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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希望能感受一下「三年零八個月」當時香港發
生的慘況，生於這個年代的我們是沒有接觸過的，
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專題研習，回憶起或了解香港
淪陷時上一輩慘痛的經歷、日軍的暴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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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背景

�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展開對中華民國的進展開對中華民國的進展開對中華民國的進展開對中華民國的進
攻攻攻攻。1937年7月7日，中國抗日戰爭全面開展，日軍迅
速佔領華北及華東大部分地區。為切斷這條補給線切斷這條補給線切斷這條補給線切斷這條補給線，日
軍於1938~10月1日在廣東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
鄰近地區，廣州在10月21日陷落。而部分日軍亦駐守
於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英國明白最終會與日本一
戰，遂於1937年後逐步加強香港的防衛。

� 在1937年至1941年期間，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作為中立
國的英國政府，仍然刻意維持香港的中立地位。而香港
的華人雖然亦有為祖國對抗日本的戰事出錢或出力，但
是一切都需要在不影響英國和日本關係的前提下下進
行 ，然而，日本當局仍對此感到不滿，曾多次向香港
政府抗議香港華人的反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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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起因 －十八天戰事

� 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第一天(1941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8日日日日)
12月8日零晨4時45分，向英、美宣戰，早上8
時30分，在三六架護航機掩護下，日軍12架轟
炸機轟炸啟德機場轟炸啟德機場轟炸啟德機場轟炸啟德機場，令到駐港僅有五架皇家空
軍飛機瞬間被，陸軍方面，日軍的三個陸軍聯
隊分成左、右翼及迂迴隊攻入新界攻入新界攻入新界攻入新界。至當日黃
昏，日軍已進佔大埔進佔大埔進佔大埔進佔大埔。

�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12月月月月9日日日日)
日軍開進大帽山東、西一帶。守軍在新界的兵
力薄弱, 僅有3營步兵駐防, 分別駐守在“ 醉酒灣醉酒灣醉酒灣醉酒灣
防線防線防線防線” 的西段、中段和東段。日軍第228聯隊偵
察知城門碉堡的兵力薄弱城門碉堡的兵力薄弱城門碉堡的兵力薄弱城門碉堡的兵力薄弱, 即於午夜發動突襲。

� 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第三天(12月月月月10日日日日)
凌晨4時日軍佔據了防線。下午，蘇格蘭營退往
金山西南部，在那裡組成了新的防線。

東江縰隊戰士
常用的10 嚮
駁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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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起因－十八天戰事

� 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第四天(12月月月月11日日日日) 
上午，日軍已攻佔了金山一帶，東面亦進至大老山，這樣，城門城門城門城門
防線盡失防線盡失防線盡失防線盡失，對英軍是致命的一擊對英軍是致命的一擊對英軍是致命的一擊對英軍是致命的一擊，日軍不但打開了通往九龍的鐵
路，而且威脅著英軍的退路。於中午，英軍司令馬爾比少將為了
保持實力, 決定把留駐新界及九龍的部隊撤回港島。

� 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第五天(12月月月月12日日日日)
日軍攻佔了九龍馬爾比少將重新部署港島防務, 沿岸平均部署兵
力。雙方開始發生隔岸炮戰發生隔岸炮戰發生隔岸炮戰發生隔岸炮戰。港島北岸在日軍猛烈炮擊下, 破壞
極大。除軍事設施外, 港島市民也蒙受不少傷亡港島市民也蒙受不少傷亡港島市民也蒙受不少傷亡港島市民也蒙受不少傷亡。

� 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12月月月月13日日日日)
日軍攻佔了新界、九龍後，本希望港島能不戰而降，於是進行了
勸降工作。13日上午，日本派出勸降使者，押香港總督祕書夫
人作人質，轉交酒井隆的招降信，信中威脅說：日本炮兵及空軍
業已準備就緒，香港覆亡指日可待，繼續抵抗必使百萬良民生靈
圖炭。楊慕琦總督幾乎是不加思索地拒絕了招降楊慕琦總督幾乎是不加思索地拒絕了招降楊慕琦總督幾乎是不加思索地拒絕了招降楊慕琦總督幾乎是不加思索地拒絕了招降。還發通告表示
香港能抵禦任何侵略。大英帝國，美國和中國都在支持香港，為

和平而戰的人民可放心港府不會投降。

總督向香港市民發通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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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起因－十八天戰事
� 第七至九天第七至九天第七至九天第七至九天(12月月月月14-16日日日日)

