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國父 - 孫中山.....？? 
 
這是非凡的發現，幾個星期前我們和一個多年一起打羽毛球的香港

中國朋友喝咖啡時，談起孫中山先生和中國民國革命。他並沒說什

麼，只從他的口袋裡取出一張陳舊的照片，便開始描述他的家人與

孫中山先生的關係，他的堂伯父 “ 楊衢雲 ” 的故事便這樣的開

始了。 

 

這位朋友告訴我們，這張引起議論的照片是在 1898 年一群計劃推

翻清朝(中國最後的皇朝)的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合照，當中他的堂伯

父楊衢雲是昂然坐在前排主要的位置而孫中山先生則站在後排，據

說蔣介石當時願意支付一百萬元來收購這張照片及其底片。 

 

楊衢雲 1861 

在廣州東莞出生，幼年隨父親前往香港定居，

在那裡受教育及工作，曾任英語教師，其間

認識到西方文明和革命的理論。當外國人欺

凌中國人時他會十分激憤，這使他加強對民

主思想的嚮往，增強了他推翻懦弱無能、拒

絕學習西方現代化的滿清皇朝的決心。 

1890 年，楊 與 謝贊泰(在澳大利亞的悉尼

出生，他後來創辦了香港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人一起，在香港創辦

了輔仁文社。以 “開通民智”、“盡心愛國” 

為宗旨。文社購買新學書報討論中國的發展

及改革路向，後來主張武力推翻滿清，建立

共和政府。並秘密籌劃廣州起義計劃。在

1892 年 3 月他們把社址遷至百子里。 

 

在 1895 年孫中山先生從夏威夷回到香港，他見

了楊後，他們把輔仁文社和興中會分會合併成

立了“興中會總會”（孫早一年在夏威夷成立

了興中會分會)。由於楊較孫中山年長五歲，且

大部分成員來自輔仁文社，楊 遂當選為興中會

會長。(當時亦稱總辦或稱伯理璽天德，即 

President)。 孫中山先生為秘書。他們立即開

始進行廣州起義 (因文社早有計劃和部署)。並

贏得一些具社會影響力的人物支持，包括大律

師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啟，中國郵報的托馬

斯·里德 (Thomas H. Reid of the China Mail) 和

香港電報報的切斯尼鄧肯 (Chesney Duncan of 

the Hong Kong Telegraph)。計劃中廣州起義決

定：如果革命成功，選出的會長便是中國臨時

大總統。有說兩派勢力競爭激烈，輔仁文社成員支持楊，鄭士良和陳少白等支持孫。孫幾乎被

選為會長，但最後楊被選為會長。這場爭權鬥爭幾令革命運動分裂。   

 

1890 年輔仁文社領導人合照 

前排右起第三人為楊衢雲 

                     興中會領導人 

    從左至右 : 謝贊泰 ，楊衢雲 ，孫中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E%E5%AD%90%E9%87%8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C%94%E4%BB%81%E6%96%87%E7%A4%BE


廣州的起義決定在 1896 年 10 月 26 日重陽節那天。但在最後一刻，計劃被洩露，行動決定推

遲兩天。孫中山向在香港的楊發出警告訊息，但無法送達。約 50 名起義人士被捕和 205 支左

輪手槍及彈藥等遭沒收。最後英國殖民政府在壓力下，把楊及孫逮解出香港。孫逃到日本，清

廷對兩人各懸賞 1,000 銀元收購楊及孫的首級。楊離開香港後，經越南西貢，新加坡再逃抵南

非，並在那裡成立了南非興中會分支，最後他來到日本。 

 

楊與孫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雖然他們都來自中產階級，楊是一名教師而孫是一名醫生，無論

是楊、孫及謝都是受中國傳統教育而又得到外國進步民主思想。孫中山在旅行夏威夷，澳大利

亞等國家和香港時已經看到了西方的高效率管理。楊和孫都看到了中國農民的不滿和統治者的

無能，他們知道中國改變是必要的了。然而孫當時仍認為君主立憲可在中國施行，但楊則堅持

新中國是一個共和國。 

 

1900 年，中年的楊衢雲回到香港，因有家庭負擔，他不得不以教英語為生。但他仍和孫中山開

始籌劃另一次在廣東惠州起義的計劃。1900 年 10 月 8 日，這一次的目標是依惠州沿海地區，

推進至福建省沿海接近的台灣(福摩沙)地區 。孫早到日本試圖說服日本人經台灣提供武器。

楊則留在香港做組織及指揮行動。雖然幾個衝擊清廷的行動已展開, 但最終因日本的武器並沒

有送來，司令員鄭士良解散了他的部隊。在 10 月 28 日，有人企圖殺死兩廣總督(廣東及廣西)，

紓緩惠州起義的危急形勢（這已經是發生在惠州行動的開始......）。炸藥雖然爆炸，但是總

督沒有受傷。執行者史堅如被捕，並供出楊衢雲為主謀。 

 

楊雖然被朋友警告要逃命，但他沒有離開香港! 

