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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傳說與香港八卦史之 -- 無線電視創辦人中降傳說

中降傳說

對於降頭巫蠱之說，相信對於身處東南亞地區的人都不會陌生。近來，
降頭之說傳得最轟動的，都莫過於在媒體上看到一些有關性交轉運，騙財騙色的報道，
這些報道我們轉個頭就會忘記了。 但在大概40年前的1976年，
就發生了一件轟動全港，至今仍然流傳的降頭傳說，事件的主角就是余經緯先生。

余經緯是無線電視總經理兼創辦人之一，在1976年， 正值盛年， 只有46歲的他突然逝世，
事件轟動全港。
對於他的死因坊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有日余先生胸口突然劇痛，然後於同年去世，有有一位對余先
生屍體進行解剖驗屍的人員說， 當他下刀把余先生的屍體割開時， 就有一些小蟲從刀邊鑽出來，
到解開屍體後更發現大量蟲類在余先生的身體內， 而坊間就流傳著一個說法，
就是他因中了情降而被蠱蟲蝕死，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傳說，我記得有部講述降頭的港產片出現了蠱蟲
鑽爆肚的情節，如有師兄記得片名請指教。

這個情降的說法，可以說是一個 很經典套路， 就是余先生到南洋工作時候認識了一位女子，
雙方發生了感情，女子很想余先生他日歸來找她，於是就向余先生下了情降，
如果男方在一段日子沒有回來找這女子， 情降就會發作把男的弄死，
余先生就是很久也沒有回去找這女子， 於是降頭發作，全身被蟲蛀而死，
相信對於靈異故事的愛好者這個橋段都不會陌生吧，本人亦不清楚此套路是由余先生而起，還是余事
生的傳說參考了更久的傳說。

除了這個靈異傳說外，坊間亦有流傳一些比較理性的版本，就是余經緯因為很喜歡食魚生，因而積聚
了大量寄生蟲在體內，我很記得這是我媽說給我聽的版本。

余家與香港八卦史

對於余經緯先生的背與無線電視的關係亦很值得一提。余先生出生於顯赫家族，
為余東璇先生第十二個兒子。 現在的人未必知道余東璇先生是誰，但就一定聽過余仁生的名字，
余東璇先生就是當年在馬來亞把他父親余廣先生傳下來的余仁生發揚光大之人，亦是一名反鴉片領頭
人物。

余東璇先生當年可謂富可敵國， 傳說因為有風水師對余先生說要他不斷大興土木才可長命百歲，
於是余先生就在馬來亞、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興建了12座堡壘，
沒錯在數十年前，香港曾經有過像迪士尼樂園一樣的私人堡壘出現， 它們就是余家的余園，
地點就在般咸道、大埔汀角路和淺水灣， 可惜
他的大興土木沒有為他帶來長命百歲，余東旋先生在四一年，日軍侵華前就已經心臟病發死去，有傳
大埔余園設有地下防空洞和大量食物以避日軍侵港，但是都用不著了。後來這幾座保疊亦告荒廢，最
後拆卸重建為豪華屋苑「淺水灣道56號」，又名為「御苑」以紀念之。

照片來源
https://elevenstrokes.blogspot.com/2015/0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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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咸道余園

網上流傳的淺水灣余園

大埔汀角路的余園

至於余經緯先生如何與無線扯上關係呢？其實余氏家族和邵逸夫先生就有著莫大的淵源，話說當年余
東旋先生對後輩提提攜有加，其中有兩個代表作，一位是羅桂祥先生，他就是維他奶的創辦人，而另
外一位就是 邵逸夫先生。

讓妻邵逸夫

邵逸夫在香港中學畢業後，1928年被大哥邵醉翁派到新加坡參與電影發行工作。余東璇十分賞識邵
氏兄弟，常請邵逸夫到家作客，有傳當時余東旋的第七個妻子黃美珍因而與邵先生邂逅，二人常借故
親近，在1937年邵與黃更結為夫妻，有說當時余東璇先生贈了他們50萬做禮，此乃當時為之
傳頌的讓妻事件。37年的50萬是什麼？我估計起碼可以買到十個?把(一?把即是一幢唐樓)，聞說50
年代國民黨收買香港地勤人員企圖放炸彈剌殺周思來都是60萬吧(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往後兩家人結成世交，余經緯更與邵逸夫甚為老友，亦對電影對有濃厚興趣，余園亦經常被借出為電
影場景。1965年香港政俯決定發出無線電視牌照，余經緯就跟，利孝和及邵逸夫，組成『香港電視
』聯手投得香港的無線電視牌照，這個就是無線電視、余仁生家族與邵逸夫先生背後的歷史。



香港戲院鬼故事之祖 東城戲院

東城戲院舊照

鬼故事可謂到處都有， 不過灣仔就特別多亦特別出名，
南固臺、星街紅布、修頓球場日軍冤魂、灣仔防空洞，
不能拍照的舊灣仔街市(不過現在猛鬼也給豪宅趕走了)，
灣仔之所以有這麼多鬼故，可能是與他的歷史背景有關，
因為灣仔是一個在香港比較早期開發的地方，
就在英政府開始管治，百多年前已開始開發，算是有點歷史。它亦是抗日時期， 最後防線香港保衛戰
據點的所在地， 這個據點就在灣仔盧押道和船街 ，1941年12月 終不敵日軍炮火 ，死傷頗為慘重 ，
在聖誕日，當時的港督楊慕琦宣布投降 ，
香港就進入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淪陷時期。及後重光，灣仔就一度成為殯儀業的重地，
很多的背景加起來就令灣仔成為盛產鬼故的產地。 

說了灣仔這麼久，今次要說的鬼故事當然亦發生在灣仔，
我想大家在電視、電影或漫畫等等都會看過一些有關戲院的鬼故事，
例如是吳啟華所演的「全院滿座」。 要說到香港的戲院鬼故事的代表， 那當然是曾經座落於灣仔的

， 我可以抖膽說， 它就是香港戲院鬼故之源。東城戲院

首先我要介紹一下東城戲院， 東城戲院前身為萬國殯儀館，
就像之前所說的那樣，灣仔的殯儀業曾經一度興盛，
由大友商場至天樂里一帶可謂棺材鋪和花店林立，
以前的天樂里更成為棺材陳列室，所以後來才由原名的觀察角改名為天樂里。後來殯儀業開始徹離灣
仔，遷移到紅磡
和北角等地，而萬國殯儀館的原址亦由殯儀業大王蕭明的家族轉手至何東家族，東城戲院的東就是何
東的東。

東城戲院於1964年2月9日開幕，耗資了當時的1000萬，那時的1000萬真的有點不敢想像。它採用
了以大利雲石和70米釐放映機，當中有450個超等和610個後座，現在的人都應該不知以前的戲院是
有超等和後座了。這戲院還是專攻西片，由此可見戲院是想走豪華高檔路線。首部上映電影為大展鴻
圖，老闆當然是想戲院大展鴻圖吧，可惜戲院開了只有大概10年的光景，就因為鬧鬼傳聞致生意欠
佳而結業，到底東城戲院有過什麼樣的兇猛傳聞呢？我想我大概都不能知道當中所有故事，就嘗試講
述一些比較著名的傳聞吧。

全院滿座
首先要說的就當然是最出名的全院滿座。以前戲院的職員都會用上一個座位表，然後用筆劃上座位代
表座位已售出， 但是東城戲院的職員常常發覺一個現象， 就是座位表是沒有劃滿，
而開場的時候，職員亦沒有見到座位是坐滿人的，
但是在電影播放中途，職員就會見到全間戲院都座無虛席， 當時的戲院是有中場亮燈休息的時間 ，
當燈光一打開之後， 就會看到很多座位變回沒有人坐，
到底哪些中途加入的觀眾是從哪裏來？又為何突然消失呢？

曾經有人自稱在東城看電影時遇到過全院滿座的情況，



他亦是在電影播放中途發覺突然全院滿座，而在中場開燈休息的時間， 又是全院滿座的盛況消失，
他沒有加以理會，就襯中場休息時間去洗手間， 但在洗手間的入口就站著一個手執葵扇的婆婆 ，
他問婆婆：「你係度做咩呀？」婆婆說：「等緊人呀，
依家幾點呀？」，那人答：「大概五點啦」， 婆婆就說：「仲未天黑嘅」，
然後就突然把葵扇放下， 那人嚇然發現這個婆婆原來是沒有下巴的， 那人立刻
嚇得腳軟要爬出戲院。

估估誰是鬼
之前說過東城戲院會 電影播放時突然坐滿人的， 而今次的故事又是發生在電影播放途中，
有次在電影播放途中， 戲院的帶位員要帶一位中場入場的觀眾入戲院內，
現在的人可能不知道帶位是什麼，帶位員就是以前戲院的職員會用電筒照明，
去把觀眾帶到座位中。 當帶位員帶領位觀眾到要去的座位時，發覺這座位已經有人坐在著，
大家估一估到底坐著的是「朋友」還是被帶位的是「朋友」呢？