日軍展開猛烈攻擊，港島北岸受到嚴重破壞，防禦題系幾乎陷於癱
瘓。日軍還展開了心理戰，日軍飛機投下傳單日軍飛機投下傳單日軍飛機投下傳單日軍飛機投下傳單，上面瘦弱的中國人與
肥碩健壯的英國人並肩而立，在煽動華人與英國人的對立情緒煽動華人與英國人的對立情緒煽動華人與英國人的對立情緒煽動華人與英國人的對立情緒。

� 第十天第十天第十天第十天(12月月月月17日日日日)
日軍進行了第二次勸降，但同樣遭拒。日軍加緊轟炸軍事設施。晚
上，夜色濃重，煙雨濛濛， 日軍3個聯隊在炮火之掩護下在北角至筲
箕灣一帶登陸。日軍擊潰駐守該區的印度軍拉吉營後, 迅速向高地進
發。19日黎明前, 日軍已佔領柏架山日軍已佔領柏架山日軍已佔領柏架山日軍已佔領柏架山、、、、畢拿山畢拿山畢拿山畢拿山等處。守軍東旅旅長華
理士准將雖下令反攻以圖奪回筲箕灣, 但都未能成功。

� 第十二天第十二天第十二天第十二天(12月月月月19日日日日)
19日黎明前，日軍已佔領柏架山、畢拿山等處。。19日早上，西旅位
於黃泥涌的指揮部被日軍襲擊黃泥涌的指揮部被日軍襲擊黃泥涌的指揮部被日軍襲擊黃泥涌的指揮部被日軍襲擊，其中加拿大軍及西旅的指揮官羅遜准
將亦在此戰鬥中陣亡。另外，日軍乘100多艘汽艇和橡皮船在香港北
岸強行登陸。日軍切斷了香港島上東線英軍和西線英軍的聯系，同時
控制了蓄水池，切斷了英軍的水源供應切斷了英軍的水源供應切斷了英軍的水源供應切斷了英軍的水源供應。

東江戰士作戰用的短鎗 4



三年零八個月的起因－十八天戰事

� 第十三天第十三天第十三天第十三天(12月月月月20日日日日)

華理士得知229聯隊進入了淺水灣一帶, 即令皇家來福槍營反擊, 並想
打通與西旅的聯繫, 又命印度軍遮普營一連從香港仔東進。另外, 北面
日軍的228聯隊佔據了聶高信山的高處。但此時守軍在灣仔峽有好的
防禦工事, 故日軍不能一舉攻佔港島北部。此時，日軍炮隊渡海參戰, 
原留守九龍的2個步兵大隊也渡海增援, 加上天氣好轉, 日機亦頻頻出
動助戰，守軍曾作出多次反攻, 但都不成功。

� 第十八天第十八天第十八天第十八天(12月月月月25日日日日)

香港在戰爭中迎來了“ 黑色聖誕節黑色聖誕節黑色聖誕節黑色聖誕節” 。黎明時分，楊慕琦發表祝禱，號
召軍民繼續反抗。上午，日軍作了最後招降， 但又給楊慕琦拒絕了。
下午, 莫德庇向楊慕琦報告戰情, 說明守軍彈葯不足, 而且水源已斷, 
實在無力抵抗。最後, 楊慕琦於聖誕日下午楊慕琦於聖誕日下午楊慕琦於聖誕日下午楊慕琦於聖誕日下午7時於半島酒店三樓時於半島酒店三樓時於半島酒店三樓時於半島酒店三樓, 日軍日軍日軍日軍
戰鬥司令室簽署無條件投降戰鬥司令室簽署無條件投降戰鬥司令室簽署無條件投降戰鬥司令室簽署無條件投降, 結束了18日的戰事，日軍佔領了香港，
展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統治時期展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統治時期展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統治時期展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統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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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起因－十八天戰事

