朗屏村吊船意外，2名工人死亡。

L：12月 23日，西環士美菲路地盤沉箱倒塌，2名工人被活埋。

M：6月 6日，葵涌醉酒灣新機場鐵路藍巴勒海大橋地盤高空工作台從 80呎高空墮下，6名
工人死亡。

   11月 20日，油麻地嘉利大廈五級大火，41人死，81人傷。

N：8月 3 日，新機場建成，建築期間共 49名工人死亡，7千 4百多人受傷。

O：7 月 29日，17歲的暑期工阿亮首天在製冰廠工作，開工不足一小時被碎冰機絞斷左腳。

   全年共有 6萬多宗職業意外，但政府只作出 2916宗檢控，平均罰款只是 18400元，工人
性命如草芥。

P：2月，大圍發生風煤樽爆炸意外，3名工人死亡，4 名工人受傷。

Q.：由 92年至 00年，共有 588名工人因工死亡，平均每年約 63名。

1.從小說中可見，七十年代電子廠的女工普遍面對什麼問題、困境？

                                                                                    

                                                                                 

                                                                                    

2.香港在六、七十年代發展，在八、九十年代繁榮、富庶，可是這些發展、繁榮富庶，從小
說中可見，卻全都建築在什麼上面？

                                                                                   

                                                                                      

3.阿鳳的遭遇、嚴重職業災害事件及統計數字，反映一直以來政府對商業、工人採取了怎樣
的不同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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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的青衣塘(節錄)             搪瓷工人   華強

在青衣島的南面，獅頭山腳下的海灣，密密麻麻地擠滿了簡陋破欄的棚屋。幾十條板橋

架在水面，把那一間間的棚屋連接起來。只見一堆堆的垃圾，那腐爛得差點認不出來的死魚、

死螺、死雞、死貓、死狗、死老鼠，再加上人的糞便堆積在水上，臭氣薰天。

   烈日之下，只有六呎高的棚頂晒得發燙，可以想像得到屋裏就像焗爐一樣。偶然吹來一

陣風，會是涼快些，可是，總夾雜著一陣腥臭味。東面牛皮廠的臭氣，南面開山地盆的沙塵，

西面涌尾村流下來的豬屎、垃圾，北面搪瓷廠的化學硝酸氣也隨時會順著風向刮過來，成年

人也經常被嗆得眼水鼻涕一齊流，年幼的小孩更是哭哭啼啼，難以忍受。

   這就是與荃灣一水之隔的青衣塘，有誰會想到在這樣的海灣竟聚居著三千多貧苦的工人

和漁民呢？

   在這裏居住的都是歷盡滄桑的勞動人民。他們原來大多數是漁民，散居於香港九龍各處

海灣，如香港仔、九龍灣、旺角、荃灣、北角、筲箕灣、長沙灣等處。由於不斷的填海賣地，

他們就被趕到這裏來。塘上的棚戶越住越多，人口也不斷增加。人們大多在岸做工，以低廉

的工資維持一家的數口的生活。一九七四年以來，由於香港經濟衰退，工廠停工減產，居住

在這個塘上的人家又增添了一重苦難。

   張伯是青衣塘千百戶貧苦居民中的一戶，他今年六十三歲了，整天不分晝夜地坐在昏暗

的屋裏，手拿著膠花，放到眼皮底下穿著。很久才穿好一塊，實在看不到了、疲倦了，才挪

動一下坐的位置，又繼續埋頭穿著。這些天到工廠取膠花來做，廠方總說工廠無訂單，白走

了幾次，好不容易昨天等了一朝才取回那麼一些，如果不手快些，收發先生又說耽誤了他的

工夫了。

   張嬸也是五十過外的人了，她藉著外面射進來的日光，默默的點數目，一粒一粒地穿著

珠仔，這天中午趕著要交貨，昨晚現在還未有合上過眼睛。

   夫婦倆就是這樣整天整夜地穿著這些膠花和珠仔，好不容易才得一元幾角過活，還要供

養老母親呢！

   張伯的老母親已經九十多歲了，行動不便，耳朵又聾，整天捲曲著身體睡在暗暗的角落，

躺倦了，就坐起來，一會兒又再躺下；只有吃飯時才挪出床口，用顫抖的雙手，捧著飯碗，

艱遧地扒吃著。

   這三個老人就是這樣默默地過著凄慘的晚年。

                           

1976     <<訴不盡的血淚-香港工人生活實錄>>

1.青衣塘現在變成怎樣了？

                                                                         

                                                                         

2.什麼時候開始，漁民被趕離旺角、九龍灣等地？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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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七十年代為什麼會出現穿珠仔、穿膠花的行業？

                                                                         

                                                                         

                                                                          

4.你認識曾穿過膠花和珠仔的人嗎？認識的話，他 / 她們的經驗是怎樣？

                                                                         

                                                                         

                                                                         

5.張伯一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遭遇？香港七十年代有什麼老人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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籮頭傳(節錄)            金依

