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歷史的論述 

崔煒堅 

 

前言： 

 

筆者發現在香港有不少關於「香港歷史」的著作，大多數都是以 1842 年開始編寫，

當然，也有部份是遠古至現在。這些著作，大多數都是以時序方式，把事件逐一

展現在讀者面前。有些是根據一些專題，例如不同古蹟的介紹、街道的介紹，有

些更會以旅遊專輯介紹歷史文物等。 

 

筆者嘗試以一本有關於「香港歷史」的著作作討論，透過這本著作再反思我們應

當如何處理「香港歷史」。筆者選取了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在 2007 年出版

的《香港走過的道路》作評論，這本書的作者是劉潤和與高添強。 

 

書刊編排： 

 

全書的文字不多，只有三十多頁的文章，文章主要是描述由英國佔據香港到九七

後所發生的大事，事件主要是圍繞政權、經濟或社會狀態等事件，文字隨後就有

大量舊照片（佔二百四十頁），大多數是本港居民（包括外國人）的生活狀態，也

有部份是風景照，在每張相片旁邊均有文字介紹。 

 

雖然作者沒有明確地用時序把香港的過去作分野，但作者又會按時序的方式把不

同事件編排起來，利用某些事件作時間的分野，突出香港社會正在轉變中，也同

時帶出了作者希望透過書刊所帶出的訊息。 

 

成書目的： 

 

在書的首頁有一段文字，筆者相信，大概是作者出版這本書刊的原因：「熹」，含

宏博、美好、光明、祥和之美意；「熹願」，是我們對香港回歸母體的美好祝願。「惟



念及世事紛紜，善頌善禱不足以保證香港熹願享通，長久不墜；只有好好詮釋總

結香港歷史進程，從中掌握體會香港奇蹟精神之真粹，方可避免香港的成就『一

浪而盡、歸於湮沒』」。 

 

作者期望把過去香港人的經驗帶到今時今日的讀者，讓讀者再重新掌握、體會香

港奇蹟精神。既然作者希望「好好詮釋總結香港歷史進程」，那麼，筆者就希望先

了解他所詮釋及總結的香港呈現著什麼訊息。 

 

「香港奇蹟精神」： 

 

作者認定香港在經濟上有所成就時，會用這個似是而非的思考方法「（香港）被世

界公認為「奇蹟」，意思是一些沒有可能發生的事，竟然在香港出現了。為什麼會

如此呢？於是引發了不少的解釋，例如中國支持的因素、英國法治意識之影響、

香港政府的效率、港人的勤奮、地理環境之特殊等等。這些原因當然有道理，只

不過似乎並不足以解釋「奇蹟」之出現，因為「奇蹟」總包含了一些異乎尋常的

價值、一些永恆不變的意義和一些普遍長存的真理，否則又如何算得上是「奇

蹟」？」作者其後便解釋所謂的「奇蹟」是香港人擁有極為罕有、可貴及崇高的

品質，「例如寬宏、體諒、務實而不走極端、遇錯必改、前望不回等」 

 

作者在文章中不斷重申「香港奇蹟精神」，或許是作者希望透過一個中心主題來帶

出某個訊息，令讀者有所共鳴，同時又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把歷史展現在讀者眼

前，但筆者根據作者上述的描述，把過去香港人的「成功素質」從百多年前的香

港帶到今天，然而，筆者不禁會問，這些論點可以說服讀者嗎？筆者又會問：一）

作者憑什麼去認定香港是被世界公認為「奇蹟」呢？二）有什麼沒有可能發生的

事在香港發生呢？三）為什麼當作者認為解釋不到香港經濟發展的理由便要訴諸

於「奇蹟」的出現呢？四）作者其後解釋所謂的「奇蹟」，其實是「寬宏、體諒、

務實而不走極端、遇錯必改、前望不回」的品質，如果這些真的是香港人擁有的

品質（或者是本質、素質），那麼，作者又為什麼解釋不到香港經濟發展的成就呢？

所謂「香港奇蹟精神」實在令人摸不著頭顱。這看似是一個口號，多於一個理論。 



 

