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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城地圖（局部），

約1880年代末。

（圖片來源：任正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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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的中環海旁。

(Image courtesy of HSBC Archives)

計
劃
簡
介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慷慨支持，本中心策劃及製作配合香港電台

《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的教學及活動資源套，旨在以不同層面探索過去，

促進教學互動，體現寓教於樂，務求學生能對香港的在地感和歷史感有所

加強，鑒古知今。

為配合是次計劃，本中心推出了一系列學校活動，當中包括為教師專門設

計之講座、工作坊、導賞及分享會等。我們亦邀請到資深香港歷史研究者

到各區學校主持專題講座，講授特定歷史專題，資深歷史文化導賞員則帶

領學生進行實地考察，在歷史現場追溯香港昔日的軌跡，透過觀察和體

驗，深化及拓闊對香港歷史的理解，帶來新鮮的學習體驗，亦為老師提供

歷史導賞的活動示範，講授歷史導賞活動的理念和實際技巧，達至教學相

長。

這計劃的教學活動比較實驗性。我們嘗試以不同手法，鼓勵學生在認識大

歷史的同時，也探索在大論述下的個人、家庭及社區故事。務求使學生輕

鬆愉快的學習歷史，我們設計了一系列工作坊，以不同的主題和跨學科形

式進行，啟發學生對研習歷史的興趣，鼓勵學生與導師的互動，培養同學

之間的協作精神，並通過多元和富創意的學習體驗，重拾對歷史的觸感。

歷史戲劇工作坊能培養學生的同理心、歷史地標速寫及模型製作就讓他

們發揮創意，還有香港史地尋寶活動，結合了地區導賞和尋寶遊戲的理念

及形式，是一個富趣味的歷史探索學習活動，讓參加者探索一個地區的歷

史脈絡，身體力行尋找往昔的足跡！

今天將會是明天的歷史，從過去尋訪今日的痕迹，或許能讓我們覓出一點

點將來的路向。

盧亦瑜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項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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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時代變遷總是必然，但這幾年，這城市的變遷似乎來得太過刻意。書寫

這篇序之際，有人提出要取替電車，有人提出要移除逾百年舊郵筒上的

英國皇室徽號，又有人建議開發郊野公園云云。社區地標、戰前建築、百

年市集，甚至幾代人生活過的家園，都在這短短十年間逐漸被拆卸。香

港這個城市，彷彿記憶都沒處停留。

隨着歷史載體的消失，我們的故事好像再說不下去。一個失去歷史故事

的城市，又剩下什麼讓下一代明白過去的軌跡？保育機構的教育策劃又

可以做些什麼？保育教育跟歷史的關係是千絲萬縷，它並非要僵化地批

判發展或過份浪漫化過去，而是要從了解過去的過程中，發掘自身與生

處的地方之間的故事。那些故事是凝聚及溝通的基礎，教導我們要有同

理心，同時也為前人種下的根基感恩，或從經驗吸取教訓。歷史教懂我們

要珍惜，懂得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並非必然，而是一代一代人努力爭取、

不斷改善的成果。

過去十年，在保育歷史載體的過程中，市民對本土歷史和保育的意識慢

慢提高。天星、皇后、囍帖街、嘉咸街市集、菜園村、新界東北等保育運

動，著眼點已不是因單一歷史建築的外在美或純粹懷舊而想保留它們，

保育背後更深入關注的是歷史載體背後的社區及人文價值。人與社區互

相交流而產生出來的意義、以及累積下來的每一代人的生活小故事，就

是我們城市的靈魂。對於自己的土地的用途、自己生活中的社區的規劃，

開始有更深入的討論及參與。去年的雨傘運動，給年青一輩一個深刻思

考及探索身份的機會。大家在生活中書寫著每天的歷史，走進歷史去尋

訪，並重新認識及闡述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或可尋覓更多選擇

及可能性去書寫今天的故事，展望我們屬意的未來。

歷史讓我們了解香港的社會脈絡及一直以來在國際間的位置，以及明白

過去的發展怎樣影響今天的生活。這教學資源套的第一部分，結集了幾

位年輕香港史研究者就香港電台《香港歷史系列》撰寫的主題概論文

章，為老師及學生提供一些基本歷史論述及參考。第二部分則嘗試透過

反思問題、附設參考資料及活動設計，連結香港歷史中的重要片段及現

今社會議題，方便老師選取來製作相關課程資料。

現實的議題，往往比在試題框架下的分析複雜得多。強迫學生在評分標

準下作答，或許能增進他們的邏輯思維、整理資料及作答技巧，但卻可

能把現實的議題簡單化及公式化。作為保育機構策劃的教學資源套，我

們的定位或許跟學校或坊間出版的讀物有所不同。我們並不希望加重

盧亦瑜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項目經理

老師及學生的負擔，附設的通識反思問題的目的在於提醒學生去思考生活中議題的複雜

性，並不著重於詳細回答。如不能盡善盡美，滿足各方要求，敬請見諒。

在歷史感淺薄的現今香港社會，我們希望為正在書寫自己故事、創造自己歷史的年青一

代，提供一些香港社會發展背後的脈絡，從而讓他們了解不同的歷史觀及身份建構過程，

也培養對香港的歸屬感，以及待人接物的同理心。當生活好像越來越不由自主，我們已沒

有不關心社會的本錢。回顧香港走過的路，重新審視過去，才能理解現在，想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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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碼頭及皇后像廣場。

(Image courtesy of HSBC Archives)

香港國際大都會之建立

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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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秀影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香港國際大都會之建立

1841年1月，英軍登陸香港島，展開了長達百多年的殖民地時期。自開埠之始，香港即以

貿易為主要經濟活動，華洋商人匯聚，將香港打造成遠東一大商港。1華人人口一直佔總

人口的95%以上，非華裔人口包括歐美人士(如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等)、南亞裔人士

(如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及東南亞諸國的僑民。2各國人士對促進香港經貿、建設

及教育等方面的發展，建樹良多，在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大都會的進程中擔當重要角色。

一、經貿活動及各國商人

港府一直奉行自由貿易政策，3加上香港具有的特殊地理及經濟環境，各國商人紛紛來港

設商行。4而鴉片貿易利潤豐厚，不少商人均以此謀利，較著名的例子如華商李良、李陞

昆仲，英商創辦的怡和洋行及猶太裔商人創辦的沙宣洋行等。5

1850年代，不少中國商人因太平天國之亂(1851-64)避難香港，如李良、李陞昆仲。內地

商人來港，對香港經濟有重要影響。6二十世紀初，澳洲華僑馬應彪在港創辦先施百貨公

司，為香港和中國百貨業的先驅。7華資銀行中，論歷史悠久、信譽昭著及實力雄厚者，

非東亞銀行莫屬。東亞銀行由簡東浦、李冠春及李子方兄弟於1918年創辦。當時加入創

行之列的股東均為當時著名的華商，包括龐偉庭、周壽臣、陳澄石、莫晴江、黃潤棠和簡

英甫六人。8

另一方面，部份在港華商積極參與慈善事業，9較著名的例子便是1870年成立的東華醫

院。東華醫院為本地華人提供醫療、教育10及社會救濟等服務，並參與了難民遣送、骨殖

運送及賑濟災荒等善舉，多次獲清政府嘉許，奠定其在華南以至海外華人慈善組織中的領

導地位。11東華董事局成員不但是慈善服務的提供者，也是華人社會代表、與政府溝通的

橋樑、12華人社會商業糾紛或涉及中國傳統習俗等案件的仲裁者、13善款募捐者等，在香

港的華人社會中擔當著重要角色。14 

華工出洋亦是造就香港早期繁榮的另一個原因，既促進貿易發展，而當中所涉及的各個環

節均有利可圖，如內地的招工館、香港和其他口岸的契約商、中間人、華工船上翻譯和照

料者、大型招工代理商、船主、苦力和掮客等。15

在港的英人之中，最具話語權的是商人。開埠初年，在港的英商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

在開埠前已在廣州經商，如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和寶順洋行(Dent & Co.，
又名顛地洋行)；另一是開埠後在港創業，如太古洋行(Swire)、連卡佛洋行(Lane Crawford 
& Co.)等。在眾多英國商行中，論歷史悠久及財雄勢大者首推渣甸洋行，乃威廉‧渣甸
(William Jardine)和詹姆士‧勿地臣(James Matheson)於1832年在廣州創立。1834年，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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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大都會之建立第一章

甸洋行乘英國東印度公司來華貿易專利權終止之機，從印度大量對華輸入鴉片。林則徐

銷毀洋商鴉片後，威廉‧渣甸遊說英國國會以武力奪取香港島。161842年，該行易名為怡

和洋行，業務以鴉片及茶葉買賣為主。1872年，怡和洋行停止鴉片貿易，業務轉趨多元

化。17在港英商財雄勢大，甚至能左右港府施政，如英商多次聯名上稟理藩院，彈劾港督

或要求增加立法局非官守議席和開放行政局；港督軒尼詩因同情華人而遭英商圍攻等，都

反映英商在港勢力之大。18

1860年代中葉，蘇格蘭商人湯馬士．修打蘭(Thomas Sutherland)根據有關蘇格蘭銀行運作
的原則，編寫了一本香港銀行章程。他聯絡寶順、瓊記、鐵行、禪臣、太平、德忌利士等

15間大洋行，籌集500萬港元資本，成立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董事局成員由各大商行的大

班出任。在港業務方面，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獲港府批准發行鈔票及代管港府基金，同時開

展存儲、借貸、匯兌等服務。在華業務方面，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獲對華財政、鐵路、水利

及礦山等方面的貸款優先權，並先後向清廷、袁世凱、北洋及民國政府提供政治貸款。19

其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不斷發展，業務遍及全世界。20 

葡商主要來自澳門的葡裔人士，211849年及1874年分別有兩次比較大型的澳門葡人遷居香

港潮。22居港葡人除部份自設商行外，其餘多在英美或巴斯人開設的洋行任職。葡人開設

的商行，業務包括藥行、航運、梳打水、出入口貿易及印刷等，如1857年開創的老沙路

洋行，主要從事出口日用品往三藩市及檀香山的生意。23

明治維新期間，日本實行經濟改革，香港在金融體制方面的發展和經驗，對日本有很大的

啟示作用，如大阪造幣局，便是仿傚香港造幣局(Royal Hong Kong Mint)。2419世紀末，香

港與日本貿易往還越趨頻繁，日本大企業如三井物產會社、三菱汽船會社、廣業商會等，

亦紛紛來港設分公司。25其他日商的業務如料理店、旅館、雜貨店、和服店、理髮店、縫

紉店、照相館、刺青店、洗濯店、和菓子店等均在港逐漸興起。261894年鼠疫期間，日本

曾派傳染病專家到港協助抗疫，因香港有難，橫濱、東京、神戶均難以獨善其身，27可見

香港在日本的海外貿易發展的重要性。日佔時期，在大東亞共榮圈裡的香港，憑藉地理優

勢，成為金融業和航運業的中心，也被認為是亞洲人—包括日本人、中國人、滿洲國

人、菲律賓人、東印度人、馬來亞人等和平、平等共處的轉口港。28 

1850年代，香港有四間美國公司，包括Bush & Co.、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
奧立芬洋行(Olyphant & Co.)和旗昌洋行(Russell & Co.)，當中以旗昌洋行歷史最悠久、
規模最大。美商業務初以貿易為主，19世紀中葉開始，受太平天國(1851-1864)和美

國南北戰爭(1861-1865)的影響，貿易逐漸放緩。到了二十世紀，美商業務轉趨多元

化，幾間重要的美國公司相繼來港，如美國煙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標準石油
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即現在的埃克森美孚)、國際銀行公司(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即花旗銀行前身 )等。其他美商業務亦不再以貿易為主，轉而售賣加工產
品，如肥皂、鐘錶、香煙等。29 

德商方面，最早在華的商行很大可能是Pustau & Co.，由威廉‧普士托	 (William Pustau)於
廣州開設，1846年在港設立店舖。其後，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香港分行(1845)、禪臣洋行

(Siemssen & Co.)香港分行(1855)等相繼成立。德商業務包括出入口貿易，如茶葉、糖、香
料、大米、紡織品等及與之相關的業務，如碼頭倉庫、航運等。30 

猶太裔商人當中，在華知名度最高的是沙宣(Sassoon)家族。1845年，沙宣洋行香港分行
成立，主要從事鴉片貿易，兼及棉花、棉布、金屬、絲、茶葉及皮革等貿易。31十九世紀

來港的猶太家族，至今仍以港為家的只剩嘉道理(Kadoorie)家族。嘉道理家族在二十世紀
初投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China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並熱心公益，捐資
興辦學校、醫院等。32 

在港巴斯社群中，十居其八九是商人。早於開埠初年，巴斯商人已參與香港的商業活

動，如1841年6月首次港島土地拍賣中，有四位巴斯商人購入七幅沿海地皮。33巴斯商

人中成就最高、貢獻最大的要算是何穆士治‧那路治‧麼地(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
麼地對港最大的貢獻在於響應港督盧伽之號召，捐巨資興辦香港大學。麼地在1858年來

港，初任文員，後自立門戶，創辦的商行以鴉片業務為主，其後進軍股票債券，並與遮

打合組遮打麼地洋行(Chater & Mody)，在尖沙咀一帶購入土地，興建房屋。為表揚麼地
對香港的各種貢獻，英廷於1910年向其頒授爵士勳位。34 

與麼地同組遮打麼地洋行的吉席‧保羅‧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為阿美尼亞裔商
人，除捐款籌建港大外，遮打曾成功推動在中區填海計劃，亦曾任共濟會香港分會的大

老，慈善捐獻甚多。為表揚遮打對港的貢獻，英廷授予其爵士之位。35 

二、專業人士及重要建設

來自英國的專業人士為港貢獻良多，的近律師行 (Deacons)、巴馬丹拿建築公司 (Palmer 
& Turner)、李柯倫治建築公司(Leigh & Orange)等，均是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展在港的業
務，並屹立至今的機構。巴馬丹拿建築公司在港興建了許多重要建築，如1892年獲委興

建總督府新翼、香港匯豐銀行(1935)及東華三院多幢建築。此外，奧莉亞猶太廟(1901)

、遮打的雲石堂(1901)、聖安德魯教堂(1906)、港大的本部大樓(1912)和馮平山圖書館

(1932)等則由李柯倫治建築公司興建。36此外，通曉英語的印度人，則多受聘於郵務、醫

療、教育、警察等政府部門。37

另一方面，香港城市建設亦仰賴華裔商人、工人和承包商完成，鐵行大廈及後來由政府購

入供殖民地首個最高法院之用的大樓等，均由譚亞財承包興建。381927年，港督金文泰倡

議香港大學成立中文學院，並獲富商鄧志昂和馮平山捐款建院和中文圖書館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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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教士

在港傳教士主要來自英、德、葡、法等國，基督新教方面，倫敦會對香港教育、醫療、

印刷、中西文化交流均有深遠影響。第一位在港傳教的倫敦會傳教士合信醫生(Benjamin 
Hobson)於1842年來港，獲港府批給摩利臣山地興建醫院及藉此傳教。1844年，理雅各
(James Legge)等把羅拔．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馬六甲興辦的英華書院遷港，不但作
育英才，還會印刷聖經及傳道小冊子等。40此外，英國傳教士麥都思(N.H Medhurst)創辦
香港第一份中文月刊《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開創中文報業發展之先聲。41

德國傳教士主要視香港為赴中國內地傳教的中轉站及教士養病之地，傳教士羅存德

(Wilhelm Lobscheid)脫離教會後，積極參與香港的教育工作。42此外，傳教士歐內斯特‧

歐德理(Ernst Johann Eitel)曾自德國巴色會轉到英國倫敦會，後受港督軒尼詩賞識，初任
港督私人秘書，後轉任督學，大力提倡女子教育、體格鍛鍊，亦為幼兒教育及工業培訓的