日軍入侵路線圖

從北面入侵到醉酒灣
防線,用了三日就完全
入侵醉酒灣這條最重
要的防線,繼而入侵九
龍半島等地方。

6



考察—十八日戰事—醉酒灣防線

� 醉酒灣防線醉酒灣防線醉酒灣防線醉酒灣防線 (垃圾灣防線垃圾灣防線垃圾灣防線垃圾灣防線)
醉酒灣防線的起點為新界葵涌一帶的醉酒灣
(已被填海，即現在葵芳一帶)，經過金山、
城門水塘、畢架山、獅子山、大老山，直至
西貢牛尾海，全長約18公里。其中位於畢架
山至沙田坳的一段，以及城門水塘一帶的城
門碉堡，均成為當時守衛九龍半島的主要要
點，而城門碉堡城門碉堡城門碉堡城門碉堡亦成為當時防線的總指揮部防線的總指揮部防線的總指揮部防線的總指揮部
。是香港最重要的防線其中有地堡地堡地堡地堡、、、、機槍陣機槍陣機槍陣機槍陣
地地地地、、、、戰壕戰壕戰壕戰壕、、、、水泥掩蔽體水泥掩蔽體水泥掩蔽體水泥掩蔽體等等。

戰壕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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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十八日戰事—醉酒灣防線

我們在上山途中，進入戰壕時，

看到有廁所、廚房、會議室等，
設施十分簡陋，就如廁所，只有

一個洞，與我們現在的廁所實在
天壤之別。因此，我們認為這裡
設施簡陋設施簡陋設施簡陋設施簡陋，英軍生活得十分艱苦
，所以士氣大減。而且，醉酒灣
防線十分狹窄狹窄狹窄狹窄，地勢地勢地勢地勢又高高高高又明顯明顯明顯明顯
，容易被敵軍發現，難於防守難於防守難於防守難於防守。

會議室

廚房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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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十八日戰事—醉酒灣防線

戰壕入口 地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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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泥涌峽
� 黃泥涌峽黃泥涌峽是香港的一個山坳

� 位於香港島正中部

� 聶高信山和渣甸山之間，海拔250米

� 位置相當險要險要險要險要

考察—十八日戰事—黃泥涌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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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十八日戰事—黃泥涌峽

黃泥涌峽有機仕槍堡、炮台、彈藥庫等設施
，我們發現黃泥涌峽的地域非常廣闊地域非常廣闊地域非常廣闊地域非常廣闊，而且
攻擊位置少，而攻擊位置多為太明顯明顯明顯明顯，很容
易被發現易被發現易被發現易被發現。因為地勢高低起伏，運輸補給品
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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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十八日戰事—黃泥涌峽

彈藥庫

組員合照 12



三年零八個月的發生經過

� 軍票制度軍票制度軍票制度軍票制度

� 1942年中, 日軍政府對香港實行新貨幣政策實行新貨幣政策實行新貨幣政策實行新貨幣政策。他們廢除了港元, 
以軍用手票軍用手票軍用手票軍用手票(簡稱軍票)代替港元成為香港的法定貨幣成為香港的法定貨幣成為香港的法定貨幣成為香港的法定貨幣, 以四元港元
換一元軍票, 並把換得之港元運回日本。到了戰後, 香港市面上還
有很多軍票。一些手特軍票的市民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 但多年來
都不成功。結果, 一張張的軍票成了廢紙, 令到香港損失香港損失香港損失香港損失了百多萬
港元。日本軍票兌換港幣完全是一種金融掠奪金融掠奪金融掠奪金融掠奪。

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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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發生經過

� 強迫回鄉強迫回鄉強迫回鄉強迫回鄉

� 日治初期, 日軍政府採取縮縮縮縮
少人口政策少人口政策少人口政策少人口政策, 強迫市民遣返
回鄉, 不論老幼, 一律遣反, 
以縮少香港人口。結果, 香香香香
港由戰前時人口超過一百萬港由戰前時人口超過一百萬港由戰前時人口超過一百萬港由戰前時人口超過一百萬, 
跌到人口只得不足五十萬跌到人口只得不足五十萬跌到人口只得不足五十萬跌到人口只得不足五十萬。。。。

� 遺返華人政策

� 日軍推行遺返華人政策,遺返
沒工作或居所的香港居民返
回中國,以減少香港人口,香
港人口由1941年的一百六十
一萬減少至1945年的六十萬
人.

