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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軍宣佈「無條件投降」，

香港恢復為英國之殖民地。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後，香

港經濟凋零、百廢待興，不少房屋更在二戰時期遭受破壞、損

毀嚴重，大量居民流離失所。部分人為「有瓦遮頭」，只能在

天台、山上等地方搭建狹陋的寮屋作棲身之地，「一家八口一張

床」的街頭俗語，反映了當時住屋問題之嚴峻；更有甚者，只得

露宿街頭，可謂民不聊生。

1950年6月，二戰剛結束不久便爆發韓戰，美國連同其他國

家對中國實施了「禁運」制裁，對於當時以轉口貿易為主要經濟

支柱的香港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不少工人更因失業而流落街

頭，食不果腹。幸而「有危即有機」，禁運成了香港轉型為「工

業城市」的契機。由於1945至1949年發生了國共內戰，促使大

量人口及資金從中國內地流入香港，為50年代香港轉型，提供

了資本及廉價勞工。這些因素，吸引了不少商人在香港各區設立

工廠，本土工業開始萌芽，同時為本地居民及新移民提供了很多

就業機會。

香港經濟在戰後逐漸恢復，除了因資金及人力資源得到改善

外，亦仰賴一眾商界精英賢達，他們對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有

重大的貢獻。其中，被稱為「糖薑大王」的余達之，就是香港

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商人之一，憑着其出色的領導才能及遠大的

眼光，幫助香港的糖薑業一步一步邁向成功。他在糖薑業低迷時

引言

戰後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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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聯合其他商家創立「香港糖薑貿易公司」，並領先其他行

業採用聯營制度，使整個糖薑業得以壯大，甚至走出國際。余

達之年輕時曾於海外創業，故其國際視野高遠，他開拓東南亞

的商機，積極聯絡英國、美國等等的商貿機構，以及鼓勵本地

商人參與工展會等，大大推動了戰後香港整體的工商業發展。

余達之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及九龍總商會之名譽會長外，更

獲港英政府頒發OBE勳章及任為太平紳士，可見政商界人士對

其貢獻之肯定。

除了營商事業外，余達之對香港社會的進步及發展亦有很大

的功勞，土地房屋、工人權益及教育制度等，都是他所關注的民

生議題。除了提出完善的計劃外，余達之亦以實際行動解決當時

的社會、民生問題，除了創辦學校，他亦擔任香港屋宇建設委員

會委員一職，更以非官守市政局議員的身份，就興建觀塘工業

區、工人住屋及工人子女教育等問題，提出議案。除了發展糖薑

業外，余達之亦積極協助其他行業走出香港，面向國際市場。余

達之對公共事務的支持不遺餘力，彰顯了企業家對社會所履行的

責任和承擔，以當時香港的企業家而言，余達之的營商及服務社

群的精神實屬可貴，尤為敬佩。

縱然50、60年代的香港面臨種種經濟危機，但憑藉香港人刻

苦耐勞、不屈不撓的拼搏，以及一眾商界翹楚的合力帶領，香港

的經濟得以向前邁進，寫下歷史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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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佔時期的港督府建築物，曾進行改動，此照片曾於1945年被政府選為製作官方聖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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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正在山邊搭建寮屋，1957年。 © 2020 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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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老龍坑山谷道寮屋區居民輪候宗教團體的救濟，1959年。  

© 2020 香港城市大學



正在玩紙牌的街童，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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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筲箕灣海邊木屋群。 © 2020 香港城市大學



11•第一章　糖薑大王余達之

大坑道附近山坡上的寮屋區，攝於 196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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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砵典乍街攤檔，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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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車在上海街執行職務，1965年。 © 2020 香港城市大學© 2020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的糖薑業具體出現的時間不詳，據傳當時有一小販發現

保存薑之方法，並甚為可口，也獲得外國人的青睞。1 在〈糖薑

學花崗石都是本港名產〉和〈糖薑先生在英大量推銷糖薑〉文中

記載：

百年前在廣州街頭薑糖果小販……阿志。阿志嘗在紙窻之小屋
內試驗醃製糖薑，一日一英人購得所醃製之糖薑少許，覺味甜
辣可口，運數罌返英分購其友人，……其後一瓶糖薑送到英女
皇維多利亞，英后嘗之成癖，乃下令餐會不設備糖薑不成。2

余達之曾言：「香港享有醃製糖薑之專利，蓋附近區域所產

之薑芽始能適用，他地所產者太實而不適合歐洲市場。」3 香港

找到的原材料得天獨厚，取自鄰近地區，主要更來自內地，出產

的糖薑品質甚高，廣受海內外歡迎。自糖薑業引入香港後，產品

大多以出口導向，多運往英、法、荷蘭及加拿大等地，其中特別

以英國市場為重心。

 1 〈糖薑學花崗石都是本港名產〉，《工商晚報》，1953-3-7。
 2 〈糖薑學花崗石都是本港名產〉，《工商晚報》，1953-3-7；〈糖薑先生在英大量推銷

糖薑〉，《華僑日報》，1948-5-18。
 3 〈糖薑先生在英大量推銷糖薑〉，《華僑日報》，1948-5-18。

糖薑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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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 時 在 英 國 的 報 章 中 ， 得 見 最 早 有 關 糖 薑

（Preserved Ginger）的報導為1806年，4 其後不時也有關於糖薑

入口的新聞， 5  可見糖薑業對外貿易已經有二百多年歷史。糖

薑受英人歡迎的原因有數個：6 首先，據一些民間風俗研究者所

述：「糖薑乃以漿浸泡子晾，乾後再灑上白色糖霜。華洋口味

不同，唐人會覺得太甜，洋人則恰好。」7 其次，「英國人愛吃

糖薑，因為倫敦多霧，糖薑可以辟治濕氣！」8 再者，據當時的

廣告指：「糖薑可袪風開胃、醒腦、除痰、去濕」，9 可見糖薑

除了當作零食外，更是他們的日常保健品，因而大受歡迎。更

重要的是，在維多利亞皇后（Alexandrina Victoria，即日後Queen 

Victoria）嗜糖後，糖薑成為皇室餐會必備之物，吸引英人爭相

追捧。10

 4  “At Lloyd’s coffee-house”, Public Ledger and Daily Advertiser, 1806-5-6; 又有關英國
藉經營糖業與帝國擴張的關係，見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 pp. 15–26.

 5  “Commerce”, Public Ledger and Daily Advertiser, 1810-3-31; “Salk by The Candle”, 

Public Ledger and Daily Advertiser, 1824-6-2., etc.

 6 〈糖薑故事〉，《工商晚報》，1949-12-18。
 7  韋基舜：〈「糖薑大王」余達之〉，《吾土吾情》（香港：成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

年），頁215 。
 8 〈糖薑大王余達之辦事之餘愛談笑〉，《大公報》，1955-1-4。
 9  陳大同、陳文元：《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年)，缺頁碼。
10 〈糖薑先生在英大量推銷糖薑〉，《華僑日報》，194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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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薑混合糖漿前的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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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薑業的興衰，亦與對外貿易市場和原料供應的變遷息息

相關。

資本主義社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經歷一次經濟危機。1929

至33年間，全球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嚴重的經濟大衰退 

（一般稱為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11 香港糖薑業亦不

能獨善其身。20年代，香港糖薑業出口總值平均達到六七百萬

11  John E. Moser, The Global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Coming of World War II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15), pp. 38–52.

© 2020 香港城市大學 © 2020 香港城市大學

糖薑的特色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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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是香港主要的出口工業之一。12 但大蕭條影響不少亞洲地

區的經濟，世界大規模的失業浪潮湧現，美國失業人數達1,370

萬；德國則有560萬；英國則有280萬。13 從以下列表可見大蕭條

對各地的影響：14

大蕭條影響不少亞洲地區的經濟。同時，二戰在經濟恢復過

程中爆發，對亞洲地區的影響持續至50年代初。

12 〈一年來本港商業之回顧（十二）糖薑業〉，《天光報》，1935-1-29。
13  Lionel Robbins, The Great Depression (London: Macmillan, 1934), pp. 135–137.

14  Jerome Blum, Rondo Cameron, Thomas G. Barnes, The European World: A 

History（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p. 885.