先驅。43

天主教方面，除傳教外，傳教士亦致力教育及社會救濟等服務。葡人與香港天主教學校的

開設與發展關係密切，救主書院、聖約瑟書院、聖心書院、聖保祿書院、喇沙書院等，或

原為葡人子弟而設，或早期學生當中有為數較多的葡人子弟。44法國傳教士則主要參與教

育及拯救棄嬰的工作。45

四、國際政治活躍地

香港以其殖民地及自由港的優勢，在中國維新運動、革命活動、俄國白軍、蘇聯及東南亞

共產黨的政治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

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有為在英國協助下流亡香港，港府曾派員保護。46維新派報章如《

維新日報》、《粵報》及《商報》等曾在港出版。另一方面，孫中山先生曾在港接受教

育，1895年將興中會總部設在香港。其後，廣州起義(1895)、惠州起義(1900)、未舉

而敗的廣州起義(1903)，均曾在港策劃。華商熱心出資支持革命，革命報章如《中國日

報》、《世界公益報》及《廣東日報》等亦在港出版。47兩派報章互相攻訐，屢掀筆戰。	

十九世紀末，已有俄人在港定居。俄國十月革命時，香港初為白軍的「反共」基地。當

時，曾有1500多名來自歐洲、加拿大的士兵，從香港出發前往海嵾威支援白軍。48白軍敗

陣後，大量白俄將士和反對共產政權的俄人流亡國外，部份輾轉徙至香港。49同時，基於

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及相對自由的言論空間，香港亦漸成為布爾什維克政權乃至共產國際

(Comintern)向中國乃至東亞、東南亞宣揚革命甚或行動基地。50 

1929年10月，胡志明以「共產國際東方部委員會和東南亞司負責人的資格」召集會議，

會後宣告越共成立。其後，越共行動被英法人員破獲，印度支那政府要求港英政府拘捕胡

志明，胡被囚於中環域多利監獄。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羅士庇(Henry Loseby) 為胡志明
辯護，官司後來上訴至英國樞密院，引起國際關注。1932年，胡志明最終獲釋。51

菲律賓國父黎剎曾在港生活及行醫，並在港蘊釀了「菲律賓同盟會」(La Liga Filipina)的創
會目標。1896年，菲律賓獨立運動後，部份運動領袖曾流亡香港。

五、歐亞混血兒

在港的歐亞混血兒，多是歐籍男人和華裔女人所生的後代。十九世紀來港的洋人以男性為

主，或聘用「蜑家妹」為家傭，或流連妓院，部分女子成為洋人妻妾，受到接濟和保護，被

稱為「涉外婚婦」(protected women)，他們所生的孩子就是香港第一代的歐亞混血兒。洋人
或已有家室，甚少將華籍妻妾及其子女接回本國，這批歐亞混血兒遂在母親的撫養下成

長。52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亞混血兒不乏地位顯赫者，如何東、何福兄弟、羅旭龢、施炳光、

黃金福、冼德芬及陳啟明等，當中尤以何東家族最為人熟悉。

註釋

何東

何東，又名何啟東(Sir Robert Ho Tung)父親為荷蘭籍商人何仕文(Charles Henry Maurice 
Bosman)，母為華人施氏。53何東妻麥秀英(Margaret Maclean)為歐洲男子與華人女子所生
的「私生子女」，54平妻張靜蓉(Clara Cheung)，父張德輝為第一代歐亞混血兒，母為華人
楊氏，55兩者均與何東具相近的社會背景。

何東曾受傳統私塾教育，後於中央書院56畢業。1881年，何東任渣甸洋行華人部初級

助理員，後升任買辦、華總經理等職，1900年以健康欠佳為由辭職。57在渣甸洋行任

職期間，何東已與胞弟何福成立何東公司(Ho Tung & Co.)，業務初以食糖買賣為主，
後轉以房地產為主，兼及貿易、航運、保險等。581898年，何東獲選為東華主席，標

誌著何東被華人社會接納及推舉為領袖。59

 

營商致富後，何東積極貢獻社會。1898年戊戌政變後，何東不但安置康有為於何家

大宅「紅行」，還將其家人從廣州接到香港團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何東捐錢

成立戰爭基金，又與幾名家族成員購買戰機，協助英軍作戰。1922年海員大罷工接

近尾聲時，何東向港府提出支付罷工工人的一半工資，以期早日結束事件。601920年

代末，何東接辦《工商日報》及《工商晚報》。其後，該報宣傳民族大義，並堅決

抗日，1941年12月24日香港淪陷前一天自動停刊，戰後復刊。61何東妻子麥秀英與張

靜蓉亦慷慨捐輸，致力慈善事業。621930年，張靜蓉創寶覺義學，發展教育。63另一

方面，何東亦讓子何世禮(Robert Ho Tung Junior, 亦稱Robbie)參軍，以實際行動表達
他對中國和香港前途的關懷。64 

1955年，為表揚何東對英國和香港的貢獻，英女皇伊利莎伯二世向其頒授爵士銜。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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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頁29。

41.	當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邀得前清翰林賴際熙、區大典等教授經典。詳見鄺健銘︰《港英時

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48。

42.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21。

43.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1997年)，頁493；鍾紫︰〈戰前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鍾紫︰《香

港報業春秋》(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2；黃瑚︰〈《遐邇貫珍》介紹〉，載鍾

紫︰《香港報業春秋》，頁5；而長期在英華書院主持印刷所工作的黃勝，更有近代中文報業

先驅的美譽，《香港中外新報》、《華字日報》皆為其所創辦。詳見丁新豹、盧淑櫻︰《非我

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21-22。

44.	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加入港府作官校視學官、加設非宗教學科、改善教育制度及出版
與教育有關的著作等。詳見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122-

123。

45.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122-123。

46.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52。

47.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52。

48.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頁95。

49.	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台北︰世界書局，1977年)，頁20；王賡武︰《香港史新編》，

頁506。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頁95；鍾紫︰〈《中

國日報》—香港第一家革命黨人的報紙〉，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17；李谷城︰《

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68-170及181-182。

50.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98。

51.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135-137

52.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98-99。

53.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100。

54.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203；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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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頁59。

55.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204；鄭宏泰、黃紹倫︰《何家女

子︰三代婦女傳奇》(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27及30。

56.	鄭宏泰、黃紹倫︰《何家女子︰三代婦女傳奇》，頁83。

57.	鄭宏泰、黃紹倫︰《何家女子︰三代婦女傳奇》，頁89。

58.	中央書院(後改名皇仁書院)於1862年開辦。詳見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頁

114。

59.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204。

60.	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頁44。

61.	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頁41。

62.	“The Hongkong Strike,” The Straits Times (21 March 1922),	p.10；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
英》，頁45-46。

63.	淪陷後，主持人拒絕委曲求全，為敵所用，員工因而被逼流亡，報館物資遭劫奪。1946年，

《工商日報》及《工商晚報》復刊，何東子何世禮為董事長。1960年代改由何世禮子何鴻毅任

社長，1984年停刊。詳見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年)，頁166。

64.	鄭宏泰、黃紹倫︰《何家女子︰三代婦女傳奇》，頁264。

65.	鄭宏泰、黃紹倫︰《何家女子︰三代婦女傳奇》，頁135。

66.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頁

94-96、173-174、218、317及362。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頁45-46。

67.	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頁46。

第二部份：參考書目

1.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2014年。

2.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3.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4.	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

5.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香

港)有限公司，2013年。

6.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東華三院合辦、香港歷史博物館與東華三院文物館籌劃︰《香江

有情︰東華三院與華人社會》。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10年。	

7.	鍾紫︰《香港報業春秋》。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劉智鵬︰《香港早期華人菁英》。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

9.	劉智鵬︰《香港華人菁英的冒起》。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10.	鄭宏泰、黃紹倫︰《何家女子︰三代婦女傳奇》。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2010年。

11.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

年。

12.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

13.	Chan,Wai Kwa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Society: Three Studies of Class Formation in 
Early Hong Ko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14.	Sinn, Elizabeth.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	Sinn, Elizabeth.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	“The Hongkong Strike.” The Straits Times(21 March 19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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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植物公園於1871年建成，其建築

工程於1860年展開，並於1864年把第

一期設施開放給市民使用，攝於1910

至1920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第一至三代匯豐銀行（從左起1865、1886及1935年）。

(Image courtesy of HSBC Archives)

於東角(位於現今的銅鑼灣)的渣甸洋行貨倉及辦公室，約攝於

1868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總督府及遠處的維多利亞海港，

攝於1870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聖約翰座堂。

（圖片來源：香港新聞處）

香港墳場，攝於1875至1880年。香港墳場土地在1841年已有人安

葬，至1845年該墳場才正式開放，為香港開埠早期成立的墳場之

一，位於香港島跑馬地黃泥涌道，跑馬地馬場對面，鄰近有印度教、

拜火教、天主教及回教墳場。遮打、何東與其元配麥秀英、行政局及

立法局華人議員何啟均葬於這個墳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國際大都會之建立第一章

第三部份：參考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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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香港會所，於1897年落成，

由巴馬丹拿建築師事務所 (Pa lmer 
& Turner)設計，屬維多利亞式建
築風格，是當時政府高官、富商及

名人的重要政治及商業活動交流中

心。攝於1896年至1897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位於港島

堅道，攝於1895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建於1869年的大會堂，是一座樓高

兩層的法國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

物，前方是皇后大道中，攝於1887

年。初時多為洋人使用，直至1901

年基督教青年會在港成立，華人參

與度才上升。第一代大會堂其後拆

卸，讓位給第三代匯豐銀行。第二

代大會堂於1962年才落成於海旁。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太古煉糖廠，位於鰂魚涌。攝於1903

年3月。業務由太古洋行代理。煉糖是

香港早期主要工業之一。當時具規模

的糖廠還有由怡和洋行經營的中華火

車糖局。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中國式的牌樓，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王在

位60週年而建，攝於1897年。

（《維多利亞女皇鑽禧登基相冊》）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賽馬會 (Hong Kong Jockey Club) 於
1884年成立，主辦賽馬活動。賽馬是當

時流行娛樂，不但在洋人圏子流行，許

多華人也參與其中。圖為跑馬地馬場大

火，攝於1918年2月26日，是香港史上

嚴重的火災。遇難者超過六百人。罹難

者後來安葬在咖啡園墳場內，名為

「戊午馬棚遇難中西士女公墓」，並

建立馬棚先難友紀念碑作為紀念。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郵遞服務於1841年開始。第三代郵政總

局建於1911年，地下為郵局，樓上為政府辦

公樓包括庫務及衛生部門等。建築物亦設有

電台及電報機關。

（劉國偉先生提供）

香港國際大都會之建立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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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社會上存在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

•	透過追溯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的歷史脈絡，了解開放多元的價值對於香港社會的重要

性。

•	了解每一代人各有其建立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過程。

關鍵主題
今日香港：身份和身份認同

關鍵概念
歸屬感

多元

開放

個人獨特性																															

核心價值

身份認同

1.	 在英國管治香港初期，即開埠後的十九世紀，有哪些國籍或族裔的商人來港經商

及生活？試舉出五個例子。

2.	在開埠初期，香港有多種常用的流通貨幣，試舉出其中三種。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史實

試參考第一部份的文章，回答以下問題。
1.	 試分析香港成為英國屬地後，旋即成為各國商人、傳教者等聚集的國際交往樞紐

（國際城市）背後的原因？試根據第一部份文章及自己分析作答。

試想像並以繪畫形式表現十九世紀西方傳教士在香港向華人傳教的情景，華人的感

受如何？試想想當時的情景。（傳教地點自定，可取材街頭或教堂情景，或其他地

方。）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II：傳教與辦學》

3.	在二次大戰前，有甚麼外國民族革命領袖曾在香港活動？試舉出兩個例子。

2.	 有歷史學者說：「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漸成為海外華人與中國大陸聯繫的中

介地」，參考第一部份文章，你是否同意這說法？為甚麼？參考片集：《香港

歷史系列：華工流徒、南北行貿易》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

（二）	意想歷史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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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區政府一向標榜香港為「亞洲國際都會」，試指出「亞洲國際都會」的特質，

並評價現今香港是否符合這些特質。

1.	 多元共融是香港社會其中一個核心價值，試指出及說明多元共融對香港成為國際

大都會有所幫助。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23-25)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3)	(6)	(11)	(12)	(16)	(18)

2.	 近年，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地位是否正受到新加坡及上海的挑戰？你會

建議政府如何回應這些挑戰？

2.	 你認為在港少數族裔在教育和就業方面遇到甚麼困難？你認為與甚麼因素有關？

香港政府應如何回應在港少數族裔面對的境況？（提示：可從語言、歧視等角

度作出探討。）

3.	 你認為有哪些因素影響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的建構？試參考本章專題概論及就你所

知，作出闡釋。（從社會、政治、經濟等角度分析影響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因素。）

（四）昔為今用

（五）通識反思

提示：

遷徙可以是多向的嗎？身份可以是流動的嗎？

相關歷史：因戰亂或政治動盪而逃到香港的難民、九七前夕香港的移民潮……

相關概念：「移民」、「新移民」、「舊移民」、「香港人」、「新香港人」、

「舊香港人」、「老香港人」……

提示：

相關歷史：戰後移民潮、越南船民、第一收容港……

相關概念：人權、普世價值……

香港政府對於難民	 (包括不同政見)	 的政策是怎樣的？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對

難民(包括不同政見)的立場有沒有轉變？

提示：

有不同國籍和種族的人在香港生活，在主權移交前後，社會大眾對他們的看法有

沒有不同？

香港人一定是黃皮膚、黑頭髮的嗎？幾代在香港生活，而且能說英語或廣東話的

非華裔人士，他們是香港人嗎？

依你所見，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華裔及非華裔人士能否在香港享有平等的權

利？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7)	(19)	(24-25)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3)	(6)	(11)	(12)	(16)	(18)

延伸探索

1.	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前後，香港的城市特質以及在國際間的定位有沒有變化？

2.	香港由開埠至今都是多族群雜處的地方。那麼，你認為香港這個城市有甚麼性格？香

港人的身份認同建基於甚麼價值？

3.	香港有「移民城市」之稱。試說說你對於「移民」這個概念的理解。

4.	何謂「難民」？政府有沒有收容難民的義務？香港歷史上，有沒有收容難民的例子？

現今香港社會有沒有難民呢？他／她們的處境如何？你有留意近年相關的新聞報導

嗎？

6.	香港有「多元城市」之稱，有沒有留意自己的社區是由哪些人組成？

	 試試到街上逛一逛，看看會否聽到不同的語言或口音？嘗試傾聽並觀察持不同口音的

人，並記錄下來，對該社群的生活方式作初步的資料搜集，想像和寫下他／她一天的

生活經歷（日記或散文形式均可）。

7.	試訪問在香港居住的外籍市民（如訪問學校的外籍英語教師，或到外籍市民的聚集地

如南丫島等地區，進行訪問），了解他們對香港的印象及看法。

5.	試說說你對於「少數族裔」一詞的看法？

香港國際大都會之建立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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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外活動：史蹟考察

簡

介

活

動

一

路

線

資

料

活

動

二

建

議

小

總

結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自開埠以來已有許多不同種族、文化背景的人在香

港發展。根據上文及香港歷史系列，有不少對香港發展有莫大貢獻的人物，

逝世後安葬於跑馬地墳場區中。試到香港墳場∕巴斯墳場考察，並寫下值得

留意的事物及感想。同學在考察前，請先閱讀相關資料及守則，先了解背

景，後前往考察。

以繪畫方式記錄三種不同外形的墓碑，並找出其背後代表的文化意義。

香港墳場：郭士林牧師之墓 (S13)→哈蘭醫生之墓 (S10)→何啟爵士之墓→ 

楊衢雲之墓 (S4)→韋安之墓 (S6)→何東爵士之墓，遮打爵士之墓 (S11)→ 

高和爾之墓(S19)
巴斯墳場：律敦治之墓	→麼地爵士之墓	

教學資源：http://www.cachehistory.org.hk/i/article/cht/resources

記錄以下範疇對香港作出貢獻的人物的墓誌銘。

1.商業人士					2.傳教士					3.專業人士					4.	革命烈士

參考人物：

1.商業:	遮打爵士(S11)
2.傳教士:	郭士林牧師(S13)
3.專業人士:	哈蘭醫生(S10) 
4.革命烈士:	楊衢雲(S4)
其他你認為值得留意的人物:

•	與其他同學的記錄作比較，統計同學能找出多少種類的墓碑。

•	與其他同學分享參觀墳場的體驗與感受。

考察地點：跑馬地墳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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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最高法院夜景。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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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思行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香港的法治與司法制度

香港自1841年開埠以後，鑑於華人佔香港總人口的大多數，香港政府一方面實行英國法

律，管治在香港的英人和歐籍人士；另一方面，對大部分香港華人而言，港府則需要按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Sir Charles Elliot)的告諭︰「官廳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
習慣辦理」，去處理與華人有關的案件。因此，論及香港首任巡理府威廉‧堅(Will iam 
Caine)，為動輒使用鞭刑懲罰華人犯法者，實際上只是跟從當時清廷的法律行事。1事實

上，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並沒有法律二元化的情況，英國的法律仍適用於任何國籍在港

的人士，只是鞭刑、戴木枷等，成為針對香港華人實施的中國式肉刑而已。2 

當然，清廷法律並非處處符合當時現代社會對人道主義的要求，公開鞭刑實在有辱罪犯的

尊嚴，因此被港督軒尼詩(Sir John-Pope Hennessy)所廢止。至於清廷法律容許華人蓄養「
妹仔」的社會風俗，更遭到英國輿論多年來的猛烈抨擊，認為「妹仔」等同「奴隸」，而

英國已明文規定「奴隸」為非法，因此「妹仔」必須在香港被廢止。然而，支持保留「妹

仔」的香港華人富商，則引用義律的告諭作抗辯的理由，使「妹仔」問題延續至二十世紀

中才逐步消失。另一方面，不少評論認為列強在中國的「條約港」實行領事裁判權，不少

案件都轉介至香港法院審理，對外人的刑罰一般較華人為輕。然而，在徐亞保殺死英國軍

官案和張亞霖的「毒麵包案」兩宗事例中可見，香港法院和陪審團能夠本乎事實，在當時

香港歐人社會要求用私刑處死徐亞保、張亞霖的壓力下，沒有將徐張二人處以極刑，確實

奠定了香港法治的基礎。3 

在管治香港方面，開埠之初，香港政府在香港原來的村落中，實行中國歷來行之有效的地

保制度尚算有效，但在以華人移民為主的港島北部—維多利亞城，地保制度因當地人口

流動性大而無法實施，並且在英廷和香港英人的反對下，在1861年被廢止。4至於外籍警

察主理的巡理府(Magistrate’s Court)，不諳中文和中國風俗，卻又以清廷的鞭刑執捕於華
人，始終不是長治久安之計。

香港自開埠以來，由於大量華南無業游民來港，所以治安不靖。香港初期幾年，警隊規

模細小，無法有效打擊罪案的發生。因此，1842年10月，負責香港警務的巡理府威廉‧

堅(William Caine)，下令除了負責巡夜的更練外，所有華人不得在晚上十一時後在街上行
走，是香港實行宵禁的開始。1843年，香港政府對威廉‧堅開始的宵禁制度進行修訂。

所有華人在晚上八時後，需要提燈籠才能外出。此外，除非手持夜行紙(night pass)，否則
華人不得在晚上十時後在街上行走。因此，在香港實行的宵禁制度，英文稱為「Ligh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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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 Rules」，正好說明燈籠和夜行紙是該制度兩個必要的構成部分。

香港宵禁制度實行之初，已有聲音批評制度的不合理。1846年10月，代表英國聖公會差

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來華巡遊考察的史密夫牧師(Reve. George Smith)返回英倫，
寫信給英國戰爭及殖民地部大臣格雷(Earl Grey)，批評香港政府的宵禁制度︰「我的觀察
令我擔憂現在的警察制度，正在損害有名譽華人移民至該殖民地[香港]以及隨之對它帶來

的改善。例如，沒有華人被容許在晚上指定時間後，在沒有手提燈籠和從歐籍僱主手寫的

證明書下，可以在街道上行走。沒有以上的保護措施，有名譽的華人膽敢在香港的街上

行走，將會面臨被警察拘捕、通宵扣留以及承受屈辱丟臉的體罰之危險。」因此，史

密夫希望香港能採取更開明的政策對待華人，從而使他們更容易接受成為基督徒。否則，

華人富商和優學的華人士紳，因為無法接受這種令人不快的規例，而不會移居香港，從而

損害香港的發展。然而，由於英國在1841年佔領香港時，已向華人發佈告示說︰「官廳

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習慣辦理。」既然宵禁度制度是中國不成文的習慣，因此香

港政府對華人實行宵禁令，便因而變得合理。

另外，輿論亦抨擊華人晚上提燈籠規定的不合理。1870年9月，《香港孖刺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一篇署名「公道」(Fair Play)的文章，對廣州和香港提燈籠的情況，作出
有趣的比較︰「如廣州這樣的中國市鎮，當地街道狹窄和彎曲，沿路又沒有燈籠的設置。

除了一些店舖在入夜後，懸掛門神燈籠，而且一般在燃點約一小時後便熄滅，因此當地人

一般都提有燈籠才外出。」但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文章作者續說︰「這裏	[香港]	的道

路既闊又整潔，而且街燈又以煤油燃點，這又有甚麼需要有燈籠的存在？」另一個署名「

很不幸的中國人」(Poor Unfortunate Chinamen)亦指出「燈籠[的規定]並未能令本殖民地
增加一絲絲的安全，而且剛好相反；同一時間，這樣的規定對華人來說，帶來不必要的限

制，而且是長期不快和不便的來源。」因此該作者建議立法局將這一規定，從宵禁令中刪

除。

1877年，伍廷芳被委任為香港首位華人大律師。一些開明的歐籍人士，亦認為像伍廷芳

這樣深受英國教育的華人精英，應該在宵禁令中得到豁免。然而，歐人社會整體還是支持

宵禁制度的實施，以便使華人繼續受到隔離和控制。這自然是種族歧視，而不是法律彰顯

公義的表現。然而，伍廷芳亦不敢申請豁免，因為他預期這樣做，他只會受到更多來自街

上警察令人不快的搜查和盤問，因此其他華人更無希望能脫離宵禁令的不合理對待。同

年，對華人社會持開明態度的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就任港督，為改變宵禁制度
提供了曙光。

軒尼詩一方面決定廢除執行公開笞刑，改為在監獄內執行，得到時任立法局議員的伍廷芳

支持。另一方面，1881年12月，英國皇孫訪港，軒尼詩決定在全港張燈結彩歡迎皇孫到

臨的兩天時間，暫停執行宵禁令，令香港華人亦能高興地參加此盛事。事後《德臣西報》

(The China Mail)對軒尼詩此舉，極盡挖苦之能事︰「在那兩天歡迎王子來港盛事舉行前的
晚上，本殖民地的扒手和夜賊精英，在他們賊王的命令下，出席在偏僻貧民窟內舉行的大

會。由於港督簽發的特別法令，華人在那兩天盛事之夜無須出示夜行紙，因此這場大會商

討要用那種方法，才能最好地報答督憲的博愛之情。……港督看來確實十分受歡迎﹗或許

他可以借出大會堂讓他們舉行下次的大會？」

在宵禁令暫緩執行的兩晚只有四宗偷竊扒手案發生，可見宵禁令的取消，並不會大幅增加

香港的罪案率。1888年，立法局修改法例，只有在港督特別刊憲的情況下，華人才需要

提燈籠外出。即使有提燈籠的憲令，只要同行者不多於12人，只需手提一盞煤燈或燈籠便

可。到了1897年5月17日，立法局通過法例，規定只有在港督會同行政局，將宵禁令刊憲

的情況下，華人才需要持有夜行紙，以便從晚上九時至清晨五時在街上行走。在正常情況

執行的宵禁制度，至此才被廢止。5

 

觀乎殖民地時代的香港，高等法院及警察是維持香港法治的兩大支柱。1844年8月21日，

香港立法局頒布該年的第15號條例，宣布成立高等法院。10月1日，高等法院正式成立，

由休姆(J.W. Hulme)擔任正按察司(Chief Justice)，年薪高達3,000英鎊，待遇僅次於港督，
足見其中香港殖民地體系中的重要性。然而，早期高等法院的成立並非主要針對當時香港

的法治需要，而是上承1833年12月已在廣州成立主責審理在華英僑刑事案件的刑事和海

事法院的發展。因此，雖然香港高等法院實行陪審員制度，但在出任陪審員的資格方面，

則有嚴格的限制︰第一，年收入1,000元以上的男子可出任普通陪審員；第二，紳士、銀

行家和富商可任特別陪審員；第三，陪審員必須懂得英語。換言之，基本上只有歐人社會

精英才有資格擔任陪審員，華人無法參與法律審訊的制度。因此，不論在處理中國通商口

岸或香港本地的案件時，經常出現輕判歐籍犯人，重判華人的情況出現，為時人詬病。6  

然而，實際上直接決定香港華人生死的法律機構，則是1841年英國攻佔香港後成立的巡

理府法院(Chief Magistrate’s Court)。威廉‧堅不但是總巡理府，更兼任警察隊的長官和後
來稱為域多利監獄(Victoria Gaol)的典獄長，使他有權「按照中國法律」，對香港華人的
一般案件，處以一百鞭以下的笞刑、三個月以下的監禁和苦役以及400元以下的罰款，可

說是集司法、警政和獄政三大權力於一身，無怪乎當時香港華人但知威廉‧堅，而不知港

督的情況出現。7出現這樣權力集中的情況，與當時香港只有威廉‧堅等少數懂得中文的

官員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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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訪今日中環荷李活道中區警署歷史建築群，正能認識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香港法治的歷

史。荷李活道建築群包括1841年建成的域多利監獄、1847年建成的中央裁判司署(Central 
Magistracy)和1864年建成的中區警署(Central Police Station)。域多利監獄以耐用的花崗石
建築而成，反映了早期香港打石業的興旺。雖然域多利監獄後來被批評環境條件惡劣，用

作監禁罪犯或後來羈留之所的做法不人道，但將之與十九世紀中國的監獄相比較，它首先

引用英國單獨囚室的安排，並且在監內實行不同等級的刑罰和犯事加刑的制度，較當時的

中國來得先進和有系統，所以晚清的洋務派官員郭嵩燾到訪香港時，考察域多利監獄，對

之大表讚賞。域多利監獄早期曾囚禁在香港非法成立越南共產黨的胡志明，以及日佔期間

的中國愛國詩人戴望舒。到戰後，域多利監獄亦先後成為越南難民的收容中心以及2005

年12月香港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期間，關押韓籍示威人士的羈留中心，在香港

懲教史上劃下重要的一頁。8 

註釋

1.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
188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14-115.

2.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頁181。

3.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19-20。關於徐亞保義

殺英國軍官案和張亞霖的「毒麵包案」，詳見《香港史100件大事(上)》的記載，頁57-63及

76-80。

4.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殖民體系的建立和演進〉，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

港︰三聯書店，1997)，頁94-97。

5.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頁149-152。

6.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頁183-186。

7.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頁182-183。

8.	 明報周刊生活空間組︰《荷李活道》(香港︰明報雜誌有限公司，2013年)，頁39-58。

第二部份：參考書目

1.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2.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4年。

3.	明報周刊生活空間組︰《荷李活道》。香港︰明報雜誌有限公司，2013年。

4.	蔡思行︰《香港史100件大事(上)》。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

5.	Munn, Christopher.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
188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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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道舊中央警署警察檢閱。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域多利監獄。

(圖片來源：任正全先生)

中區裁判司署，攝於1977年7月15日。建於1914年，

建築物內，特別建有一獨立通道及地下隧道，過去用

以押解囚犯進出裁判司署、警署及監獄之間。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位於荷李活道的舊中央警署，

攝於1977年7月15日。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舊中央警署建築群

內部狀況。

(攝影：伍偉昌)

香港的法治與司法制度第二章

第三部份：參考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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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荷李活道的舊中央警署建築群

在警務署遷出後的內部狀況(組圖)。 

(攝影：伍偉昌)

圖為維多利亞區域法院開幕。維多利亞區域法院最初是「莊士敦

樓」，1879年起，大樓由匯豐銀行董事庇理羅士所擁有，更名為「拱北

樓」(Beaconsfield House)。1916年被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購入，並於1917年
重建。至1965年被港府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1980年成為香港最高法

院所在地。回歸後至2015年9月7日用作香港終審法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前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先生，攝於皇后碼頭。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香港的法治與司法制度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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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最高法院大樓的泰美斯女神像，她蒙上雙眼，右手持天

秤、左手持劍，代表大公無私。而皇家紋章的格言(Dieu et 
mon droit)代表我權天授，紋章旁的分別是「寬恕之神」和
「真理之神」。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炮台里高等法院內景。EIIR代表英女皇伊莉莎白二世。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香港的法治與司法制度第二章

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法治精神是香港社會的基石。

•	對於法治有不同層次的理解。

•	從司法制度的演進，思考法治精神和社會變遷的關係。

關鍵主題
今日香港：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

關鍵概念
法治

核心價值

社會公義

民主

公民抗命

身份認同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及事件

請同學根據第一部份的文字，在下表適當位置填上正確年份。

		年份						事件
             
												英國佔領香港，並向華人發佈告示：
	 	 				「官廳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習慣辦理」。

												域多利監獄建成。

												港府修訂華人宵禁制度，華人除非手持燈籠及夜行紙，否則不得夜行。

												高等法院成立。

												中區警署建成啟用。

												伍廷芳成為香港首位華人大律師。

												英國皇孫訪港，港督軒尼詩決定暫停執行華人宵禁令兩天。

												正式取消華人宵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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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佔領香港島後，即向華人發佈告示︰「官廳執政治民，概依中國法律風俗習

慣辦理」。試分析英國發布這項告示背後的原因。

想像當時華人在晚上提著燈籠出門的情景，華人的感受如何？試想想當時的情景，

並繪畫下來。

2.	 針對華人犯罪的情況嚴重，1890年代曾有華人富商提議：「犯罪貧窮華人囚禁在

域多利亞監獄，生活過得比在監獄外更好，因此，要防止低下層華人犯罪，最

好的方法，是體罰、鞭打和驅逐出境」，你是否同意這個建議呢？為甚麼？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1.	在徐亞保殺害英國軍官案以及張亞霖的「毒麵包案」兩宗事例中，如何體現香港司法

制度的獨立？法院和陪審團的決定，是否符合香港今天的法治(Rule of law) 精神？試闡述
說明。（提示：可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及以法達義等方面探討。）

2.	 1930年，越共領袖胡志明在港被捕下獄，被羈留在域多利監獄，獲得律師及香港

大律司公會主席羅士庇(Francis Henry Loseby)為其辯護，將官司上訴到英國樞密
院，胡志明於翌年獲釋。試闡釋「胡志明事件」如何體現當時香港司法制度的

特點？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III：法治的基石》

3.	 尊重法治是香港社會其中一個核心價值，試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解釋法治精

神對維持香港社會穩定的重要性。（提示：可從社會凝聚力、經濟、社會安全等方

面探討。）

（四）昔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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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	(2)	(8)	(10)	(12)	(22)	(26)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	(2)	(10)	(12)	(22)	(24)	(26)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4)	(14)	(15)	(16)

提示：

就你所知，甚麼是「法治」？試試與長輩交流對於「法治」的看法，你與長輩對

於「法治」的理解有不同嗎？試想一想，不同的經歷會影響不同人對「法治」的

看法嗎？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0)	(24)	(25)	(27)

延伸探索

1.	試找一位長輩（如你的祖父母／父母／老師／學校社工等），問他／她甚麼是「法

治」？然後請他／她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解釋自己為何對於「法治」有這樣的理解。

2.	 	試說說你對於「公民抗命」的理解。你認為公民抗命與法治社會的原則有沒有抵觸？

3.	有人認為：社會運動動搖了法治這個核心價值。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試以近年的

社會事件為例，加以說明。（提示：可從不同層次的法治精神和社會進程等方面探討。）

4.	有人說香港行政長官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法律地位。對於這個說法，你有甚

麼意見?