歷史事件（或作：作者所選取的歷史事件）： 

 

作者在文章中，最大篇幅莫過於編寫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狀況，作者從 1841 年，英

軍登陸水坑口開始寫起。以下，筆者將會按作者的各個歷史時段作簡單的介紹，

我們可以從作者所揀選的事件及作者的描述，大概知道作者的立場。 

 

（作者題目為：割裂脫離與歧視分治） 

內容有關由英軍登陸到至 1946年，華人被英政府的種種歧視行為，族歧政策至 1946

年取消。作者以 1942 年一篇刊載於《香島日報》（日佔時期的報紙）名為「憶述

英人在香港的地位」的文章說明英政府的種種歧視行為，作者稱：「文章顯然是為

了造勢而來，但也無損它的真實性。」作者希望帶出，在早期英政府的管治下，

華人累有被歧視、被剝削。 

 

（作者題目為：對抗危機一：封鎖香港） 

這部份內容是有關 1867 年至 1886 年，在英政府管治下的香港，走私活動嚴重，由

於英方態度強硬，最終迫令清政府（中國）進行「封鎖香港」政策，令英國、香

港、中國三方的經濟嚴重受損。最後，英方最後只好要讓步，撤換港督，中方亦

努力調停，問題才得以解決。作者希望指出，英方的固執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

反而是中國的調停洽商才湊效。 

 

（作者題目為：對抗危機一：海員、省港大罷工及日佔的摧殘） 

作者描述在 1920 年代的香港，由於多間英商（如渣甸船務公司、太古船務公司）

不願意提高本地工人的工資，工人便進行大罷工，情況更蔓延至廣州，最後更導

致慘案發生
1
。作者描述「港府終於讓步，釋放被捕之工人、取消封閉工會令、並

答應工人加薪 15% - 30%的要求」。然而，其後出現多次省港大罷工，引致「由英

國促成的五卅慘案」及英法兩國軍隊突然向工人開火所造成 52 人死亡的「沙基慘

                                                 
1 1922 年 3 月 1 日，港府軍警在沙田向徒步返回廣州的工人開火射擊，造成「沙田慘案」，此至令罷工工

人更為不滿，令問題惡化。 



案」。大罷工最終令香港經濟蒙受極大損失。雖然其後經歷著一段經濟復甦的階

段，但在日佔時期，商業活動不單停頓，「日軍還把香港的鋼鐵製品、家居電氣用

品甚至浴室潔具全部掠奪一空，運回日本。」作者最後只能總結：「如此的壓榨豪

奪，還有甚麼經濟收益、甚麼經濟奇蹟可談！」在作者眼中，一個不穩定的社會，

對經濟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作者題目為：榮謝存亡一：1945 年的中國與香港） 

作者指出，從 1945 開始，中國共有四次機會可以用武力收回香港，分別在 1945

年、1948 年、1949 年及 1967 年。作者相信若論中國當時的國勢，出兵奪取香港一

點不難，雖不免與英國兵戎相見，而當時英國亦有保衛香港之決心，但作者認為，

中國政府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情勢中，始終以忍讓為國及民族之最佳利益為前提，

「勒馬不前，息戈解甲，最後催生了香港成為經濟奇蹟的基本條件」。作者其後亦

補充英國在日本正式投降的前一天，已派遣軍隊接收香港。這是與當時盟軍的最

高決策不相符合。作者希望指出，雖然英政府偷步，在二次大戰後收回香港，但

中國政府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顧全大局，不以武力收回香港，這是務實、忍讓

的態度。 

 

（作者題目為：榮謝存亡二：1947 年的中國與香港） 

有關九龍城寨的管治權問題，作者指當時港府進入城寨強行拆屋，導致流血事件。

事件亦觸發中央政府及國民政府一致聲討港府，漸漸在民間形成了一種反英的氣

氛和情緒。當時內地掀起一股「維護領土主權，收回香港及九龍的訴求」，而且更

蔓延至多個省份。作者也質疑當時國民政府為什麼不出兵接收香港，他相信如果

中央政府決定出兵，指日即可成事。 

 

