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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 10月，司徒拔被倫敦調回。11月 1日金文泰抵港，就任第十七任港督。

1930年 2月金文泰任滿離港，任期共五年。

1930年金文泰離港後，赴新加坡任總督兼馬來亞高級行政專員並受封爵士。

1947年去世。譯著有《嶺南情歌》、《英屬圭亞那的華人》等。

香港有的報刊認為，從金文泰以後的三位港督當政時期，是香港休養生息的

時期，他們都為香港社會的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

英國史學家弗蘭克．韋爾什認為，金文泰是殖民地部門的一個怪人，他以優

異的成績畢業於牛津大學，文官考試成績也異常出色，完全有條件挑選政府的任

何部門去工作，例如印度事務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他選擇了被視為才智平庸

之輩的避難所的東方殖民地司。1899年金文泰來到香港，從事新界土地登記工作。

金文泰受到各方面的好評，尤其是他的上司十分欣賞他，稱讚他的才幹。卜

力認為他是「東方司最具才幹者之一，一個學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將有所成

就」。盧押稱，金文泰才華橫溢，富有同情心，令人愉快。他來港前的署理港督

施勳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金文泰被任命為總督，不失為明智之舉，他會幹得很

出色。金文泰很快理順了司徒拔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各種關係，不但與廣東政

府，還與英國外交部及其駐北京、廣州的代表建立了聯繫。

着手解決罷工問題

1925年 11月 12日，金文泰上任伊始，他以兼任校長的身份在香港大學發表

演說。他表示，廣州和香港向來就親睦如一家人，這一次工潮，雙方都受到損失，

深願廣州當局向香港伸出友誼之手，我們願意立即牢牢把握住。

司徒拔給金文泰留下的是一座「死港」。金文泰就任港督後，首先要處理的

是前任留給他的大罷工和新界兩個問題。他和司徒拔的強硬態度不同，採取了較

平和的策略。他親赴大埔作新界鄉紳的工作，通過他們勸說村民把蔬菜、雞鴨等

副食品運送港島，解決因罷工而產生的市民生活供應困難。為了爭取新界人士，

金文泰宣佈撤銷司徒拔頒佈的新界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提議將「新界農工商

研究總會」改名為新界鄉議局，並認可鄉議局是港英政府在新界施行新政策的一

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金文泰（1875–1947），又譯作克萊門蒂，英國人。1875年 9月 1日生於印度北方

邦坎普爾，被送回英國接受教育。先就讀於倫敦的聖保羅公學，後來升入牛津大

學莫德林學院。1899年被招募為官學生來港，在廣州學習粵語和中國書法兩年。

曾在新界土地測量處工作，1907年任香港助理輔政司，1909年代表港英政府出

席在上海舉行的國際禁煙會議。次年任梅含理的私人秘書。1913年任圭亞那輔政

司，1922年轉任錫蘭輔政司。英廷認為金文泰熟知中國文化，對中國的態度一向

友善，於是委任他接替司徒拔為港督，以設法緩和省港局勢。金文泰是首位從皇

后碼頭登岸履新的港督，從該處登岸履新成為了此後歷任港督的傳統。在新加坡

供職期間，金文泰患上糖尿病，提前於 1934年 2月 16日退休。1947年 4月 5日

因心臟衰竭病逝於白金漢郡，終年 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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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諮詢機構。