英、美、法在大蕭條後的經濟狀況

美國 英國 法國

工業產值 –46% –23% –24%

出口價格 –32% –33% –34%

對外貿易總值 –70% –60% –54%

失業率 +607% +129%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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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報刊介紹了糖薑業的發展及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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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達之先生，OBE，太平紳士（前排右二），客家籍人士，原

籍廣東惠陽。1894年4月27日於香港出生，是家中孻子，有兩位姐

姐，父親為商人。

余達之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912年畢業於香港著名官立中學皇

仁書院，擁有良好的雙語溝通能力，奠定了他往後開拓海外市場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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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年僅23歲的余達之遠赴馬來西亞吉隆坡營商，在當地

經營兩間公司，並於1921年創辦「便種憫洋行」。是次經驗令他對

東南亞國家有更深入的了解，為日後開拓東南亞市場奠定基礎。余

達之在吉隆坡獲得不少重要名銜，包括：吉隆坡最樂劇團名譽會

長、吉隆坡鏡社名譽會長，以及馬來聯邦橡膠傳訊部（Federated 

Malay States Rubber Propaganda Committee）對華專員等，在東南亞

商界具有一定的名望。

及後，余達之因患上哮喘病，回中國並在上海療養一年多，於

1926年重返香港，出任江利洋行之董事會主席。 

1937年，全球經濟衰退，各行各業備受打擊，糖薑業的前景亦

不被看好。余達之面對經濟不景氣的壓力，仍毅然承辦了濟隆糖薑

廠。為扭轉糖薑業之頹勢，余達之於同年4月，連同葉秉濬及馬道生

等人創立了「香港糖薑貿易公司」，並採用聯營制度，使整個香港

的糖薑業發展得以復甦，被外界譽為「糖薑大王」。

1946年，余達之憑其優秀的領導才能及社交能力，事

業再創高峰，並開始出任香港各個重要商會的職務，包

括為當時甚具影響力的中華廠商聯合會之副理事長，以

及成為了九龍總商會副理事長等。及後，余達之更積極

參與工商界各種事務，包括開拓東南亞市場，出席亞洲遠

余達之祖孫三代合照： 

後排（左起）： 余錦倫（孻子）、余玉蘭（四女）、余富倫（長子）、 

許澤之（許崇智將軍長子，余蕙蘭夫婿）、余蕙蘭（次女）、余文倫（三子）

前排（左起）： 余達之外孫女許紹璋（余蕙蘭孻女）、余梁瑞蓮、余達之、余達之外孫女許紹璧
 （余蕙蘭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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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達之母校皇仁書院創校於1862年，成立之初稱為中央書院，後改作維多利亞書院。1889年遷至中環鴨
巴甸街及荷李活道交界的新校舍，並於1894年正式改為「皇仁書院」。上圖為當時書院面貌。15 

15  有關皇仁書院在香港教育事業的貢獻，見黃振威﹕《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
與近代中國》（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頁3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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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經濟會議；與英國商界保持緊密接觸，並先後於1948、1949及1951年

帶領香港商家參加英國工展會，其糖薑產品更獲英皇、英后讚賞。他

也主動結交美國商界人士，組團參觀美國世界貿易展覽會、紐約博覽

會等，甚至與當時美國副總統尼克遜會面。及後，余達之在香港被接

待及邀請到訪美國白宮，加強與政、商界交流。余達之致力為業界人

士謀求褔利，使香港工業與國際市場接軌，成績斐然。

1952年，港英政府肯定余達之的貢獻，並授以OBE勳銜，是當時

極少數可以獲得該殊榮的華人之一，次年更榮任太平紳士（Justice 

of Peace）。為表揚其傑出成就，港英政府更將九龍塘一條主要街道命

名為「達之路」，即今天香港城市大學落座的地方。

後來，余達之得到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 Grantham）賞識，獲

邀出任政府不同部門的顧問及委員，包括勞工處顧問委員會委員、工

商處諮詢委員、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委員及香港政府專門教育委員會

委員等要職。當時的委員會委員要職大多由英人出任，而余達之能獲

邀出任，使他能在不同範疇內也積極為華人爭取權益。

余達之對社會民生的議題亦十分關注，他曾出任多個著名社區組

織的重要職位，包括香港小童群益會首位華人副會長、九龍童軍會西

區會長、聖約翰救傷隊委員、東華三院總理等。余達之對工商界及整

個社會的貢獻，讓他屢獲眾多名銜和公職，肯定了他對香港工商界及

整個社會福惠事業的貢獻。

1969年，余達之與世長辭，於九龍殯儀館舉殯當天，為其扶靈人

士均是他的生前好友，來自不同行業、商會及慈善機構，足見余達之

廣交朋友，在社會擁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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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達之辭世，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Trench）向余家發出的唁函。 

24 • 余達之路─糖薑大王與戰後香港



《余公達之哀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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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達之的糖薑事業起源於濟隆糖薑廠，工廠成立之初，設於

廣州河南，於光緒末年更在香港的油麻地區設分廠，佔地甚廣。

及後，日本侵華及攻打廣州，廠房因戰爭而倒閉，剩下香港的分

廠繼續生產糖薑。16 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出現了最嚴重的經

濟大蕭條，香港糖薑業亦大受影響，陷入了嚴重困境。

馬來亞的經濟同受大蕭條影響而遭重創，它的出口貿易主要

依靠橡膠業。1932年，橡膠在倫敦市場銷售的價格約為1910年

高峰價格的百分之一，1929至32年期間，馬來亞橡膠出口總額

下降了73%，而進口洋貨轉運的總值平均下降了60%。橡膠莊園

解僱勞工，許多工人不得不返回原籍國，不少地主以高息貸款買

地的人，無法負擔費用，必須賤賣土地。17 當時，洋行主要是進

行橡膠貿易和購入歐洲產品內銷，而余達之經營的便種憫洋行，

亦難逃經濟不景，生意大受影響。

余達之是馬來聯邦橡膠傳訊部（Federated Malay States 

Rubber Propaganda Committee）的對華專員，他經營的洋行與橡

膠業有極大關係。而他在香港參加的洋行，包括江利洋行、全中

洋行、裕興洋行等，也是在便種憫洋行的基礎上建立的。

考慮到當時的大環境不利營商，洋貨需求不斷下降，洋行生

意亦陷入困境，余達之決定離開吉隆坡，回香港繼續加入洋行。

16  陳大同、陳文元：《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年)，缺頁碼。
17  John H. Drabbl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alaysia, c. 1800–1990: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2000) pp. 28–33.

余達之與濟隆糖薑廠

26 • 余達之路─糖薑大王與戰後香港



當時位於深水埗的濟隆糖薑廠全貌。

由於當時百年老店濟隆糖薑廠陷入財困，余達之在1937年花了

六萬元，18 接辦了位於深水埗的濟隆糖薑廠廠房，正式開展他的

糖薑傳奇。

18  當時港幣價格與現時有極大落差，於此援引當時政府報告就當時的物價進行說明，此報
告提出1939年工人每日薪酬平均為81分至1元，土木工程師的薪金則約為每月40元，現
時平均月薪可達5萬元或以上，若以此作簡易運算，濟隆糖薑廠相當於市值7,500萬或以
上，援引自Mr. H. R. Butters, Report on Labour Condi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939) , pp. 14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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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糖薑貿易公司與聯營制度
19

1938年之前，不少中國內地的糖薑業商由廣州遷到香港，

並大多於九龍設廠。當時，商家都各自為政。然而，全球性經

濟衰退令糖薑業飽受打擊，不少的主要出口地經濟不景，據當

時資料顯示，1934年全年糖薑出口總額僅達不足200萬，比1933

年的350萬低，而每件價格單品亦較以往低，足見當時經營之困

難。20 隨着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加上當時全球局勢不穩，使到

廣州的原料供應受到影響，而糖薑業的經營環境亦更見困難。

余達之接手濟隆糖薑廠後，不斷推出新產品，包括：薑子、

中薑、大薑、三薑、四薑、薑皮、雜果等製品，期後更自創糖薑

朱古力和美式乾片大薑，21 為傳統小食注入新穎、西方特色，在

當時來說可謂非常創新，因而獲得市場青睞。而當中九成以上的

產量均為外銷。1938年4月，余達之、葉秉濬及馬道生等人推行聯

營制度，並成立籌委會，草擬了組織架構和細則，共同創立了香

港糖薑貿易公司。公司分為董事部、營業部、評價部、財政部、

19  事實上在中外經濟史上均有不少企業實行聯營制度，參見Vika s  Kumar,  A j a i  S . 

Gau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dian Firms: Regionalization Pat terns and Impact 

on  Pe r fo r m Pa t t e r n s  an d  Im p a c t  on  Pe r fo r m an ce  ( B i n g l e y :  Eme r a l d  G roup 

P u b l i s h i n g  L i m i t e d ,  2 0 0 7 ) ,  p p .  2 0 1 – 2 1 9 ;  M i c h a e l  C a r n e y ,  E r i c  R . 