被強迫遣返回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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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發生經過

� 開設慰安所

日軍在灣仔一帶, 曾開設慰安所十多間。他們還在港

九各地捉拿婦女充當慰安婦捉拿婦女充當慰安婦捉拿婦女充當慰安婦捉拿婦女充當慰安婦。所謂的慰安婦, 其實是
用來當作日軍的洩慾工具, 滿足他們的性慾。所以, 
當時很多婦女都搽搽搽搽” 鑊撈鑊撈鑊撈鑊撈” 在面上在面上在面上在面上, 扮作乞兒, 以避過以避過以避過以避過
日軍的魔掌日軍的魔掌日軍的魔掌日軍的魔掌。。。。

日軍慰安所遺址

15



三年零八個月的發生經過

� 六兩四米

1943年中, 香港糧食出現短決, 日軍政府為滿

足市民需要, 便實行配給制度配給制度配給制度配給制度, 每人每日可得六
兩四米。但後來由於糧食嚴重不足, 每人每日每人每日每人每日每人每日
只可分得四兩六米只可分得四兩六米只可分得四兩六米只可分得四兩六米。。。。市民唯有吃草根、花生枯
來充飢。市民長期市民長期市民長期市民長期生活在飢荒飢荒飢荒飢荒中，還令到人吃令到人吃令到人吃令到人吃
人事件出現人事件出現人事件出現人事件出現。

糧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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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發生經過

日本軍政府的建立

� 日本人另外雇用了一些亞洲人雇用了一些亞洲人雇用了一些亞洲人雇用了一些亞洲人，他們的表現比日本人更囂張。他
們都是彪形大漢，他們在森路平民集中營的惡行無人不知，傳說
被拘留的英國婦女也遭他們淩辱。戰後這批警察全被解雇。
行政和管理語言從英語換成日語。本地年輕人本地年輕人本地年輕人本地年輕人爲爲爲爲了找工作了找工作了找工作了找工作，也多少
學學學學些日語日語日語日語。

� 聰明人和投機分子則千方百計地討日本人歡心，爲日本人效勞。
承包商走運了，日本人需要他們供應必需品，建築承包商也一
樣。但富得最快的是領到執照可以開賭場的人，當時物資匱乏，
人民情緒低落，在這樣的氣氛中，賭博是最好的鴉片。

半島酒店
日軍司令部設在3樓。
後來改稱「東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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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發生經過

� 人們在賭場裏消磨漫長的時光人們在賭場裏消磨漫長的時光人們在賭場裏消磨漫長的時光人們在賭場裏消磨漫長的時光，在簡單的賭博方式裏傾
家蕩產的情形真叫人吃驚。由於生命沒有保障，賭博大
受歡迎。生活本身已成了一場賭博。但無論你賺多少
錢，最重要的是把它變成一旦英國人回來還有價值的東
西。從1944年開始，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英國海峽殖民地貨幣的黑市匯率
天天上升天天上升天天上升天天上升。其次是首飾。

� 膽子大的有錢人買房地産。房地産是不動産，漲幅不如
黃金和海峽殖民地貨幣。結果是英軍沒進攻，建築物也
沒被炸毀。到日治時期的最後階段，德國投降了，日本
戰敗，買下店屋的人戰後都發財買下店屋的人戰後都發財買下店屋的人戰後都發財買下店屋的人戰後都發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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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發生經過

� 日本當政者進行了「奴化教育奴化教育奴化教育奴化教育」。首先，教師要以日語為主要課
程，規定中小學生必須學者日語和日本文化。學童因反日情緒高反日情緒高反日情緒高反日情緒高
漲漲漲漲，日語成績不太好。結果，不少學童慘被政治迫害，部份更被
當眾打死！如果大家於這個年代，不能再學習中文和芵文，只可
以唸日文，大家的感受會怎樣？

� 日本人的政策，更接二連三的出現。日本在統治香港期間推行日
化政策，例如把日語定為官方語言，以日語名命香港的建築物和
街道，甚至把西方的教堂改成日本廟宇等。他們也在本港的學校
推行日語課程推行日語課程推行日語課程推行日語課程，規定本港的教師和學生必須學習日語，以推廣日以推廣日以推廣日以推廣日
本文化本文化本文化本文化。

日軍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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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零八個月的影響

� 前所未有的傷亡與破壞前所未有的傷亡與破壞前所未有的傷亡與破壞前所未有的傷亡與破壞
啟德機場被空襲、日軍屠殺港人，還有本港很
多軍事設施如醉酒灣防線等受到嚴重破壞嚴重破壞嚴重破壞嚴重破壞。

� 排日情緒高漲排日情緒高漲排日情緒高漲排日情緒高漲
日本人的殘暴回侵略和統治，使港人積極投入
抗日鬥爭，很多熱血青年都投身抗日行列，普普普普
羅大眾都對日本心存憤恨羅大眾都對日本心存憤恨羅大眾都對日本心存憤恨羅大眾都對日本心存憤恨。。。。