當帶位員看到座位已被人坐著， 就問那個坐著的人要票檢查是否有坐錯位，
職員發覺那個已坐下的人沒有坐錯， 然後帶位員就再次檢查手中拿著那個中途入場的人的票， 一看
之下，發覺那張票已變成溪錢， 再轉頭想找那個中途入場的人，發覺那人已不見了。

「朋友」不只坐在座位上
以前戲院的職員，會在散場後用電筒照一下櫈底有沒有觀眾遺留下來的東西，我想大概現在戲院的職
員也會這樣做吧， 不過在東城戲院就發生過這樣的傳聞。有次職員在散場後， 如常照一下凳底，
這次就發現了一樣東西，他不是客人遺留下來的，而是看見一個面色蒼白的伯伯軟癱在櫈底下，
這個伯伯在被發現後， 就用一個很陰沉的眼神望向那職員，
那職員立時嚇得彈起來，以為是有人暈倒還是什麼的，就叫其他同事一同來看，
哪知一看，又是鬼故的情節，那伯伯不見了， 原來 全院滿座不只是指戲院的座位，
還有戲院的凳底。

女廁無臉女鬼
這個故事亦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戲院鬼故， 話說有位女觀眾在東城戲院如廁時，
見到有另一位女觀眾在洗臉， 當她洗完臉後抬頭望向鏡，
竟然看見這個在洗臉的觀眾是沒有五官的， 女觀眾被嚇至立刻跑出廁所，
途中她看見有另一位長髮女觀眾想行入廁所， 於是就跟這位長髮女子說：廁所有女鬼，
然後這位要步入女廁的女子就把長髮撥開問道：「女鬼個樣係咪咁？」那個遇鬼的女觀眾發現那個撥
開頭髮的女子就是那個在廁所內沒有五官的那個女鬼。

揭不完的紅幕
首先要介紹一下以前戲院的環境，
舊式戲院要到廁所的出入口都掛有一個紅幕，可能是看上去比較豪華吧，
在東城戲院就有人試過如廁後要經過那紅幕回到座位， 但是當他揭開紅幕後，
竟然發覺在他面前又有另一個紅幕， 當他再揭開另一個紅幕後，又發現有另一個虹膜，
總之就是揭極都揭不完，我都不知道那些人最後是怎樣走出來去說出這些故事了。

鬼借火
以前香港還未全面禁煙時，戲院是可以吸煙的，
有位觀眾就有次在戲院內吸煙時，後面有人拍他的膊頭問： 「老友借個火嚟呀」，
那觀眾就把火柴向後遞， 跟著就聽到那把聲音說：「 唔係呢邊呀，係嗰邊呀」，



於是那觀眾就把火柴遞向另一個方向， 但是等了一陣也沒有人取火柴，那人就轉頭向後望，
誰知他後面一排的座位一個人也沒有， 當那人轉頭回去再看電影的時候，
就突然被被一對看不見的手掌摑了兩巴， 跟著有聲音狠狠地問：「做咩唔借火畀我呀？」

關於東城戲院的故事就說到這裏， 如有任何遺漏或出錯請各位師兄指正。

至於哪些傳聞是否屬實呢？ 這個真的很難證實， 有人認為戲院前身為殯儀館，
怡戲院本身是長期幽暗， 所以陰氣特別重， 因而形成了一個聚集了很多靈體的環境。
但亦有人這麼認為， 當年的灣仔有六至七間戲院之多可為競爭非常激烈，
有人就以靈異傳聞抹黑對手。東城戲院在結業後就改建成東城大廈，經營至今，現在就是不時傳出靈
異傳聞。

東城大廈

殯儀業大王蕭明
在這裏我想介紹一下香港的殯儀業大王蕭明先生。

我對蕭明先生的印像是很深刻的。在中學時期，我是就讀位於葵盛的一所男校，這所男校對面有一所
女校，它就是蕭明中學， 那麼我怎會印像不深呢？

蕭明先生雖說是承繼家業， 但當他承繼家業之時已開始家道中落。然而他經營有道，
家業後來不單只有起色， 還成為了香港殯儀館、九龍殯儀館和萬國殯儀館的老闆。

其實除了那所女校和蕭明先生經營有道之外，我對他最有印象的，就是他有
一顆俠義心腸。在六七暴動的時候， 北角的黃氏姊妹慘被暴徒炸死，
蕭先生免費借出香港殯儀館。對於被暴徒殘忍殺害的林彬先生，
蕭先生就指令以最強防腐技術以保其容， 又指令殯儀館加強保安， 鎖匙只可由家屬保管，
免得暴徙連屍體也不放過。 如遇有大災禍，蕭先生都會免費捐出棺木與借出場地給貧苦大眾，
後來更把萬國殯儀館的管理權交給東華三院以非牟利形式經營。



灣仔鬼郵差

相片來源：

http://www.fotop.net/larrysuen/2007wanchai01?more=1

首先要講一下本人對灣仔這個地方的感覺，本人 在灣仔工作超過五年 ，
覺得灣仔是一個新舊文化集處的地方，
除了有新型的建築物外，一些很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亦幸存於此。
今次要說的故事就是關於一棟很有紀念價值的建築物，舊灣仔郵政局。

灣仔郵政局已經有超過100年歷史，
建於1912年至1913年間，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郵政局建築，
現已成為環境資源中心，但是仍然是保存著 100年前的外貌。

話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那時還沒有信箱這東西，郵差都是要上門逐家逐戶派信。有一深夜，一家人接到一封寫明地址和收信
人的信， 屋中人把信拆開，收到的就是一封沒有內容的白紙， 收信人就於三日後就死去了。

傳說， 之後在灣仔區陸續有人收到這封白紙 信， 收信的人都會在七天內死去 ，
情況就像恐嚇人的連鎖信一樣。
聞說沒有人真正知道這個鬼有差的模樣，有人說他是沒有眼耳口鼻的，有人說他雙眼會發光的，
但是所有看見這位郵差的人都會在三日內死去。

那時灣仔的人都弄得人心惶惶， 於是就到大嶼山請一位著明法師幫助，
法師就派了他的一名高足玄真子到灣仔去。 聞說這位鬼郵差著實太厲害，
玄真子也不能把他趕走，只能把它暫時 鎮住， 於是玄真子就長住在灣仔的洪聖古廟內。
話說這位賢真子真的不愁生意，在洪聖古廟內， 未到下午3時便可以休息了。 又有人說，
玄真子三點就要休息，是因為夜晚要出勤去鎮壓鬼郵差，所以才這麼早便要休息。

到了現在，這位鬼郵差還會出來嗎， 傳聞就是玄真子把鎮壓鬼郵差的重任交託在他的兒子身上，
而他的兒子現在還駐守在洪聖古廟中。

http://www.fotop.net/larrysuen/2007wanchai01?more=1

至於這故事是否屬實？ 本人認為在遊覽名勝古蹟的時候，多一點背後故事，是會更加有趣味的。

聞說故事的來源- 灣仔「民間生活館」導賞員黃秀坪女士

洪聖古廟與灣仔名字的由來有

說到香港的歷史， 在文中其實是出現了兩個香港的法定古蹟， 一個是舊灣仔郵局，
在文中已略有介紹。 第二個就是有更悠久歷史，與灣仔這名字由來有著莫大關係的洪聖古廟。

http://www.fotop.net/larrysuen/2007wanchai01?more=1
http://www.fotop.net/larrysuen/2007wanchai01?more=1
https://3.bp.blogspot.com/-F1-1_SG3LiI/WyeEZaPdAtI/AAAAAAAAN8o/vY6riAuQwp4XzQLCYNYOUr5s-JgtDa7wgCEwYBhgL/s1600/IMG_4885A.jpg


洪聖古廟原為海濱一岩石上的小神壇，在1847年由街坊眾籌建廟(聽說起廟宇的位置都是風水很好呀)
，於1860年重建， 1860年就真正是咸豐年代的事了。 說到洪聖爺嘛，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海神， 海神廟不是在海邊嗎？
為何現在洪聖爺廟的位置會在皇后大道東呢？
這就是因為灣仔進行過大型填海，所以整個海岸線都遷移了。

在古廟門外石柱上刻有對聯：「古廟街新，海晏河清歌聖德；下環抒悃，民康物阜被王恩。」聯中的
「下環」是什麼？
二戰前，英政府於港島西北岸，即現在的中西區至銅鑼灣所建的城市被稱為維多利亞城，城中有所謂
「四環九約」之分區，四環就是西環與上、中、下環，而現在的灣仔與禮頓山一帶就是當時的「下環
」。在洪聖廟建成後，人流就開始逐漸聚集， 而當時的洪聖廟就位於小海灣附近，
人們就把這個小海灣俗稱為灣仔。1881年， 英政府就索性根據民俗把「下環」命名成「灣仔」。