Geda j l o v i c ,  P u r s e y  P.  M .  A .  R .  Heugen s ,  Ma r c  v an  E s s en ,  “Bu s i n e s s  G r oup 

A f f i l i a t i o n ,  P e r f o r m a n c e ,  C o n t e x t ,  a n d  S t r a t e g y :  A  M e t a -

Ana l y s i s , ”  Acade my o f  Man age m e nt  Jour n a l ,  2 011 ,  Vo l .  5 4 ( 3 ) ,  pp .  4 37–460 ;  

孟玉：《聯營》（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陳立平：〈中國百貨店的聯營製研
究〉，《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頁13–18。

20 〈一年來本港商業之回顧（十二）糖薑業〉，《天光報》，1935-1-29。
21  陳大同、陳文元：《百年商業》(香港：光明文化事業公司，1941年)，缺頁碼；〈濟隆

糖薑廠糖薑朱古力出世〉，《香港華字日報》，194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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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部、廣告部、體育部，並以蓮花牌為其註冊商標。22 在余達

之等人的努力下，香港糖薑自此重回正軌，濟隆糖薑廠與同業的

生意漸入佳境，余達之更於1940年擴建廠房，將濟隆糖薑廠遷

至大角咀。23 

糖薑貿易公司採用的聯營制度，即統一分銷、品質、來貨

等，並定立四大目標：一、維持各同業之血本；二、避免同行

競爭；三、推廣國外銷場；四、改良各廠出品。 24 他們可以採

取聯營制度，因糖薑的主要原料生薑、糖、鹽和醋多由內地運

送到香港，不論品質、用料和做法均大同小異，加上產品大部

份以外銷為主，如果以統一分銷的方法，可以盡量減低運輸成

本，節省同行的經營壓力。 25 而註冊商標蓮花牌亦成為了香港

糖薑品質的認證。26

22  陳大同、陳文元：《百年商業》，缺頁碼。
23  同上。
24 〈糖薑廠聯合推銷實現〉，《工商晚報》，1938-10-19。
25 〈由糖薑業聯營說起糖薑業聯營的結果〉，《華僑日報》，1951-9-13。
26  陳大同、陳文元：《百年商業》，缺頁碼。

濟隆糖薑公司刊於《九龍總商會特刊》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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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糖薑貿易公司中英文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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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衝擊糖薑業

聯營制度雖於往後的日子稍見成效，但受二戰陰霾的影響，

作用畢竟有限。1940年，英國為集中資源用於戰事上，自夏天

起，開始禁止進口糖薑。同時，德國、荷蘭兩大主要市場亦因二

戰而失卻，使到當時香港糖薑出口大幅下降，輸出總額不足200

萬元。27 

1940年糖薑業對外輸出總額28

乾貨數量（桶） 濕貨數量（桶） 總額（元）

英國 11,000 6,000 935,000

荷蘭 11,600 / 180,000

美國 4,000 1,500 315,000

澳洲 3,000 / 270,000

其他 2,500 8,000 170,000

總值：1,870,000（元）

自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步入日佔時期，及至1945年8

月，日本戰敗投降，糖薑廠商在這段期間暫停營運，這對當時的

糖薑業而言，打擊重大。戰後，生薑的價格為上漲至戰前四倍，

在11家糖薑廠於1945年重新投入營運時，各廠如昔日一樣，繼

續採用聯營制度。29 從九龍總商會理事長謝伯昌撰寫〈講述余達

27 〈歐戰影響糖薑輸出大減〉，《大公報》，1941-1-6。
28  同上。
29 〈由糖薑業聯營說起糖薑業聯營的結果〉，《華僑日報》，195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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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先生生平事蹟〉一文，30 可見當時余達之先生積極扶持同業走

出困局：

大家是糖薑業同業。一般人都認為同行如敵國，但我卻受到余
先生的一種偉大的精神感染和一種至誠而令人折服的呼召，彼
此不僅沒有同行之間的防線，而且攜手開創了香港有史以來的
糖薑聯營。

所謂「同行如敵國」，當時謝伯昌經營南華糖薑廠，而余達

之則經營濟隆糖薑廠，他們之間不但沒有競爭，反而相輔相承，

共同從糖薑業走向整個工商界，締造佳績。從謝伯昌的兒子謝博

文牧師的口述訪問稿中，足見謝、余二人因聯營制度，打破了 

「商場如戰場」的慣例，謝博文牧師言：

謝伯昌與余達之先生的相識是因為大家都是製造糖薑產品的行
家，兩人幾乎每日都會見面。31

糖薑公司的聯營制度，可以說是在香港商業歷史上最早和最

成功的，據60年代著名工業家黃克競指出：

遠在二十年前，聯營這一種進步的業務方式已經為本港的工商
業圈內人士所注意，第一個舉辦聯營的業體是糖薑業……那是
十六年前的事，當時因外銷不景，同業不合理的競爭，更加以

30  謝伯昌：〈講述余達之先生生平事蹟〉，《九龍總商會三十周年特刊（1939–1969﹚》 

（香港：九龍總商會，1969年），頁63。
31  卓美禧：《臺港交流橋樑：以1950–1980年九龍總商會的發展為例》（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學（榮譽）文學士課程論文，2017年［宣讀論文］），頁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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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的操縱，使該業陷於黯淡情況中……結果決定以聯營來共
同生存，其辦法是共同組織「香港糖薑貿易公司」，共同購
料，依照各廠生產力量按比率的分配接入訂單。……該業仍能
支持於不墜實有賴於聯營的成功。32

在余達之的帶領下，糖薑業除了在本地市場穩定發展外，更

開拓了海外市場，成功使行業聲名遠播。正如聯營制度四大目標

一樣，由於降低運輸成本和改善品質，提高在貿易市場上的議價

能力和佔有率，即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所提出的比較

優勢。33 同時，聯營制度免卻了行業之間的競爭，大幅增加糖薑

的利潤，促成了香港糖薑業成功發展，並於艱難時期仍將業界團

結起來，渡過重重難關，包括糖薑貿易公司曾自1945年起多次

減價，直至1947年生薑來貨價大幅上升，貿易公司開始拒絕國

外，特別是英國的減價要求。34 

不少行業期後都跟從糖薑業推行聯營制度，如塘瓷業、絲綢

業、銅片業等。以塘瓷業為例，該行業共有數十間廠房，每年購

料約1,500萬元以上，在聯營制度下，廠商大規模一併購入原材

料，除了避免同業競爭，每年更節省超過75萬元的成本。35 聯營

制度的推行，讓各界都能在控制生產成本下得以順利經營，足見

余達之過人的商業智慧及領導才能。

32    黃克競：《香港工業發展之商榷》（香港：寶源工商資料社，1952年），頁76。
33  參見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pp. 39–50.

34 〈輸英糖薑，減價始可運入〉，《華僑日報》，1947-7-8。
35  黃克競：《香港工業發展之商榷》，頁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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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達之在推動海外市場上投放了大量時間及心血。作為糖薑

貿易公司聯營制度的創始人之一，他在整個糖薑業的地位舉足輕

重，因此，與海外廠家洽談時亦更顯權威及說服力。這也是戰後

香港糖薑業能重拾升軌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糖薑業在1947年因歐戰，和英國等海外國家的貿易中斷，糖

薑貿易公司決定參加由加拿大政府舉辦的萬國商品展覽會，36余

達之當時身兼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九龍總商會的副理事長和糖

薑貿易公司總經理的三重身份，稱得上是糖薑業的「外交官」。

他分別於1948、1949及1951年，帶領經商團隊前往英國與外商

洽談，並參與英國工展會，加上他積極向海外商人進行商貿斡旋

工作，促使香港糖薑業得以在美國解除對華禁運後的海外發展，

建立重要的基礎。

雖然糖薑貿易公司參加了「萬國商品展覽會」，但加拿大政

府卻以歐戰需要節省美元為由，禁止糖薑輸入加拿大。37 另外，

糖薑亦一向深得英后維多利亞（Queen Victoria, 1819–1901）及英

國上流社會人士愛戴，更是當時餐聚款待的必備小吃之一。由

於英國同樣受戰爭影響，國內經濟陷入恐慌，一度令香港糖薑

業出現停滯。面對當時的經濟低迷，英國暫緩輸入糖薑，考慮到 

36 〈加拿大商務專員接見記者解釋限制輸入條例〉，《華僑日報》， 1947-12-3。
37  同上。

開拓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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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薑在英國屬高消費品，若情況持續，本地的運銷將每況愈下，

面臨重大挑戰。38 余達之在九龍總商會會議上指出：

本港糖薑業自復原以來，困難重重，業務發展殊為緩慢，英
國方面近日雖因聖誕節關係，向本港廠家訂購糖薑一批，但
數量有限，分配各廠，為數不多。39 ……以後運英糖薑，非照
現價每擔減低八十元，不准運入，以目前糖薑價格而言，已無
利可圖，……至其他各地市場，亦因成本關係，難有輸出之望
云。40 ……戰前，年中輸出平均三四萬桶，現在輸出三千桶，
為數實少。戰後二年來，港府每年輸出六千桶；惟因成本高
昂，不易輸出，生薑本身比戰前高六倍，製造工資及運輸費亦
倍已增加。目前糖薑市價約為戰前的四倍，目前十一家糖薑商
共僱工約六百名，僅及戰前四分之一人數。41 

按資料顯示，1947年，全年運往英國的糖薑總數僅為8,000

多桶，42 而聖誕期間運往歐洲各國的數量亦只有5,000多桶，遠

少於1940年，可見糖薑貿易公司面臨着經營上的一大危機。

三次走訪英國開荒

1948年3月，香港糖薑貿易公司首次參與英國工業展覽會。

當務之急，是藉此讓其他參展商注視香港工業以應對糖薑業逼在

眉睫的經營困境。

38 〈英經濟恐慌，本港將受影響〉，《工商晚報》，1947-8-11。
39 〈輸英糖薑，減價始可運入〉，《華僑日報》，1947-7-8。
40  同上。
41  同上。
42 〈糖薑運英〉，《工商晚報》，194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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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團以余達之任團長，岑載華為副團長，率領一行六人