（作者題目為：榮謝存三：1949 年的中國與香港） 

作者指出，49 年後的中國被解放赤化後，英國一直非常擔心中國會收回香港，所

以在政策上作一系列的部署，包括禁止國共兩黨的外圍組織活動、重新訓練一支

香港防衛軍、又修訂了教育法例，賦予港督擁有關閉學校及取消教師執教的權力。

其後得知中國一直無意立即以武力收回香港，作者認為這一切都是港府的憂慮和



設想。 

 

（作者題目為：榮謝存亡四：1967 年的中國與香港） 

作者在這部份指出，在 1965 至 1967 年間，香港主要的經濟政策是以發展商業為主

導，然而，政府一方面沒有監察，同時也忽略了其他社會服務的需要，引起了不

少社會危機，如銀行擠提潮、大罷工等，更被文化大革命的極左思想所影響，令

本港社會及政局不穩，內地及本地的左派極希望中共政府以武力收回香港。然而，

作者會認為，基於當時領導人「以國家最高利益為前提，甘受世人失地之謗，歷

史指罵之疑，以寬宏忍讓之心制定香港的政策，卻造就了世上一個少有的經濟奇

蹟」。 

 

自二次大戰之後，港府曾打算在議會層面上開放給華人參與，雖然有部份英人支

持，但最終仍被英政府拒絕，當時港人沒有反抗。作者認為，這樣即可突顯了港

人「採取了一種務實長遠而不爭朝夕的態度，顯露了絲絲圓熟忍讓之智光」。 

 

然而，作者認為由於當時港府沒有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之外，銀行監管又不足，

證劵市場更毫無監察，勞工法例不足，當時的港人沒有其他途徑宣洩不滿，所以

罷工次數越來越多，最後更導致兩次「足以摧毀整個社會基石的騷亂」。 

 

（作者題目為：尋找社會關懷） 

作者指出，港府在 60 年代面對著社會很多不穩定情況，所以，在 1973 年制定的

白皮書中，目標及計劃便相當清晰，其包含面包括社會保障、社區服務、青年服

務、家庭服務、復康服務、老人服務及感化服務，作者相信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

社會關懷與責任。 

 

（作者題目為：社會關懷的失落：60 年代銀行擠兌危機、社會動亂及 70 年代的股

災狂潮）  

作者指出，港府早年對銀行、股票及證劵市場缺乏監管，從 60 年代至 70 年代不

斷發生股災或金融危機，再加上沒有政策照顧基層及勞工的需要，所以罷工、衝



突不斷發生。然而，作者認為香港市民「也痛定思痛，積極配合港府的政策」，工

聯會也改變其作風，取而代之是以溫和及共存的策略，目標是減少勞資糾紛。作

者指出這是「和平妥協及務實的態度」，這些都是「孕育和推動著香港整體社會的

和諧與進步。」 

 

（作者題目為：邁向高峰：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 

作者又提及 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這是他所謂的「香港奇蹟精神的另一個高

峰」。當時中方堅持要完全收回香港，但英方仍然在主權及管治權問題再游說中

方，雙方之對話是越來越少，但最後「英方放棄了以主權換治權的爭持，而改以

聆聽討論中方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構思與提議。」最終雙方達成協議，並決

定在 97 年 7 月 1 日把香港的管治權交回中國。 

 

（作者題目為：香港奇蹟精神的背後） 

作者就上述的歷史事件，說明了「寬宏、體諒、容忍」的態度可以影響上述事件

的結果，這是作者所謂的「香港奇蹟精神」。例如「二次大戰後，蔣介石、毛澤東、

周恩來不以武力收回香港；1977 年，麥理浩因警廉衝突而向貪污的警務人員頒下

特赦令；工聯會在勞工問題上所持的態度轉變；市民體諒麥理浩特赦警務人員等，

便是體現了「寬宏、體諒、容忍」的態度。 

 