1.	 社會只重視「有法必依」是否等於社會有「法治」，為甚麼？（提示：可從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及以法達義等方面探討。）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6)	(8)	(9)	(18)	(19)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0)	(25)

2.	 由於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轉變，不同人對於「法治」會產生不同的理解。此現象對

香港社會上不同持份者會產生怎樣的衝突，試加以說明（提示：可從市民、政

府、商人等持份者的角度作出探討。）

（五）通識反思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

1.	〈馬道立首論「佔領」多數人均尊重法治，平衡社會利益不受政治影響〉，《星島日

報》，2015年1月13日。

2.	〈法治歷經不尋常一年基石受衝擊屹立不倒〉(Rule of law emerges unharmed from a 
challenging year)，《明報》，2015年1月14日。

3.	〈看港視判決：幸司法堡壘未崩潰〉，《明報》，2015年4月27日。

4.	馬道立秒殺張曉明、饒戈平：基本法規定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蘋果日

報》，2015年9月17日。

網上媒體／資源

5.	 法治的定義（明報通識網，2012年12月6日）

 http://goo.gl/72tY9F
	 戴耀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

6.	 郭榮鏗：港視司法覆核的局限（立場新聞，2013	年	11	月	2	日）

 http://goo.gl/MW9kiB
7.	 吳靄儀：法律與檢控（立場新聞，2014	年	2	月	11	日）

 http://goo.gl/rEKsUF
8.	 石永泰201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致辭全文（信報，2015年1月12日）

 http://goo.gl/KdRKc2
9.	戴耀廷：法治觀的世代與文化差異（和平佔中，原載於《信報》，2015年1月17日）

 http://goo.gl/YXTNaZ
	 戴耀廷：世代和文化差異是造成現在香港法治爭議的根本原因—「在雨傘運動中，

	 我們見到人們對這兩種法治觀的取態，似是存在世代和文化上的差異。因屬不同的世

	 代或不同的社會環境，而有不同的社會經歷，故導致他們採納了不同的法治觀。」

10.鄭司律：歷史上的今天：大憲章簽訂八百周年紀念（立場新聞，2015年6月15日）

 https://goo.gl/CFtiuE
11.許寶強：政改後的民主運動（評台，2015	年	6	月	16	日）

 http://goo.gl/Zl3SJv
12.法政匯思：懸在港人頭上的《國安法》（立場新聞，2015	年	7	月	7	日）

 http://goo.gl/P0ZoJo
13.	馬道立：基本法規定司法獨立　法律前人人平等（立場新聞，2015年9月16	日）

 https://goo.gl/UyXAqm
14.	William Waung (retired  High Court judge):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HONG KONG 
（立場新聞，2015年8月5日）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judicial-independence-in-hong-kong/
15.包致金：香港只享有「類法治」應改變沒有民主也有法治的想法（立場新聞，2015	

年9月24日）

 https://goo.gl/ljjsOO
16. 袁國強：重視法治所有內涵	 (大公報，2015年1月18日) 

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5/0118/2891860_pri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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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件

17.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網頁–香港的法律制度

 http://www.doj.gov.hk/chi/legal/index.html
18.	袁國強：法治為普選基石，香港政府新聞網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law_order/html/2015/01/20150112_164343.
shtml

19.立法會八題︰法治，香港政府新聞，新聞公報(2015年5月6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5/06/P201505060337.htm
20.立法會教學資源

 http://www.legco.gov.hk/chinese/education/teaching_resources.html

志願團體／非牟利組織

21.	香港人權監察：法治與你

 http://www.hkhrm.org.hk/chinese/booklets/chi_bk3.html
22.	流動民主課室

 https://sites.google.com/site/uumdc2015/uu_articles_list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學習資源

23.	通識網：香港法律制度

 http://www.liberalstudies.hk/hongkong/ls_hongkong_21.php
24.	通識網：佔領中環之爭

 http://www.liberalstudies.hk/hongkong/ls_hongkong_83.php
25.	香港電台：楊官教室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yangtl/studyroom_topic4_p4.htm 

	 在英語的語境中，「法治」有兩個不同層次的理解：

 Rule by Law	-	狹義的解釋是依據法律治理事情
 Rule of Law	-	廣義的解釋要看法律的內涵，那內涵包括保障人權及各種自由等

推介書籍

26.	許寶強：《常識革命-否想雨傘運動的三宗罪》。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

司，2015年。

27.	《傘下細語》（電子書）https://umbrellavoice.wordpress.com/
28. Lady Borto. The Legal case of Ho Chi Minh in Hong Kong, 1931-1933. Hà Noi : National 

Political Publishers : Ho Chí Minh Museum, 2006.
29.	Bokhary, Kemal. The Law is a crocodile. Hong Kong: Thomson Reuters Hong Kong 

Limited, 2013.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外活動：史蹟考察

簡

介
前立法會大樓與中區警署建築群為英治時期建築，這些建築分別具有司法、

裁判、刑罰的功能，從它們的外觀可見其建築與當代建築的不同。

活

動

一

同學可以觀察及拍下舊最高法院大樓和中區警署建築群，分析其建築特色與

現代建築的不同之處。

路

線

資

料

路線：中區警署	→	中央裁判司署	→	域多利監獄	→舊法國外方傳道會	

(前終審法院)	→	終審法院(前立法會大樓)	 	

教學資源：http://www.cachehistory.org.hk/i/article/cht/resources

活

動

二

從這些建築物的功能及地理位置作分析，同學能否從中觀察出往昔司法制度

的特點？

建

議

老師可以一宗罪案的發生過程作引子，帶領同學參觀。

參考故事：一宗店鋪偷竊案

1.	犯人被捕後，會被帶到中區警署辦理手續。

2.	其後，犯人會被帶到中央裁判司署進行審訊。

3.	一經定罪就會被轉移到域多利監獄進行監禁。

4.	如犯人對裁判結果感到不滿，可上訴至最高法院（現終審法院，前立法會

			大樓）進行重審。

小

總

結

參考答案：這些具有司法、裁判、刑罰功能的建築也集中在中環附近的地

方，可見英治初期的管治集中於完善維多利亞城的發展。

考察地點：中區警署建築群至終審法院（前立法會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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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華醫院現在的位置東眺太平山區，圖下方

為普仁街街道，從左上方向右下方伸延。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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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香港早期醫療衛生與管治

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香港開埠，吸引越來越多華人，由中國大陸前往香港尋找工作及

商機，使香港人口越來越多，市區越來越擠迫，再加上很多來港華人都只是貧苦勞工，沒

有多少財力租住好的地方棲身，而業主只關注租金收入，結果華人聚居的上環，衛生環境

越來越惡劣，引起殖民政府關注。政府希望根據現代西方醫學及衛生知識，強制改變一般

華人民眾的居住環境，及他們的醫療衞生觀念，結果引致華人與英國統治者之間出現糾

紛。

香港衛生問題引起英人關注

香港屬亞熱帶沿海地區，年中有很長時間天氣濕熱，本來就容易滋生細菌，引發致命傳染

病，再加上英人從地處溫帶的歐洲北部而來，更感難以適應。結果在開埠初期，駐港歐人

士兵死亡率高企不下，1因此，香港的衛生問題，一直都受到在港西人社群及殖民政府的

關注，而低下層華人的居住環境，更被洋商及英人官員，視為香港衛生問題的源頭。可是

在1894年鼠疫爆發前，港府大抵都依循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方針─盡量不干預殖民地原

有民族的生活及習俗，所以未有強行改變普羅華人的居住環境及衛生醫療習慣。

當時香港人口主要集中在今日的中西區，洋人居住於中環及山頂一帶。而上環太平山區及

其接鄰地帶，則是華人聚居，隨著越來越多貧苦華人來港居住，太平山區的衛生環境也越

加惡劣。根據1874年香港殖民地總醫官的報告書，以及1882年英國殖民地部派往香港的

皇家工程師查維克(Osbert Chadwick)的調查報告，當地居所通風極差，不少人在家中飼養
雞豬等牲口，尿糞污水隨處排放，2不只洋人，即使是曾於1860至1880年代初寓居香港的

中國士人王韜，也指出當時上環華人住宅區，環境十分擠迫，一如昆蟲巢穴，「非復人類

所居」。3 

殖民政府規管華人住所引起的反彈

隨著華人社區衛生問題日益嚴重，終使殖民政府著手介入，在1887年香港政府提出《公

共衛生條例》草案，對房屋的人均居住空間、屋前應留空地、窗戶設備、廁所規格以至廚

房面積等，都有所規定，例如規定每座樓房都有10尺闊的後院、一定厚度的磚砌廁所和一

定面積的廚房，而業主須自費更改其物業的規格，以合符新法例規定，這引起了當時的華

人精英、潔淨局成員何啟4強烈反對，更率領華人代表向當時的署理總督金馬倫抗議，何

啟認為新例是英人強行將歐式觀念準則，加置於華人身上。更強調自己不是只代表業主講

說話，而是指出新法例必先令租上升。最後只有租客受害：「（貧苦華人）情願吃得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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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穿得暖一些，也不會計較居住環境是否擠迫不堪」5。最後，殖民政府妥協，不再堅

持原來的法例草案，例如對樓房的上述規定，只限於新建房屋，而且對於「防礙衛生」的

定義、入屋檢查的權力，以及發出強制修葺屋宇令的原則，亦有所改動，這意味著港府不

再堅持大幅提高普羅華人住屋的標準，直至1894年鼠疫爆發後，政府才下決心改變政策。

鼠疫令殖民政府決心改造華人居住環境

1894年5月香港爆發鼠疫，造成2500多人死亡，並嚴重打擊香港經濟。事後，時任港督的

羅便臣誓言必採非常手段重建香港。首先，他指示政府起草新的公眾衞生法例，容許政

府有權收回任何土地及建於其上的房屋，有權進入不合衛生的民房，並強制戶主要將屋內

所有不合格的衛生設施改正。此外，1894年9月港府清拆太平山區的大部份樓房，並重新

規劃該區，為了改善該區的通風，更在該區預留一塊空地，用作日後興建公園，這就是

1903年興建的「卜公花園」（卜公就是當時的總督卜力），這個公園至今猶在。1894年

鼠疫結束，港府更即下令以後須定時強制清洗消毒樓宇，由政府派員執行，即所謂「洗太

平地」（要到1954年才廢除6）。由此可見，殖民政府為確保公共衛生，對華人居住環境

的規管介入，遠超鼠疫爆發前。

鼠疫前後中西醫在香港華人社會中的消長

早在1848年，港府已設立國家醫院，提供西醫治療，可是由於收費不菲，更重要是佔人

口多數的華人，多數對西醫沒有信心，又害怕被開刀，所以只會看中醫，若遇大病而無法

回家鄉醫治，或自知復康無望，便到廣福義祠（放置靈柩的地方）等待死亡。後來香港的

英文報章高調報導港府總登記官巡視廣福義祠，揭發義祠的惡劣環境，政府面對輿論批

評，便制訂《華人醫院則例》，並提供土地及資金補助，讓在本地有名望的華人紳商，在

政府規管下集資興辦醫院，這就是1872年正式開幕的「東華醫院」，它向華人提供中醫

服務。7 

雖然在整個十九世紀，傳統中醫仍是香港華人醫療的主流，但是教會向廣大華人提供的西

醫服務，規模越來越大，質素越來越高，使越來越多華人也開始求診於西醫。1881年，

有歐人醫生，於倫敦傳道會在太平山區的教堂內，開設診所，為華人義診，後來更將此診

所命名為「拿打素醫局」。後來由於該醫局受歡迎，1887年倫敦傳道會得何啟捐助，興

辦雅麗氏紀念醫院（雅麗氏是何啟的亡妻），向華人提供免費西醫治療；同年，何啟等人

又興辦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培訓華人做西醫，而當中最出名的畢業生，就是後世稱為孫中

山先生的孫文，而此西醫書院，日後就成為香港大學醫學院。

1894年的鼠疫，是殖民政府以政府權力強制華人接受西醫治療之始。鼠疫爆發後，政府

下令，所有患者必須送往停泊在海中的政府醫療船，以及兩所疫症醫院治療（其中一所為

政府西醫主理，另一所則由東華醫院的中醫主診），可是很多華人都很抗拒到政府醫療船

治理，更有傳聞說政府西醫會將小童的身體製成藥粉。最後港府終於容許疫症患者，前往

廣州醫治。事後，政府決定委任西醫進入東華醫院，並逐步下令東華醫院須按照西方醫

療衛生標準，改善醫院衛生情況，並改革診治方法及設備。8自此，東華所提供的醫療服

務，漸漸以西醫為主導，及至1930年代中期，受到經濟不景影響，東華三院旗下物業租

金收入以至總理捐款，均告減少，再加上醫院開銷日增，需殖民地政府增加資助，才能維

持。9就在此時，港府藉機要求東華三院日後要以西醫服務為主，只提供有限度的中醫服

務，1937年起，東華醫院不再向住院病人提供中醫治療，只設中醫門診。另外，現代化

的大型政府醫院─瑪麗醫院，亦於同一年落成啟用，使政府向華人提供的西醫服務，規

模日大。

踏入二十世紀，香港華人漸漸視西醫為標準的醫治方法，這固然與殖民地政府利用公權力

強制施行，有莫大關係，但又不能視此為純粹的政治操作，因為西醫在一些方面的療效，

確實比華人的傳統方法遠為優勝，因而漸漸得到華人認同，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以西

醫方法接生新生嬰兒，其死亡率遠遠低於舊法。1903年，相信是第一位在港行醫的女西

醫西比(Dr. Alice Sibree)，開始在港訓練第一批女性助產士，使西法接生得以普及，由於
其卓有成效，使華人日益接受西醫。及後她更與香港醫學界人士促成贊育醫院的成立。

由上述的歷史可見，香港的醫療及公共衛生發展，固然與醫學及實際療效有關，可是，當

中的政治及文化因素，還是很重要的，這不單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如此。

註釋

1.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香港：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2002年），頁8。

2.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從潔淨區到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頁10及16。

3.	 王韜：《弢園文錄文編》卷六，「香港略論」一段。

4.	 何啟（1859-1914），為第一代華人牧師何福堂之子，曾留學英國學習西醫及法律，1882年回

港行醫，但很快就棄醫從訟，轉職大律師，並開始投資香港地產及商業，更先後獲委任為潔淨

局、立法局議員，其生平詳見May Holdsworth, Christopher Munn. ed,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88-190.潔淨局由港府於1883年
成立，成員包括官員及來自民間的成員（非官守成員），為專責公共衛生的法定機構，1935年

改組為市政局，1999年底該局及其執行部門市政總署解散，其原有的衞生職能由新成立的食物

環境衞生署繼承。

5.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頁41。

6.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頁59及105。

7.	 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香港：三聯書店，2009年），頁18-20。

8.	 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頁142-145。

9.	 何佩然編著：《源與流：東華醫院的創立與演進》，頁140-142及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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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啟爵士（1859-1914），攝於1900年。「國家醫

院」是香港第一所政府醫院，當時的雅麗氏利濟醫

院，和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亦為華人提供西

醫服務。醫院的始創人何啟，更創辦了首個在香港

為華人提供西醫課程的「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孫

中山先生便是1892年首屆畢業生。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國家醫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政府公立醫院，又稱國家醫院，是全港首

間公立醫院，原於1848年在中環成立，

經過數次搬遷，至1878年荷李活道院舍

於火災被燒毀，因此接收了當時性病醫院

剛建成的新址營運（性病醫院統稱為Lock 
Hospital，為染上性病的海員或妓女提供
治療，同時政府亦規定妓女需定期驗身，

以舒緩性病傳播的問題）。基於華人亦不

信任西醫，故國家醫院服務對象主要為公

務員和警務人員。當香港大學於1911年成

立，國家醫院成為教學醫院，直至瑪麗醫

院於1937年在薄扶林落成後才逐漸退役。

約攝於1880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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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醫院值理在新的醫院及保良局院舍