香港預言家

說了兩個關於灣仔的故事，今次說一下其他的。

對於未知的命運，人們或多或少總想得到一點啟示，
占卜、星相、水晶球、塔羅、術數風水甚至通靈等等，
對未來的預測古今中外發展出五花八門的學說，
有些精於此道者更被譽為預言家。西方有知名的諾齊丹瑪斯，著有奇書諸世紀 預言了，
有人認為此書預言了法國大革命、希特勒之崛起及飛機發明等。東方則有袁天罡李淳風著有推背圖，
劉伯溫有燒餅歌， 對於此等奇書的預言推拷，相信大家亦不難找到吧
。順帶一提對於推背圖和燒餅歌的真正版本和真正作者到現在還是有很大爭拗的。 

至於我們的香港雖然是個彈丸之地，發展歷史亦不算太悠久，但香港真可謂 臥虎藏龍 ，
曾幾何時，就有位被譽為預言家級數的術數大師出現過。說起香港的術數大師，現在的人可能會想起
經常亮相電視的蘇師父和麥師父等人，而上一代的人就可能會想起紫微斗數中州派傳人王亭之、鐵板
神算董慕節或剛仙遊的蔡伯勵老師。今次要說的這位預言家就比他們更早出現，他的名字叫吳師青。

吳師青有一身份在坊間廣為流傳，
聞說他表面上為鄧肇堅爵士的經濟顧問，但實情吳先生就是鄧爵士的御用風水顧問，
情況就好像傳聞中的首富李先生與蔡伯勵老師吧。 聞說鄧爵士事無大小都要聽吳先生指點，
有酒樓老夥記透露， 鄧爵士到酒樓見客的時候，一定要坐在吳先生指定的位置，
萬一位置已被人佔有，鄧爵士就寧願改期。 

鄧爵士是否真的對吳先生言聽計從我就不清楚了，但是他在吳先生的著作中曾經撰序，
文中可見鄧爵士對吳先生的玄學學說似乎有一定的了解。

吳先生之所以被譽為預言家，
這是因為他早在60年代對香港作下一些預言，而這些預言後來被認為是實現了的。在他1964年的著
作「香港山脈形勢論 」就有以下的預言

大嶼山成萬國之都

「南Y、大嶼兩島, 將來樓宇連雲、層層金碧、可為萬國互市之商場」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 萬國之商場的意思，就是現在大嶼山成了香港國際機場的所在地，
預言往往是這樣，到發生後才知他的意思。至於南丫島嘛， 就真的好像還未見有國際性的發展。

九龍半島成為工業王國
「在昔孔子生於山東半島，耶穌生於阿拉伯半島，釋迦生於印度半島，皆為發揚宗教之聖人。本港九
龍半島，亦破祿兼貪巨武之秀。將必有
商合世界大同之聖人，應運而生者，可預言焉。市樓六星，渡海過峽，拔起星峰，為精華薈萃之所。
撼龍經曰，此是海門南脈胳，貨財文武相錯。由此觀之，將必有 握經濟重權，而造成工業王國者出
焉」

https://2.bp.blogspot.com/-fyj8PNyXFlw/W53ayFcanvI/AAAAAAAAOCk/VxPY1jrBq1E3tZjoHSMkJ0c47upwE2YXgCLcBGAs/s1600/gjqpf7efi_gv13nc0khfsg.jpg


數年前本人曾經在網誌引用此段文字時，
曾經發生過一件無心插柳的趣事。有日我發覺網址的瀏覽人數大增，
發覺網誌原來被引用到香港某大討論區中， 他們在熱烈討論的，
竟不是我原本想說的九龍成為工業重鎮這預言， 而是大家在討論九龍半島會否有聖人出現。

香港成為東方之珠
「八仙，大刀岌諸嶺，以祿文行度，南旋西折，突起大帽山，形成武曲，開大帳，分枝劈脈.西經上
塘，盡於青山之南朗.東經獅子馬鞍西貢，盡於石屋大浪.中則
向南伸展，祿輔兼行.展開帳翅，經葵涌跌斷而起黃金山.渡海潛行，至昂船洲而露弼星.向西偏行，蜿
蜒屈曲，形若金蛇.至青洲之東，昂藏鬱勃，拔地而起香島
之扯旗山.北望傳變貪巨，東望傳變武曲，東北望則祿存帶祿，頂冠兜鍪，下分梳齒，輔弼侍從，乃
祿存帶貪巨武之貴徵，位坤向艮，而督署居焉.北山獻秀，眾水
聚堂，明堂寬大，右砂嚴密，誠天然形劫之結晶位置也.撼龍經曰，如君識得祿存星，珍寶連城貴無
價.又曰，明堂寬大容萬馬，富貴兒孫著錦衣，由此言之，香港
雄峙東方，為國際工商業之集中，握世界通商之樞紐，譽為珠島」

對於術數預言之說， 本人就認為最多都只能以作參考 ，不能太過沉迷。 因為通常這些預言，
很少是會百分百準確的， 而且有些預言都是事後才知道他的意思。 曾經有個故事是這樣的，
一位國王想與另外一個國家開戰，於是他就走去問一位預言家， 預言家就跟他說，
你可以毀滅一個大國， 國王聽了後就滿有信心地去開戰，結果被滅的大國原來是自己的國家。

另外，本人還認為一些被認為已實現的預言，本身是很有自我實現的意味。就像當年的王維基先生。

王維基與車公

來源為蘋果日報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m/finance/realtime/article/20141204/53196755

//90年返香港問人借錢，佢就話一落機去沙田車公廟求籤，「仲記得支籤係上上籤，話個小國向大國
打仗，最後小國吞併咗個大國。」//

王維基先生就是因為車公的解說而得到了很大的鼓勵， 於是就努力去創建了城市電訊，
與當時香港的電信巨人一爭一日之長短，之後打巨人打得節節敗退的故事，相信大家已經很清楚了
。 不過車公有否對黃先生要成立香港電視而有所出啟示，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董慕節與馬榮成
而另一個故事，我亦認為與自我實現有很大的關係， 在馬榮成先生所著的「馬榮成風雲路」
一書中 曾經提到， 當年他的夢想就是要超越黃玉郎先生， 後來他創作了中華英雄，
在23歲之齡就已經超越了黃玉郎，當時他覺得很迷惘，不知如何行下去，
於是就去請教當時很著名的鐵板神算董慕節先生， 而當時董先生對馬先生的批言，
很多人都已經很耳熟能詳： 「金鱗豈是池中物，一遇風雲便化龍，
九霄龍吟驚天變，風雲際會淺水游」， 相信對馬先生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 

後來馬榮成先生有感舊公司處事不公， 當年的中華英雄漫畫是舊公司銷量最好的，
但是發覺員工的回報與表現關係不大， 而是親疏有別。
還有就是給中華英雄的資源就是最小的，

https://hk.finance.appledaily.com/finance/realtime/article/20141204/53196755


雖說對中華英雄的創作不是直接打壓，但是減少資源也算是一種打壓吧。
及後馬先生自立門戶，成立了天下出版社 。
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在香港漫畫史上的傳奇作品，風雲。當中董先生的批言更直接影響了風雲漫畫的
創作，
而我更認為風雲漫畫可說是在那時代證明了給其他人看，就算離開了黃玉郎先生的王國也能夠成功的
。 

其實除了金鱗豈是池中物外， 董先生還贈了馬先生五個字， 「畫，不可不讀」。
雖然馬先生當日有感這五個字是有點老生常談， 但他亦感到，
自己的中華英雄漫畫當時雖是銷量冠軍，不過他的畫功就比不上很多人，
要繪畫繪得好，就要有一定的涵養。 於是馬先生就聽從董先生的批言，
努力看不同的書籍去增加自己的修養， 這故事就更令我覺得有很濃烈的自我實現意味。

如果以上的人物在得到了預言啟示後， 覺得命運就是這樣的，
那麼當時他們坐著什麼都不干就有如此的成就嗎？
莫非算命師說你會發達，你不去買六合彩，天也會掉一張六合彩下來給你嗎，
不過說真的我有朋友真的是這樣想，但我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佛系人生的藉口。

至於風水之說， 如果是當一個環境學來看， 可以令人工作或 居住的時候可以覺得舒服一點，
這點我有絕不反對的，但還是反對盲信的。

在這裏想介紹一位文中提及的香港歷史人物
鄧肇堅爵士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70831/20137935

對於鄧肇堅這名字，相信香港人都不會陌生，
因為鄧肇堅醫院鄧、肇堅運動場、鄧肇堅學校等等的名字老是常出現。

鄧肇堅乃銀行家鄧志昂紳士之後， 年青時已為父親幫忙打理鄧天福銀號，
在1932年鄧先生與雷氏家族的雷瑞德先生共同投得九龍和新界的巴士專利權 ，
創立了九龍汽車公司，即後來的九巴。 戰後人口急升使得九巴使用量大增，
再加上鄧爵士入股了當時的油麻地小輪， 這兩項業務， 令鄧先生成為當時的鉅富。