前往英國。43 4月30日由英國駐港商務專員蒙哥穆利的夫人設宴

歡迎，並由港府駐倫敦辦事處職員奇廉活（Ernest Grimwood）

陪同出席英國工業展覽會的宴會，代表團更與告羅士打公爵

（H. R. H. Prince Henry, Duke of Gloucester）會面，並接受英國廣

播電台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訪問。44 

余達之深明糖薑業在海外要突圍而出，便要適應時代要求，

推陳出新。他為此想到兩個策略，使香港的糖薑在歐洲成為一時

佳話。

首先，余達之在參加英國工展會前已預先派員前往饋贈

糖薑予瑪麗皇太后（Queen Mary, 1867–1953）及伊利莎伯公主

（Princess Elizabeth, 1900–2002, 即伊利莎伯皇后，現任英女皇伊

利沙伯二世的母親），二人對糖薑均讚不絕口，亦自此對香港的

商品留下印象。45 

另外，糖薑貿易公司與一眾社會名士，合力於歐洲開拓

糧食和日用品需求。其中，余達之便派員由英國小鎮亞利士

（Alice）以快車將糖薑送抵蘇格蘭，就當時交通的來說，這並非易

事，因此該名顧客亦非常感謝糖薑貿易公司對客戶的關顧，並於謝

函中，表示香港的糖薑有口皆碑，是天賜良物，為他們在艱苦歐戰

後帶來光明。46 在收到有關函件後，余達之決定繼續捐贈一萬罐糖薑

43 〈本港報界參加英工展會余達之謝伯昌昨晚廣播〉，《華僑日報》，1949-2-12。
44 〈出席英展香港代表，在英酬酢秩序編定〉，《華僑日報》， 1948-5-7。
45 〈英后及公主讚美糖薑〉，《華僑日報》，1947-8-24。
46 〈蘇格蘭一女士致謝糖薑業函〉，《華僑日報》，1948-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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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英國歐戰中的孤兒寡婦。47 物資在港府及倫敦糧食部的協助下，成

功送抵英國，使英國皇室對香港糖薑業界留下深刻印象。48 英國作為

全球糖薑業最大的輸入國，余氏此舉既能幫助貧窮人士，又讓他們

可一嘗糖薑滋味；亦開拓了香港糖薑業在英國的市場。後來瑪麗皇

太后（Queen Mary）和伊利莎伯公主（Princess Elizabeth）亦嗜

糖薑，令糖薑聲名大噪，訂單日漸增多。49

1948年，英皇喬治六世（King George VI）和瑪麗皇太后特

意到英國工業展覽會會場參觀香港代表團的攤位，由余達之向他

們講解糖薑的製法，代表團於攤位更饋贈12瓶糖薑予英后，以

感謝皇室成員。50 即日倫敦《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以一

專題特輯形容余達之為「糖薑先生」：

余達之是世上最大的糖薑分銷商領袖，（余達之）希望在未離
英前，能與英商簽訂合約，以大量糖薑供應英國使足數年之
用。其第一日（在英工展）售出二百五十噸之「樣本」。51 

這可謂全球糖薑業史上最大的訂單，再次令香港糖薑業受英

國工商界觸目。當時英皇、英后到訪攤位後，糖薑價格更大幅上

升，由戰前二磅半裝僅售五個半先令（Shilling），漲價至半磅

裝便要十二個半先，但仍無礙英商對香港糖薑的興趣。52

47  “A Generous Gift: More Preserved Ginger for People of Brita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8-10-31.

48 〈一萬罐糖薑贈英人〉，《華僑日報》，1947-11-1; “Parcels for Britai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7-10-31.

49 〈糖薑先生在英大量推銷糖薑〉，《華僑日報》，1948-5-18。
50 〈出席英展香港代表，在英酬酢秩序編定〉《香港工商日報》，1948-5-7；〈糖薑先生

在英大量推銷糖薑〉，《華僑日報》，1948-5-18。
51 〈糖薑先生在英大量推銷糖薑〉，《華僑日報》，1948-5-18。
5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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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英國皇太后瑪麗（Queen Mary）參觀英國工業製品展覽會，考察香港工業出品攤位，由余
達之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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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英皇佐治六世（King George VI）及皇后（Queen Elizabeth）參觀英國工業製品展覽會的香
港工業製品攤位，由余達之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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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余達之獲邀出席倫敦糖薑業協會歡迎午會，他在會上

建議改良糖薑的原料，節省成本之餘，亦可提升品牌價值。他指

出：「已有計劃在香港種植生薑，因而以後的製品可以完全成為

英帝國出品。」53 當香港能夠大規模種植生薑，便可以發展一條

完整的生產線。當時，英國糖薑協會主席布烈元士對香港種植生

薑的計劃表示認同，並指出：「香港發展糖薑計劃，英商表示歡

迎，且將全力協助。」54

余達之提出利用香港大規模種植生薑的概念，以取代由中國

內地輸入生薑，減少從內地運輸原材料的成本。當時英國業界對

此新建議甚表歡迎，又稱會全力協助有關計劃，奠定了日後新界

種植生薑計劃的雛型。余達之回港後的致詞表達出他希望能再與

英國製糖業合作的期盼：

至製糖事業，亦為該地（按：英國）之最偉大事業，世界上幾
無可比擬……菠蘿業及糖業俱設有極具規模之化驗室，藉以改
進一切，尤以糖業之化驗室為宏偉……此兩個偉大事業，均值
得吾人所借鏡，余（按：余達之）甚希望有關廠家能作步伐，
不勝厚望。55

工業發展非常重視科研投資和產品優化，在余達之帶領下，

香港糖薑業發展迅速，短短的一年時間，訂單增加數倍，品質

也日漸提高。56 及後，余達之為公司訂下三大科技及研發方針：

53 〈余達之在英宣布香港將種植生薑，英紡織機器求過於供〉，《大公報》，1948-6-1。
54  同上。
55 〈余達之工展致詞〉，《香港工商日報》，1948-6-25。
56 〈去月糖薑輸英達七十萬元〉，《華僑日報》，194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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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派專人到各國加強宣傳，並購買新式機器，以提高糖薑

生產技術；

2. 設立農業研究所，由糖薑貿易公司聘請專家提供技術支

援，以鼓勵農業，尤其是生薑的種植方法。同時，亦設

立試驗場，藉此培養香港的農業專才；

3. 鼓勵農民學以致用，以改良技術種植生薑。57 

糖薑貿易公司於英國參加工業展覽會後，開始重視本地糖薑

業的科研，並在英國專家的技術支援下，加快了與香港商人國外

公司合作的步伐。1949年，糖薑貿易公司位於上水何東橋旁建

成「薑作試驗場」，這不但是本港首個大規模的植薑場，更開創

了首次運用科研推動業務的先河。58 

1948年5月，英國三次派員在工業展覽會後到香港採辦糖

薑，即使英國要求降低進貨成本，但香港商人依舊持觀望態度，

未答允英方的要求。 59 於1948年，港府免去菜蔬統制薑類的稅

項，60 使生薑供應增多，同時，減省了相當的薑稅費用，由每擔

需繳納8元的稅項，下調至每十擔只需25元的手續費。61 由於成

57 〈糖薑大王將赴澳洲打開銷路〉，《工商晚報》，1948-8-17

58 〈余達之等昨赴新界視察薑作試驗場〉，《華僑日報》，1949-7-18。
59 〈糖薑輸英萬五千桶英國請求減價〉，《華僑日報》，1948-7-15。
60  戰後港英政府對進口菜蔬業實行官營計劃─「菜蔬統制」，此統制於1946年9月正式

在九龍推行，全港的進口和出產的菜蔬都要運到九龍的菜蔬統制辦事處，再進行分配。
各區的菜農代表要領取「入場投買證」才可購菜。菜蔬按一定量分配，不敷市場需要，
又要繳納手續費和代表的佣金，並時有「遺失蔬菜」的情況，導致菜蔬價格急升。兩個
月後，九龍新界農民聯會便發公開聲名指斥菜蔬統制是破壞民生。參〈九龍新界農民聯
會商請撤銷菜蔬統制〉，《香港工商日報》，1946-11-18。

61 〈糖薑業前途轉佳〉，《大公報》，194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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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幅下降，糖薑售價得以維持在合理水平，市場佔有率亦相對

較多。

1948年，糖薑在英國的銷售量比1947年增加了50%，62 除了

大幅度降低成本外，另一原因是工展會後正值盛產生薑的季節，

故能趕及處理部分在英工展會簽下的訂單。單計算1948年7月，

運往英國的糖薑總額已達70萬元， 63 雖未完全恢復戰前的銷售

量，但各市場的糖薑銷量開始有明顯增長，全年出口總額達777

萬元，較1947年的334萬增長一倍多。64 

62 〈港糖薑業產銷轉旺〉，《大公報》，1948-11-4。
63 〈去月糖薑輸英達七十萬元〉，《華僑日報》，1948-8-16。
64 〈糖薑出口七百萬電筒電心一千萬〉，《華僑日報》，194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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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要遠赴歐美，進行商貿開拓，是一件絕不簡單的事，作為