 

1901 年 1 月 10 日下午 6 時許，三個刺客抵達楊的房子，一人衝上大門行刺楊衢雲。當時楊正

抱著幼子佐芝在家裡等待學生補習，他馬上把兒子往膝蓋下推，欲從辦公桌的抽屜裡抽出自己

的手槍，但因幼兒坐在膝蓋上使抽屜無法打開，他馬上拿起桌上的大字典來擋護頭部，一顆子

彈穿透了這大字典轉射向牆上，再來的子彈便分別擊中楊的頭部和胸部，刺客眼看見他們成功

了，便開槍射滅了燈泡並逃去。此時，楊衢雲的妻子及女兒正在屋子後座睡覺，他的妻子聽到

聲音，懷疑只是燈泡(時有電燈)墜毀，便叫長女出來看看，女兒發現她的父親倒臥在地板上，

傷口正在冒血。她的父親向她取了一條圍巾來包紮傷口。 

 

據香港警方報導他彼移送至國家醫院急救。 

 

 

 

 

 

 

 

 

楊衢雲告訴警方官員說，說他沒有仇人，被剌原因是政治性的。他

的創傷使他次日殞命，後被同志安葬在香港跑馬地墓園內，墓碑沒

有刻名字，(這是他垂危的要求)，成為該地無名碑，只有墳墓的記

錄號“6348”。 
 



雖然當時革命的同志認為，如果革命成功後，他的遺體將被

運回中國重新安葬。(結果後來這個請求被當時國民政府拒

絕了）。孫中山在楊被暗殺時身在日本，他除發出慰問信外

並呼籲募捐來幫助和支持楊的家人。這些捐款來自世界各地，

尤以來自南非由楊衢雲成立的「南非興中會分會」為多。 

在互聯網上有些（即：未經證實的）傳言指孫中山可能早已

經知道計劃刺殺楊，但並沒有提出甚麼建議。這是我們永遠

不會知道真相.... 

 

1925 年孫中山逝世後，蔣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陳潔如在她的

自傳中一直指出“楊衢雲” 是“我們共和國的守護神”。

惟蔣介石(在 1927 年當時他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時說：孫

中山應為中國之父，而不是楊。當他發現楊坐在前排重要的

位置而孫只是站立在後排次要位置的照片後， 他馬上向手

下說願意支付 100 萬元來收回這張照片及其底片。然而照片

相信被謝贊泰的家人小心翼翼地收藏而不肯賣出，所以今天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這張照片了。 

 

 

 

 

 

 

 

 

 

 

 

 

 

 

 

 

 

 

 

隨著楊衢雲的堂弟楊拔凡在 1988 年訪問楊的祖居（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人們開始集資

來建立紀念他的雕像。當地政府於 1998 年在霞楊村口豎立了楊衢雲的銅像。楊衢雲的堂侄楊

興安已為他的堂伯父在爭取中國成為共和國的路程上所扮演的角色努力了近二十年，他撰寫文

章、接受報刊和電視台訪問，編寫劇本在舞台演出，便是想讓多些世人認識楊衢雲。他從各方

面收集了很多堂伯父的資料, 其中 2009 年初的香港電影 <十月圍城> 有暗殺楊衢雲的片段

（由張學友主演)，可以說都是受其宣揚影響而加插的。 

 

經楊興安多年的努力，楊衢雲事跡漸廣為人知，香港政府當局今年在楊被暗殺的地點放上紀念

標記，更在“6348”無名墓旁放上說明紀念牌匾，確定楊衢雲的墓地和簡介楊的生平。為紀念

楊衢雲及革命同志的事跡, 當局更在輔仁文社當年社址的百子里建成百子里紀念公園。公園位

於楊衢雲被暗殺的地點(結志街 52 號)的房子背後。  

1898 年楊衢雲和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在日本的合照，蔣介石提供了

100 萬元，來收回這張照片及其底片，因為它顯示了楊衢雲（坐在

前排左二），孫中山（站立在後排）的重次位置 

2011 年五月的香港跑馬地楊衢雲無名墓 



 