鄧先生一向熱心捐款，
早在戰前已經開始參與捐款和籌建香港仔兒童工藝院，即日後的香港仔工業學校，
亦帶頭在華人社群湊建貝夫人健康院。 由鄧爵士捐款而命名的項目，更加有逾意40項之多，
以下就列舉了一些出來

鄧肇堅醫院
鄧肇堅牙科診所
鄧肇堅學童牙科診所
鄧肇堅牙科治療師訓練學校
鄧肇堅爵士基金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鄧肇堅小學
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70831/20137935
https://4.bp.blogspot.com/-7INkeEjsmPg/W53axw1fe_I/AAAAAAAAOCg/oTT-SM4DlscYtMV6gthOx7btiZXsfRoDwCLcBGAs/s1600/31la3p5.jpg


鄧肇堅何添慈善基金
鄧肇堅運動場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屯門鄧肇堅運動場
北葵涌鄧肇堅體育場
屯門鄧肇堅網球場
鄧肇堅11人草地足球場
西貢斬竹灣鄧肇堅海事訓練中心
鄧肇堅男女童軍中心，屬童軍總會新界地域所有
鄧肇堅大廈，屬童軍總會港島地域所有
港島總區聖公會鄧肇堅混合見習支隊，隸屬香港聖約翰救傷隊
香港交通安全會鄧肇堅爵士大廈

聞說鄧爵士之所以如此熱衷於慈善， 是因為有風水命理師曾對他說，
他一生要行善積德，抵受歷練才可事事順景，
鄧爵士亦要求以他命名的建築物，要把他的名字放在當眼處。以便受到日曬雨淋為歷練。

對於這傳聞的真假， 真的很難去確認。但是如果傳聞是真的話，可以令一位慳家如命，每日
盡量只用一百元的鄧爵士不斷慷慨解囊的話， 這些命理師總算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最後要鄭重提醒一下， 人在低潮時總想找到一些 一些啟示， 很多人在這時會去尋神問卜，
而騙徒往往會在這些時候乘虛而入。



溫莎公爵大廈狐仙事件

《山海經．南山經》：「又東三百裡，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
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之不蠱。」

有說狐仙這東西早在山海經已有記載， 至於山海經的成書歷史有多久，
當中的內容由何時或何人增修，至今已無從考證， 所以胡仙這個東西出現了多久真無從知曉。

傳說中的狐仙，沒有一概而論是好或壞。
在山海經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會吃人的怪物。 在封神榜中她是迷惑紂王的坦己，
令至天下大亂，但在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狐仙是一種會幫人的神仙。

山海經圖

溫莎公爵大廈狐仙事件

狐仙的出現，不只是流傳於古代，在80年代初的香港，就曾經就發生了一件極為轟動的狐仙傳說。

話說某個晚上，一對夫婦包下了位於銅鑼灣的溫莎公爵大廈那家美心皇宮大酒樓為兒子做滿月酒，
當晚兩夫婦高興地抱著剛滿月的兒子與親友慶祝， 高興過後，他們一家人便回家休息。
但是那太太在入睡後，就夢見一隻樣子非常可怕， 眼睛發著血紅色，滿口長著尖牙的狐狸在床邊 。
狐狸對著那太太說：你在我的地方請滿月酒這麼高興，竟然不給我面子來敬我一杯，我要把你的兒子
吃掉，說完就當著母親面前把兒子咬死。場面實在太可怕， 那太太嚇得立即驚醒過來，
並把睡著的丈夫叫醒將夢境說給他聽， 丈夫怕太太擔心，於是就陪他一起去看看兒子，
可惜當時他們看到兒子面已如死灰，呼吸停止，於是就把兒子送到醫院去， 但是已回天乏術，
有傳這個兒子當時的屍體是沒有半點血。

在嬰孩離奇死亡事件傳出後，有人稱在酒樓附近的一幅雲石外牆看到有花紋仿似數頭類似狐狸，
傳聞令人把兩件事聯想起來， 就傳出有狐仙殺人事件這個都市傳說。

有很多市民在聽到這個傳聞後，都跑去溫莎公爵大廈看那塊雲石， 令得大廈每日水楔不通，
當時就連主流傳媒也有報導如此盛況，
後來大廈的管理人員認為情況根本不能控制，於是用布把這雲石封了，
但是縱使用布把雲石封了，亦阻不住好奇的市民跑去觀看，
最後溫莎公爵的管理人員決定把雲石索性拆去， 事件才告平息。

圖傳為當年雲石

傳說中的狐仙，是否單單是把它付託的雲石拆去就可以擺平呢？ 有說在狐仙事件發生後，
有人到台灣請了高人過來對付狐仙， 高人把最兇猛的兩頭打散了，
而小的狐仙就把它們收起來，帶到現在台灣的陽明山繼續修煉。
之後溫莎公爵大廈的天台就出現了一個神秘的兒童遊樂場， 這個遊樂場是沒有對外開放的，
傳說這個遊樂場是給那位被狐仙害死的嬰孩玩耍。

https://3.bp.blogspot.com/-3oaVp99hCBc/W6eJCODpeqI/AAAAAAAAODM/BY_hJ_SiBwkTy9gy_yLrH6mdJgtC5SbGgCLcBGAs/s1600/AQf8rWm1EOdNfRNEt2LhxI5gsrVzOAhmMmlYsTJpWLE.jpg


至於這數頭狐仙是從何而來呢， 有傳它們是從 位於附近大坑的虎豹別墅走過來。
虎豹別墅對於現在的人來說可能是有點 陌生， 但對上一代人來說這，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消閑去處，
因為它是免費對外開放的主題樂園。 虎豹別墅是由萬金油大王胡文虎所建， 有人說，
有些商家是喜歡拜狐仙來幫助自己的生意，
而胡家兄弟的藥業生意之所以成功，就是拜狐仙所賜，於是他們就在虎豹別墅裏供奉狐仙。
為何狐仙們會遷離虎豹別墅呢？ 有說因為胡文虎先生在去世後，虎豹別墅的佔地開始逐漸出售，
可能它們會覺得供奉者已去世，而他們的藏身之所亦逐漸消失，
所以就再覓地修練，於是就到了溫莎公爵大廈。

溫莎公爵大廈的前世今生
簡略介紹一下溫莎公爵大廈 ，溫莎公爵大廈的原址為牛奶公司冰廠，
現在我們已很難想像在銅鑼灣這個地段能夠見一家冰廠吧。 後來置地發展把冰廠重建，
在1979年就變成了溫莎公爵大廈。 在87年， 華人置業的大劉生可畏無懼狐仙的傳說
，購入了溫莎公爵大廈 ， 再改建成現在的皇室堡，
當年的美心皇宮大酒樓和那個神秘的天台遊樂場都已不再存在。

至於有今次主要想介紹的， 就是以前香港人一個美好的回憶，虎豹別墅

虎豹別墅

http://hksar20.appledaily.com.hk/article/1_56519143

虎豹別墅由人稱萬金油大王的胡文虎興建，香港的虎豹別墅為世界上第一座虎豹別墅，第二座在星架
， 第三座在的福建永定。

據說香港的虎豹別墅當時花了1600萬港元興建， 1600萬在1935年時又是一個不敢想像的數目了。
建築群分為別墅和萬金油花園兩部分，佔地本達53萬平方米。 別墅為胡家私人住所，
對外開放的其實是萬金油花園，所以我們以前常說去虎豹別墅遊玩，其實我們是去觀看萬金油花園的
。

花園中最著名的有虎塔或俗稱的白塔，
以及十八層地獄壁畫。  白塔為一座七層高的六角形塔樓，曾被傳為新香港八景 之一 虎塔朝暉，
這個新舊香港八點嘛，就好像世界十大奇蹟那般，
舊的有些失去了，人們就加一些新的上去吧，不過新八景的認受性就沒有舊的那麼高了。

註1 新舊香港八景
虎塔

另一個著名景點就是虎豹別墅的 壁畫，尤其是哪個十殿閻王。
十殿閻王壁畫上畫了坊間傳說中十八層地獄的情況，

http://hksar20.appledaily.com.hk/article/1_56519143
https://1.bp.blogspot.com/-soUgbKzyXhI/W6eMxcORObI/AAAAAAAAOD8/YTF81ZG85AEU_z8XiH_lh0ZQTuErFAeqQCLcBGAs/s1600/1491833046_965e.jpg


例如是勾脷筋、腰斬、下油鍋和萬箭穿心等嚇人情景， 希望以此產生警世作用，
但事實有沒有警世呢？ 我媽說我孩時在參觀這個十殿閻王是很開心的。
壁畫除了地獄外還，有另外一些民間傳說，例如是八仙過海， 豬兔聯婚等，
這些都是我兒時喜歡的故事吧。

關於這些壁畫，坊間是流傳著這麼一個鬼故事的，
虎豹別墅的開放時間是有限，在下午四時就會關門， 曾經有一對情侶，
可能是忙於流年或是其他的東西，竟忘了關門的時間， 於是便被關在虎豹別墅內，
到晚上的時候，他們竟見壁畫上的雕像都跑了下來 遊玩， 情況有點像電影中nightmare in
Museum的情景， 但是這對可憐的情侶就給嚇傻了。