代表香港的「外貿大使」，余達之背負着眾人的期望，除了把握機會拓展

海外商機外，更要妥善處理出發前的大小細節，以及各項支援及籌備工

作，工程之巨大，從下文可略窺一二。

1948年，時任廠商會副會長的余達之，更任英國工業展覽會代表團團

長，帶領團員五人，乘郵輪克利夫蘭總統號（S. S. President Cleveland），

先往美國，再由美國轉抵英國。當時出訪外地極為艱辛，與海外聯繫也非

常不便，幸有港府駐英代表奇廉活先生（Ernest Grimwood）襄助，協調兩

地溝通。余達之除了要安排行前的物資外，還需要出席各類的酬酢活動，

同時處理各方團體提出的訴求。

代表團經歷36小時後抵達岷尼拉埠，余達之由於在香港出生，持有英籍

護照，加上與英、美外交關係密切，因而較順利入境美國檀香山。余氏入境

後，隨即參觀多路菠蘿廠（Dole Hawaiian Pineapple Company），並於3月31

日抵達三藩市金門港。

當時，旅客赴美登陸手續非常繁瑣，包括要準備好黃色醫生證，手攜

行李亦要交由腳夫代攜，才可登岸，還要接受行李及稅務稽查等程序，過

程一點也不輕鬆。

抵達三藩市的第二天，余達之等人出席美國輪船公司的招待宴會，並

於宴後會見美國政府商務代表，更由吉時洋行接洽參觀工廠。4月2日，在

吉時洋行副經理 Mr. Wabrusnek 帶領下，參觀了 Oakland Canning Company，

團員對工廠於該年代已經以全機械化操作生產，表示驚訝。4月6日起，余

達之帶領其餘團員遊覽芝加哥、紐約等地，更出席當地的中華總商會宴

會，談及中國食品輸入美國受限的問題，包括穀物、罐頭、醃製類食物，

均需貼上英文標籤，並依據美方的量度單位標示。 

代表團從香港遠臨美國，再前往英國，路途轉折，行李自然亦多，

但由於從三藩市到芝加哥的機程不能攜帶大型行李，代表團只好將行李交

托於火車運輸公司代運往紐約。但余達之在4月13日遺失了他的大皮篋，

只能到火車公司處理行李事宜，錯過了翌日開往英國的輪船。由於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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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余達之需獨留美國一

星期，最終趕赴在4月30日抵

英，開展英國之旅。

代表團編排的行程亦

相當緊湊，眾人於 4月 3 0日

抵步，便獲英國駐港商務專

員蒙哥穆利夫人邀請出席晚

宴。5月3日，展覽會在倫敦

市長官邸（Mansion House）

舉行，並獲商務局主席威爾

遜出任主席。5月4日，代表

團參觀英國廣播電台（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

海外廣告部，進行海外廣播。

其後，英皇、英后亦參觀了香

港代表團的攤位，因而促成了

港英商貿發展。是次香港商團

參與英國工展會（下簡稱英工

展會）的展銷活動，不但取得

很好成果，亦讓本地的糖薑業

再次蜚聲國際！ 

1948年，世界各地正值戰

後復甦時期。此行為首個出訪

歐洲的代表團，路程超過二萬

餘英里，相當於環繞地球一

圈。余達之與代表團的首個歐

洲之行，投放了大量的心思和

資源，為日後香港通往海外的

商貿發展，打下穩固的基礎。

取自謝伯昌：《參加英工展記》（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1948年），
頁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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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的倫敦市長官邸（Mansio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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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位於倫敦的海外會所（Overseas House)。1948年余達之率領代表團於此與當時伊利沙伯公主
（即現任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商討香港商貿狀況。



1948年2月至6月代表團參加英工展會的各項活動

 26 諸聖堂婦女團在諸聖副堂舉行餞行宴。

 28 九龍總商會舉行歡送會。

 1 諸聖堂值理會舉行歡送會。

 4 華強膠廠方子仁設午宴；中華廠商會於建國酒家設晚宴觀送代表團。

 5 淘化大同黃篤修設午宴，並交換對英工展意見。

 8 萬邦酒店經理部歡宴代表團。

 9 廣華醫院、香港大酒店、糖薑貿易公司分別設宴款待。

 11 港督葛量洪爵士（Sir Alexander Grantham）設宴款待，海關監督謙士和、輔
政司麥道高、英國駐港商務專員蒙哥穆利、工商供應團長裘伯恩等十六人

於席間交換參加英展會意見。

 12 董仲偉、郭贊設宴款待。

  由海關監督謙士和介紹代表團給倫敦有關官員認識，以便代表團接洽各英國
工廠。

 13 乘克利夫蘭總統輪S. S. President Cleveland 往美，九龍總商會、中華廠商會
全體同仁均到場歡送，到碼頭歡送的親友達300人，廠商會更租小輪鳴炮
歡送。

訪英之旅

 30 探候英駐港商務專員蒙哥穆利夫人，距離飯店不足一分鐘車程，車資便要
5鎊。

 1 代表團到英工業展覽會會場Earls Court BIF（公爵之院）巡視，連日的佈置，
有賴香港駐倫敦專員奇廉活先生主持和設計。

 3 英工展會正式開展，凡買家必須登記商號及地址，海外買家更要另懸襟章。

 4 英皇喬治六世（George VI）與皇后（Queen Elizabeth）、皇太后（Queen 
Mary）、瑪嘉烈公主（The Princess Margaret）到訪英工展會，皇后指她
年幼之時最嗜糖薑。

 5 余達之等人參觀伯明翰工業展覽會，被奉為上賓。

 6 代表團員出席英商中華協會午宴，下午到奧林匹展覽場參觀。

 7 代表團受海外貿易司長拔棠尼（Bouttomly）設宴招待，下午與伊利沙伯
公主（Princess Elizabeth）於海外會所（Overseas House）商討香港商貿
問題。

 8 代表團受英國廣播電台BBC邀請以國語進行演講，晚上應中國駐英國大使鄭
天錫邀請，出席晚宴，商討加強中港貿易。

 10 余達之代表糖薑業界出席倫敦糖薑業界入口商舉行的糧食部小組會議，會議
中余達之向英國政府爭取增加入口額，出席者包括理藩代表、港府代表、

英國糧食部代表、糖果廠商業代表，這是糖薑業後來穩步發展的關鍵。

 11 代表團到伯明翰工業展覽會參觀各種五金業出品、家庭用品、工業原料開發。

貳

肆

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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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代表團出席在Savoy Hotel舉辦的英國實業界鉅子宴會，大批當時商界的重要人
物均有出席，包括杯斯爵士（Sir Leslie Boyce）、吉路拔先生（Mr. Gilbert of 
Board Trade），舉凡出席者均是英國最著名的商界人士，余達之更代表香港
在會上致辭，強調英國對香港戰後重建起了極大作用。有關的盛況更被刊登

於英國雜誌Far East Trading and Engineering，致詞內容節錄如下：
 我乃代表全體團員感謝列位之盛意招待，我曾在杯斯爵士之考察報告書

讀到許多極有價值之提案，我希望英政府能一一接納施行，香港之重要

性，主席曾提及，中英必能合作於商務上。

 14 工展會正式閉幕，團員共同整理和統計留下聯絡方法的賓客數目及資料。

 15 代表團到達Know Mill Printing Co. Ltd印花布廠參訪，了解英國工人福利。

 22 代表團離開文埠（Weeton）到倫敦，並總結了連日參訪英工業的心得：

 1. 利用埠外空地發展工業；
 2. 英工業多從小做起來；
 3. 對技術人才重用、愛護，雖年老也重用；
 4. 製造廠不兼營售賣，多有另公司負責營業或出口；
 5. 持保守態度；
 6. 工人福利事業日見進步；
 7. 托兒所辦理甚佳。

 24 余達之出席糖薑商會午宴，席間商會主席Mr. Briggs強調香港在糖薑業的重要
性，並希望倫敦政府放寬入口額。余達之更代表糖薑業，向英國官員及商人

講述行業發展史，以及對香港糖薑業的未來展望。

 27 余達之應香港廠商會會員請求前往天祥洋行商討有關樹膠鞋入口問題，由於
余達之早年在馬來亞出任馬來聯邦橡膠傳訊部對華專員，對行業有一定的掌

握，在雙方商貿代表交談下，最終促成廠商會和膠廠聯會的合作。但因法規

所限，仍未能打破困局。余達之隨即於五月三十日會見英國商務部，尋求解

決方案。

 30 余達之會見英國商務部Mr. Gilbert部長討論三大問題：

 1. 日本布疋大量入口，廠商會報告生意大受打擊，工廠停頓者過半，請求 
  援助；
 2. 要求英綿紗大量供港；
 3. 膠鞋入口問題發生的種種困難。

 英政府隨即就各問題作出回應，例如在限制日貨方面，由於英方未有相關的

情況，故要求方提供更詳細的報告；而英國亦會提高綿紗的輸出量，以供應

香港；至於膠鞋的入口額則未能確定。

回程

 5 余達之等人當時乘飛機有嚴格的重量限制，部分行李只好托人由船轉運香港，
他們當時乘OAG民航機，並於北非Tripoti機場停留兩小時再飛往開羅。

 6 本來希望到開羅進行考察，但因猶太戰爭，隨即更改行程，前往孟買。

 7 代表團先到達卡拉芝，及後轉往孟買、錫蘭，並於錫蘭市區短暫停留。

8–19 代表團先後到吉隆坡、怡保、庇能埠考察南洋工業，並於19日結束為期兩個
月的環遊之旅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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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公主歡迎代表團之請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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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余達之出席英國工業製品展覽會，在會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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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余達之、謝伯昌於英國工展會香港產品攤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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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場中顧客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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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糖薑商會歡宴代表團座位名單。



