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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內容

突圍羣英協會首創新聞通訊刊 歡迎您! 協會將為你提供有關在全世界各地最新活

協會組織

動資訊. 此外，我們希望藉本通訊使突圍的兒孫親屬們踴躍參加支持本協會未來

過去事項

的活動, 去尋找先祖更多英勇事蹟和珍貴的遺物和信件等為留給世人及後裔們紀
念.

目前工作
籌辦中的活動

請與我們繼續聯絡和提供意見.
andrew.chan@hongkongescape.org

其他事項

協會使命

持別推介

協會的使命是在尊重先祖和中英兩國人民的友誼基礎上, 建立及培養突圍羣英後

 羣至通訊在

裔和中國人民的密切関繫, 藉此创立 中英兩國在21世紀的更強之聯繫，甚至超越

facebook

中英聯軍時的友誼. 通過建立論壇共新聞通訊刊, 我們目的是提高大家對這個中

平台

英歷史中的獨一無二的歷史事件的興趣和欣賞力，以及通過沿突圍走廊香港仔,
南澳至惠州安放紀念石碑來紀念和表揚1941年的中英国人民的英雄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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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格斯的最新
動向
 陳策將軍的

生平
 過去一年照片
紀實
 下一步

突圍隊伍共62人於1941年12月30曰在惠安醫院與中國軍官合照. 醫院由美國基督復臨安息日教會
主理.
相片為魏理查之珍藏.

 2011年- 突圍

行動七十週年
紀念

協會成員组織
2010年10月舉行之週年普通大會, 通過協會組織結構如下:
會長

陳安國

Donald Chan

[陳策將軍兒子]

主席

魏理查

Richard Hide

[快艇二伙魏佰之兒子]

秘書長

麥信立

Sheena Recaldin

[情報局局長麥道高之女兒]

執行委員(國際媒體介)

歐愛瑪

Emma Oxford

[空軍司令歐士福之女兒]

執行委員(推廣及公関)

鐘士素

Russell Joyce

[利士奇隊長之孫兒]

執行委員(海岸考察)

魏大衛

David Hide

[快艇二伙魏佰之兒子]

執行委員(博物館連略)

麥麗新

Alison McEwan

[麥浩連上校之女兒]

執行委員(外展計劃)

陳念祖

Andrew Chan

[陳策將軍孫兒]

名譽副會長

何猶龍

Lawrence Ho

[父何博士曾參加香港保衛戰]

協會焦點和活動
香港海防博物館定期演講

宣傳小冊子設計及編印

羣英協會博物館連略執行委員,麥麗新,(麥浩連上
校之女兒) 與香港海防博物館合作, 安排2011年

我們計劃編輯一本小冊子介紹羣英協會的故事,

內定期演講, 以推廣展覽及介紹羣英協會组織.

協會的誕生, 時間, 地點, 協會成員等.

講題関於保衛香港,突圍和中國軍民英的保護
和協助60多名盟軍由曲江經緬甸回到英國等英

介紹羣英協會的成就, 推廣計劃, 籌募經費, 支

雄事蹟:

持在香港及國內建立紀念碑和紀念徑, 和表揚

5月7日 - 魏大衛及陳安國 羣英協會委員和會长

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誼等的工作.

8月 - 黎比爾 Bill Lake 香港歷史學家
9月3日 - 貝東尼,Tony Banham 戰爭歷史學家

編印及發行

11月/12月 - 歐愛瑪, 羣英協會執行委員
如有興趣參與編印及發行此小冊子, 請盡快與
分享你的故事

鐘士素 Russell Joyce 電郵聯絡.

假如你有關於本人或先袓參與香港二次大戰中,
保衛戰爭或突圍和游擊戰等英雄事蹟和故事, 我
們很歡迎你參加本協會在香港海防博物舘举辦的
講座, 告诉港人先祖的英雄事蹟, 請即與本協会
執行委員麥麗新 Alison McEwan 聯絡和安排.
alison.mcewan@hongkongescape.org

russell.joyce@hongkongesca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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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事項
重温羣英協會過去之活動, 至今天之成長.
出席者: 鍾嘉路(伯加隊長之女兒), 趙永仁(駐
英使館政治处參贊), 協會主席魏理查(快艇二
伙魏海達兒子), 陳曉東(駐英使館公使) 協會
會長陳安國 (陳策將軍兒子), 盧添, 麥麗新(麥
浩連上校之女兒/婿), 鄭少強 (华夏文化促進
會理事长), 麥信立協会秘书长 (麥道高局长
之女兒), 新華社記者馬先生.

2009年5月29日拜訪中國註英國倫敦領使館和陳東公使會面並相
談和推廣保衛香港突圍羣英協會事項, 並獲得陳公使鼎力支持

“突破重圍–由香港到惠州”
2009年12月24日展覽會由特別嘉賓高靈活
太太 (第二支隊魚雷快艇之船長高靈活中尉

最新消息

之遺孀現年90歲)和駐港英領使館主任鄭國
賢 主持開幕典禮.

博物館現正考慮
延長展覽期至

收看開幕儀式網站地址:
http://bit.ly/fTiSKm

惠州鏡頭重現
2009年12月26日 - 重踏突圍逃生之路.
大約100名突圍羣英之後人, 包括第二至
第四代, 年齡由90至2歲, 來自歐,亞, 北美
及大洋洲, 參與重踏突圍之路.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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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英協會成員會晤中國大使

2010年2月9日 - 英國倫
敦及美國紐約中國大使
館邀請突圍羣英協會出
席中國戰勝法西斯主義
六十五週年慶典.
羣英協會主席魏理查與會長陳安國與中國大使

羣英協會秘書長麥信立(麥道高之女兒) 與
中國大使劉曉明傾談.