開幕時留影，攝於1900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鼠疫後太平山區華人住宅區清拆

後的廢墟。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1894年的鼠疫病人，在堅尼地城被臨時

改作醫院的玻璃廠中，攝於1894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政府為吸引歐藉醫生及護士來港工

作，於1892年建成國家醫院護士宿

舍。1937年瑪麗醫院落成後，國家醫

院角色漸漸退出一線角色，遂將護士

宿舍轉為女子精神病院，直至1961年

精神病院遷至屯門青山。建築物曾保

留作精神科門診服務，直到1970年開

始荒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瑪麗醫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舊軍事醫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舊病理學院於1906年啟用，是

香港首間正式的細菌學檢驗

所。現為香港醫學博物館。

（攝影：伍偉昌）

1920年代強調可返老還

童的中成藥（血中寶）

廣告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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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5



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和了解香港醫療衛生制度的基礎和發展。

•	認識香港醫療和衛生發展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	析述醫療衛生政策如何體現政府管治的得失。

關鍵主題
公共衛生

關鍵概念
公共衛生政策

公共衛生意識

政府管治

身份認同

社會資源

公私營醫療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及事件（排序）

請同學閱讀第一部份的專題概論後，以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排序。

	1870年代 	1930年代
舊西約公立方便醫局，

香港華字日報，1910-08-31。

港督夫人巡視舊贊育醫院，

香港工商日報，1930-08-02。

舊贊育醫院，

Hong Kong Daily Press，1929-12-21。

1948年嬰兒接種牛痘疫苗後，香

港政府發給家長的證明書。

香港的早期醫療衛生與管治第三章

A.	 英國殖民地部派查維克調查
香港衛生情況。

B.	 東華醫院不再向住院病人提
供中醫治療。

C.	 1894年鼠疫大爆發。 D.	 第一位在港行醫的女西醫西比 (Dr.  A l ice 
Sibree)開始在港訓練第一批女性助產士。

E.	 東華醫院開幕，向華人提供
中醫治療。

F.	 雅麗氏紀念醫院開幕，向華
人提供免費西醫治療。

G.	政府開始委任西醫進入東華
醫院。

１. 4.2. 5.3.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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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居住環境惡劣的問題，何啟在反對《公共衛生條例》草案時指出，若條例通

過，業主需按照法例規定改建其出租物業，最終業主會難免加租，並說：「（

貧苦華人）情願吃好一點，穿暖一點，也不會計較居住環境是否擠迫不堪」，

你認為這看法如何影響當時的公共衛生？

試想像1890年代上環太平山區基層華人居所內衛生惡劣的情況，並繪畫下來。

2.	 在十九世紀時，華人普遍不向西醫求診，寧願求診於傳統中醫的原因是甚麼呢？

試根據第一部份文章及自己所知，解釋你的答案。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

III：醫療與管治》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1.	 十九世紀時華人普遍相信中醫而不信西醫，但到二十一世紀時，華人普遍相信西

醫而不信中醫。你認為甚麼原因促成這樣的改變？（提示：從藥效、藥物副作

用、醫療開支及文化因素等角度作出探討。）

（四）昔為今用

2.	 試比較1894年的鼠疫及2003年沙士疫病的成因、經過及影響。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8)	(18)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0)	(11)	(12)

延伸探索

1.	 2003年，香港爆發「沙士」（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為1894年鼠疫之後另一影

響深遠的疫症。試想想「沙士」的爆發如何引發香港政府的管治危機？政府如何處理

這些危機？市民對於政府的處理手法有甚麼回應？

2.	香港的醫療系統正面對著甚麼挑戰？公營及私營醫療服務的角色如何？你認為有甚麼

方法可應對香港醫療系統面對的挑戰？

1.	 持續的人口老化加重香港公共醫療體系的壓力，試建議三個方法改善這個情況，

並分析其利弊。（提示：醫療產業化、自願醫療保障計劃、全民退休保障）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4）（10）（11-15）

2.	「科技的進展促進人類健康」，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這個說法？

（五）通識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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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15.	銀齡帥靚正：誰可相依

 http://goo.gl/kIquFC

法定機構

16,	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www.ha.org.hk/

志願機構／非牟利組織

17.	西營盤歷史文化徑—醫療及衛生發展（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http://cache.org.hk/blog/syp_medical_trail/

推介書籍

18.	高馬可(John M. Carrol)：〈沙士：重新整合的醫療、社會和政治影響〉，《香港簡
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

19.	馬靄媛：《愛是不能埋：謝婉雯：雨後彩虹的真實故事》。香港：迎欣出版社，2005年。

20.	施叔青：《她名叫蝴蝶》	（香港三部曲」之一）。臺北市	:	洪範書店，1993年。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報章

1.	鄧啟怡：〈再思香港故事：從英國到香港的公共衛生〉，《明報》，2014年9月14

日。〈法治歷經不尋常一年基石受衝擊屹立不倒〉(Rule of law emerges unharmed 
from a challenging year)，《明報》，2015年1月14日。

2.	黎知明〈香港擁有成熟的流行病防疫機制—訪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紫荊

雜誌》，2015年7月1日。

網上媒體／資源

3.	 李永宸：近代粵港瘟疫災難（羊城晚報，2009年5月10日）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09-05/10/content_494519.htm
4.	 黃俊邦：自願醫保，真的自願嗎？（獨立媒體，2010年10月9日）

 http://goo.gl/lzycMy
5.	 建一條電梯　毁一座舊城？（蘋果日報，2013年8月31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831/18403441
6.	 許寶強：《香港的公共衛生簡史》（通識Plus）

 http://www.ls-plus-hk.com/4-1/
7.	許寶強：《公共衛生的變化與視角》（通識Plus）

 http://www.ln.edu.hk/ihss/crd/ls-plus-unit/LS-Plus-1.4.html
8.	十年回望—香港醫學博物館沙士口述歷史檔案精選

 http://goo.gl/gVcqYa
9.	 美聯社及英國電影新聞公司(The Associated Press and British Movietone)
 “HONG KONG SC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bSFAEiRZ3Y

政府文件

10.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公營及私營醫療服務的角色及發展 

(立法會CB(2)448/12-13(02)號文件，2013年1月14日)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hs/hs_hps/papers/hs_hps0114cb2-
448-2-c.pdf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學習資源

11.	通識網：政府自願醫療保障計劃

 http://www.liberalstudies.hk/publichealth/ls_publichealth_12.php
12.	通識網：李文靖〈公共衞生政策的挑戰〉

 http://goo.gl/84cGiv
13.	通識網：利群歡〈傳染病與公共衞生〉

 http://goo.gl/9iJTI1
14.	通識網：利群歡〈內地孕婦來港產子與生活素質〉

 http://goo.gl/G97e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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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後活動：角色扮演

簡

介
在1887年香港政府提出《公共衛生條例》草案，對房屋的人均居住空間、屋

前應留空地、窗戶設備廁所規格以至廚房面積等，作出規管。是次法案引起

了社會關注，各界亦對此作出激烈討論。

試以不同持份者的角度分析是次事件對他們的影響。

步

驟	

二

界定持份者。參考人物：政府（議員）	、華人議員、業主、租戶等。

[建議時間：五分鐘]	

步

驟

一

老師與同學討論1887年《公共衛生條例》議題涉及哪些持份者。

[建議時間：五分鐘]

建

議
讓學生設計五個相關角色。

步

驟	

三

學生分為四組，每組抽籤扮演一位持份者，並以其觀點進行討論。

[建議時間：十分鐘]

步

驟	

四

各組代表報告持份者的意見。

[建議時間：十分鐘]

建

議
討論:	

1.如果實行草案，對持分者有何影響？（利弊）	

2.為甚麼支持/反對	（利弊平衡分析）

議題：1887年《公共衛生條例》草案

課外活動：

地址：香港島半山堅巷2號

查詢：+852	2549	5123

網址：www.hkmms.org.hk

香港開埠初期，西營盤在醫療系統的建構過程中佔有重要的位置，至今亦留

下不少足跡。西營盤是早年香港的華人聚居地，在公立醫療設施尚未普及之

前，區內出現不少能反映傳統華人民間醫療觀念的建設；亦因西營盤的土地

成本遠低於中上環，當政府或其他團體計劃建設醫療設施，均視西營盤為一

個理想地點，故此區內亦可見不少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發展痕跡。

詳情請瀏覽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網頁：

http://cache.org.hk/blog/syp_medical_trail/

遊戲時間：約兩個半小時

集合地點：CACHe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香港西營盤西邊街36A後座）

學生分成四組，約十人一組，根據被分派路線進行遊踪活動，並需根據指示

完成各種任務，限時內返回CACHe。

活動路線：前西約華人公立醫局及方便醫所，西邊街舊贊育醫院，前華人瘋

人院，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香港醫學博物館，卜公花園，上環文武廟，磅

巷公廁及浴室，廣福義祠，東華醫院，贊育醫院，英皇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遊

戲

內

容

1.	參觀香港醫學博物館

2.	西營盤歷史文化徑/	醫療及衛生發展

3.	活動名稱：史蹟遊蹤

編
號

地點 遊戲名稱 玩法 分
數

1 前西約華人公
立醫局及方便
醫所
西營盤西邊街36A

後座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每題10分）
1. 建築物於何年落成（請提供年份）？
  （答：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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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邊街舊贊育
醫院
西營盤西邊街36A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每題10分）
1. 建築物於何年落成（請提供年份）？
  （答：1922）
2. 正門的對聯寫了甚麼字？（答：好生之 
   謂德，保赤以為懷）
3. 誰題「贊育醫院」四字？（答：陳伯陶）

3 前華人瘋人院
（現美沙酮診
所）
西營盤東邊街
45號

- 歷史問答
- 畫畫題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建築物於何年落成（請提供年份）？ 
  （答：1891）
2. 有多少街牌在建築物的外牆上？ 
  （答:3個）
3. 當時院舍最多可以收容多少人？ 
   A. 16 B. 74 C. 120 （答：A. 16）

畫畫題
1. 畫出不同款式的街牌。 
  （答:有兩種，普通街牌與T字型街牌）

4 前國家醫院護
士宿舍和舊精
神病院
（今社區綜合大
樓）
高街2號

- 你說我畫
- 歷史問答

你說我畫
參加者需選出一位成員成為畫家，而其他成
員則需於限時內向畫家描述畫作內容，畫作
完成度越高，得分越多。每完成一題換第二個
當畫家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門廊的作用?
  （答:通風、避免陽光或雨水直接射進屋內）

5 香港醫學博
物館
（舊病理檢驗所）
上環半山堅巷2號

以訛傳訛 以訛傳訛
參加者須排成一條直線，工作人員會將整段答
案告訴第一名隊員，而隊員需於限時內逐位向
後傳遞訊息，每位限時30秒，由最後一位參加
者將最後答案告訴工作人員以作評分，答案完
整度越高，得分越多。

6 卜公花園
普興坊與居賢坊
交界

歷史大電視 歷史大電視
參加者需選出三位成員為演繹者，其他成員為
猜謎者，兩組相對而列，限時1分30秒內猜中的
題目越多，得分越多。

7 文武廟
上環荷里活道
126號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該廟在何年開始有石獅子？（答：咸豐元
年）
2. 該廟最古老的鐘在何年鑄成？
  （答：道光二十七年）
3. 文帝和武帝的全稱是什麼?
  （答：文昌帝君、關聖帝君）
4. 文帝和武帝手上分別拿著什麼?
  （答：毛筆、長劍）
5. 文武廟建築群由那三幢建築物組成？
  （答：文武廟、列聖宮和公所）

8 磅巷公廁及
浴室
香港西區磅巷及太
平山街交界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政府於何年興建磅巷公廁浴室?  
  （答：1904）
2. 為什麼政府要興建公廁浴室 
  （答：在鼠疫的爆發下，政府得知華人的衛 
   生環境差劣，希望提供洗澡的空間予他們）
3. 在公廁浴室未普及時，居民大多數在什麼 
   地方洗澡? 
  （答：居所的後樓梯或廚房）

9 廣福義祠
（現於百姓廟）

太平山街40號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為什麼早期華人害怕外籍醫生？ 
  （傳聞外籍醫生會挖走孕婦的胎兒/ 傳聞 
   醫生會割掉小孩的眼睛和肝臟去製藥）
2. 廣福義祠除供奉客死異鄉的華人，還會供 
   奉誰？（濟公活佛、十王、地藏王）
3. 廣福義祠為什麼會供奉濟公活佛?
  （答:初時這間濟公廟位於灣仔，後來由於
   改建，於是遷往現址。）
4. 香塔的作用是什麼?（方便不能早晚前來上 
   香的善信作供奉神明之用）

10 東華醫院
上環普仁街12號

- 拼圖
- 歷史問答 

拼圖
將拼圖還原然後尋找圖中的地方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東華醫院於何年正式成立？（答：1870年）
2. 東華醫院奠基石中指的麥大人是誰? 
  （答：香港總督麥當奴）

11 國家醫院舊址
（現贊育醫院）
醫院道30號

歷史問答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國家醫院創立於何年？（答：1848年）
2. 請問國家醫院的第一個院址是在何處？
  （答：皇后大道西）
3. 早期的華人是否大多會選擇到國家醫院求
   醫？為什麼？
  （答：不會。收費昂貴/恐懼外籍醫生）
4. 國家醫院現時變成了哪三幢建築物?
  （答:西營盤賽馬會分科診所、贊育醫院、菲
   臘牙科醫院）

12 英皇佐治五世紀
念公園
（前國家醫院附屬
小院及院長宿舍
舊址）
東邊街與高街
交界

- 拼圖
- 歷史問答

拼圖
將拼圖還原然後尋找圖中的地方 

回答與該點相關的歷史問題
1. 英皇佐治五世於何年逝世？（答：1936）
2. 全港有多少個英皇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答：香港和九龍，兩個）
3. 圖片比較:九龍與香港的英皇佐治五世紀念 
   公園在建築風格上有什麼分別？ 
  （答：香港採用英式而九龍採用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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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下半葉，太古洋行旗下的太古輪船公司積極拓展中國

沿海和長江水域的航運業務，對船隻維修的需求亦大為增加。

為應付所需，太古洋行於二十世紀初，在鰂魚涌太古糖廠旁邊

興建大型船塢。船塢可維修二至三萬噸的船隻，又可建造上萬

噸的輪船，與九龍彼岸的黃埔船塢分庭抗禮。它在全盛期僱用

五千名工人，令鰂魚涌、西灣河的人口倍增。太古為安置糖廠

與船塢的大量員工，在附近興建宿舍，並為他們提供一些民

生、教育等方面的福利。船塢現已成為大型屋苑，屋苑內的太

豐路則留有船塢的奠基石。。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香港的基建及航運發展

第
四
章

香
港
的
基
建
及
航
運
發
展

蔡思行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香港的基建及航運發展

香港被譽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其優越的海岸地理環境使它成為南中國海路交通的要

衝。香港海域除了九龍灣、紅磡灣等地方以外，一般水深均達30英尺。至於作為維多利

亞港東西出入口的鯉魚門海峽和硫磺海峽，水深更分別達130英尺和70英尺，一般遠洋輪

船均能在避免擱淺的情況下，自由進出維多利亞港。即使是九龍灣還是紅磡灣，亦可以通

過將水淺的地方進行填海，既可解決船隻擱淺的問題，更可提供額外而寶貴的平地進行發

展，可說是一石二鳥之計。1然而，在輪船普遍在香港航行的時代前，中國民船(Chinese 
junks)來往香港，無須面對上述的問題。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珠江三角洲重要海上交通和
漁業的集散地，與其擁有具弧形的優越海灣息息相關。這些海灣除了維多利亞港和九龍灣