1948年，余達之參加英國工業製品展覽會後，獲邀與港督葛量洪爵士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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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參加英工展會，象徵着本地的工商業已邁出了重要的一

步，但當時糖薑業仍然面臨着成本上漲的問題，余達之對此有詳細

的描述： 

本港工資太高是眾所週知，糖薑業目前的工資比戰前漲了三倍
以上。主要原料的生薑多產自珠江三角洲一帶，產地價收購，
包運費逐日高漲，使來價日昂。65

為了進一步扭轉局勢，在1949年，廠商會組織代表團再次參

與英工展會，由余達之繼續擔任團長，率領商團參展，使香港一

地的工業成果再次獲得海外商人的重視。而港商的攤位面積比往

年大一倍，參展廠商更增加至三十多間，令很多香港工業製成品

獲得不少外國商家青睞。66

及後，告羅士打公爵（H.R.H. Prince Henry, Duke of Gloucester）

於開幕前親自往香港的攤位，參觀後盛讚香港製品種類多元化，

英皇、英后隨後亦參觀攤位，令更多外國商人慕名而來，代表團

第二次出訪英國凱旋而歸。67 團長余達之再次被倫敦《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大力讚揚，又派遣記者進行訪問，翻譯節錄如下： 

余達之，出生於香港，現年五十五歲，控制着全球之糖薑業，
率領着香港代表團到倫敦參加英工展會。余氏去年（1948年） 

65 〈港糖薑業產銷轉旺〉，《大公報》，1948-11-4。
66 〈聊勝於無加拿大工業展覽本港有糖薑參加〉，《華僑日報》，1949-5-6。
67 〈香港產品貨多價廉余達之在英談話〉，《華僑日報》，194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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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糖薑共六十五萬鎊，現正推行其五年計劃，使每年出口量
能增至三百萬鎊。68

在外國人心目中，余達之是營運香港糖薑業的翹楚，並於

1949年後被外國媒體冠以「糖薑大王」之美名。69 當年糖薑業接

獲英國三萬桶糖薑的訂單，輸往英國的銷售額多達九百萬元，在

多倫多展覽會後，糖薑於當地亦開拓了市場，輸往美國、加拿大

的銷售額接近90萬元，加上海外報章當時經常報導糖薑新聞，

進一步令香港的糖薑在海外成為人所共知的產業。70 

1951年4月，71 余達之獲中華廠商聯合會再次委任為第三次

參展英國工展會的團長，並於到訪英國之前，親自與當時工商管

理處處長歧樂嘉（Arthur Clarke）進行會談，希望藉此與各大洋

行達成協議，直接從洋行配給原料，以省卻從中介取貨的差價，

從而降低成本。兩人也談及重新開拓美國市場的可能性，是次為

戰後首次有大型商會代表向政府高級官員提出參與美國貿易的計

劃。72 當年，香港商人參與英國工展會的人數超過100人，是當

時全球最龐大的商貿交流團。73

68 〈香港產品貨多價廉余達之在英談話〉，《華僑日報》，1949-5-14。
69 「糖薑大王」一詞初見於〈糖薑大王將赴澳洲打開銷路〉，《工商晚報》，1948-8-17。

但外國媒體一向以「糖薑先生」稱之，如原來於1948年倫敦《每日快報》僅指是糖薑先
生，見〈糖薑先生在英大量推銷糖薑〉，《華僑日報》，1948-5-18。直至1949年倫敦
《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採用了糖薑大王一名。〈香港產品貨多價廉余達之在英
談話〉，《華僑日報》，1949-5-14。

70 〈去年本港工業〉，《華僑日報》，1950-3-25。
71  有關1950年為何沒有參與英工展會，詳見本書第二章。
72 〈廠商希望各大洋行直接配原料與工廠〉，《香港工商日報》，1951-3-7。
73 〈余達之昨廣播演講 參加英工展會經過〉，《香港工商日報》，195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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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達之第三次出訪英國，主要為解決香港原料供應缺乏的情

況，同時亦訂出三大目標：一、爭取原料，以降低美國禁運的

影響；二、獲取消費物品，以讓香港繼續供應物資予東南亞； 

三、通過英工展會證明香港能有效運用原材料。74 

事實上，糖薑業自英聯邦特惠稅展開後，一直被視作為中國

產品，1939年商業行政報告（Commerce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9），75 明確指出糖薑是中國商品，其原材料源自

南中國，但糖則由荷蘭東印度群島引進，故糖薑業一向未享有特

惠稅。余達之考慮到那些糖薑製作上的次原材料，如盛載糖薑的

木桶，若從英國進口，則可擴大使用英國原材料的比例，以享有

稅項優惠，亦不會過分影響產品的成本。76 為此，余達之先後與

英國貿易部、殖民統治部及英國商務部代表會面，英國商務代表

答應供應次原料，但費用連同稅項及運輸費後，較從分銷商所得

74 〈余達之提出該團三大目標，香港所需原料將盡力供應〉，《香港工商日報》， 

1951-5-4。
75  英聯邦特惠稅是英聯邦之間的入口優惠，希望在英帝國屬地範圍建立一個特別貿易區，

從而建立以英國為首的跨國貿易保護區。起初僅為英國對部分英屬殖民地提供的稅務優
惠，直至1932年渥太華會議，香港被納入稅務優惠的部分，但為防香港成為中國產品出
口港，英國規定香港大部分入口產品，須展示內含50%殖民地在英國生產的成分，才符
合關稅優惠的資格。產品也需要經過英國海關繁瑣的審核程序，才可取得成分來源的證
書。參見：G. Davison, J. Hirst, S. Macintyre, Ottawa 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Report 1932 

(Hong Kong: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32), pp. 22–28.

76  Hong Kong Government, Commerce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9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1940)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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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料為高。77 余達之隨即與當地海關交涉，成功調整了港商申

請特惠稅的費用，以降低糖薑業整體成本。78 

是次工展會同樣獲得了英皇、英后等皇室成員到訪攤位，並

由余達之介紹糖薑的特色，不但為香港糖薑業帶來了即時的經

濟收益，亦解決了長久以來香港貨物進入英國時面對稅務高昂

的問題。

余達之率團先後三次參加英國工展會，每次的規模均比前

一次要大，意味着每一次都有更多外國人認識糖薑，重奪戰前

糖薑銷售佔英國超過八成的市場。由於糖薑業深受英國皇室歡

迎，所以亦由大眾化的小吃，演變成上流社會的必吃佳品，深

受英國各階層喜愛，令香港的糖薑業飛昇為主要工業。余達

之為香港早期的工業打下了重要的基石，帶領香港工業走向世

界，為日後的發展帶來深遠影響。「糖薑大王」這個美譽確實

無容置疑。

中美角力與貿易禁運

50年代，國際營商環境急速變化，影響着香港當時的轉口

貿易。而部份學者認為二戰後，國際間出現的冷戰情況，所引

申的對華禁運，反而有利香港及台灣等地區創造出世界工業奇

77 〈香港工商界代表團將自英赴歐洲各國〉，《工商晚報》，1951-5-9。
78 〈改善申請特惠稅手續，交涉結果良好〉，《大公報》，1951-6-8。



1951年，余達之第三次參加英工展會時，知悉瑪麗皇后（Queen Mary）是古董愛好者，因此攜帶了一張用珍珠製成的
中國傳統酸枝枱作為禮物，準備送給瑪麗皇后（Queen Mary）。唯皇后參觀香港攤位時，余達之因赴召約會，未能與
皇后見面。其後，皇后為表謝意，特意邀請了余達之前往其宮邸 Marlborough House（馬爾博羅大樓）進行會面。獲
接見期間，余達之曾與皇后談及香港人民生活的情況，並在皇后的帶領下參觀了宮邸。
剪報來源：The China Mail, 195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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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位於英國倫敦的Marlborough House（馬爾博羅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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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79 但糖薑業作為出口導向的產業，卻不能倖免在冷戰時期，

成為了犧牲品。80 作為香港糖薑貿易公司的骨幹，余達之洞悉了

當時的國際形勢，改變以往着力發展歐洲市場的策略，反而在

1948年英工展會後親赴澳洲，希望拓展當地的貿易市場。在戰

前，澳洲市場佔香港糖薑總出口的前三位，銷量每年達二萬桶，

唯澳洲政府在戰後認為國家需要輸入更多生活必需品，拒絕放寬

相關的輸入限制，使糖薑無法進入當地市場。81 

79  學者認為冷戰的禁運助長了港台工業發展，但兩者的原因有所不同，主要強調冷戰的禁
運使中國停止對台灣的限制，使台灣在東亞開始恢復元氣，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
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北市：衛城出版，2011年），頁252–256。而在香港，學者主要
認為禁運使香港得以吸納中國廠商的資源，同時強調港人的靈活變通精神，又因英聯邦
的獨特身份，故在冷戰禁運期間成就香港工業奇跡，參見盧受采、盧冬青：《香港經濟
史》（香港：三聯書店，2002年），頁200–205；劉蜀永：《20世紀的香港經濟》（香
港：三聯書店，2004年），頁182–186。