在解決罷工的問題上，金文泰前後態度變化很大，開始他汲取了司徒拔的教

訓，上任伊始，便一改以往港英政府敵對與強硬的態度。他向英國政府提出，由香

港政府直接出面與廣州方面交涉聯絡。他主動多次表示願意和廣州政府通過談判來

解決罷工。廣州方面也採取了積極態度，準備與港英當局派出的代表進行談判。

1925年 12月 15日，金文泰提出廣州方面委派重要職員來港，交換意見。廣

州政府派財政部長宋子文赴港，與港督金文泰及其他港府要員舉行了會談。會談

中，宋子文提出，罷工欲求解決，港英政府必須在經濟上滿足兩個先決條件，即

賠償罷工工人在罷工期間的損失與重新安排罷工工人的工作。港英政府則聲言，

重新安置罷工工人已不可能，因為罷工工人先前的工作早已被人代替。宋子文表

示，可以用賠償的方式予以解決。關於賠償問題，金文泰指出，港府認為這種賠

償要求無異於敲詐。但是，由於對港封鎖曠日持久，香港的多數華商及一些英商

寧願償付這筆費用，也不願讓這種狀態持續下去，而港府對於這類舉動不好加以

阻攔。因此，賠償問題雙方還可以進一步商談。

雙方在廣州又舉行了多次會談。港方表示，應將罷工工人所提政治、經濟條

件分開談判。關於經濟條件，港方可與罷工工人磋商。關於政治條件，港府願以

廣州政府為談判對手。廣州政府表示，如果香港當局原則上能同意經濟條件，政

治條件可另尋一方式磋商。

港方代表返港後，金文泰改變了主意，認為這樣的解決方式對香港將會產生

不利的影響。他立即宣佈，港府不能參加此類解決方式的談判，但不妨礙華商自

己籌集資金來解決罷工問題。港英當局如此缺乏誠意，就注定了談判已無法進行

下去。12月 30日，香港華商代表抵穗商談經濟賠償條件問題，廣州方面拒絕與

之談判。

金文泰對談判的失敗並不感到遺憾。他本人一直懷疑，向廣州支付這筆「勒

索款」是否能確保香港的永久安寧。1926年 1月 4日，金文泰召開行政局會議決

定，「香港目前唯一可能的途徑就是維持現狀，直到廣州現政府被中國某一敵對

將領所推翻」。

金文泰從最初主動提出願意通過談判來解決罷工，到後來態度變得越來越強

硬，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覺察到了廣州政府即將發生變化，國民黨右派勢力逐步擴

張。1月 13日，金文泰召集港府要員舉行會議，進行了專門研究，與會者一致認

為，廣州的右翼人士即將得勢，廣州政府不久即將分裂，罷工委員會就要被解散，

對香港的封鎖也將隨之結束。1月 25日，港英當局悍然對外宣佈，中止有關解決

罷工的談判。

6月 5日，廣州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致函金文泰表示：本政府現已準備與香

港政府磋商罷工事件，並準備委派全權代表三人，深信香港亦宜委派負有同等權

責之代表三人，進行磋商。6月 16日，金文泰通過英國駐廣州總領事覆函廣州國

民政府：香港罷工已成為過去之事件，但他已任命代表，願就排斥英貨問題與廣

州政府談判。

廣州國民政府為了表明解決罷工的誠意，主動作出讓步。6月 21日，陳友仁

覆函英駐廣州領事，一方面聲明「罷工仍為政治上一件要事」，同時也表示可以

「磋商廣東人民業已維持一年之久杯葛運動解決之方法與手段」。

7月 15日，中英談判終於在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舉行。談判從 7月 15日起

至 7月 23日結束，前後共舉行了 5次會議。在第二次會議上，中方代表團發表

了《關於對英杯葛之意見書》，分析了此次省港罷工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由於繼

上海「五卅慘案」後，英國在廣州製造了「沙基慘案」，從而激起了廣東人民的

極大憤慨與反抗情緒。《意見書》對港英當局與中國人民為敵，對廣東採取經濟

封鎖的行徑進行了斥責，並對港英當局無理拒絕廣州政府在「沙基慘案」發生後

所提出的解決條件提出了質問。由於英方對談判無任何誠意，5次會談均沒有取

得任何結果。

9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為全力支持北伐戰爭，決議主動取消封鎖港澳政

策，恢復粵港交通，准人民自由往來。為解決罷工工人所需費用，決定對進口貨

物加徵二五附加稅，用來賠償罷工工人損失，由政府和罷工委員會派員在海關徵

收。罷工工人每人領取相當於十個月工資的 100元。工人可以回港工作，也可以

在內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罷工委員會繼續供給生活費。10月 10日，正式宣

佈主動停止封鎖香港，結束這次罷工鬥爭。至此，歷時十六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勝

利結束。這次省港罷工使英帝國主義遭受沉重打擊，進出口船舶和稅收減少，估

計貿易一項損失達幾億英鎊。

張月愛在《香港 1841–1980》一文中論及省港大罷工時認為：「香港傳統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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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會，已起了深刻的變化，華人社會開埠以來首次對英國人的統治，表示懷疑，