作者再引申其「香港奇蹟精神」，試圖說服讀者明白，只有維持香港奇蹟精神，香

港才可以繼續保留著社會穩定，經濟才得以繼續發展。所以他指出人與人之間應

該互相尊重，雖「無可要避免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調協問題，所以平衡互相之

間的行為之外在機制是絕對需要的」。 

 

（作者題目為：九七前的嚴峻考驗與衝擊） 

作者在描寫近十年的香港歷史時，特別提及九七前之政改措施對香港的衝擊，作

者亦指因為「六四事件」，所以英國亦採取措施回應，並在 92 年十月提出多項增

加直選成分的選舉安排。 

 



然而，作者認為因為港督彭定康對香港政制發展過份堅持，一個太急進的民主選

舉進程，最終令中英關係轉差。作者認為這樣令他所謂的「香港奇蹟精神」受到

嚴重的衝擊。依照作者所言，問題完全是英方及港府所引起，我們可以從作者給

予的評語知道他的想法「……（彭定康）寸步不讓，結果中英談判破裂，嚴重分

化了香港的社會，其實是混淆了超驗的民主理念與經驗界的民主選舉制度之間的

分冶所在，前者的確無可讓之地，但後者卻大有商議之處，何致於玉碎收場……」。 

 

九七年後，英國而正式撤離香港，作者從三件事件中，發現其「香港奇蹟精神」

受到挑戰。董建華的「八萬五政策」，作者認為這是「顯示了特區政府的傲慢不誠

之意」，而且也「顯出了那自以為是，一貫正確不誤及堅不改錯的不良作風」，令

「香港奇蹟精神」再次受到衝擊。 

 

在其後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事件上，在大規模的抗議下，特區政府仍堅持立法，

後來因為自由黨轉軚反對立法，政府亦隨即讓步，令香港未有即時發生動亂。 

 

在 2005 年的政改方案上，作者抽述當時的民主派議員否決了討論了超過一年的政

改議案，最終令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正式宣告死亡，結果令香港的民主進程受到

重挫，政制原地踏步。作者認為這是政府、反對派（民主派）和希望政制有所改

善的市民三輸的局面。 

 

（作者題目為：繼續發展還是一浪而空） 

作者總結在 1992 至近年的發展，他所謂的「香港奇蹟精神」出現了偏差，作者希

望透過文章鼓勵讀者「好好掌握體會香港奇蹟精神」，重新認定「香港奇蹟精神」，

否則「香港的成就會很容易被一浪而盡，歸於湮沒。」 

 

作者相信「香港奇蹟精神」是世界普遍的意義，不單是將來香港繼續成功的保證，

也是化解世界文化、種族、宗教衝突的典範，作者最後更指出「我們必須以長遠

眼光、謙遜自持，……而不應持有個人、團體的意見，信念及理想就是最正確和

最理想的方法，這些都是香港在回歸母體後我們無可迴避的責任！」 



 

作者所呈現的香港歷史： 

作者所呈現的香港歷史全都與港英政府所執行的政策或措施有關，雖然「事件」

與「事件」之間未必有串連或必然關係，然而作者也相信，經過經驗累積與磨合

的過程後，香港擁有著「香港奇蹟精神」，所以往後香港的發展，也越來越順暢。

作者認為，過去香港的發展與成就，是歸因於香港擁有「香港奇蹟精神」，一些如

寬宏、體諒、務實而不走極端、遇錯必改、前望不回等的素質，只要保持著這份

精神，可以繼續保留著社會穩定，經濟才得以繼續發展。 

 

筆者的觀察： 

筆者希望從《香港走過的道路》，了解作者怎樣看香港所走過的路，作者期望在文

章中說服讀者相信香港人有一些獨特的素質，這些素質對香港百利而無一害，只

有維持它，香港才可以繼續發展。然而，作者所呈現的香港歷史．也有其不足，

值得深思的地方。 

 