80  有關冷戰的研究成果豐碩。其開展可參考余偉民：《冷戰是這樣開始的─冷戰起
源專題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5年）；Frank Costigliola, Roosevelt’s Lost 

Alliances: How Personal Politics Helped Star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Ronald E. Powaski,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1917–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而關於
冷戰對亞洲的影響可參考沈志華：《冷戰在亞洲：沈志華演講錄》（新北市：廣場出
版，2018年）；牛大勇、沈志華：《冷戰與中國的周邊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
社，2004年）；戴超武：《亞洲冷戰史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John 

W. Garver,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New York : M.E. Sharpe, 1997）；Tuong Vu, Dynamic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Ideology, Identity, and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Tsuyoshi Hasegawa, The Cold War in East Asia, 1945–199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 ty Press, 2011)。不少學者更關注到冷戰對於香港的影響，如Prisci l la Mary 

Roberts,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麥志坤：《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1949–1957》（香港：中華
書局，2018年）等。

81 〈糖薑大王將赴澳洲打開銷路〉，《工商晚報》，194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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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澳洲市場，商會亦想重新開拓停滯已久的美國市場。82

1950年韓戰爆發，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禁止大部分以

中國原料製造的物品運往美國，當中包括以中國生薑製造的糖薑。

最初，短短兩年間運往美國的糖薑，已經佔整個糖薑業在英

國銷售額的百分之五，雖看似不多，但糖薑銷售量經已涉及近三

百萬的銷售額。83 雖然禁運剛展開時，糖薑貿易公司仍可以向美

國輸出糖薑，但糖薑業界已察覺生意開始受影響。

當時，余達之擔任中華廠商會副會長，熟悉國際形勢，因此

港英政府、英國政府及華商三方均委託他出訪美國，成功到訪美

國商務部世界貿易局遠東組主任活特。由於余達之長期活躍於商

會及工商業界，充當對外開拓的角色，亦曾在香港接待過活特，

故雙方商談愉快。余達之在會面中向活特講述香港的工業情況，

並展示香港參展商於英工展會的報告，當中糖薑業的表現尤其出

色。活特會後亦同意美國應與香港進行貿易，並認為美方對香港

工業界的了解不足，於是放行早前扣留在美國海關的香港貨品。

剛巧當時余達之到訪美國時，被海關發現部分廣州製造的糖薑冒

充由糖薑貿易公司所生產。經余達之一番解釋後，美方才明白到

在聯營制度下，所有的糖薑均附有由糖薑貿易公司出品的生產

標誌，並列明「香港製造」的字眼，美方於是恢復糖薑進口的貿

易。84 會後，余達之更指由於美方經已消除對香港的貿易誤會，因

82 〈港糖薑業擬向美洲闢新市塲〉，《工商晚報》，1951-6-4。
83 〈港糖薑業受時局影響〉，《華僑日報》， 1951-6-4。
84 〈對港原料合理需求美方表示盡力協助〉，《華僑日報》，1951-6-27；〈余達之由美抵

日定二十九日返港〉，《香港工商日報》，195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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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國商務部表示會盡力協助港英雙方建

立貿易關係。85 但在1951年8月5日，「金

山莊行華安商號」運經美國的一批價值約

二百萬的貨物，包括：糖薑、罐頭等，再

遭美國海關扣留，當時華商紛紛向九龍總

商會和中華廠商會求助，余達之代表港商

向美國進行斡旋，最終以個人及商會的力

量，成功放行遭扣留的商品。86 

事實上，貨品最終能順利通關並不單

是商貿上的舉動，更顯示了兩地在政治和

外交上的角力。余達之憑藉其外交手腕，

帶領香港工商界走過重重難關，成功與美

國商務部反映香港的工業情況，重整雙方

的經貿關係，使當時香港的工商經貿能夠

在在動盪中得以穩守。

余 達 之 訪 美 時 ， 被 美 國 著 名 雜

誌 P I X  P u b l i s h i n g 8 7  和《紐約客》

（The New Yorker）以專題形式訪問，內

容除了介紹他在香港糖薑業的貢獻，更談

及兩次參展英國工展會對推動香港工業發

展的影響。他在訪問中一如以往展示了他

85 〈對港原料合理需求美方表示盡力協助〉，《華僑日報》， 1951-6-27。
86 〈要求放寬貨品輸美各廠家加緊進行糖薑業亦擬具統計書向美交涉〉，《華僑日報》，1951-9-10。
87  “Ginger King”, Pix, Vol. 26, No. 22, 1951-6-30.

美國PIX Publishing雜誌為余達之作專訪， 

稱他為「糖薑大王」（Ginger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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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Yorker於1951年亦大篇幅報導余達之，其中提
及（見紫色部分），他以中華廠商會副會長及首席代表
的身份，出席1949年的英國工展會，當時更有124人隨
行，以兩架包機飛抵當地。資料出處：The New Yorker, 

195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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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人的英語能力及國際視野，更指出除了希望打開糖薑業在美國

市場外，更希望糖薑業能仿傚美商的經營方式。他認為美式的店

舖一般較遲營業，相應也較遲關舖，而糖薑作為消費品，店舖應

該讓一般上班族在下班後，仍有時間到店內選購糖薑，非如一般

的英式店舖，於下午五時關門，限制了顧客下班後的購物時間。88  

美國商貿機構的代表認為，香港是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

陣地，故於1952年1月，美國政府推出檔案編號為NSC122/1的 

《美國對香港和澳門的出口許可證政策》，針對中、港、澳三

地的禁運。條文指出，美國只能對港澳輸出符合「滿足當地居

民最低限度需要」或「向非蘇聯地區轉口」，且具有非戰略意

義的物資。若發現有關物資可能轉運至共產國家，或作為產品

原材料並出口至共產國家，則應停止向港、澳輸出貨運。 89 港

英政府因壓力，亦推出多條法令，如：〈對北朝鮮禁止輸出

令〉、〈1950年輸出管制法令〉、〈1951年禁止出入口法令〉

等，禁運一百九十多種產品往共產國家，分為13類，包括紡織

品、石油產品、電子設備、機械設備及零件等。及後，美國海

關加強禁運的執行，禁止一切以中國內地原料製成產品入口，

包括糖薑和臘鴨等。據美國方面報導，由於臘鴨使用來自中國

內地的鴨蛋所孵出的小鴨製成，故經多次書信交涉，更要申領

工商署頒佈的許可證才能出口。 90 而糖薑的原料生薑更是直接

採用內地原材料，在冷戰的大環境下當然無一倖免。1952年，

88  “The Talk of The Town”, The New Yorker, 1951-7-28, p.14.

89  王永華：〈博奕與制衡：香港禁運歷史的解讀〉，《二十一世紀》，2006年，第51 

期。處於50、60年代的冷戰時期，美國標榜自由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相對抗，故被
美國奉為 「 共產主義國家 」的經濟、政治、社會、民生之發展。

90  王永華：〈博奕與制衡：香港禁運歷史的解讀〉，《二十一世紀》，2006年，第5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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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產品外銷總額為6.67億元，只佔輸出總值23%，工商界亦因

而受到嚴重打擊。91

1953年7月，買辦金山莊的代表透露，曾與美國財務部特派

員施路華及夏莎要求，要求解除扣留中方的茶葉和糖薑。由於美

方認為金山莊未有提供充分的文件，證明兩類貨品的原材料並非

來自中國，故認為所扣留的糖薑是在廣州製造；而茶葉則由中國

直接出口到美國。金山莊先後派員與美方交涉，均無功而還。92 

金山莊於是尋求中華廠商會協助，由余達之代表中華廠商會前往

美國，與商貿組織進行交涉，以便扭轉局面。同年10月傳來捷

報，被美國海關扣留的部分糖薑經已放行。據當時港府工商管理

處署理處長晏嘉士稱： 

關於本港製品或加工製品，輸往美國事，現又經與美國當局獲
一項協議……現亦可憑該處所發之綜合來源證，運輸美國。93

是次報捷，促使糖薑業與美國進行短暫貿易，但由於生薑業

為中國帶來豐厚利潤，當時美國為了限制中國的經濟增長，未有

輕易讓糖薑進口到美國。余達之在這兩次的禁運風波中力挽狂

瀾，在中美對壘之時，打開貿易關口，協助商會及糖薑業避免蒙

受重大的經濟損失，絕非易事。

91  Hong Kong Government Publication Bureau,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1953,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ublication, 1954), p. 46.