籮頭一家，仍在這街邊住下來，羅牛每晚收工都由住在附近的工友送回家。

羅嫂也漸漸好一些，便恢復開工去了。白天，籮頭守著竹籮，天天「走鬼」。一

晚，福伯送羅牛回來，向福嫂說：「托工友給你們找到一個地方，是徙置區，央

人租給你們住，但那只是偷偷租給你們的，你們只算住黑市，但總比住街邊好些，

不容易租到呢。」

   ⋯⋯

   到了那房間，福伯開了門，開了電燈，那是一個最小的徙置區單住，但畢竟

是一個房間，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三邊是牆，前邊是門和窗。並且，還有一

張雙格鐵床，他們是連床一起租來的。

   「有床呀！」籮頭高興地爬上格，但是，他站起來，頭就頂著屋頂了。他們

有屋住，也有床睡了。

「剛才這租屋給你的人說，如果區長查屋，你們就躲一躲。」福伯向羅嫂說：

「不然，如果查出來了，大家都不方便呢。」

   ⋯⋯這一晚，籮頭一家都睡著了，外邊有人走動了一會兒，他們聽不到。

   有人來打門。羅嫂醒來，忙問：「是誰？」

   「我是區長，來查屋的！」門外有人應道：「快開門！」

    「區長？」羅嫂吃了一驚：「怎麼半夜三更查屋的？」她也只得把門打開了。

一個穿制服的區長帶著兩個人進來。羅嫂開了電燈，區長看看她 ，便說：「你幾

時搬進來的？我沒見過你，你一定是黑市人口？」

   「先生，我是住這地方的！」羅嫂沒法搪塞。但是，那年青的區長十分精明，

他伸出手：「身份證呢？」羅嫂自然拿不出合適的身份證。區長一揮手，便出去

了。

   跟來的兩個人，便搶到床邊，把熟睡中的羅牛的棉被一拖，接著捲作一團，

向街上丟下去。其他的東西，都給丟到街上了。

   「快走，你們沒有資格住這裏！」

    ⋯⋯

    過了幾天，福伯又替他們在另一座找到半個單位，只能擺一張床。但總算

安頓下來了，而且，學會了走鬼。

    一色，聽見外邊有動靜，羅嫂馬上把羅牛和籮頭叫醒，跑到外面。他們看

見許多人跑進廁所。他們也跑進廁所。但這時，已是深夜了，籮頭是在夢中被媽

媽叫醒的，這時好像夢遊一樣，十分辛苦。廁所裏人多，他不知倚在誰的身上，

仍然睡著了。那個人一側身子，籮頭就滾到地下﹐地下又濕又髒，他跌醒了，便

呆呆的坐著。他看見爸爸也呆呆的蹲在傍邊。

                                                1977    <<籮頭傳>>

1.九歲的籮頭和家人住在街邊，為什麼天天要「走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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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麼是徙置區？為什麼香港會有徙置區？

                                                                         

                                                                         

                                                                         

3.籮頭一家，跟人租住徙置區的單位，為什麼仍然要「走鬼」？

                                                                         

                                                                         

                                                                         

4.香港在七十年代的房屋政策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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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工的故事(節錄)        海辛

                                               
    那天早上，我和杏鋗去上班。我們跟隨許多男女工人走進那家擁有十二層

樓的印刷廠。接著跟那些男工女工去打工卡。一個守門的中年人問我們有沒有報

名登記做暑期工？

   我和杏娟點點頭。

   「你們去看看那大木板上有沒有你們的牌仔？」中年的守門人說。

    我們走到懸掛木板的牆邊看看。在許多寫上名字的小鐵片中，終於找到自

己的名字。就在守門人的指點下，我和杏娟把牌仔交給打工卡的中年人。打過卡

後，他交給我們一個鑲嵌「裝釘部-暑期工」字樣的塑膠牌，讓我們扣在胸襟上。
    工作的地點在六樓。那裏安裝著最新式的釘書機、壓紙機、吸紙機、切紙

機，男女工們忙在機旁工作， 也有許多工人在數書，包書，搬運⋯⋯

    裝釘部的科長是個三十多歲的精明男人，他把我和杏娟派到數書部門去。

於是我們數著那些印刷好、裝釘好的教科書，十本一疊，十本一疊，然後用雞皮

紙把它們包好。

   包裝，也是一門學問呀！不要以為是手板眼見工夫，很容易做。不錯，那些

熟手女工們，一五一十地數著從機器跳出來的書，快而準，她們包裝起來，又那

麼平整，可是我們就幹得手忙腳亂。

⋯⋯

我在想------大概是那些男工女工，瞧不起暑期工吧。我知道：因為我們學生只到
工廠兩個月，對薪金要求不高，工廠方面樂於錄用，因而影響原本在工廠做工的

工人的收入。比方，有了暑期工，工廠不用開夜工補水。事實，印刷工的工人薪

金低，他們全靠補水，才維持一定的收入，才能養家活口，應付物價昂貴的生活。

   我們這些做工賺錢買花戴，鬧著玩玩的學生(廠裏的男工女工時常向我們打

趣。)跟他們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雖然不是賺錢買花戴，但不用以應付生活，
只用以買書簿冊，做零用，倒是事實。

                                        1979   <<暑期工的故事>>

1.香港什麼時候開始有工廠暑期工？工廠暑期工是在怎樣的環境下出現？

                                                                         

                                                                         

                                                                       

2.暑期工為什麼到工廠打工？和童工打工的目的有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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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現在還可在香港找到文中提及的工廠暑期工嗎？為什麼？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