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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從業員工會於 2018 年成立了「物流業耆樂

活力社」。活力社宗旨是組織義工活動，充實

長者生活。促進長幼之間人際關係，服務社群，

發揮互助精神。為此，這次出版的新書除去必

要開支後，工會將餘下收益捐予活力社，以行

動響應「關注耆樂健康，體倡活力生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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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序言

物流從業員工會在 1920 年成立，原名是『海陸理貨員公會』，
及後根據工會組成的變化，更名為『海陸理貨員工會』。到了
1999 年工會再更名為『物流理貨職工會』。

2020 年是工會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刻！一百年前，海陸理
貨員的前輩們創立了屬於自己專業的工會，成為早期的行業工會
之一，他們創新的精神確實令人敬佩！

工會前輩們參與過 1922 年「香港海員大罷工」及 1925 年「省
港大罷工」這兩個重要工人運動，因而在工運路上是充滿底氣。
即使到了 1967 年面對複雜、激烈的困難時期也能一一挺過來，不
斷戰勝前進道路上種種艱難險阻，將工會根基再加堅固！

近二十年來，憑著前輩們的帶領及工會同仁共同的努力，工
會緊跟時代的步伐，於 2018 年改名為『物流從業員工會』。

我們期望在一百年的基石上再開拓，增加廣闊的發展，不負
前人所托，將工會為會員群眾、為行業發展、愛國愛港的理念等
服務精神傳承下去 !

這次出版的內容就像是工會的自傳，說的都是圍繞在工會身
邊的人和事，出版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慶祝工會成立一百周年紀
念，期望讓會員朋友及社會人士能對工會有更多的了解。

                                 物流從業員工會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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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香港工會聯合會會長		吳秋北博士

鐵肩擔道義  物流百年情              

物流從業員工會：一百周年特別值得慶賀！工會由前身「海陸理貨
員公會」改組爲「海陸理貨員工會」再改名而來。一路走來，歷盡滄桑，
戰績彪炳，成就輝煌。工會也是工聯會的創會會員。而工人俱樂部、
工人醫療所以及工聯會各項事業都有工會的參與和建樹，貢獻至偉，
影響深遠！

物流從業員工會理事長林錦儀女士邀我爲工會百周年紀念特刊寫
序，我深感榮幸！翻開一頁又一頁的歷史文獻，走著前輩們留下的腳
步，也深受教益！一是海陸理貨員工會作為工聯會創會及籌辦工會之
一，前輩們飽經憂患，始終與廣大理貨員一同經歷香港社會的各種變
遷，秉持初心，堅定前行。工會由成立之初便積極參與「海員大罷工」
及「省港大罷工」，以至後來的「六七年反英抗暴」，書寫了世界工
人運動的光輝歷史，她的不凡歷練感召了一代代物流從業員成為愛國
工運的中堅分子。二是《物流從業員工會一百年》展示了大量珍貴的
歷史文獻，當中很多一手資料是廣州國立中山圖書館的特藏品，讀到
前輩們（包括會員、書記）的資料更令我肅然起敬，他們爲工會投入
的是青春熱血，也令人神往。當中沐雨櫛風，有血有淚，可歌可泣。
透過細膩的文字，時代面貌躍然紙上。書中《工人之路特號》（第 328
期）談到「買辦階級是個壓迫工人的一個階級」你會知道海陸理貨員
工會的初心，看到工會會刊創刊詞開宗就提到「本刊是大家的！」其
實就是「工會是大家的！」精神體現。至於《團結在我們工會旗幟下》、
《我對工會的期望》等撰文，你可想像當時工會與工友的密切關係。
三是深刻體會到組織工會必須與時俱進的重要性。由「公會」到「工