92 〈金山莊再向美請求放行貨物糖薑茶葉被扣兩年價值二百萬元〉，《華僑日報》， 

1953-7-3。
93 〈本港製或加工貨品又一批獲准輸美〉，《華僑日報》，195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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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結束後，中美關係尚未完全破冰，94 香港當時面對美國

禁止以內地生薑製成的糖薑入口。而美國駐港機構曾對糖薑進行

調查：

經調查後，認為香港除馬蹄一項大量種植外，生薑尚非大規模
種植。本年新界各區種植生薑者雖漸呈普遍，但乃屬試驗性
質，故批准糖薑輸美，目前尚無希望。95

此報告可謂破碎了糖薑輸往美國的夢想，即使余達之加快步

伐推動新界種植生薑的計劃，但由於美國禁止中國內地運送生

薑到香港，所以未能徹底挽救香港糖薑業的發展。雖然1954年8

月NSC152/3號文件的第一份進程報告指出，部分香港產品沒有

使用中國原料而獲放行，畢竟糖薑業沒有其他產地的生薑可代

替。96 所以即使美國的圍堵政策大力推動了香港工業的發展，促

使後來黃金時期的出現， 97 但糖薑業卻在眾多工業發光發熱之

時，逐步退出香港工業的舞台，成為禁運下的犧牲品。

1953年10月，美國工商部放行一批扣留已久，價值近二百

萬元的糖薑和茶葉，喚起中國再次注視到糖薑業的價值。98其實

在1953年的中方財政會議上，已有中方官員認為糖薑業屬農產

94   有關韓戰與中美關係，近年學界成果豐富，學界普遍認為韓戰是中美關係變得惡劣的重要時
刻，參見沈志華：《冷戰在亞洲：沈志華演講錄》（新北市：廣場出版，2018年）；翟
強：《冷戰年代的危機和衝突》（台北：崧燁文化，2018年）。

95  〈中共停止生薑供港糖薑業受嚴重打擊〉，《工商晚報》，1953-11-4。
96  王永華：〈博奕與制衡：香港禁運歷史的解讀〉，《二十一世紀》，2006年，第51期。
97  馮邦彥：《香港產業結構轉型》（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46。
98 〈本港製或加工貨品又一批獲准輸美〉，《華僑日報》， 1953-10-2。

糖薑業與時代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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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中，最容易製作的食品，不但無需機器操作，而且利用相

宜的勞動力便可製成相當不俗的產物。當時美國解除禁運香港的

糖薑業，令本港的對外貿易市場，已不單局限於歐洲各國及東南

亞，而是逐步行銷至美國、加拿大等地。中國因此決定由內地

農業全面取代香港生產糖薑，以解決原料不足的問題。內地更特

意在順德及東莞設立大型砂糖工廠，準備全面代替香港於世界

糖薑業的地位。製成的砂糖將會經蘇聯運往東歐並轉運至西歐各

國。99雖然及後數年依舊有生薑從內地到港，但質量和數量也大

不如前。余達之於是加快新界種植生薑的計劃，保證所有的原料

均由香港產出，只要提供證明文件，便可與美國（當時第三大

糖薑入口國）通商貿易，這是當時香港糖薑貿易公司的出路。100 

糖薑公司希望增加原材料供應，一方面向新界農民預訂六千

擔生薑作糖薑，以供外銷往美國；另一方面為了保持糖薑的品

質，堅持不使用日本和台灣生薑，以確保製成後的味道不變。101 

可惜當時新界農民種植的生薑因氣候和蟲害，令生長大受影響。

部分新界借款種薑的農民，被迫提早收割生薑，收成僅得六百

擔，是原先預期六千擔的十分之一。雖然，作為農民代表的蔬菜

產銷合作社聯社願意償債，但大部分農民為償還款項而放棄了種

植生薑，令生薑的供應更趨減少。102 同時，糖薑貿易公司也因

未能供應足夠貨量而面臨違約，影響了當時的貿易總額。為了挽

救局面，余達之只好向中國購入被調高兩成價格的生薑，但維持

99 〈中共停止生薑供港，糖薑業受嚴重打擊〉，《工商晚報》，1953-11-4。
100 〈香港糖薑爭取美市場在新界種薑〉，《華僑日報》，1954-2-26。
101 〈糖薑公司預訂六千擔準備用以製糖薑供銷美國〉，《華僑日報》，1954-4-10。
102 〈新界農民種薑失敗〉，《香港工商日報》，195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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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價錢不變來吸引歐洲的商家。計劃推行了僅一個月便接獲共

一萬三千多桶糖薑訂單，成績相當不俗。103 

由於生薑價格在當時持續高企，部分聯營公司為了讓自己有

更好的渠道，可以獲得便宜的生薑來貨，因此希望擺脫聯營制度

的限制，使公司能訂下更可觀的價位。故於1955年，糖薑貿易

公司只好暫時取消已採用九年的聯營制度。104 余達之先後數次

於報章中解釋暫時取消聯營制度，以便糖薑業可在自由市場下嘗

試經營，並與業界同舟共濟，一同解決糖薑業所面臨的市場萎

縮、利潤漸薄等問題。105 

在解除聯營制度期間，部分廠商為確保市場佔有率，不惜降

低價格，形成惡性競爭。106 短短一年，整個糖薑業已虧損近一百

萬元，業界於是在1956年10月，再度恢復聯營制度。107糖薑貿易

公司亦改變策略，以品質和商譽於市場上換取較高定價，於1957

年3月更將售價提高10%，成功抵抗中國對生薑的供應限制，出

口量穩步微增，期後於1958年2月再以減價一成以吸引客源。108 

1960年，余達之為進一步協助香港糖薑業拓展歐美市場，自

費展開他的環球商務之旅。他先在星洲、馬來亞逗留一星期，然

後飛往英國、荷蘭、比利時、法國、瑞士、意大利及德國等地，

逗留共六星期，接着由歐洲飛往加拿大、美國的紐約、西雅圖、

103 〈糖薑出口價不變近月接單萬三千餘桶〉，《華僑日報》，1954-11-12。
104 〈中共拚命打擊下，港糖薑聯營動搖〉，《工商晚報》，1955-10-27。
105 〈香港糖薑公司改變貿易政策〉，《香港工商日報》，1955-10-29。
106 〈港糖薑工業醞釀恢復聯營〉，《華僑日報》，1956-1-4。
107 〈糖薑業去年虧蝕下月起恢復聯營〉，《工商晚報》，1956-9-17。
108 〈適應英加商要求港製糖薑出口價已減低〉，《大公報》，19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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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出口總額

1952 5,532

1953 5,671

1954 9,402

1955 9,427

1956 8,071

年份 出口總額

1957 9,994

1958 10,015

1959 10,610

1960 5,508

1961 4,018

三藩市及檀香山，最後從日本返港。 109 是次長途出訪，再次協

助糖薑業捲土重來，糖薑輸出量重拾十萬桶，一度復興了糖薑市

場。110 但與此同時，中國官員所提倡的自行生產糖薑計劃，在

1958年開始逐步實現，由於中國的糖薑業擁有更便宜的原材料，

可生產多元化產品如糖薑罐頭等，111 這些產品延長了糖薑的食用

期限，加上價格相宜，因此廣受市場歡迎，但同時影響着香港糖

薑業的營銷額。112 從1952年至61年的糖薑業出口總額數字，便可

反映當時的實際情況。

1952年至1961年糖薑業的出口總額（千元）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HKRS 1056-1-83, Ginger Industry, 1960.

1960年後，香港糖薑業由於地緣問題以及全球局勢所限，漸

漸步入式微。而余達之於1961年亦淡出了糖薑業，令糖薑這款

於當時盛極一時的小吃，隨之然在香港工業史上留下印記。

109 〈余達之環遊世界 圖擴展歐美貿易〉，《香港工商日報》，1960-2-29。
110 〈港糖薑今年輸出將可增至十萬桶〉，《香港工商日報》，1960-6-1。
111 〈廣州市食品工業製出大批新產品糖薑罐頭等已運銷國外〉，《大公報》，1958-1-9。
112 〈去年本港糖薑出口數量捱住四萬桶〉，《華僑日報》，196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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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達之憑藉其獨到的營商手法和國際視野，帶領香港糖薑業

經歷了十多年的巔峰時期。他自1938年成為香港糖薑貿易公司董

事長後，以聯營制度扶持糖薑業，捱過日佔時期（1941–1945）

的香港淪陷日子。1948年，他親自率領交流團並獲英皇、英后賞

識，令香港糖薑業步上世界舞台，更重拾1935年前的交易量，成

績一時無兩。而糖薑更成為50至60年代香港出口的名產。113 即

使在冷戰的緊張局勢下，余達之亦親自出訪美國，成功解除了英

國政府對香港的禁運，亦由於他擁有過人的營商之道以及交際才

能，除了在糖薑業有所成就外，亦把握不同機遇，協助各產業在

國際市場上發展。

余達之在工商界的貢獻以及他的營商精神，讓他屢獲政府的

大力支持及表彰，出任各項公職，同時憑藉他在工商業界出色的

領導能力，先後於各大商會出任名譽會長、會長及顧問等要職，

在工商業界一枝獨秀。

113 〈糖薑花崗石都是本港名產〉，《工商晚報》，1953-3-7。

小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