隨着社會發展而出現的香港工人階級，也首次顯出他們的力量。」「香港政府也

首次真真正正面對如何統治這一個華人社會的問題，統治的態度也相繼改變。」

收復和反收復租借地的較量

1921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對戰後遠東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

勢力範圍進行再分割，召開了華盛頓會議。會議期間，中國代表顧維鈞提出要求

取消和早日停止使用所有的租借地。顧維鈞在議案中「歷數了列強在華租借地破

壞中國領土完整，危及中國國防、將中國牽入列強衝突的漩渦及被列強利用來建

立自己的勢力範圍等事實，要求將此等租借地取消或從速廢止之」。由於中國人

民反帝愛國鬥爭的壓力和列強之間的相互矛盾，以及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使列強不得不有所退讓。法國聲稱同意撤出廣州灣；英國後來聲稱在集體交還租

借地時會放棄威海衛；日本也被迫表示同意交還膠州灣。但是，英國代表、樞密

院大臣貝爾福在會上力圖避開新界的問題。他說，新界應該繼續由香港管理，「因

為沒有它，香港就完全無法防守」。

在 12月 7日的第 13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反駁了貝爾福的言論。中國代表指

出，保留新界並不是保衛香港的唯一解決辦法。由於英國得到其他帝國主義強國

的支持，中英雙方僅就新界問題進行過一次小小的交鋒，就不了了之。

1924年 1月，共產國際和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確提出：一

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

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皆當取消，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

約。在這以後的幾年內，中國國內的反帝愛國浪潮不斷高漲。1927年 1月，在北

伐戰爭節節勝利的形勢下，湖北的工人、學生和其他愛國群眾收回了漢口、九江

的英租界。面對這些疾風暴雨般的反帝愛國運動，英國當局坐立不安。香港總督

金文泰竭力鼓吹合併新界，長久佔據。1926年 1月，他在一封機密信件中建議保

住新界。一年之後，他在一份電報中說，鑒於中國各地都有人在煽動收回一切租

地和租界，現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盡快使該租界地（指新界）永久化。萬一英

國最終不得不對中國南方採取軍事行動的話，可以把割讓新界作為事實上交還威

海衛的補償，或者作為「慷慨地」修改條約的補償，或者以之作為重歸舊好的條件。

但是，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認為，金文泰的建議只會更加激發中國人的反帝愛

國情緒，加劇帝國主義對英國的指責，因此，藍浦生竭力反對金文泰的建議。於是，

英國外交部決定按兵不動，免生事端。但是，稍晚些時候，金文泰被授權發表了這

樣的聲明：「當內戰的戰火不幸在中國燃燒之際，英皇陛下政府全力保護香港及其

大陸部分，他們絕對不會交出香港，不會以任何方式在英國統治的大陸的任何部分

放棄或削弱其權利或權力，英皇陛下政府保有它們符合它的最高利益。」

正視港人的力量

香港民眾的抗英鬥爭，使英國和港英政府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受到了嚴重損

失。據巴圖所著《別了，港督》一書記載，英國官方估計，1925年英國在中國市

場的貿易份額比 1924年減少了 21%，同期香港對內地的貿易額減少近 23%。英國

和港府對華貿易商品價值共損失 32%。

香港罷工結束以後，金文泰致力於改善港府與民眾之間的關係。他懂得在香

港如果排斥佔人口總數 98%以上的華人，香港的政局將是不可能穩定的，香港

的經濟更談不上繁榮。他設法多讓香港華人參與香港事務。他突破歷來行政局不

許華人參與的傳統，首次委任華人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金文泰的這一做法，受

到殖民地大臣艾默里和外交大臣張伯倫的反對，他們認為華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

任。金文泰一再請求，英國政府才同意這一任命。

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第一位華人是周壽臣。周壽臣於 1861年出生，

早年在中國海關和鐵路工作，以後在香港定居，1923年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1926年被委任為行政局三個非官守議員之一。

金文泰的這一行動，在香港歷史上具有一定意義。在此之前，華人長期被拒

諸行政局門外。

金文泰致力於擴大立法局組織。1929年，他將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由 6人增加

到 8人，其中華人議員由 2人增至 3人，新增加的華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是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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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屬九龍區居民，他也是九龍首位立法局議員。