外，尚包括青山與九逕山之間的屯門灣和香港島南部的香港仔。2

由於有香港島北部作為阻擋強烈洋流的屏障，九龍灣自宋朝開始，便是從浙江、福建省沿

海南下船舶經常途經之地。佛堂門作為九龍灣對出的東面犄角，地位重要，建有保佑海上

安全的天后廟，是為現存香港最早的建築。由於海路貿易發達的關係，九龍灣西北岸的官

富場約在南宋高宗時代便成為官方的鹽場，成為南宋末年宋帝逃避元室追擊駐蹕之地。3

至於屯門灣，同樣由於有大嶼山作為屏障，所以自唐宋以來，便成為東南亞地區從海路前

往廣州的外港，中外船舶雲集，具重要的戰略地位。因此，葡萄牙在明武宗正德九年至十

六年(1514年—1521年)便曾佔領屯門一帶，但後為明朝水師打敗，其後只能佔據水淺的

澳門作根據地，其在東亞海運方面的優勢由此逐漸被後起之秀英國所取代，由此足見屯門

地位的重要。4至於香港仔，由於其前面有鴨脷洲為屏障，遂成為南中國海漁船停泊避風

的中心。今日香港仔天后廟前的一帶土地，原為近海的石排灣。石排灣以東，在明朝至清

初，都稱為「香港」。其東北岸以前稱為香港村或香港圍。1841年開埠以後，香港成為

香港島全島的統稱，昔日的「香港」才改稱為「香港仔」。5 

香港為甚麼在1841年開埠以後，取代以往壟斷中外貿易的廣州而一躍成為南中國最重要

的商港？這一方面由於香港鄰近廣東省，因此粵港交界的水域成為當時珠江三角洲地區走

私活動的溫床。另一方面，自1853年由外國人控制的中國海關在上海成立，其他通商口

岸亦陸續成立以英國人為首控制、稱為「洋關」或「新關」的海關組織，負責向外國商

船，按照條約規定徵收關稅。至於清政府原有的海關組織則稱為「常關」或「舊關」，繼

續在非通商口岸向中國民船徵收關稅和船鈔等費用。由於常關徵收的稅率一般較洋關所徵

收的為低，因此不少中國民船從香港進口外國商品，再轉運至廣東沿岸地區謀利，成為輪

船招商局外，中國航運與世界接軌的另一方式。6然而，中國民船不一定選取民船的身份

進行貿易，如果使用外國商船的身份是有利可圖的話，中國民船則可以利用上述兩重海關

制度的漏洞來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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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的《天津條約》外國商船子口半稅的權利︰船主只要繳交額外百分之2.5的子口

稅，貨物運銷內地，便無須再繳納其他徵稅。而清廷海關監督則管理原有在非通商口岸的

常關，向中國民船徵收常關稅。另一方面，由於清廷中央財政匱乏，無力支援地方政府的

軍事開支，因此中國內地遍設厘卡，向中國民船徵收厘金。厘金數目的多寡，端視乎民船

經過厘卡數目的多少而定。香港華人正利用中國不同的海關制度，繳付佣金給外人，使之

在香港登記成為其民船的註冊者，以便取得懸掛外國國旗的權利。因此，在十九世紀末、

二十世紀初，便有不少中國民船在駛離香港水域後，立即「合法地」懸掛英、美、德、法

等國國旗，駛往廣州，並享有子口半稅的特權，避免了內地官員肆意徵收厘金和雜費的苛

索。當然，如果航程短，使厘金徵收的金額低於子口半稅，這些民船便以本地的身份直接

駛往非通商口岸。7香港華商高度的靈活性，正是香港在戰前幾佔每年中國進出口一半份

額的重要原因。

香港早期航運業的迅速崛起與苦力貿易有密切的關係。1850年代，太平天國亂事波及整

個華南地區，造成大量中國人民流離失所，生計斷絕。當中不少難民逃離到香港，更多

的是通過香港，前往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或澳大利亞的金礦做工，又或者到南美洲和南洋

一帶的種植場，從事苦力的工作。由於大量中國苦力通過香港前往外地，使香港成為苦

力貿易的集中地，使香港的航運業異常興旺。根據香港史專家歐德理(E. J. Eitel)的記載，單
單在1852年，通過香港前往加利福尼亞洲的中國人便有三萬人之多。這些人通過香港前

往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英國海峽殖民地，再前往加利福尼亞洲和南美的西印度群島

各地。當時中國人在香港繳付前住加洲的船票費用，便達到一百五十萬銀元。該年香港

每個月流通的貨幣只有五萬六千多元，而香港政府年收入亦只有近十萬元，由此可見苦

力貿易帶來的龐大商機。由於中國的苦力一般都不習慣外地的生活習慣，因此他們的衣

服、食物以至居住的預製木屋配件，都通過香港出口到苦力工作的地方。另一方面，苦

力在外地不幸逝世，亦會由同鄉會或慈善組織如東華醫院等，將他們的「骨殖」運回鄉

下，以免客死異鄉而出現亡魂無法歸鄉的情況出現。而大量客運船來往香港與外地，亦

促進了香港船舶維修業的發展。8 

然而，苦力貿易在1870年代已迅速衰落，香港航運的發展更依靠遠洋航運(ocean-going 
shipping)、轉運貿易和造船業等的發展。1869年，連接地中海和紅海的蘇伊士運河通
航，大幅縮短歐洲前往亞洲的航程，加上以英國為首的西方造船技術，在同時期已由風

力推動的鐵底帆船逐步發展至蒸汽輪船(steamship)，這使西方商船無論在航速以至載重
方面，均有長足的進步，使大量的遠洋航運變得有利可圖。9而香港與中國各通商口岸

的航運活動，亦受惠於上述的科技發展。最早以股份公司形式在香港成立的輪船公司是

1865年以75萬港元資本成立的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 Kong, Canton & Macao Steamboat 
Co.)。省港澳輪船公司由蘇格蘭人得忌利士(Douglas Lapraik)所創立，而當中大部分的
資本來自美資的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瓊記洋行將「金山號」(Kinshan)、

「火鴿號」(Fire Dart)和「白雲號」(White Cloud)三艘輪船轉給省港澳輪船公司，前兩
艘來往香港和廣州，而後一艘則來往香港和澳門，除星期日以外，維持每日來往香港、廣

州和澳門的客運。101867年，香港和舊金山(今三藩市)開闢了定期的輪船航班。1881年，

來往香港、澳洲、溫哥華的輪船啟航。11 

輪船客運固然令香港與中國和世界各主要港口連繫起來，但香港經濟的迅速起飛，始

終需要依靠輪船貨運，而貨運的成功，又與能夠和輪船相配合的現代基建設施分不開

來。1886年，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將原來的怡和洋行埠頭倉棧和香港九龍
碼頭倉棧貨船公司合併為香港九龍倉棧公司(Hong 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 
Company)，在九龍尖沙咀和港島的西營盤和灣仔提供香港轉口貨運必須的貨倉貯藏服
務。此外，太古洋行亦在九龍半島酒店南端沿海地方設立藍煙通輪船貨倉(Holt’s Wharf)。12英

資洋行可說是壟斷了香港的貨倉業。

另一重要的配套設施是船塢業，亦是英資洋行的天下。1863年，一班香港商人在得忌利

士的牽頭下，成立香港及黃埔船塢公司(Hongkong & Whampoa Dock Company)。1864
年，香港及黃埔船塢公司收購香港仔船塢(Aberdeen Dock)。1865年，在紅磡建立聯合船
塢(Union Dock)，並在翌年增資至75萬港元，成為有限公司。1877年，將原在廣州黃埔
的物業售予中國政府，集中發展在香港的業務。1880年，再收購位於大角咀的大同船塢

(Cosmopolitan	Dock)。1888年，耗資百萬英鎊的第一號船塢建成，成為在華英國海軍艦

隻進行維修的主要場所。至此，該公司不但成為香港製造商船的領導者，更成為十九世紀

末不少英國遠東戰艦的製造場所，具高度的戰略價值。至於1908年成立的太古船塢公司

(Taikoo Dockyard & Engineering Co.)，則於對著鯉魚門的港島北岸建成船塢，專責建造
技術已成熟的蒸汽輪船。13 

時而世易，隨著戰後國際航空業的迅速發展以及1970年代多次的石油危機，遠洋航運業

已非有利可圖，香港的船塢維修業亦隨之萎縮。1973年，太古船塢與香港及黃埔船塢公

司合併，成立香港聯合船塢有限公司。1978年，太古船塢結束在香港的所有業務，而聯

合船塢在青衣的新廠亦已建成。141980年7月20日，聯合船塢在紅磡的九龍廠一號旱塢在

維修完最後一艘貨輪後，結束其115年的歷史任務。15與香港航運有關的貨倉和船塢等地

皮，亦陸續因應香港經濟轉型的發展，轉換為商業和地產發展的用途。首先，九龍倉將原

來在九龍半島的倉庫，在1966年至1980年代，先後建成其後名為「海港城」的大型商場

和商業辦公大樓。至於原太古船塢的臨海地皮，則在1975年陸續興建其後多達63幢住宅

大廈的「太古城」。原紅磡船塢地皮則在1985年起陸續建成共88幢住宅大廈的「黃埔花

園」，與「太古城」並列為香港十大屋苑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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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機場的土地原本在1914年被規劃為「啟德濱」高尚住宅

區。但一戰過後，經濟衰退及工潮導致「啟德濱」無以為繼。

在1927年，港府以一百萬購入填海區，並以二百七十萬興建機

場，啟德機場終在1930年落成。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圖為香港九龍貨棧二號碼頭。亞美尼亞商人保羅‧遮打(Paul Chater)發現九龍
半島最南端的西岸水深岸闊，有利船商貿易發展，於是把灣仔貨倉公司遷往

尖沙咀。後來，公司與怡和洋行埠頭倉棧合併，改稱「香港九龍貨棧有限公

司」，成為後來香港最大的深水碼頭區和國際航運中心–「九龍倉」。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大潭水塘，攝於1870年。大潭水

塘系統包括大潭上水塘、大潭副水

塘、大潭中水塘及大潭篤水塘，建

於1889年至1917年間，總容量為九

百萬立方米	。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香港仔為沿海地區，因利成

便，成為昔日的主要轉口

港。昔日的香港仔擁有香港

首個大型船塢，名為夏圃船

塢，後被黃埔船塢收購，發

展成本港四大船塢之一，到

1970年代末期，黃埔船塢

重新發展船塢成為香港仔中

心。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

片資料)		

九龍角是九龍尖沙咀天星碼頭一帶。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香港的基建及航運發展第四章

第三部份：參考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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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黃埔船塢公司成立於1863年，經過收購和合併，它在1870-80年代擴展

成本地船塢業霸主，業務由修理保養船隻發展至造船，其中既有小型的木製

遊艇，也有大至5000噸的輪船。它在紅磡區興建的現代化船塢，為華人提供

了大量工作機會，連帶令當地社區和相關設施亦發展起來。二次大戰過後，

造船和維修工業轉移到外地，本地造船業逐漸式微。1972年，黃埔船塢與太

古船塢合併，將船塢業務遷往青衣，而昔日的黃埔船塢地皮，隨後陸續化身

成私人屋苑。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中電發電機組。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香港的基建及航運發展第四章

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香港作為自由貿易轉口港的歷史脈絡，貿易與物流一直以來是香港經濟體系的重

要支柱。

•	認識各行各業的市民在城市發展上的參與權和責任承擔。

•	評價公眾對經濟發展和城市規劃的公平參與程度。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與事件（配對）

試為下列詞庫內的字詞，配上相關的史實內容。

關鍵主題
今日香港：生活質素、社會政治參與

能源科技與環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

關鍵概念
城市規劃	 公民參與

社會資源	 可持續發展	 環境保育

			 屯門　　　　藍煙通輪船貨倉　　　太古船塢海港城
	 石排灣　　　子口半稅　　　　　	 黃埔花園省港澳輪船公司
             
	 字詞								史實內容

	 例：屯門	 曾在1514至1521年間被葡萄牙佔領，但後為明朝水師所敗，其 
	 後葡國只能佔據水淺的澳門作根據地。

	 1.	 由明朝至清初，被稱為「香港」。其東北岸以前稱為香港村或香港圍。
 
	 2.	 外國商船船主在中國海關一經繳交，貨物運銷中國內陸，便無須再繳 
	 納其他稅項（例如各厘卡的厘金）。

 
	 3.	 成立於1865年，是最早以股份公司形式在香港成立的輪船公司。	 

 
4.	 太古洋行在九龍半島酒店南端沿海地方設立的貨倉。

	 5.	 於1908年成立，位於對著鯉魚門的港島北岸。

	 6.	 位於原紅磡船塢地皮，在1985年起陸續建成共88幢住宅大廈。

	 7.	 原址為九龍倉碼頭，完成於1980年代的大型商場及商業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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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不少華商繳付佣金予外國人，要求這些外國人在香

港登記成為華商民船的註冊者，以便取得該等船隻懸掛外國國旗的權利。你認

為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是甚麼？試根據第一部份文章解釋你的答案。

在1867年，香港和美國增設了定期的蒸汽輪船航班，試想像當時收費最便宜的客艙

內熱鬧擠擁的情況，並繪畫下來。

2.	 「全球一體化」意味著交通技術的進步，以及隨之以來的貨物及人員在世界各地

往來，從試參考第一部份文章，分析十九世紀是否已出現「全球一體化」之現

象。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III：航運連城》、《香港歷史系列：南北行貿

易》（提示：從貨物往來、人員往來及交通技術進步三方面，加以探討	。	）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1.	 開埠以來，香港擔當轉口港的角色，商貿頻繁，建立了穩建的經貿體系及信譽，
也為在這個城市生活及工作的市民，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建設。根據本章的「專
題概論」，試就香港在地理、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優勢，分析香港航運業發展蓬
勃的原因。

2.	 面對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一帶一路」的貿易策略，你認為作為自由港的香港在這
些國家重大政策下可以扮演甚麼的角色？試加以說明。

（四）昔為今用

1.	 近年，香港政府致力發展運輸及基建設施，當中包括：高鐵、港珠澳大橋、機場

第三跑道及啟德郵輪碼頭等。你認為發展基建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促進香港的可

持續發展？（提示：可從可持續發現的三個導向作出探討。）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1-8）（11-12）（19-20）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15)	(23-24)

2.	 你認為香港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嗎？你認為香港社會的基建在多大程度
上能體現多元發展觀？（提示：可從經濟、環境、文化等方面分析。）

（五）通識反思

延伸探索

1.	香港的運輸及基建發展藍圖有甚麼特色？試從以下方面評價這些基建對香港的經濟和

社會效益。

香港作為自由港的角色，在配合中國發展的政策下有甚麼轉變？這些轉變為香港
帶來甚麼正面或負面影響？

隨著這些基建一一落成，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有甚麼影響？

想一想，這些基建發展的受惠對象是誰？對香港社會來說，有甚麼效益和代價？

發展基建的過程中，香港市民的參與程度如何？香港城市發展的諮詢制度是怎樣
的？甚麼是「公眾參與式規劃」？香港的城市發展可否體現「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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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

1.	 〈高鐵工程或令米埔地陷港鐵認進行「地底急救處理」〉，《星島》，2014年5月7日。

2.	 〈	團體憂三跑令港失空管權〉，《新報》，2015年5月13日。

3.	黎廣德：〈一地兩檢飲鴆止渴高鐵須研停工止血〉，《信報》，2015年5月26日。 

（亦載獨立媒體，文章可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659）
4.	林芷筠：〈三跑只是「土地問題」嗎？〉，《明報》，	2015年6月30日。

5.	〈高鐵工程進度達七成–張炳良反對停工止蝕〉，《頭條日報》，	2015年7月5日

6.	〈機管局料今冬航機升降量達極限〉，《香港商報	》，2015年5月7日。

網上媒體／資源

7.	 香港地球之友：《郵輪廢氣埋身，政府鬥卸，居民自救》（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6