劉曉明合照.

羣英協會facebook網頁
羣英協會現設有facebook網頁, 搜尋
“Hong Kong Escape Re-enactment
Organisation”, 按 ”like” 鍵.
你可在facebook上載有関相片, 聯絡其他
協會成員, 或參與討論, 了解協會進行中
之事項.
羣英協會facebook網頁

七十週年紀念籌辦中之活動
2011年聖誕節將會是突圍事蹟之70週年紀念. 協會現正根據使命宣言,

你希望在七十週年紀念進行

籌辦紀念活動, 包括再進行重踏突圍徑.
我們正收集協會委員之意見,檢討各項工作, 研究必須改善的地方, 及日

重踏突圍徑時, 做甚麼其他活

後再進行重踏突圍徑活動時可伸展的事項.
請擁躍發表意見, 我們會仔細聆聽. 你的意見有助於將重踏突圍徑活動

動? 請參與問卷調查,

辦得更好.
本協会現正徵求熱心人氏贊助突圍走廊紀念銅像和標記石塊等.

發表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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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格斯的最新動向
當勞及蘇珊史格斯
去年這個時間, 我們都為在香港的重聚而與奮, 建立新的

給當時在上海教書歷大衛的母親, 她嘗試用中文書寫以

友誼.2010年1月, 蘇珊和我在桂林準備坐船遊覽灕江到陽

避過審查, 告訴她兒子已經脫險.

朔, 在那裡碰到海倫和露絲凱悅, 並嘗試吃石岩魚.

蘇珊亦正在尋找歷大衛藏在防毒面罩內的相片, 暫時末

更加高興的是在柏加家庭燒烤會再遇見你們. 之後, 我們

有收穫,該面罩在突圍時掉失了. 我們亦在愛爾蘭時報刋

和羅斯及祖兒吃飯. 九月, 我們在 Howth港碰見坐在長櫈

登文章, 希望接觸可能在愛爾蘭的羣英或後人. 暫時未收

上讀報的麥銘年, 並邀請他共進午餐.

到任何回應.

蘇珊正努力跟進其他線索, 在上海的學校確認一名在韶關

羣英協會和中國之旅對我們有極大意義. 多謝你們, 特別

叫Suyamu女士的身份, 她在信中提及突圍人仕們已安全.

是主辦人仕, 創造了一個偉大的聚會.

盧添在 Kew Public Records 發現這封信, 該名女士寫信

突圍英雄人物介紹
每一期通訊我們將為你送上突圍隊伍,一個突圍英雄的故事. 首先給你們介紹一個眾人尊敬的英雄
人物.
海軍上將陳策將軍 KBE CN
陳策將軍於1895年在海南出生,1925年結婚, 妻子梁少芝為他誕下十二名
子女, 包括羣英協會主席陳安國. 陳將軍死於1949年.
陳將軍於1939年派註香港, 與英國情報局局長麥道高一起工作, 於畢打行設立
辦事處, 以“華記行”名字作掩飾, 工作策劃和組識國民黨特工在港活動. 當時特
工之中有很多來自上海青帮三合會成員, 參與對抗日本第五縱隊和敵偽地下工
作人員. 陳將軍成功掌控社團成員, 在18天抗日戰鬥中,香港混亂減至最低,商店
大部份也照常營業. 及後並帶領第二支隊五艘魚雷快艇和68位英國官兵突破日
軍砲火包圍經南澳, 平安抵達中国統治區. 当地報章稱陳策將軍為 傳奇人物的
“獨腳將軍”, 在世界報業界稱陈策為“東方納爾遜”.
由於協助保衛香港及帶領一大隊高級軍官成功突圍,陳策將軍於1942年8月19
日獲英國頒發最高騎士奖章.K.B.E.
中英两國歷史上 這一次的突圍 是有歷史以来中英两国首次軍事合作並肩作戰
对抗入侵敵人. 亦是中英人民友好的始源.

陳策將軍和他的保鏢楊全

Hong Kong Escape
Re-enactment Organization

英國聯絡地址
112 Kippington Road
Sevenoaks
Kent
TN13 2LN
保衛香港突圍羣英協會
(二战中英联軍)

羣英協會的主要目標是藉著日軍攻打香港和突
圍行動的故事, 先祖們為中英兩國人民的友好和
團结創立根源.
我們希望創做一個永久的歷史去讓下一代懷念
先祖英勇的事蹟, 並表揚中國人的勇氣和大公
無私的精神.
我們亦希望藉著確認突圍紀念走廊及安放指標
石塊, 令南澳和惠州更吸引國際旅遊人氏的注

www.hongkongescape.org

意. 把這地區繁盛起來.
羣英協會亦正歡迎有關機構或個人提供各方面
的協助, 包括贊助活動或建立伙伴關係.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如有興趣參與羣英協會的工作, 請
與以下任何一位協會代表聯絡.
澳洲
david.hide@hongkongescape.org

香港
donald.chan@hongkongescape.org

英國
alison.mcewan@hongkongescape.org

美國
andrew.chan@hongkongescape.org

richard.hide@hongkongescape.org

emma.oxford@hongkongescape.org

russell.joyce@hongkongescape.org
sheena.recaldin@hongkongescape.org

請用電郵和我們保持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