1927年，金文泰正式命令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聘請賴際熙、區大典二人為

講師。對於港大中文系開設的經費，金文泰還撥款予以資助。

因此，香港人民逐漸恢復了信心，使這個已經癱瘓了的轉口港，逐漸恢復了

正常運作。為了盡快收拾司徒拔留下來的爛攤子，金文泰請求英國政府撥款支持

香港。1927年 5月，倫敦政府決定貸款 300萬英鎊，協助香港重新發展貿易。到

了 1927年底，香港進出口船隻近 3萬艘，總噸位達到約 3,500萬噸，已經接近省

港大罷工前 1924年的水平。

隨着轉口貿易的恢復，香港的經濟又重新開始發展，香港政府的收入也逐漸

增加。1930年，港府收入有 3,000萬元，達到歷史上最高水平。當年港島最高建

築物，是高達九層的告羅士打大廈。同時開始建築城門水塘、啟德機場、廣播電

台以及耗資 300萬港元的九龍半島酒店。香港又恢復了轉口港地位的活力。

金文泰盡量為在港華人做些實事，緩和與華人以及內地的關係。1928年 3月

10日，金文泰訪問廣東。3月 11日，廣東省政府招待到廣州訪問的金文泰，金

文泰在演說中表示，對於粵港重新合作感到歡欣，希望粵漢鐵路同廣九鐵路早日

接軌。

同年，前皇家空軍飛行員成立飛行俱樂部。港督金文泰給予大力支持，提請

立法局通過撥款 6萬元，並決定以後每年撥款作為俱樂部經費。同時，決定由政

府接辦飛機場，因為地皮是由立法局議員華人何啟、區德投資開發，機場完成之

後，就以他兩人的名字命名為啟德機場。

同年，教育當局的中國課程委員會訂定《中小學中文課程標準》，其內容與

中國內地相同。當時，全港中文學校的學生約有 4.5萬人，英文學校的學生約有

1.7萬人。

同年，港英政府開展房屋計劃，將市區內的貧民窟拆毀後重建，積極改進公

共衛生設施。

1930年 1月 4日，中國確定將海關稅改為金本位，中英開展海關協定的談判，

又有人向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建議，以海關協定為杠杆，要中國同意英國保有新

界延至 1997年之後。當時正是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革命運動發展時期，所以藍浦

生認為時機不成熟，「毫無討價還價機會」。

省港大罷工結束以後，由於港督金文泰看到了香港華人具有舉足輕重的作

用，因而促使香港英國人士與華人之間的交往和友誼進一步發展。金文泰的策略

是英國全局政策的一部分，他只有首先穩住香港內部，才能保住香港。這對後來

幾任港督也有一定的影響。

水荒和制水

香港最大的水荒有兩次，一次是 1895年，一次是 1929年。香港天文台由

1884年開始記錄香港雨量，根據記錄，1895年降水量為 45.83吋。當年全港人口

約為 24.8萬，因為當年大旱，雨量突然減少，香港開始實行首次制水，不過只在

晚間實行，未造成嚴重水荒。為了解決香港居民的用水問題，港府加緊城門水塘

的工程建設。

1929年，香港全年降雨量只有 69.82吋，而人口接近 80萬，造成了歷史上的

嚴重水荒。據記載，當年 4月，香港大旱，開始實行七級制水，6月，大旱持續，

六個水塘中有五個乾涸見底。當局成立了食水供應委員會以應付水荒，又宣佈緊

急措施：樓宇水喉全部停止供水，居民須在食水供應站領水使用。全港 80萬名

居民只靠街上 306個水龍頭，每天供水兩小時。7月初到 8月底，港九處在極度

水荒中，全港各團體紛紛集會，請求當局改善水塘設備及供應。當局採取應急措

施，將廣九火車的車廂全都改成水箱，到深圳河汲水運來供應，同時派船隊到珠

江汲取淡水，運來供應居民。

當年有些投機分子，用水艇到寶安縣運水來港發售，每桶 2毫，發民難財。

為了逃避水荒，據統計約有 20萬人離開了香港。

直到 9月 5日，水荒威脅才漸告解除。事後，金文泰力促趕快興建海底輸水

管。1930年 2月底，海底輸水管建成，舉行引水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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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為總督祝壽