月11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6907
8.	 關於「第三條跑道」的文章（香港獨立媒體） 

http://goo.gl/h3Jju6
9.	 張志剛：〈「一帶一路」大戰略與香港的機會〉（立場新聞，20 1 5年4月9日 

http://goo.gl/0amVbG
10.	沒有金融和旅遊業就完了？4張圖告訴你香港文化產業多重要（The News Lens	關鍵
評論，2015年8月21日） 

http://hk.thenewslens.com/post/201092/
11.	Gov’t set to lose HK$5.7bn from airport over third runway construction (Hong Kong 
 Free Press, 25 June 2015) 
 https://goo.gl/xMYrbp
12.	Further delays and budget overrun add to high-speed rail tensions (Hong Kong Free 

Press, 30 June 2015)
 https://goo.gl/Cr2Kj4
13.	John Tsang speaks to Xinhua on ‘one belt, one road’, spurs 2017 CE speculation (Hong 

Kong Free Press, 20 July 2015)
 https://goo.gl/fLkcic

政府文件

1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

 http://www.thb.gov.hk/tc/whatsnew/transport/2015/three_runway/index.htm
15.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鐵路發展策略2014

 http://www.thb.gov.hk/tc/psp/publications/transport/publications/rds2014.pdf
16.發展事務委員會–關於擬議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展區	的背景資料簡介

	 (立法會CB(1)925/13-14(07)號文件，2014年2月25日)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0225cb1-925-
7-c.pdf

17.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_hc.htm

法定機構

18.	機場管理局–三跑道系統

 http://www.threerunwaysystem.com/tc/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學習資源

19.	鏗鏘集：脫軌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hkcc&d=2015-07-20&m=episode
20.	視點31：機場第三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nGWUxGAWPY

政府網頁

21.	香港航運發展局

 http://www.mic.gov.hk/chi/whatnew/index.htm

推介書籍

22.	吳詹仕：《天空之城	-	從啟德出發》。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2007。

23.	黃英琦：《改革戰記	:	營造灣仔》。香港	:	思網絡有限公司，2011。

推介電影

24.	賴恩慈：《1+1》（2011）、《N+N》（2012）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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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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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香港海事博物館設有介紹香港航運業進程的常設展覽，同學可透過參觀展館

學習更多香港航運史的人、事、物。

活

動

一

同學參觀香港船隻和船廠展館時，以腦圖記錄不同時代的船隻特色及其不同

功能。

活

動

二

參觀創建現代化港口展館，並找出香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各國航運樞

紐的原因。

建

議
參考類別：戰前/戰後,	運載的貨物種類

備

註

博物館內的常設展館為收費區域，如欲以學校或團體身份預約參觀或申請導

賞服務，可參閱：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
地址：香港島中環8號碼頭

查詢：+852	3713	2500

考察地點：香港海事博物館

課外活動：參觀博物館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後活動：強弱危機綜合分析	(SWOT)

簡

介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貿易轉口的重地，航運業對於香港經濟也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在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一直擔任中國和各國貿易的轉口地帶，面對國

內的航運業的急促發展，為香港帶來不少威脅，同時亦為香港帶來了不少機

會，同學可透過SWOT的分析方法對議題進行多角度分析。
(例:高鐵、廣州白雲機場、深圳前海、鹽田港)

步

驟	

二

分組進行SWOT分析
[建議時間：十分鐘]

步

驟	

一

老師帶領同學認識香港航運現況和附近地區的航運發展。(例:貨物種類、

來源地等)

[建議時間：十分鐘]

小總結

建

議

Strength	（優勢）	
法治	(保障)

稅率

治安

人才

Weakness	（劣勢）
成本

空間

入境

Opportunity （機遇）
強化固有優點

重配貨物類型

Threat （挑戰）
運輸業萎縮

中國航運系統

鄰近國家的航運系統

指引:

步

驟	

三

探討未來香港航運業的發展。

[建議時間：五分鐘]

步

驟	

四

討論建議政府或其他持份者如何協助香港航運業發展。

[建議時間：五分鐘]

議題：香港航運業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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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崛起與香港市鎮發展

第
五
章

華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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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黃競聰1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華商崛起與香港市鎮發展

按1841年5月15日《香港憲報》(Hong Kong Gazette)第2期所載，港島總人口7,450人，人口分布
集中在港島南部赤柱和港島東部筲箕灣，港島西部多為荒蕪之地。港英政府劃中環為政商中

心。最早來港謀生多是廣東勞苦大眾，他們大多隻身來港尋找工作機會，在中區就近一帶聚

居，形成市場。1842年，市場區進一步擴展為上、中、下市場。21844年，市場區人口已超越

港島其他地區的總和，成為香港島華人商舖最密集的地區。3其中，中市場是今址結志街、嘉

咸街一帶，接近洋人聚居處，其地段尤見珍貴，遂重新規劃中市場土地，作洋人商貿地區。

港英政府開發太平山區，安置這班被迫遷的居民。4

香港島英屬，迎來的不僅是一班殖民者，還帶一批從事中國鴉片和貿易的英商，他們大多富

有冒險精神，看好這片新殖民地的前景。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和顛地洋行(Dent & 
Co.)率先投放大量資金，分別開發銅鑼灣和灣仔。資本雄厚的華商考慮層面則較多，他們一般
不願冒險離開熟習的環境，到境外的香港這片英國殖民地。加上英屬初期，廣州一帶反英情

緒高漲，地方官員極力阻撓富商來港貿易，在種種不利的因素之下，一時不會冒險來港做生

意。可考早期來港華商為陳亞權，1842年6月，他從洋商手中購得海軍地段54號，建立最早華

人商行「東和號」，但實屬異數。5亦有一群鴉片戰爭時供應食用品和作嚮導的蛋民，因得到

英人的庇蔭而致富，最經典的例子莫如盧亞貴。1850年他在港島中區擁100多間物業，更是上

環文武廟的倡建者。6 

文咸與寶靈填海計劃

1851年12月28日，下市場發生大火，火勢迅速蔓延，為了避免波及中環地區，軍部使用100磅

炸藥炸毀房屋，堵截火勢，結果導致450間民房被焚毀。7第三港督任文咸(Sir Samuel George 
Bonham)藉此機會重新規劃華人社區，利用災場建築廢料進行填海工程，劃出新街，包括乍
畏街、文咸街和禧利街等，部份小面積的地段則售給因火災而無家可歸的災民。8新填海的臨

海地段可興建碼頭，方便貨物起落，由於中環的商業土地已完全被外商所壟斷，華商轉移向

西面擴展。很多從事貿易的華商都選址港島西部設立行莊，逐漸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經濟力

量。如1850年初潮商高元盛在文咸西街開設第一家商號「乾泰隆」，開南北行風氣之先河。9

這次填海成功一方面增強港府有信心以填海換取新土地，另方面促使人口進一步西移。

內地爆發土客之爭、第二次鴉片戰爭都是導致大批華人遷港，他們不僅帶來勞動力，當中不

乏是富貴人家，對土地需求甚殷。因此，港英政府不再採取以往積極不干涉的態度。假使這

批富商長住下來，將會是擴闊政府收入的重要鑰匙。更重要的是，他們很大部分從事轉口貿

易生意，香港港口水深海闊正適合他們大展拳腳。1850年代政府開始著手「製造」更多土

地。1856年，寶靈(John Bowring)推出新的填海計劃，擬於中區政府山以北，一直向東伸

東角（即現今銅鑼灣）附近的華人村落，約攝於1868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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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東角，興建長約4哩，闊50呎海旁大道，稱為寶靈海旁。10「寶靈填海計劃」普遍受到華

人的支持，但填海計劃牽涉資金過巨，港府限於財困無法獨力推行。而填海工程最大的阻力

來自海旁地段的洋商11，他們利用本身的財力及人際關係向英國政府提出抗議，最終「寶靈填

海計劃」難產收場。港英政府為增加土地供應退而求其次發展港島東區和西區，前者為寶靈

城，後者為西營盤。

香港華商財力崛起

據1855年繳納地稅40英鎊以上大戶共88人，其中華商18人，英商54人，其他國籍商人16人，

華商還是少數。1860年代以後，香港華人資本逐步發展壯大，新遷入的華商以經營「南北

行」和「金山莊」的商人最為出名。前者專門從事南貨北運及北貨南運，「南」指南洋，「

北」指中國。後者是為海外華僑代辦各項土產的「辦莊」，大部份以運往舊金山為多，故稱

之為金山莊。1868年，南北行公所於文咸西街成立，是為香港第一華人行業商會。根據香港

政府年報，1876至1881年之間，南北行和金山莊的數目從315間增至396間，華商納稅總額和

納稅人數已經遠超過洋商，其中李陞名列第一。12 

李陞與港島西區大開發

中國商人眼見內地政局動盪，反觀香港在英治下相較穩定，於是他們舉家南遷本港。如富

商李陞的故鄉被紅兵所陷，舉家遷港。李陞，字象薰，別號玉衡，廣東新會七堡人。李陞

來港後，與堂開設和興號金山莊，初期從事船舶租賃生意，向怡和公司租用船隻，載客前

往加州和澳洲，並擔任美資公司旗昌洋行(Russell & Co)的代理商。及後，李陞和其弟李節
成立禮興號，負責處理加州業務，李氏家族雄踞香港與加州之間貿易。經營北美的轉口貿

易，同時兼營苦力貿易、鴉片買賣、錢莊和地產等。和興陸續把客運服務擴展至南洋，從

事移民相關業務有勞工招募和進出口貿易等。

李陞是第一批在香港發展房地產的華商，獨具慧眼看透地產市場將會蓬勃發展。1850年代，

港英政府認為外商和內地富商裹足不前來香港投資，根本原因是商業土地不足夠，而部份有

潛質可供發展的土地多為軍方所有。雙方時常為此而爭拗。港英政府指出香港島的土地嚴重

不足，有必要採取果斷措施，提高土地供應量。即使富商有意前來發展，上環商業區發展飽

和，反觀港島西是新填海的地區，有潛力發展新的轉口貿易基地，故有必要討論重新發展部

份空置的海軍用地。雙方的爭議交由殖民地外交部仲裁，最後判港英政府勝訴，不單在沿岸

拍賣土地，並重新規劃街道，製造更多土地配合市場的需求。13 

1857年，他與李良投放大量資金，於港島西區大量買地，除了建碼頭、設倉庫、開銀號外，

還通過轉賣土地和房產賺取巨額利潤。1864年李良去世後，李陞成為族中領袖，更大規模進

軍房地產市場，建成李陞街和高陞街等。李陞與港英政府關係良好，亦是商場致勝的關鍵。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李陞向英軍資助10萬軍費。難怪加州商人麥科德雷(Frederick Macondray 
Jr.)寫給員工信中道：「和興(即李陞)在中國人之中，江湖地位很高，影響力極大。」和興陸

續把客運服務擴展至南洋，從事移民相關業務有勞工招募和進出口貿易等。1869年，金山莊

同業推舉李陞擔任東華三院倡建總理。1878年，第7任港督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為了
進一步滿足新來港的華人對土地的需求，於是加緊開發港島西端的地區，積極填海造地，即

後來的堅尼地城。更重要的是，吸引了當時香港三大富商的支持，分別是李陞、保羅‧遮打	

(Paul Chater)、梅爾‧沙宣 (Mayer Sassoon)，他們投入大量的資金購入堅尼地城的土地。

李陞創辦多項現代企業。1877年創辦安泰保險公司，承辦往來香港與外國的輪船保險；又於

1882年成立華合電報公司，鋪設廣州至香港的電纜。141883年，李陞投資10萬兩白銀，參與開

發廣東中山的大嶼山鉛礦和儋州銀礦，其後投資省港澳輪船公司，出任公司董事。1889年，

置地公司(The Hong Kong Land lnvestment and Agency Company Limited)由亞美尼亞裔商人吉席‧
保羅遮打(Paul Chater)及怡和大班占士‧莊士頓‧凱瑟克(James Johnstone Keswick)創立。為避
免華商加入競爭，特別吸納了李陞加入公司股東兼董事。同年，李陞和唐廷樞等合資開設廣

州城南地基公司，購買土地以作建築碼頭、堆棧之用。

李陞堪稱十九世紀末的香港首富，業務遍及內地與香港。1900年李陞去世，遺產高達600萬

元，同年比當年香港稅收還多180萬元。李陞的三子李紀堂支持孫中山革命，推翻滿清政府。

八子李寶椿為紀念父母，分別在西營盤捐款興建李陞小學和凌月仙療養院（現為明愛凌月仙

幼稚園）。

註釋

1.	 黃競聰，現職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總監，著有《香港華人生活變遷》(合著)、《風俗通

通識》，主編《香港歷史與社會講座文集》、《風俗演義》，並發表多篇論文。

2.	 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頁165。

3.	 Hong Kong Blue Book, “Population”, 1844, pp101
4.	 何佩然：《地換山移	–	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頁44-47。

5.	 東和號從事物業管理，由三個股東組成，是港島最早的華人商行。1844年6月陳亞權因病去世，陳

春樸繼任，管理不善，1854年被控，商號轉售新會商人歐陽順。詳見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

編，《香港6000年	(遠古	–	1997)》，頁50。

6.	 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香港6000年(遠古	–	1997)》，頁90。

7.	 何佩然：《地換山移	–	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頁47-50。

8.	 夏思義：〈細說從頭：砵甸乍以西的成長〉，頁161。

9.	 潮籍陳煥榮初為船工，稍有積蓄後，便自購帆船，來往香港、內地，以至南洋各地。陳氏緊接其後

與其兄陳宣名伙同族人合資又在文咸西街開設「乾泰隆」商號，經營內地土產運銷南洋，又採購暹

羅大米、南洋土產運銷香港、廣東各地。詳見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香港6000年(遠古	

–	1997)》，頁92。

10.	何佩然：《地換山移	–	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4年

9月第1版)，頁51。

11.	英國洋行寶順行(Dent & Co)和林賽洋行(Lindsay & Co)佔地最廣，所需負擔的費用最多，因而表
示反對。

12.	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香港6000年(遠古	–	1997)》，頁210。

13.	CO129 / 50, “Ground at West Point required to be armed”, pp 26-50, 1855-05-09.  
14.	華合電報公司稱廣州電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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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陞，別號玉衡，生於道光十年(1830)，廣東新會

七堡人。他看準香港土地資源缺乏，投放大量資金開

發港島西部。

(圖片由李陞學校提供)

華商崛起與香港市鎮發展第五章

第二部份：參考書目

1.	丁新豹：《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香港大學博士論文，1988年。

2.	石翠華、高添強編：《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

司，2010年。

3.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

司，2004年。

4.	梁炳華：《香港中西區風物志》。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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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鄭寶鴻：《香江道貌：香港的早期電車路風光》。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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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round at West Point required to be armed.”CO129 / 50 (185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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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舞臺在1920年代中期落成，外形仿

照西方劇院，內擁過千座位及首創的旋

轉式舞台。利舞臺早年常演粵劇，馬師

曾、紅線女、薛覺先、任劍輝、白雪仙

等名伶都曾在此登台，後來亦放映中西

電影。利舞臺於1991年拆卸，重建成利

舞台廣場。

（香港工商日報，1927-05-17）

第三部份：參考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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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早期華人社區的發展。

•	了解遷徙族群的處境，以及不同族群的文化遺產在香港本土化的過程。

•	反思流動的身份（如「香港人」、「移民」的概念是相對的，當中的涵義會隨著歷史

變遷而有所不同）與多元社會的關係。

關鍵主題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身份認同

今日香港：身份和身份認同

現代中國：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全球化：經濟及文化全球化

關鍵概念
中國傳統文化	 華僑文化	 民族意識

身份認同	 社教化	 華商與儒家思想

華工流徒移民潮	 工人運動	 公民意識

非物質文化遺產	1953年，李寶椿先生願意捐款二十五萬元興建學

校，以其父親名字命名。

凌月仙幼稚園前身是一所寄宿學校，1949年，李寶

椿捐款重建成現有的四層高大樓，新大樓以其母親

凌月仙女士命名為「凌月仙小嬰調養院」。

華商崛起與香港市鎮發展第五章

基礎問題

（一）	重要事件（排序）

試參考第一部份的文章，依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順序排列出來。

	1840年代

A.	 中區的上、中、下市場的總人口，已
超越港島其他地區的總和。

B.	 李陞去世，留下遺產600萬元，比當
年香港全年收入還多180萬元。

C.	 1894年鼠疫大爆發。 D.	 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期
間，華商李陞資助英軍10萬軍費。

E.	 南北行公所於上環文咸西街成立，故
文咸西街又稱為南北行街。

F.	 中區下市場大火，450間民房被焚
毀。

H.	洋商創立置地公司，並吸納李陞加入
該公司董事局。

G.	該年，華人繳納房地稅的總額和納稅
人數已經遠超過洋商，其中李陞名列
第一。

１.A 4.2. 5. 7.3. 6. 8.