 

 

 

 

 

 

 

 

 

 

 

 

 

 

 

 

 

 

 

標記是紀念楊衢雲被暗殺的地點 (位於香港結志街 52

號和鴨巴甸街交界)。標記亦是孫中山紀念館中山史

蹟徑和中西區文物徑的一部分  

加上了說明紀念牌匾的楊衢雲無名墓  
(牌匾內容請看下圖) 



楊衢雲先生在爭取中國成為共和國的道路上花了 10 年的歲月，他對中國要成為共和國有堅強

的意志。他的家庭生活被破擾，他不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他犧牲自己的前途，更放棄了優

薪厚職，為的只是希望有一個更美好的中國。110 多年過去了，楊被暗殺以來，他一直躺在一

個無名的墳墓下，直到最近在慶祝辛亥革命 100 週年，楊為中國民主革命犧牲才被世人開始認

識。 

介紹孫中山認識楊衢雲的革命元老尢烈為紀念楊衢雲的犧牲寫了一本書，名叫《楊衢雲略史》，

當中幾句對楊衢雲的描述如下： 

「公何易而彼何難，公何巧而彼何拙，公何逸而彼何勞，公何優而彼何劣。」 

以見楊衢雲的勇，仁，智，之概，而非其他領袖所可及。 

「紀公者，赤度之陽光，而北極之冰雪也。」 

(譯者按：如太陽指其功業；如冰雪指其德行操守。) 

 所以可以說中國共和國的基礎是楊衢雲建立的。 

 假若這非凡的人物那天沒有被暗殺,真的無人知道這世局會有怎樣的變化！  

 

 

更新參見下頁:   



楊衢雲故事補述 
世事何其巧合，近來有人寫了不少有關楊衢雲的文章，成了維基網站最近的熱門話題。而

近年在香港一些遊行示威中，也曾見到有人拉起與楊衢雲有關的橫額。楊衢雲的其一堂侄便是

我們在紐西蘭羽毛球的球友，他說楊衢雲在孫中山攪革命前己進行革命活動。 

還有巧合的是香港南華早報的專欄作家斯圖爾特·希弗(Stuart Heaver)讀到我們的文章，他

說那是他見過有關楊衢雲最詳盡的報導。問可否介紹楊的堂侄給他認識，以便寫篇詳細的報導

刊於報上。 

我們當然樂意，但要先徵求楊衢雲堂侄的意見。事隔不久，今年 8 月 18 日 Stuart Heaver

的文章己刊於香港南華早報上。更用月來熱門的美國前中央情報人員史諾登來作比擬。他訪問

楊衢雲堂侄楊興安博士和丁新豹博士，後者曾任香港博物館總館長，亦是極負盛名的歷史學家。

丁新豹還猜想楊衢雲可能入了英藉，因為楊竟能下葬於當時只埋葬英國人的跑馬地墳場。 

Stuart Heaver 報導楊衢雲的文章的確值得一讀。我們倒希望今年十月我們暢遊中國內陸之後，

能在香港和他會面，大家好好談一談。 

 

下列是刊於南華早報的文章的郵址：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

magazine/article/1296869/character-assassination 

 

一些有用的連結： 

維基百科描述楊衢雲的文章中有范泰瑞撰述的文章資料 

(Wikipedia article on Yeung Ku-wan)                       仍會進行更新 

楊衢雲無名墓及紀念牌匾的英文視頻新聞報導 

(Youtube video of news report on Yeung's tomb and plaque)    為英文片段 

楊衢雲無名墓的音樂片段展現無名墓的莊嚴 
(Video of Yeung's unnamed tomb and plaque, with solemn music)   為英文片段 
革命先烈楊衢雲的貢獻得到肯定,墓碑獲得正名     為中文片段 
(Video of TV article on Yeung Ku-wan)  

 

芙蓉海岸分社范泰瑞於 2014年 1 月更新的文章 

http://nzchinasociety.org.nz/12068/nzcfs-projects-nature-culture-history-china-tour-october-2013/
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296869/character-assassination
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article/1296869/character-assassinat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Yeung_Ku-wan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mR8KPDZQRI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Do-T5AHxE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tKx4X9cq8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