胡氏家族曾一度非常興盛，
除了藥業王國外，他們還建造了一個報業王國，在香港和星架波等地創辦了星島日報、星州日報、星
島晚報和英文虎報等。

1954年， 掌舵人 胡文虎先生在72歲的時候因心臟病去世，
王國就交給了當時只有22歲之齡的養女胡仙接管， 在胡仙名下的報章曾經有七份之多 ，
被稱為報業女王 。 可惜好景不常 ，80年代後， 胡家生意開始走下坡，
而胡仙當時開始對暴利的房地產產生了很大興趣，
於是大舉投資房地產於香港、澳洲、星加坡等地， 但在一九八九年起，海外地產一落千丈，
胡家就負上巨債。 無奈下胡仙唯有把星島報業轉讓， 虎豹別墅更以一億元賤賣與長江集團，
轉售後萬金油花園就被拆卸， 拆卸後所得之地就建了現在的渣甸山名門，
虎豹別墅亦宣告不再對外開放
。在香港這個地方，地產商就是連地獄也可以拆來起樓的，所以香港人不用怕下地獄。

其後政府與長實達成協議，用地積轉移取得別墅， 即政府用另一地皮 與長實交換， 並把別墅
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2008年政府曾 建議活化別墅，但兩度投票失敗， 到2013年就把別墅
批給虎豹音樂基金，活化為「虎豹樂圃」去推廣音樂。

如果現在想一睹當年虎豹別墅的風采，我們還未至於完全絕望的，
因為他有一個孖生兄弟在星加坡。

以下是香港虎豹別墅的珍貴短片https://youtu.be/cOfc_m0BncM

值得一提的是胡文虎先生有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宗旨， 他稱會把經商盈利的60%用於慈善公益上。

那麼現在那些被帶走的狐仙是否還在台灣的陽明山修煉呢？這個我就不知道，
但現在台灣拜狐仙的文化還是很盛行的， 有些女士們會帶化妝品去供奉狐仙，
而陽明山就有一個狐仙堂。

註1 
舊香港八景
旗山星火 下燈火，亦稱「香江燈火」
仙橋霧鎖 霧中盧吉道的棧道泛起橙黃色街燈
鵝澗榕陰 堅拿道天橋鵝澗已經在1920年代被填平變成暗渠

https://youtu.be/cOfc_m0BncM


鴨洲帆影 鴨脷洲
赤柱朝曦 赤柱
扶林飛瀑 薄扶林瀑布灣，但在1863年薄扶林水塘落成後已經沒有飛瀑
鯉門夜月 鯉魚門
浪灣海浴 大浪灣
新香港八景
旗山星火 已介紹
赤柱朝曦 已介紹
淺水丹花 淺水灣萬紫千紅的杜鵑花
快活蹄聲 快活谷的賽馬盛況
鯉門夜月 已介紹
宋臺懷古 宋王台公園
殘堞斜陽 指九龍城寨的殘垣斷堞
虎塔朗暉 已介紹



繼續灣仔魅影重重與香港保衛戰

上次說過灣仔鬼郵差和東城戲院的故事， 那麼灣仔有這麼多的鬼故事，又豈會是一個起兩個字呢，
今日就來個漫遊灣仔說鬼故。

灣仔日月星街

80年代灣仔的日月星街經常 傳出鬧鬼事件。 話說天寶街以前是一個掘頭巷， 市民為了方便，
就在天寶街與星街之間自闢了一條狹窄的樓梯，樓梯可供一人通過， 在一個晚上，一女子
因為在附近印刷廠工作至夜晚， 放工後就 經過這條樓梯回到星街的住所， 當她行上樓梯後，
看見樓梯的另一端有另外一個人向她對頭行過來， 當時女子心想，
他們兩人在中途會相遇而側身避過， 但奇怪的是此女子
一直行一直行就行完整條樓梯，卻沒有遇上那人， 心想怎會這麼奇怪呢， 於是回頭一望，
看到樓梯中 真的有另外一人正在行著，  剛巧女子看到樓梯口有另一位街坊在乘涼，
她就問這個乘涼的街坊有沒有看到剛才有人 進入這樓梯， 但是 乘涼的街坊對他說： 哪有人啊，
女子心想到底是她眼花還是遇到靈異物體呢？

過了數天，在星街附近的天寶街又發生了另外一件靈異事件，
話說當時的天寶街有兩個廁所，是需要商戶的鎖匙開門，有一群青年人行經這個廁所時，聽到廁所內
傳出一把女聲在叫：救命， 那些年青人們就走到廁所拍門去問過究竟，
但廁所的女聲並沒有回應問題，只是不斷在發出救命聲， 於是那些年青人就
分了兩批人，一批留守在廁所門口，一批就去附近商戶找電話報警，
因為那個是沒有手提電話的年代呀。 警察來到後廁所內還是傳出救命聲，
那麼警察就把門爆開，但是打開後竟廁所內竟然空無一人。

這個故事大家是否覺得有些眼熟呢？ 在春嬌與志明開場這一段鬼故事中， 駱應鈞所飾演的保安員
在停車場內聽到有一架 車的車尾箱發出救命聲， 車尾箱還發出震動 ，所以就去報警，
在警察到場後，把車尾箱打開又是見到裏面空無一人， 這個情節很相似吧？
有時傳說這東西是會給電影或小說給予很多橋段呢。

再過不久，星街性就發生了一件靈異事件， 這次就不幸地出現了受害人，
話說有一日，一位女子夜晚乘的士回家，在星街附近下車， 在他步行回家途中，竟然看到
有很多人體斷肢凌空向她飛過來， 女仔受驚過到當場暈倒， 之後要進入葵涌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連串的靈異事件 在街方之間傳得沸騰，更因有 有受害人出現而令得人心惶惶，
後來街坊們就籌錢找法師做法事， 法師對街坊說：這裏出現了非常大量的靈體，
這是因為這裏本來有一個 很大的土地公公， 後來給人搬走了，可能是因為這裏要開始發展吧，
沒有土地公公把這些靈體壓住，所以他們現在就周圍走了，

的確在80年代開始， 星街一帶再次發展， 原本是有一個土地公公在這裏，被移走也是不出為奇的。
那麼為何這裏會出現一個大土地公公和大量的靈體呢？ 這就和灣仔更老的傳聞有關了。

為何日、月、星街會這樣的命名呢？這是因為香港第一個發電廠就建於日月星附近的永生永豐街，於
1889年建成，1922年關閉。 三字經中有所謂：三光者日月星，
人們想把日期星來比喻電力帶來光明，於是就把電廠附近的態度取名為日月星街。



傳說 ，在1941年二戰期間時，日軍襲港， 日軍用了一張過期地圖以為那裏有電力設施，
就向星街一帶 投彈轟炸， 而當時在星街有個很大的防空洞讓市民躲避， 那次的轟炸當中，
日月星街附近大部分的居民都躲進防空洞內， 不幸地，一個炸彈掉進了防空洞爆炸，
裏面很多的居民都被炸至支離破碎，血肉模糊， 據聞這次的慘劇，
令當年日月星街的街坊幾近滅絕。

及後在 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中， 日軍殘忍地大量屠殺平民， 每日都有很多屍體要處理，
他們就把屍體運到防空洞，把這些屍體掉下去用電油燒掉。 有傳，
當時有些市民被迫幫忙去埋屍和燒屍， 他們看見那些所謂屍體中有些人還沒有死去， 被燒時發出了
悲慘的 哀號。更有人看見一些女性的死者下體被插著各樣的物體， 相信是被日軍變態虐殺致死。

幸而後來日軍戰敗，香港重光， 防空洞的門口就被關， 仔日月星街就此換上新的居民居住，
但是新的街坊在日月星街附近就經常發覺人影重重， 經常鬧鬼，
所以就跑到去之前提及的洪聖古廟求助( 上次鬼差這的故事也是到洪聖古廟求助啊)，
不過這次鬧鬼的程度太大， 連了廟祝也要去找另一位法師幫忙，
之後法師就請了一個大的土地公公來，把防空洞內的鬼魂鎮住了。

至於在80年代 那次鬧鬼事件中， 在法師完成法師後，
星街就多了一座小型的伯公廟和一塊大紅布蓋住了防空洞， 用以把鬼魂鎮住。

http://mozmolj.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6496.html

不過最近這塊紅布就不知給誰人揭開了， 幸而就好像沒有甚麼靈異傳聞出現。

本人所攝， 小伯公廟右面的就是防空洞的門口

以前的日月星街是一個平民的住所， 經過一輪發展後，這裏就成為了豪宅與高級餐廳的所在地了。

至於後來日月星街等地曾被傳為灣仔六街， 幾條連接著就可以畫出一個死字來，
但根據灣仔導賞團的黃秀萍女士所述， 這個傳聞是由當年一本成人雜誌 的靈異小專欄中傳出，
那麼這個六街的死字，信不信就由你了。