會」，到因應時代行業變遷而更改更有含蓋性的會名，拓展了更廣闊
的團結面，更新創新會務，為工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時至今日，本港直接和間接受僱於物流行業的員工約 77 萬人，佔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超過 25%，為四大支柱行業之冠，物流從業員涵蓋
的工種更加廣泛，業界面對的挑戰更加嚴峻。面對周邊城市激烈的競
爭，香港要鞏固國際物流樞紐中心地位，加上現代物流業瞬息萬變，
物流從業員需要不辭勞苦，爭分奪秒，與時俱進。而特區政府如何帶
領業界充分把握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加強各地合
作，實行優勢互補至爲關鍵。業界不斷發展，自然得以壯大，創造更
多就業。物流從業員工會經歷不同時代的社會變遷，始終團結工友，
支撐香港物流業發展建設，寄望未來工會一如既往，愛國愛港，維護
物流從業員的合理權益和職業安全健康，關心工友的各種需要，不斷
壯大工會力量。

執筆之際，全球新冠病毒肆虐，感謝所有物流從業員心繫防疫抗
疫，力求以最快速度把抗疫物資送達抗疫前綫，謹向各位堅守崗位的
工友致敬！再次熱烈祝賀物流從業員工會一百周年會慶，祝願工會承
先啟後，繼續爲愛國愛港、維護工人權益作出更大的貢獻。

吳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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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海陸理貨員公會早期會刊資料

我們得到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大力支持，獲得早期會刊全份
複本，內文因年代久遠，原文中有殘缺位置。 這份刊物是現存在香港的
唯一原本。（現展示其中大部分內容）

▲海陸理貨員公會刊物封面，主要介紹刊物目錄

▲海陸理貨員公會刊物內頁，內容部份資料不全，但隱約可見公會發
刊的想法：「凡我會員如有論詞詩曲不拘短幅…有以扶持工人之偉論
啟發…見賜者本會極端歡 ..」就是希望會員同業發表心聲，共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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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陸理貨員公會刊物第一頁，這篇是發刊詞，作者是惺
父，他說：「本會建立 oo 迄今一週矣 oo 同氣相求 oo 凡
我同業之入會者 oo 聯袂而來 oo 結合團體 oo」作者希望公
會能招納同業聯合為公會作出貢獻。

▲海陸理貨員公會刊物第二頁，這篇題目是：『論理貨員關繫於
世界之大』。作者也是惺父。他說：「理貨職業 oo 實為貨殖 oo
之中堅人物…….. 而今日世局 oo 海禁大開 oo 萬貨 o 集 oo 一貨舶
之下碇 oo 入口貨物 oo 又不可以指數 oo 更其甚者 oo 出口入口之貨
舶 oo 穰穰而往 oo 熙熙而來…….. 貨物之待起待落 oo 尤不可以指
數 oo 於此而無理貨人員 oo 居其間以代理之 oo 勢將貨物停積 oo」
作者說明了理貨人員在本港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參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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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理貨員的職責

理貨員的職責主要有三項基本原則：

1. 必須公正處理受委託的工作

2. 數目準確及交收妥當

3. 文件交付清楚

    而理貨員在船上工作也起著承上接下作用，上對著船長、中對科
文，下對裝卸工人。要公平對待每個崗位人員，也要大家相處融洽。
理貨員在一些特別時期也比其他崗位加多些責任。在 1946 年時期，由
於香港治安的問題，港英政府立例要求理貨員根據香港法例一九四六
年第二十九條領取「理貨員執照」。這條法例直至上世紀 80 年代末時，
才取消領取執照的規定。

▲ 1950 年 6 月 1 日刊登於《華僑日報》——〈理貨員須領牌照〉

內文說：「理貨員須領執照，費用五元。凡理貨員未有領本年有效執照者，得
受七百五十元罰款，其僱主得受一千五百元云。」

▲ 1964 年 12 月 15 日刊登於《華僑日報》——轉換〈理貨員牌照〉

內文說：「海事處發出通告，有關登輪理貨員牌照事，已定期辦理轉換。凡持
有理貨員牌照者，宜加注意。換領理貨牌照，將於下月二日起，可於辦公時間，
到海事處牌照部辦理。申請人記得攜帶其本人二英寸照片一張，以便貼於襟章
上。該襟章不另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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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之路特號 , 第廿三號