1) 綜觀作者所論及的香港所走過的路，大多數是一件一件的「事件」，然而，「事

件」與之「事件」之間似乎大多沒有因果連帶關係，但「事件」同樣指向港英

政府在處理香港問題上的不智與不善之處。在「割裂脫離與歧視分治」、「對抗

危機一：封鎖香港」、「對抗危機一：海員、省港大罷工及日佔的摧殘」，雖然

三件事件都是順序列出，但作者未能帶出連帶關係，三件事件所帶出的意義可

能只是港英政府的政策不當。在「榮謝存三：1949 年的中國與香港」與「尋找

社會關懷」則不同，這裡便有連帶關係。但綜觀整篇文章，似乎沒有一個清晰

的脈絡可以讓筆者了解。 

 

2) 雖然作者期望可以好好詮釋，總結香港歷史進程，讓讀者從中掌握體會「香港

奇蹟精神」之真粹。但筆者又不難發現作者在選擇性地保留某些歷史(selective 

past)，或許作者在有意無意之間，選擇了一些對英國政府的負面資料與書寫風

格。像早期英政府的管治下，華人累有被歧視、被剝削的問題；面對封鎖香港

的問題，英方的固執對解決問題沒有幫助，反而是中國的調停洽商才湊效；二



次大戰後，英政府偷步收回香港，但中國政府為了保持香港的穩定，顧全大局，

不以武力收回香港，這是務實、忍讓的態度。就上述的歷史事件，作者也突顯

了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只有越來越混亂，英政府只會為香港帶來不安、不穩。

作者在篩選資料時，再附以的評論，再透過文字上的書寫風格，不單是建構著

另一種論述，似乎亦希望間接說服讀者港英政府的不是。筆者相信，歷史的角

度一定是主觀，作家或記錄歷史的人也只可以盡量客觀，但書寫時難免受個人

觀感、經驗或權力的影響而對歷史有不同看法，例如筆者會疑惑為何九七前的

政制問題只是英方負責呢？所以筆者亦相信作者本身也受著一定的社會經驗

影響，令他會這樣選取事件。 

 

但筆者也對部份相信是重大的歷史事件而沒有被選取感到失望，最近期的如沙

士（非典型肺炎）事件、人大釋法事件、八九民運事件，甚或文化大革命對香

港的影響，這些事件也同指向某一個政權，但作者就是沒有選取這些筆者認為

是重要的「事件」了。 

 

3) 作者很希望用「香港奇蹟精神」貫穿他的香港歷史觀，但「香港奇蹟精神」本

身所提及的「特徵」已經可以用來解釋香港成功的原因，筆者不明白為何作者

會認為是「奇蹟」。筆者認為作者似乎用「香港奇蹟精神」來為讀者「洗腦」（思

想灌輸），多於用來描述事件。 

 

作者認為「香港奇蹟精神」是非常重要，筆者先假設作者所論的「香港奇蹟精

神」是存在，我們憑什麼去證明作者所謂的「香港奇蹟精神」是令香港得以發

展的最重要因素呢？作者在「香港奇蹟精神的背後」的一段中指出「香港奇蹟

精神」（如寬宏、體諒、容忍）的態度影響著香港歷史事件的結果。作者以「二

次大戰後，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不以武力收回香港；1977 年，麥理浩因警

廉衝突而向貪污的警務人員頒下特赦令；工聯會在勞工問題上所持的態度轉

變；市民體諒麥理浩特赦警務人員等，便是體現了「寬宏、體諒、容忍」的態

度。中國不以武力收回香港，考慮會否是與國家力量、美國政府的態度有關呢？

麥理浩因警廉衝突而向貪污的警務人員頒下特赦令又是否與安撫警隊有關



呢？其後，麥理浩不能忍受警務人員要求全面特赦及解散廉政公署，立即修訂

《警務條例》，規定不接受命令和違反廉政公署條例的警員會被即時開除。這

點似乎與作者所提出的相違背。然而，關於市民是否體諒麥理浩特赦警務人

員，筆者也不敢妄下判斷，因為作者也沒有提出實質證據證明他的論點是有效

的。然而，從作者所提出的歷史事件中，他似乎未能清晰地解釋他所謂的「香

港奇蹟精神」如何令香港發展起來。 

 