新界人一直對港英政府沒有好感，這是因為英國通過不平等條約《展拓香港

界址專條》，取得新界的租借權；在佔領新界的過程中，又曾對新界鄉民動用過

武力鎮壓；在接管新界後，又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推出了集體土地契約，將全

新界的私人土地收歸為「皇土」，按年納糧。直到金文泰接任第十七任香港總督，

在這位「中國通」的努力下，香港政府與新界人的關係才獲得改善。金文泰是在

省港大罷工的大氣候下接任港督之職，當時香港經濟已成一潭死水，恢復香港經

濟是他首要的任務。而這位港督採取了懷柔手段，不獨對新界鄉民，甚至對港九

的華人，都一反其以前歷屆或多或少所採取的對抗態度，盡可能籠絡人心。

當時全新界的鄉紳都反對港府的民田建屋補價政策，他們組成了「租界農工

商業研究總會」，與港府長期周旋，但屢次上呈意見，都不為第十六任港督接納。

金文泰一上任就贏得新界人的好感，一方面是由於他就任總督前，已經在香

港工作生活了十四年，熟悉中國文化，懂得中國的風土人情；另一方面，與他曾

在新界工作過也不無關係。

金文泰在 1899年考選為香港官學生，曾隨宋學鵬研習中文，將招子庸的《粵

謳》譯為英文。他是 1843年砵甸乍就任香港總督以來首位通曉中文及能譯粵語

的總督。1927年，香港大學設立中文系，是他大力贊助的結果。後來港府將官立

中文中學，改名為金文泰中學，就是用來紀念這位重視中國文化的港督。

1903年，金文泰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有機會深入民間，熟識新界情況，在

新界民眾中有許多老關係。因而他日後能體恤新界民情。

1925年 12月，金文泰接任港督後一個月，便訪問新界，當時新界鄉民所非

議的民田建屋補價問題仍未獲解決，但一班鄉紳對於這位新任港督寄予厚望，以

「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的名義，在大埔墟蓋搭葵棚為歡迎禮堂。在禮堂前的

橫額，用花朵砌成「還我使君」四個大字，歡迎金文泰。所謂「使君」，是中國

古代對奉使之官的尊稱，金文泰之職相當於中國古時州郡的長官，並且曾在新界

田土法庭工作過，所以稱為「使君」。金文泰抱着與華人改善關係的態度訪問新

界，新界鄉紳亦抱着新任港督會收回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的期望作盛大歡迎。

1926年，「租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呈函金文泰，就民田建屋補價增稅政策

重申反對意見，金文泰總督終於命令理民府取消此項政策。新界鄉紳自然視此為

德政，就在當年 9月 1日金文泰 51歲誕辰時，為金文泰祝壽。祝壽會在大埔墟

舉行，由新界鄉議局蓋搭一座葵棚為禮堂，除舉行壽宴外，並呈送《金文泰制軍

五一賀壽序文》。序文曾在《中立報》連載。

香港歷任總督中，能夠獲得民間團體為他祝壽，而且民眾對其家庭成員也相

當友善的，相信只有金文泰一人，這也反映出他成功收買了新界的人心。金文泰

本身亦喜愛新界，在工餘經常爬山涉水。屯門青山峰上韓陵片石亭之北豎有一石

碑，記述了金文泰二遊青山的事蹟。

在港島，還有一條用金文泰夫人命名的山徑，即「金夫人徑」。這條小道位

於金馬倫山道與香港仔水塘道之間，是港島山徑中比較有名的一段。沿途有幽靜

的山林小徑、古老的石橋、高崖相接的石澗流泉，還有平靜清澈的水塘和近百年

歷史的高壩。從皇后大道東上灣仔峽道，約四十分鐘的路程來到灣仔峽公園，在

公園南面金馬倫山道往前行不久，向右拐入香港仔水塘道，走數分鐘後迎面便可

看見寫着「金夫人徑」的路牌。這條為紀念金文泰夫人而命名的山間小路，寬只

有一米多，前段狹窄幽深，過石橋後變得寬闊。走完此徑需四十分鐘，接着走灣

仔峽道一段，全程需一個小時。

香港島的金文泰道、金督馳馬徑、金文泰中學，都是為紀念他而命名的。

1930年，金文泰與夫人佩尼洛普一道離開香港，兩人都很悲傷。他說：「對

於我們兩人來說，離開我們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我寧願快樂的留

在這裡，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