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架構：
設幹事局，下設文書部、招待部、庶務部、宣傳部、交際部、交
通部及游藝部。特設機構：財政委員會、糾察部、保管拍賣處、
會審處、工人醫院及宣傳學校。

第二節   |   支持及參與『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發生於 1925 年 6 月，由於上海日本紗廠工人代表
顧正紅被槍殺，有十餘人被殺傷，引起全國工人義憤，促使上海學生
及群眾於 5 月 30 日在上海租界舉行反帝遊行及演講，遭到英國人屠殺，
全國人民震怒，史稱「五卅」慘案。至 6 月 1 日，上海發起工人罷工、
學生罷課、商人罷市 ! 罷工浪潮席捲全國，6 月 18 日 , 中華全國總工
會致函香港各工人團體，號召全體工人罷工。停工！回國參加罷工！
當時全港 72 萬 5 千人口中，約有 25 萬人參加罷工，比例驚人 !

省港大罷工在中國工運史上有兩個記錄，一、參加人數最多，人數
達 25 萬人；二、參加罷工時間最長，由 1925 年 6 月起，至 1926 年 9
月止，共計一年零四個月，它不但是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的記錄 , 也是世
界工人運動史上的記錄！

在大革命時期由中國共產黨於 1925 年創辦的工人運動刊物【工人
之路】，是研究我國工人運動的重要參考刊物之一，刊物由中華全國
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主辦，鄧中夏主編。

內有很多重要文獻，也有多篇文章是刊登海陸理貨員工會的工作報
導，以下是其中多篇參考資料。說明工會在當時參與這場重要工人運
動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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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利棧——日薪理貨員

德叔年輕時入行，是日薪理貨員。他今年 80 多歲了。初入行
時都是朋友介紹，他的學歷是初中。初入行時，「跑散」——做一
工算一工。主要工作是記下貨物的件數、重量，試過做連續 50 小
時不眠不休，行業上叫「插落」。

他認為做理貨員要識字、捱得眼瞓、要盡責。後來他到警察總
部申請無犯罪記錄文件，通過調查後，取得無犯罪記錄文件就去海
事處申請理貨員牌。由於工作熟練，他在其中一間理貨員館——美
利棧長做，俗語說：「長牌」。這間公司有十多位員工，遇有工作
量增大，就聘請其他散工幫手。

到 60 年代初期，日薪理貨員每工 48 元，一日 24 小時運作分工，
即 8 時至 17 時為之一工，18 時至 22 時又一工，24 時至 5 時是一
工，5 時至 8 時又是一工。中間時間如果多嘢做，就做「不放工」，
食飯也不理，食個飯盒就馬上開工的意思。他最高記錄三日三夜人
無返家。所以說理「打喱」（理貨員）是「鐵腳馬眼神仙肚」真是
沒有說錯。

美利棧做的多是南韓、美國「水」，貨種以雜貨為主。他表示
做散工無保障，幸有工會關心工人，在每年加人工，工傷事故都及
時跟進。特別加工資，是工人最關注。他對工會跟上時代走，物流
更多元化，表示同意。

▲香港九龍貨倉有限公司僱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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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太古倉的工作——綜合訪問：莫先生、梁先生

太古倉俗稱「藍煙囪」。「藍煙囪」是由太古集團的創始人之
一——英國人艾佛‧霍爾特（1829-1911）其下家族與其他公司合
資建造第一艘髹上藍色煙囪的輪船，「藍煙囪」也成為這公司的標
誌。

太古集團主要由英國施懷雅家族所創立，他們在 1816 年成立，
自 1866 年開始由英國遠赴遠東，踏足中國，創立太古洋行。集團
三大祖業：航運、船舶修造及煉糖。①

莫先生及梁先生是在太古倉做過。公司算是穩定，人工不太高。
當時人工約港幣 150 元一個月，當時一碗叉燒飯是 8 毫子。他們之
前也是做過散工，通常做了一段長時間，有了一定經驗，有機會就
入倉做。