作者在總結時指出「我們必須以長遠眼光、謙遜自持，……而不應持有個人、

團體的意見，信念及理想就是最正確和最理想的方法，這些都是香港在回歸母

體後我們無可迴避的責任！」筆者認為，作者在文章中也混淆了超越驗証的「香

港奇蹟精神」與「社會發展元素」的分冶，前者是作者的「理想」，後者是包

括多方面的社會發展因素，包括社會制度、政治氣氛、科技發展、本地文化等，

是缺一不可的。作者不可能因為要建構出「香港奇蹟精神」，便把「香港成就」

的原因全部訴諸於「香港奇蹟精神」。而且作者不鼓勵個人、團體持有意見，

信念及理想也是奇怪的觀點，這是否反智的思想呢？如果連信念與理想也不需

要存在，他所謂的「香港奇蹟精神」又何以存在呢？ 

 

4) 作者在文章後加入大量的相片，以期讓讀者更了解過去香港人的生活狀態與社

會面貌，相片旁邊亦有文字介紹，好讓讀者更了解相片的內容。然而，相片似

乎與作者所提出的「香港奇蹟精神」與香港成就沒有很大的關係，至少作者沒

有帶出它們之間的關係，讓讀者可以從中更了解作者所謂的「香港奇蹟精神」。 

 

這些相片的刊登也是一個篩選過程，一些相片沒有被刊登，由於筆者未能在相

片中找到作者運用相片的脈絡，所以作者只可以從一些近年發生的事件去理解

作者的篩選情況。有關 1989 年六四事件的相片，作者附上介紹是「1989 年 5

月，上百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表達了對內地局勢的極度關注。」，依筆者的

理解，這次抗議，是以聲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而絕食抗議的學生。圖

片中也沒有 2000 年爭取居港權事件、2003 年的沙士及 2004 年的人大釋法事

件，大概作者希望維護著相關的政權而不在文章中加以討論，在相片中更不能



揭露事實，所以我們只可以從書刊中看到香港部份所走過的路。 

 

5) 然而，作者亦嘗試用「香港奇蹟精神」的理念去鼓勵下一代人可以繼承這種傳

統，讓歷史不斷延續下去。把這種生活態度由過去帶到現在，讓這種素質歷久

常新，一代一代繼續延續下去。倘若我們與過去所發生的事完全沒有關係，歷

史對現代人而言，只會好像旅客遊覽異地的心態。然而，當我們可以從歷史的

脈絡中發現似曾相識的事件，又可以把過去的事件帶到現在，我們可以發現歷

史並未完結，歷史仍然在進行中。 

 

總結： 

作者嘗試以香港走過的道路去撰寫香港歷史，並希望以一個新的思考角度「香港

奇蹟精神」去帶領讀者認識香港。然而，在處理「香港奇蹟精神」及篩選資料上，

作者都未能提供一個清晰的理論觀點供讀者了解。最後，讀者們不能從文章或相

片中認識過去，反之因為事件被篩選之下，香港所走過的路漸漸消失於人群中。 

 

雖然筆者也認同香港人應抱著寬宏、體諒、務實、遇錯必改的生活態度，但這並

非用作解釋過去香港經濟成就的原因，而且作者在文章總結認為他所謂的「香港

奇蹟精神是世界普遍的意義，是香港繼續成功的保證，也是化解世界文化、種族、

宗教衝突的典範」，筆者對此也有保留。然而，作者也盡力整合過去歷史所呈現的

香港人素質，並把過去帶到現在，也不失為一個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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