順帶說一下在星街附近的太古廣場三期亦曾經傳出有人看見有日軍的鬼魂步操。

說起二戰時的屍體處理傳聞，這就一定要說到關於舊灣仔街市了。話說在18日香港保衛戰初期，
舊街市的地庫曾經用作雪藏屍體。 到了淪陷期間，舊街市更加有這樣一個駭人的傳聞。
在淪陷這段時間香港出現了糧食短缺的問題， 偏偏在這個時期，街市就出售了一種很特別的肉，
這些肉的 油脂很豐富， 只要把肉放到鑊煎， 肉排出的油脂已足夠把肉煎好，
根本連油也不用加上去。 這些肉經過煎煮後還特別香口。
聽說在打仗的時候，連老鼠過街也會給人追殺來吃， 在街市這些好吃的肉是從哪裏來呢？
有個駭人的講法就是這些肉， 就是那些被日軍殘殺的 屍體上割下來。

http://mozmolj.blogspot.com/2013/09/blog-post_6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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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2.bp.blogspot.com/-BUCbFpmJaLY/W7oV-M15JoI/AAAAAAAAOEw/KOAZEKOQnM8Rp87h1A-9uBYpkSaZA23RQCLcBGAs/s1600/1538212263952%2B%255B2%255D.jpg


其後灣仔街坊就有這樣的傳聞， 在街市就差不多要關門時， 街市的商販還見到有人在這裏，
商販就對這些人說：我們要關門了，平一些吧菜賣給你吧。說完這些人就消失了。
有說在街市後門的鏡、土地和金錢劍就 是用來鎮壓鬼魂的，
又有人試過在街市內拍照，但不論是用菲林機或是數碼相機，
在拍照後這些菲林和記憶卡都會壞掉。

時至今日，這個舊灣仔街市已經不再存在， 這本來是香港一個比較少有的bauhaus風格建築 ，
現在又變成豪宅了。

舊灣仔街市

變成豪宅後的灣仔街市

對於灣仔的街坊來說， 灣仔的街市其實不只是 舊街市這一個地點，
而是從灣仔玩具街一帶開始，這些在街上的市場， 這個整體才是灣仔街坊心目中的灣仔街市。

要說到灣仔近年前得最盛的鬼故事，相信就是在2003年，
被幾個主流傳媒大肆報道的南固臺鬧鬼事件

http://the-sun.on.cc/channels/news/20031130/s_news.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archive/20031130/new/new_a00c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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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固臺又稱紅屋， 位於灣仔的船街， 聞說在日治淪陷時期，南固臺和駱克道等地方屬於慰安區，
南固臺 因為是豪宅的關係，當年更成為高級軍官的專用慰安婦俱樂部。

在2003年11月的一個晚上，有幾位愛好占卜、靈探等東西的年青學生本打算到灣仔船街的聖璐琦中
學進行靈探， 誰知學校的門已被上鎖，他們不能進入， 於是便轉到附近公園休息聊天，
其間有三人表示看到一個人影站在通往紅屋的樓梯上向他們招手 。
這班愛後靈探的年青人就衝上去看過究竟， 但他們上到樓梯後，其中有三名女生
聲稱看到有一個鬼影向他們不停招手，
三名女生玩大喊：嗰隻嘢跟住我哋。然後便狂奔至皇后大道東， 其餘同學見狀立刻追上他們三人，
當時三位女生情緒失控，不斷狂叫 要返回紅屋， 其中一名女生更變成男聲說： 你跟我返上去。
同學們想把這三位女生弄醒，於是不斷掌摑他們，可是失敗。之後嘗試騎在他們身上想把他們制服，
可是女生們變得力大無窮，把幾位同學爭脫。

街坊見到以為他們打交，於是報警， 警方到場後也擾攘 了十多分鐘後才把他們制服，
但是他們還是不斷
掙扎，最後要用繃帶把他們綁起。這事件當年有蘋果、太陽和東方三個主流傳媒報道出來， 令
南固臺 而因而聲名大噪，成為灣仔鬼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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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灣仔街坊表示，船街 本來都是一個出名的鬼屋區域，不過在灣仔坊間原本流傳的鬼屋
就是這班年青人當初想去的聖璐琦中學。 這所學校荒廢多年，
曾有街坊聲稱目睹這裏的燈光忽明忽暗，
有人聽過有女人的尖叫聲傳出，更有人聲稱目睹無頭女鬼，
他們流傳這可能是日治時期被殺的慰安婦怨靈。



香港保衛戰

今次我想介紹的歷史，是文中多次提及的香港保衛戰。

過往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歲月就有很多人提起， 但之前一段18日
香港保衛戰的歷史，似乎就給人遺忘了， 今次我就嘗試簡述一下香港保衛戰。

香港其實早在三四十年代的時候， 因為地理位置和有良好的航運基建，
那時已經成為亞洲區的航運樞紐。 對於這個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地方，
英國政府早在1910年代已在討論是否應該在香港增加設防，但由於英國的殖民地覆蓋甚廣，
英國無論在財力或軍力都 難以支撐這麼廣闊的局面，
猶豫了一段時間，最後還是動用了500萬英磅在香港怖防， 其中就包括了醉酒灣防線。
在30年代英國的軍事報告中曾提及香港為戰爭中的前哨， 要單獨戰鬥45至55日，
即英國艦隊預計能前往香港的時間。

醉酒灣防線由1934年開始興建，1938初步成，
其間，在1937年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日本開始侵華，
當時英方已預計日方會攻過香港，最大威脅會是空軍，所以醉酒灣防線主要為拖延敵軍用途，但英國
當時誇大誇其詞， 稱之為東方馬奇諾， 以收阻嚇作用。

其後日本勢力不斷在亞洲擴張， 在1941年7月，美國開始對日本進行禁運。 同年下旬，
英政府亦開始在灣仔金鐘等地方大量發掘防空洞，香港市民那會不感山雨欲來。

盟軍為了對日本 造成國際壓力 ，於是同盟國 就向亞洲殖民地注兵，澳洲派兵 馬來亞，
美國派兵到菲律賓，而加拿大就在41年的11月派兵到香港，這就是為什麼香港保衛戰中有加拿大人
參與。 由於加國人駐兵香港本是阻嚇作用 ， 所以人數並不多，只有大概二千多人
。最後參與保衛戰的，就有英國人，印度人，尼泊爾人，加國人，而華人就在義勇軍當中。

香港時間1941年12月8日零晨 ， 日本偷襲珍珠港，並同步發動太平洋戰爭。
同日，日軍開始空襲維港及啟德機場， 陸軍則開始由深圳進入香港。當時英軍方面則且戰且退，
一方面與日軍戰鬥，一方面破壞橋樑和交通設備等，以阻延日方前進。

12月8日至12月9日
城門碉堡失陷，醉酒灣防線缺口打開
日方的228聯隊在針山等地進行偵察 時，發覺城門 碉堡竟然防衛薄弱， 於是私下發動突襲，
雙方大概戰鬥了十多小時， 城門碉堡因為寡不敵眾而失陷， 時至今日城門碉堡依然存在，
在其中一個入口， 我們還可以見到 當日負責進攻的若林東一 留下了"若林隊佔領"5字 ，
其後日方曾考慮開展軍事聆訊 228聯隊的土井隊長。

12月10日
援軍被毀
城門失陷後，蘇格蘭營撤離醉酒灣防線，在金山附近繼續頑抗， 期間得屬不幸消息， 英方的戰艦
威爾斯親王號在馬來亞被日軍擊沉， 頗為打擊守軍意志。

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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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大混戰
日方230聯隊與蘇格蘭營d連在金山正面遇上發生肉搏戰， 日方第五縱隊隊長被英方擊斃，
但日方仍繼續向金山361高地進發， 日方第五大隊 見己放陷於苦戰，於是 向金山開動速射砲攻擊，
d連被擊退後361高地就被佔領。
另一方的256聯隊與蘇格蘭營c和b連進行混戰， 英方由於火力之兵力都不及日方，
期間b，c連長李查遜和羅斯相繼陣亡。

日方繼而向青山道推進， 英方的華里士調動所有可動員兵力， 到荔枝角一帶堵住缺口。

12月11日至13日
英軍撤出九龍
應方意識到， 醉酒灣防線左翼面臨崩潰， 為了保存實力， 就下令大陸旅於晚上撤回港島。
由於英方一早已定下九龍和新界為拖延戰線， 所以一早已定下對策略與 撤退 路線，
在砲兵的掩護下， 英方撤退行動大致順利。

12月13日
日方勸降
上午日方 派出 參謀多田督知中佐 ，乘坐一艘插有寫上英文peace mission 旗幟的小艇 駛向港島，
船上還有當時布政司詹信秘書的夫人為人質， 上岸後多田向英方遞上勸降書。
同時間，日方乘雙方停火的機會，派人到大角咀、油麻地、大環等地方觀察英軍陣地。