太古倉 1 號倉在「大包米」（即現在尖沙咀漆咸道南開始，一
直至現在之前新世界中心這一帶範圍都叫做大包米）。加起 3 號倉
共有一百多人，工作時間是朝八晚五，開夜都是為不阻船期，通常
都是安排在倉的人做，很少叫外邊人。莫先生做了 8 年，直至公司
認為地產大有可為，於是就打算遣散工人。但公司方面對賠償安排
很冷漠，在倉碼工會帶領下，經過一段時間的抗爭拉鋸戰，最後有
關員工一次過獲發 6 個月的遣散費。以及退休金亦按一年一個月的
原則計算。② 

①鍾寶賢著，《太古之道——太古在華一百五十年》（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2016），頁 16。
②倉庫碼頭運輸業職工會，《倉庫碼頭運輸業職工會 60 周年紀念特刊》（Goodwill 
Production Company 出版，2019），頁 14-15。

▲九龍藍煙囪貨倉職員証之一

▲九龍藍煙囪貨倉職員証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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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理事及義工——工會工作的支持者和推動者

工會工作範圍主要包括：勞工權益、培訓教育、行業政策、推動
職業安全及健康、文康活動等等。活動由工會帶動，理事及義工共
同參與，為會員提供服務。

一、勞工權益

早期勞工待遇低，工人生活艱困，工人為爭取自身權益，在工會
帶領下，發動多次罷工。下列有爭取權益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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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9

勞資官三方加薪會議部分資料文件（共 9 頁）

NO.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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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9/9
▲ 1978 年，勞資官三方在勞工處達成日薪理貨員加薪會議。坐位右列工會代表：
鄧澤棠、鍾鎮均、馮注、陳志仁

▲開設英文班（上世紀 50 年代）
海陸理貨員工會設立業務英文研究
班。
邀請九龍倉高級職員負責編輯研究
課材。

▲

海陸理貨員工會技術研班講義之一

二、培訓教育	，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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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一百年，是一個漫長又短暫的段落！人類的每一個偉大發明
是一個剎那間成功！但研究的過程是漫長的！工會的成立也有這
樣的經過，成立時必定雄心壯志！但經過長久的磨鍊而成長過來
則不容易。

工人也好，僱員也好，都要面對未來。從現在工作的要求，
到退休生活的安排都要開始想。

工會也要在工作會務上全面研究及跟上時代的步伐 !

工會在慶祝成立 88 周年時，出版了《散貨 物流》一書，彙
編了工會的一些檔案資料。到了慶祝成立 90 周年時，又出版了
《從八篇紙到 I.T 文集》，彙編了工會從理貨根底到物流知識文
章。

2020 年是工會成立一百周年了，之前工會派遣專人用了一年
多時間去搜集工會歷史資料。當從廣州國立中山圖書館的特藏部
找到《工人之路》這系列書本時，集中閱覽了關於海陸理貨員工
會的部分，看到這文章〈海陸理貨總工會澈底改組旳意義〉，其
中幾段原文內容如下：

1、買辦階級是個壓迫工人的一個階級，理貨工人是在

買辦階級鐵蹄下受痛苦，和直接被他壓迫，和剝削一部分

的工人，我們記得很清楚：我們工會在民國九年成立後，

一切會務已被一班買辦階級，和一班改良派的陳舊領袖把

持個淨靈了。

2、他們得了這個有信用的地位之後，很容易做到一個

工會裡重要的職員了，很容易製出為他們謀利益的會羣了！

會章規定不利于工人的陰險處很多，就最易記得的來講講

共有兩點。（1）職員資格—最先論職業高尚，後論資產，

人材最後。（2）入會基本金——由二元提高至五元。

3、這次理貨工友感到要改組「海陸理貨工會」就是這

個原因，尤其是使到成為整個工人的工會，和真正能為工

會羣眾謀福利的工會！我們的目的還要達到。

這三段來自一百多年前的文章就是我們的工會前輩為工人社
群服務的初心！

工運的道路是一代人又一代人走下去的，要的不是什麼偉大
名義，需要的是一種肯為人群服務的擔當精神！

展望未來，有道：「鐵肩擔道義」！我們後輩必以此心、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為工人及行業發展，為香港、為國家的發展繼續
貢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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