� 香港人口減少香港人口減少香港人口減少香港人口減少
日本初期管治香港時，實行了強制遣返中國內
地，使全港人口由160萬降至60萬人左右，加
上日軍草菅人命日軍草菅人命日軍草菅人命日軍草菅人命，，，，導致人口大幅度減少導致人口大幅度減少導致人口大幅度減少導致人口大幅度減少。

� 香港經濟萎縮香港經濟萎縮香港經濟萎縮香港經濟萎縮
日軍濫發軍票，強迫港人兌換，在戰後軍票不軍票不軍票不軍票不
能兌換為港元能兌換為港元能兌換為港元能兌換為港元，，，，成為大量無用的廢紙成為大量無用的廢紙成為大量無用的廢紙成為大量無用的廢紙，令香港
經濟嚴重受損

當時報章的人口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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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資料
問: 陳婆婆，你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時年紀有多大?
陳: 當時我只有七歲
問: 你一家有什麼人?

陳: 我、妹妹、家姐、哥哥和爸爸媽媽。
問: 您當時在哪裡?
陳: 香港淪陷前我是在港島住的，但淪陷不久後我一家逃到廣州
問: 當香港投降既時候，你有什麼感想?
陳: 日本仔既攻勢好激烈，好似垃圾灣兩三日就失左手
問: 當時每一餐有什麼可以吃?
陳: 因日本仔不斷空襲引起恐慌，糧食十分短缺，每餐都是食稀白粥。
問: 你一家有沒有用港幣兌換成軍票?
陳: 當然有了，那時日本仔迫我們用港幣換成軍票，現在軍票都變成廢紙啦!
問: 為什麼淪陷不久後就逃返內陸?

陳: 糧食又要配給，最怕是碰到日本軍人會遭強姦，到街上也必定要
女扮男裝 ，女扮男裝即是剪個男裝頭，穿件男裝衫，著對男裝鞋。

問: 陳婆婆，今天我們的訪問就到這裡，謝謝你的幫助。

陳:陳婆婆
問: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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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在這次的黃泥涌峽及醉酒灣防線考察，由於我們對這兩條防線的
地理位置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們從一開始時就已經迷路，黃泥涌峽的
路程算是十分崎驅，本身短短的一小時路程變成三小時左右。起初去
到第七站還沒有迷路，但是就在一個三叉口中行，,突然有一對行山人
士路過。我們問黃泥涌峽的炮台在哪，他說向右行大約三小時去到,當
然最後我們憑自己行完這次(崎驅之路)。

到了醉酒灣防線，本身路程不算太難，但是想不到前日的下雨令
到戰壕有了很大的水滘及泥槳，令到我們的鞋子也弄污了，實在令我
們瀝瀝在目。

但是在整個考察中，我們學到的也不少，就像黃泥涌峽考察中學
懂怎樣去問人及對資料作出分析,另外我們在醉酒灣防線考察中也學到
怎樣去忍耐，怎樣去理解別人的需要。

當然也少不了對三年零八個月的認識，而且對日本人也有了更多
的看法，但是在這次的專題中令我們最深刻覺悟就是去考察前必須查
閨有關路線和預先了解天氣，多做事先功夫,當做起事來便能方便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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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6%89%E9%85%92
%E7%81%A3%E9%98%B2%E7%B7%9A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6%B3%A5
%E6%B6%8C%E5%B3%BD

� http://www.uwants.com/viewthread.php?tid=4976676

� http://hk.epochtimes.com/7/11/9/54567.htm

� http://hk.geocities.com/ymca_2b_student/

� http://www.hkatv.com/infoprogram/05/threeyears/

� 陳婆婆

在此感謝給我們提供資料的網站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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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表

� 李柏賢李柏賢李柏賢李柏賢:資料搜集(互聯網) , 考察, 訂立初稿, 資料過濾

� 陳嘉妍陳嘉妍陳嘉妍陳嘉妍:資料搜集(互聯網) , 考察, 訂立初稿, 美化簡報

� 梁騫文梁騫文梁騫文梁騫文:資料搜集(互聯網) , 考察, 訂立初稿, 美化簡報

� 王靖芝王靖芝王靖芝王靖芝:資料搜集(互聯網) , 考察, 訂立初稿, 資料過濾

� 石毅俊石毅俊石毅俊石毅俊:資料搜集(考察拍照) , 考察, 訂立初稿, 資料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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