原先日方預計 英方會認真考慮勸降提議， 但英方隨即回覆：

總督與駐港總司令接到酒井隆中將閣下之書信 感到榮幸，茲回覆如下。

總督欣賞是次交流背後之精神。
惟在任何情況下，總督未能召開任何會議或談判有關香港投降之事宜。

日方勸降失敗， 於是想組成敢死隊渡海進攻， 並由團中兩名奧運游泳選手擔任指導， 不過敢死隊
最後未有機會 大展拳腳 ，因為在沙田 海就被英軍砲火擊中，造成不少死傷。

12月14日
日軍砲兵團開始有組織地向 港島實施跑轟， 白沙灣砲台受到密集攻擊， 摩星嶺砲台 的火藥庫中彈，
九名印藉炮兵陣亡。 英方亦全日進行反炮擊。

12月15日
日方在間諜的協助下，開始向港島北岸的機槍堡炮擊， 同時間摩星嶺砲台連續數日受到日方炮轟。
到晚上白沙灣砲台發現有 橡皮艇試圖登陸港島， 砲台開火58發攻擊， 日方亦
向英方還火，雙方交火半小時後逐漸平息。

12月16日
日軍繼續不斷空襲港島及軍艦， 而摩星嶺炮台燈連續經歷三日炮轟及空襲，
旗後炮兵奉命暫時撤退休整。

12月17日
日軍為了逼使守軍投降於是向維多利亞城進行兩小時的威嚇射擊，



目標為維多利亞城周邊的住宅區， 又空襲筲箕灣及灣仔的軍事設施， 企圖恐嚇港督楊慕琦投降。
威嚇射擊後，日方再次派出多田督知 勸降，英方則以一個單字不來回應。

日方接到回應後， 就恐嚇炮擊將不會再顧慮市區的平民。
當時英方其實認為日方多次勸降，其實已是彈藥耗了不少， 而英方援軍亦快將會到臨。

12月18日
日軍向太古筲箕灣等地炮轟， 又再次向港督府及摩星嶺砲台進攻， 這次最少有十一艘船被擊沉，
亦誤中北角油庫，讓成大火， 以至北角一大帶成一到煙幕， 為日方帶來登陸機會，
同日晚上太古船塢亦被擊中起火。

至晚上8時30分左右， 日軍第一波登陸部隊開始上岸， 隨即遇到拉吉普營猛烈抵抗。

日方230年隊上岸後在北角與英方d連激戰，
其後受到北角發電廠的曉士兵團還強抵抗而無法沿英皇道進入市區 。228聯隊
在太古船塢及太古糖廠與c連進行白刃戰， 229聯隊在筲箕灣登陸後擊潰了受連日炮擊的a 連，
其後向柴灣方向進軍， 如來福槍c 連激戰。約一小時後第二波登陸部隊上岸， 日軍數量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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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兵團 － 曉士兵團

12月19日
在日軍壓倒性的優勢下，東北岸的抵抗逐步被瓦解，曉士兵團雖頑強令日軍無法從英皇道前進，
但當時兵團已身陷重圍，未能阻止日軍從渣甸山方向推進。

其後日方230聯隊把北角電廠交給229聯隊，
改而向南推進。230聯隊南進時，守軍正值由夜間陣地轉移至日間陣地，
有點誤打誤撞，聯隊在未被發現下 進入了守軍的正中央。

230 聯隊之後嚇然發現自己陷於守軍包圍， 但倚著隨隊的 速射砲提供 猛烈的火力 支援
而屢次把英軍擊退，封鎖了黃泥涌峽。 與此同時日方229 和228聯隊從畢架山、畢拿山
及大潭水塘一帶西襲黃泥涌峽， 對英方西面指揮部形成鉗制形勢。

230聯隊繼而佔領赤柱峽，把該地所有守軍砲兵殲滅 ， 守軍西旅指揮官羅遜
企圖帶兵突圍死戰，說了一句 i am going outside to fight it out， 可惜當他一離開就被包圍的日軍
掃射， 幾乎全軍覆沒，包括羅遜本人。

渣甸坊方面戰況很激烈，加拿大溫尼伯d連被擊退後，
a連在將軍奧斯本帶領下與日方228聯隊且戰且走，
日方向加拿大軍施以手榴彈攻擊，但被奧士本逐一把手榴彈掟回日軍， 可惜其中有一個落在
英方戰壕，奧斯本警告同袍後縱身覆蓋手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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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己救人。港大生洪棨釗曾一度在渣甸山暫代守方指揮官， 可惜最後仍因突圍而戰死。

12月20日
英坊西旅戰線曾多次反攻，以至筋疲力盡， 東旅亦曾先後發動三次反攻， 但效果成疑。
在一番戰鬥後， 英放幾乎可以肯定 已完全失去奪回黃泥沖合的希望。

12月21日
在反擊失敗後，港方似乎意識到離結局不遠， 楊慕琦就向倫敦發出電文：
敵人已控制高地， 總司令指出我們將於市區被分割包圍， 任由大量平民被侵襲。
本人認為有責任在事態發展至此前， 請求投降條件。 如閣下去可請電回單字"能力"

其後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回覆：
我們極為關注日軍在港島登陸的消息。 我們無從得知登陸行動何以成功， 但不得考慮投降。
島上各處都要固守， 必須頑強抵抗。 要使敵人付出最大代價。 要全力實施內線防禦，
必要時進行巷戰。 你們會堅持一日， 都有助盟軍在全球的作戰。 為此你和你的官兵，
將贏得永遠的榮耀，我們堅信你們是應得的。

邱吉爾不希望香港過早投降， 但香港的嚴峻情況已遠超倫敦預期。
其後數日英方在沒有發動反攻轉而死守陣地阻止日軍。不過當時的守軍並未知道講方已有投行意圖，
還誤信假消息，認為國民黨軍隊會到來增援 ，
淪陷後應家將是一致認為堅持到底的抵抗造成不必要的犧牲。

12月22日
日方繼續向黃泥沖峽攻擊， 加國軍隊彈盡糧絕， 軍官全數傷亡， 其後向日軍投降。

作為國民黨駐港代表的陳策就繼續發放假消息， 偽稱國軍已進入新界與日軍激戰。

12月23日

工務局 向司令部發出警告：大潭水塘抽水站需要兩日時間才可修復， 暫時只可靠薄扶林水塘供水，
港島供水幾近癱瘓， 直言市區已經無望。

其後日軍切斷了東西旅的聯擊， 前者被鎖在赤柱半島，後者則逐步被迫退。
加軍來福槍營長認為再反抗只會徒添傷亡，
與英方華里士產生嚴重分歧，爭論不斷。日軍亦發覺守軍敗象已呈，
開始製定進攻港島的最後階段作戰計劃。

12月24日
上午華里士視察加軍來福槍型時發現， 發現剩下的軍官已士氣低沉， 他們均認為反抗是徒勞的。
華里士對他們重新投降的原因後，便提議他們提白旗前往淺水灣或其他地方投降，
不過加軍拒絕單獨投降， 而華里士當時還是堅拒投降。

平安夜晚上11時，楊慕琦向守軍發出聖誕賀詞：

“From H.E. to Troops:
In pride and admiration I send my greetings this Xmas day to all who are fighting and to all



who are working so nobly and so well to sustain Hong Kong against the assault of the enemy.
Fight on, Hold fast for King and Empire. God bless you all in this your finest hour”

“From Fortress HQ to Tps:
Xmas greetings to you all. Let this day be historical in the proud annals of our Empire. The
order of the day is Hold Fast”.

12月25日
上午6時，日軍派出被俘的退伍砲兵少校萬納思先（Major
Manners）及淺水灣酒店市民委員會主席蕭士到對英軍處作非正式勸降，至中午，楊慕琦以「香港
尚能抵抗」回覆。

其實當時守軍所剩的兵力與跑火已不多，
香港多處防守要點失守，日軍正向維多利亞城進發，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向楊慕琦匯報，日軍正從三
方面突破西面戰線，
禮頓山、海軍醫院失手、阿布連道難以維持，海軍船塢的旁遮普營亦只能抵抗約兩小時，
日軍即將進入市中心， 中部灣仔峽以及馬己仙峽已失手。
他估計日軍可以下午6時前進入維多利亞城， 到時所有指揮及通訊將會癱瘓，
將不能指示其他部隊投降，
因此應該盡快投降，以免其他部隊因未收到指示而繼續抵抗，反遭日軍殘殺。

楊慕琦立即知會布政司及律政司，致電駐港海軍最高級的軍官，三人均贊成投降。
下午4時半起，守軍陣地開始舉起白旗。莫德庇派人員到東角向日軍交代即時停戰及投降，日軍要求
楊、莫兩人下令英軍停火，前往日軍指揮部。
傍晚時分，兩人抵達半島酒店，向第23軍司令酒井隆中將投降，
之後香港就進入了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

此次戰役， 香港能守這麼久已是非常難得， 因為日方在軍力上有絕對優勢， 總戰鬥人數
大約是英軍三倍， 炮兵和空軍等是有壓倒性的優勢。

以上香港保衛戰大部分資料來自 孤獨前哨， 由於只是簡述，所以未能講得非常全面。



香港保衛戰加軍亡魂索命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471094/%E7%AD%B2%E7%AE%95%E7%81%A320%E5%88
%86%E9%90%98%E7%99%BB%E8%A5%BF%E7%81%A3%E5%B1%B1%20%E8%B3%9E%E7%
82%AE%E5%8F%B0%E6%97%A5%E8%90%BD%E9%BB%83%E6%98%8F

西灣炮台

能夠聽到這個故事可以說是有點神推鬼㧬，話說每個星期四的傍晚香港電台都有一個說鬼故的節目，
但是因為工作的關， 在傍晚時分我都還是在公司工作的。不過在我寫過香港保衛戰後不久，
因為公司要清假， 在一個星期4 的傍晚， 我就有機會聽到這個節目，
而巧合地我聽的鬼故竟然是與香港保衛戰中的加拿大軍人有關。

那天電台有一位叫啤梨的朋友接通了電話，說了一件發生在十多年前的事。當年啤梨與他的表弟同讀
一所中學， 有天他們參加了學校的宿營， 地點就在港島的筲箕灣哪兒一個政府營地，
營地附近就有個古蹟，這就是香港保衛戰中的英軍陣地  - 西灣砲台。

某晚上，啤梨與表弟參與了一個相信是定向活動的東西 ， 活動是要尋找一些check point，
在尋找的過程中，表弟找到了一個子彈殼， 子彈殼應該是很久以前留下來的，
而這個活動應該就是用來認識香港的歷史吧，
所以啤梨與表弟都意識到這個子彈殼應該與保衛戰有關。不過表弟似乎就對歷史欠缺了一些尊重，
在找到子彈殼後，表弟說了一些輕佻的說話： 打乜鬼仗呀。
之後也沒有什麼特別事發生就完結了這個宿營。

在宿營完結後的星期一和二，啤梨都不見表弟上學， 於是就打電話到他家去，
接電話的是表弟的母親， 即是啤梨的舅母 。
舅母說表弟宿營回來後病了兩天，叫他看醫生又不去，又不肯說話， 初時啤梨以為表弟太累吧。
但是到了星期三， 啤梨的媽媽就神色凝重地問他們在宿營時到底幹過什麼？
啤梨當時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媽媽會這樣問呢？
原來表弟在星期三開始不斷以流利的英語在說話。

由於舅母的英語不太靈光，所以不太懂表弟在說什麼， 之後啤梨和啤梨的母親就去探望表弟，
啤梨表示當時表弟的聲音還是表弟的聲音，而不是那些類似男聲變了女性情況，
但是表弟的英語口音就完全變了另一回事。 表弟說話的內容大致是他被騙了來香港。

後來有更加多人去探望表弟，包括了他們學校的班主任。
當時表弟的神情還是正常，只是不斷在說英語。 班主任看見表弟後，就用英語跟他說一句：
你是誰？  可能在學生的心目中老師都是不會說鬼神吧，所以啤梨也嚇了一跳，
莫非班主任也懂這些東西？
表弟就回答了一個外國人的名字，還說是香港人把他騙過來。 老師繼續問他從哪裏來，
他說：從加拿大來的，是你們騙我來的。 明明說了我是來受訓的， 為何我會被捲入一個戰爭之中？
現在還要被你們用言語侮辱。

啤梨覺得奇怪為何會那樣呢？
因為那時啤梨還未知道曾經有過加拿大軍人在港參戰。但是如果有朋友是看過之前一些關香港保衛戰
的資料， 那就應該會聯想到是怎麼一回事了，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471094/%E7%AD%B2%E7%AE%95%E7%81%A320%E5%88%86%E9%90%98%E7%99%BB%E8%A5%BF%E7%81%A3%E5%B1%B1%20%E8%B3%9E%E7%82%AE%E5%8F%B0%E6%97%A5%E8%90%BD%E9%BB%83%E6%98%8F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471094/%E7%AD%B2%E7%AE%95%E7%81%A320%E5%88%86%E9%90%98%E7%99%BB%E8%A5%BF%E7%81%A3%E5%B1%B1%20%E8%B3%9E%E7%82%AE%E5%8F%B0%E6%97%A5%E8%90%BD%E9%BB%83%E6%98%8F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471094/%E7%AD%B2%E7%AE%95%E7%81%A320%E5%88%86%E9%90%98%E7%99%BB%E8%A5%BF%E7%81%A3%E5%B1%B1%20%E8%B3%9E%E7%82%AE%E5%8F%B0%E6%97%A5%E8%90%BD%E9%BB%83%E6%98%8F
https://1.bp.blogspot.com/-7ju-f6yjXz8/W9Qk2otI8mI/AAAAAAAAOHg/hFVOS2DfA5IObZLpnM-sOMXQBqgKWYMIACLcBGAs/s1600/saiwanshan20160706_1024.jpg


而我亦在<繼續灣仔魅影重重與香港保衛戰>一章提及過。

P5 繼續灣仔魅影重重與香港保衛戰
https://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7697071&extra=page%3D2&page=5

當時盟國向亞洲區駐軍以對日本作出阻嚇作用， 這個駐軍原本只是想用來擺姿態，
根本沒料到日本會這麼快就侵略香港。
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曾經有人對當時的加拿大軍人說來香港只是受訓吧。啤梨後來翻查資料亦發
現了這個關於加拿大人參戰的事情。

之後一個星期，
表弟的父親，即啤梨的舅父因為不太相信鬼神的關係，所以就帶了表弟去看精神科醫生。
當然首先看醫生這個做法我是非常支持。
在這個星期，表弟斷斷續續有回復到本身的意識，但有時就不斷說英語，
因此精神科醫生就懷疑表弟有精神分裂。
不過啤梨則懷疑，精神分裂怎麼會令到表弟能說出這麼流利的英語呢？ 

往後表弟都有吃一些精神科醫生給他的藥物，而他亦都會間中回復正常，
在他正常的時候，舅母問他之前發生過什麼事，
表弟竟然說什麼事也沒有，他好像是對這個疑似鬼上身時候所發生的事完全不知曉。

不幸地，再過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出了事故， 一天舅母回家看見表弟躺在地上， 頭部流血，
於是就把表弟送院， 可惜因為表弟頭部受重創而不治。 這事件後來竟然要警方跟進，
因為表弟的死因是頭部受過多次猛烈撞擊， 但是就沒有什麼入屋行劫等跡象，
所以懷疑這些創傷是表弟自己撞向牆造成的， 而牆上亦都真的有血漬甚至是頭髮 ，
最後還是不確定表弟的死因，事件就成了懸案。我心想，一個有知覺的人怎可能承受著這麼大的痛楚
還不斷地自己撞向牆呢？

表弟過身後，舅母就不斷向啤梨問他們之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舅母與舅父不一樣，她是比較相信鬼神的。 啤梨就把事情的始末向
舅母交代，還說表弟找到子彈殼後，就把它收藏在家中，
但是舅母在家中就怎樣也不能找到這個子彈殼了。

後來啤梨就到了學校工作，可能是當老師吧， 啤梨就勸喻學生不要在地上亂拾東西。

故事來自 第二部份 Part 2 (HKT 18:04 - 19:00)

http://www.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Givmme5/episode/534227

這次我就說一個在香港保衛戰中， 關於西灣砲台的殘酷歷史  

西灣屠殺

關於西灣砲台的簡介我們可以大概在 這個政府的介紹牌看到  

https://www.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7697071&extra=page%3D2&page=5
http://www.rthk.hk/radio/radio2/programme/Givmme5/episode/534227
https://3.bp.blogspot.com/-rt5rdJvMsas/W9QlAk7otaI/AAAAAAAAOHk/cDx1QAyIlMQgXtKVJcukKSBtLpv-Frb5wCLcBGAs/s1600/IMG_9392.jpg


我們再回到香港保衛戰。1941年12月18日，日軍 開始登陸港島， 並迅速佔領鯉魚門砲台，
當時西灣並不完全掌握戰情， 守軍不知道毗鄰的鯉魚門那面已投降，
在日軍向西灣推進的時候守，軍還是強烈抵抗。
可惜亦是強弱懸殊的情況下，大約半小時西灣砲台就被佔領。 其時砲台上有6人被擊斃，
30人逃脫，而有20人就被俘虜。 俘虜就被日軍綁在一起用刺刀屠殺，
但奇蹟地當中有兩人被刺多刀後，竟然生還， 後來生還者在軍事法庭上充當證人。

翌日在西灣砲台對下的柴灣慈幼會戰地急救站，
就有起碼8名加拿大軍人，10名英國救傷隊員和30名聖約翰救傷隊員被日軍用刺刀 刺殺，
這次亦有4人奇蹟生還， 後來都在軍事法庭上充當證人。經軍事法庭審訊後，
在這次屠殺事件要負上責任的軍官就被判20年監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