	190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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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何李陞身為華人，會在英國攻打清朝期間（第二次鴉片戰爭），捐錢給英軍作

軍費呢？試分析背後的原因並加以說明。

試想像十九世紀末（或二十世紀初）上環文咸街華洋雜處的街景，並繪畫下來。參

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III：城外之城》

2.	 1881年，港府及倫敦批准《華人歸化英籍條例》，准許居住香港的華人歸化英籍

的原因是甚麼？試根據第一部份的文章及自己的分析，回答問題。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3.	 在英國統治香港時代，曾有華人精英拒絕英國人讓其歸化英籍的邀請。你認為有甚麼

因素影響華人精英的決定？假如你是當時的華人精英，你會否接受歸化英籍的邀請？

4.	 根據第一部份的文章，十九世紀後期，那些移入香港的華商，靠經營甚麼行業

致富？這反映當時香港的主要產業是甚麼？

1.	 近年，特區政府放寬限制，讓更多中國大陸人才移居香港，有人贊同，其理據之

一，就是指香港一直以來都是靠南來人口推動發展，但反對者就認為今日情況

與往昔不同。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讓更多中國大陸人才移居香港有助推動香港

的未來發展？試說明之。（試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科研等方面作出探

討。）	

（四）昔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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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	（2）	（4）	（5）	（6-9）	

它們分別源自甚麼族群的傳統風俗？這些傳統風俗有本地化或現代化的現象嗎？

對於經歷遷徙的華人社區，承傳和本土化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有助他們建立

身份認同？

比較第一代與第二、三代移民的相同與不同。

移民在當地的社經地位是怎樣的？

他們仍然重視家鄉的傳統嗎？（如重視傳統節慶和禮儀）還是傾向融入當地的生

活文化？

他們會否難以建立對家鄉與異地的歸屬感？身份認同會否處於曖昧不清的狀態？

「China Town」是否一個自成一角的華人社區？
大眾媒體（如無線電視(TVB)的節目）對移民的身份認同塑造有何影響？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0）	（12）

延伸探索

1.	 2011年，香港四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成功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你能舉出這四個項目嗎？

2.	 	華人／香港人移民的事跡時有聽聞，試講述他們面對甚麼身份認同問題？

3.	身邊的親朋戚友有沒有移民的經驗，試訪問並紀錄他們的親身經歷。

1.	 香港社會對於中國發生的天災人禍的回應，多大程度上體現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主權移交前後有分別嗎？試從民族情感、同理心和普世價值（如公義和人權）

等方面，加以闡述。

（五）通識反思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網上媒體／資源

1.	 逃出香港：移民泡沫潮	走？唔走？（蘋果日報，2013年9月21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special/art/20130921/18431515
2.	 何越：特寫：採訪英國華人議員Alan	Mak手記（BBC中文網，2015年5月9日）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uk/2015/05/150509_uk_election_alan_mak
3.	 同一社區	兩代情與義（明報周刊，第2358期）

 http://goo.gl/RicDMr
4.	 新聞智庫：香港移民競逐多倫多市長（NOW新聞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Kad4vKDJTg
5.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http://goo.gl/pfUVAl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學習資源

6.	鏗鏘集：落地生根難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5-1608
7.	鏗鏘集：移民何價1

 http://app3.rthk.hk/special/rthkmemory/detail.php?id=429 
8.	鏗鏘集：移民何價2

 http://app3.rthk.hk/special/rthkmemory/detail.php?id=430 
9.	華人移民史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rootsoldandnew 

10.通識網：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http://www.liberalstudies.hk/hongkong/ls_hongkong_61.php

民間團體／非牟利組織

11.	西貢鹽田梓村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5-1608
12.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www.cache.org.hk

推介書籍

13.	阿珮杜懷著，葉蔭聰譯，〈全球文化經濟中的斷裂及差異〉(Arjun Appadurai: ‘The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刊於陳清僑編，《身份認同
與公共文化	:	文化研究論文集》。香港：牛津出版社，1997	，65-82頁。

14.	馬傑偉：《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1996。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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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前活動：預言家

課外活動：史蹟考察

簡

介
早期香港作為一個未被開發的英國殖民地，為何一眾商人也願意於香港進行

投資，香港有甚麼特點吸引他們？

簡

介
早期華人生活於香港島中上環一帶，而透過於上環參觀舊建築可以瞭解香港

初期城市發展，商業活動及早期華人生活。

步
驟	
二

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商人於香港經商對香港的發展帶來甚麼影響？

[建議時間：五分鐘]

活
動
一

同學可以觀察及拍下路線景點的建築設計和參考其歷史背景，猜想早期華人

的生活環境和狀況。

推介電影	

15.	方育平：《父子情》（1981）、《美國心》（1986）

16.	張堅庭：《過埠新娘》（1988）

17.	張婉婷：《非法移民》（1985）、《秋天的童話》（1987）、《玻璃之城》（1998）

18.	張澤鳴：《月滿英倫》（1997）

19.	許鞍華：《客途秋恨》（1990）

20.	陳麗英：《顧城別戀》（1998）

21.	陸劍明：《我愛唐人街》（1989）

22.	羅卓瑤：《我愛太空人》（1988）、《愛在別鄉的季節》（1990）、《秋月》（1992）

23.	關錦鵬：《人在紐約》（1990）
步
驟	
一

對於外國商人，早期香港的吸引之處是甚麼？

對於華商，早期香港的吸引之處是甚麼？

[建議時間：五分鐘]

路
線
資
料

導賞路線：西港城、南北行、水坑口街、荷里活公園、東華醫院、廣福義

祠、文武廟。

教學資源：http://www.cachehistory.org.hk/i/article/cht/resources

建

議

建議人物：

1.	李陞

2.	利希慎

步
驟	
三

試列舉幾位早期的華商名稱及其從事的行業。

[建議時間：五分鐘]

活
動
二

同學可以記錄這些早期建築，並列舉現代社會中哪些設施有相似的功能，再

分析這類建築物的功能有何轉變。

題目：早期外國商人和華商最初願意在香港投資的原因。

考察路線：上環早期華人生活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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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秀影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香港報業發展

開埠初期的中西報業

開埠初期的報刊以英文為主，第一份英文報刊《香港公報》	 (The Hong Kong Gazette)	創
刊於1841年5月1日，半月一期，每期四頁，1主要刊載香港英軍或英政府的告示。2次年與

新辦的英文半月刊《中國之友》(The Friend of China)合併，改名《中國之友與香港公報》
，逢週四出版，1860年遷往廣州，1863年再遷上海，1869年停刊。3 

其後，《德臣報》(The China Mail)4及《孖刺報》 (The Daily Press，1861年改名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亦分別於1845年及1857年相繼創辦。《德臣報》，又名《德臣西報》，由英商蕭
德銳(Andrew Shortrede)5創辦並任主筆，英商德臣(Andrew Dixson)任管理人兼助理編輯。1856
年，蕭德銳去世，該報歸德臣所有，自任主筆，The China Mail亦因Dixson之譯音而得中文
報名《德臣報》。61862年改為日報，1974年停刊。7《德臣報》初為週刊，1862年起改為日

報，逢星期日休刊。8該報主要刊登英國政府公告、法令、船期、商業行情及商業廣告等，宗

旨是維護英人在遠東的利益。9清末，《德臣報》同情革命黨，對清政府進行抨擊。10 

《孖刺報》為香港第一份每天上午出版的日報，由英人孖刺(Yorick Jones Murrow)和賴德
(George M. Ryder)創辦，翌年，為孖刺擁有，故後人以其中文譯名為中文報名。《孖刺報》對
港英政府持批評態度，敢於揭露政府的弊政和官員的腐敗行為。1941年，報社毀於日軍

炮火，遂告終刊。11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華文報紙陸續出現。1 8 5 3年，英國傳教士麥都思( N . H	

Medhurst)在香港創辦第一份中文月刊《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共出33期，12每期

印刷3000份，每份售價為錢15文。13該刊由馬禮遜教育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出版，內容首為時事政治，14次為文化科學知識，最後才是宗教。15而招登商業廣告及登

載新聞圖片之舉，則創報業之先河。16繼《遐邇貫珍》後，1857年，《孖刺報》出版中文

附刊《香港船頭貨價紙》，為第一份中文商業報章，逢星期二、四、六出版，單張兩面

印刷，刊載商船往來消息、行情、船期和廣告。171858年，《香港船頭貨價紙》易名《香

港中外新報》。18在涉及英國利益如香港殖民地問題、英法聯軍出兵中國等議題上，《香

港中外新報》站在殖民統治者的立場說話；在「豬仔貿易」的問題上，《香港中外新報》

則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大做文章，掀起反對「豬仔貿易」的輿論熱潮。19《香港中外新

報》出版後，多份中文報章陸續出現，如《香港華字日報》(1872年創)、《循環日報》

(1874年創)、《香港通報》(1899年創)等。20 

循環日報於1874年創刊，全報共四版，第一、二、

四版全為「告白」（即廣告），第二版刊登新聞。

（戰前，1878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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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日報》與香港中文輿論之始

1874年，《循環日報》創刊，報館董事長為梁仁甫，主筆由王韜擔任。全報共四版，第

一、三、四版全為「告白」(即廣告)，第二版刊登新聞，一般分為三欄︰首欄《選錄京

報》，第二欄為《羊城新聞》，第三欄是《中外新聞》，有時還有《香港憲示》一欄，惟

不常見。21

開埠初期的輿論為英商壟斷，作為溝通商情、向政府施壓及爭取個人利益之工具。22《循

環日報》開香港中文輿論之先河，每日必有論說一篇，評論洋務，並以「變法自強」為口

號，鼓吹學習西方治國之術，主張中國效法英國和日本，實行「君民合制」的君主立憲政

體。23據羅香林之研究，王氏論說的主旨大致可分為四類，包括︰救時以內治為本；治內

以重民為先；圖強以變法為要；變法以人才為重。24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循環

日報》停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有人於1945年11月和1959年10月襲用《循環日

報》名義復刊，惟均無法長久維持。25 

《中國日報》與孫中山的革命宣傳

1899年，孫氏派陳少白、王質甫來港，籌辦興中會在港的第一份革命刊物《中國日報》，

被譽為「革命報紙的元祖」，第一任社長為陳少白。26報社位於中環士丹利街廿四號，1901

年遷至永樂街，辛亥革命後遷至廣州出版。27 

1900年，《中國日報》創刊，每日出紙兩大張。是年因惠州之役失敗，經費籌措大受影

響，幸革命富商李紀堂出資支持，艱苦奮鬥三年。1903年，與文裕堂合併，暫緩經濟困

難。28自創立之始，《中國日報》積極宣傳革命，報社亦成為中國南方革命黨人進行「建

黨、宣傳、起義」的大本營、總樞紐、總機關，29駁斥改革派的主張，曾以進化論之說，

謂維新派之報章乃舊社會之報，終歸會失敗而被淘汰。30

《中國日報》於廣東暢銷，使粵境民心，在以香港為中心的革命輿論鼓舞下，對清廷逐漸

產生離心力。受到《中國日報》的影響，港粵革命派報刊發展異常活躍，「革命大義」壓

倒維新派的忠君思想。31 

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報紙：南華早報

1903年3月，興中會會員謝纘泰與英人克銀漢(Alfred Cunningham)創辦《南清早報》，
發行6000股，33集資15萬元，每天出紙對開一張，報費一角。34同年11月7日，出版香港

第一張以普通市民為對象的大眾化英文報紙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在英治時期為
港英政府宣傳服務。《南華早報》經歷了112年，至今仍然出版。35 

淪陷前夕的報業發展

日本全面侵華後，不少知識分子、記者、文藝界人士來港避難，不同派系、立場的報章、

雜誌發展蓬勃。36港府對立場各異的報章採不干預政策，但禁其刊登「日寇」、「敵軍」

等字眼。37淪陷前的報章有大報、小報之分，大報出紙三大張以上，售五仙，如《星島

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等；小報出紙一或兩大張，售一仙，如《星島晚

報》、《天光報》等。政治立場方面，有親國民政府的，如《國民日報》、《工商日報》	

等；親中共的，如《華商報》等；親汪精衛南京政府，如《南華日報》等；親日本政府，

如《香港日報》等；政治中立，在商言商的，如《華僑日報》、《循環日報》等。38 

日佔時期的報業發展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三年零八個月的艱苦歲月開始。日佔時期的報章以歌頌日

本人功德為主，39國際新聞方面，包括吹噓日軍在中國及東南亞的戰績、「皇軍赫赫戰

功」；本港新聞方面，日治政府要員談話及日本要人訪港，包括「香督令」、「政府通

告」、「某部長談話」、「日本要人訪港」等，另亦有一些娛樂及賽馬消息等；副刊方

面，以連載小說、散文和漫畫為主，只談風月，如《香島日報》的〈丁香〉和〈小東西〉

等；廣告則以煙酒、出讓、醫藥、電影及徵求為主。40 

併報是日佔時期報業發展的一大特色，淪陷初期，本港共有十一家中文報章，包括《香港

日報》、《南華日報》、《星島日報》、《華僑日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

《大眾日報》、《天演日報》、《自由日報》、《大光報》及《新晚報》。411942年6月

1日，日治政府以白紙供應不足為由，強迫各報合併，本港只剩五家報章，包括《香港日

報》、《南華日報》、《華僑日報》、《香島日報》及《東亞晚報》，42各報於當日均刊

登了合併啟事。其後，《東亞晚報》於1945年3月停刊，《華僑晚報》則於4月出版。43 

「革命大義」與「扶滿保皇」

革命派與維新派均深明以報紙在製造輿論及思想傳播的作用，故兩派紛紛在中國各

大城市辦報，宣傳政治見解，互相攻訐，如1904年，《中國日報》與《商報》大力

提倡的「扶滿保皇主義」進行筆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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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以軍票取代港幣，報章零售價亦以軍票價格為準。淪陷初期，港元和軍票的兌

換率為2︰1，同年7月，兌換率改為4︰1。1943年6月，規定軍票為唯一法定貨幣，嚴禁

港幣繼續流通。45日治時期，各報平日出紙一大張，零售價為軍票五錢，1944年8月22日

減為半張，零售價增至五元。46 

 

戰後報業發展

戰後，英國恢復對香港的管治，港英政府希望盡快振興香港，因此放寬新聞管制，加上香

港商務繁榮，地理位置優越，電訊業發達等也促進了報業的發展。47於是，報界如雨後春

筍，《工商日報》、《成報》、《華字日報》、《循環日報》等相繼復刊。48根據《香港

年報》的數據，截至1959年底，在香港政府報紙刊物登記處登記註冊的報紙刊物共有一

百八十七家，而以報紙形式出版的只有四十九家。由於當時沒有可靠的印紙核數制度，據

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的估計，每天約有五十萬份報紙。49 

六七暴動前，銷量最高的報章包括《華僑日報》、《工商日報》、《星島日報》、《成

報》及《香港商報》。受六七暴動影響，左派報章《香港商報》的銷量下跌。綜觀殖民地

時代，港府對媒體採不干預政策，香港報章在監督政府，引導社會輿論及刺激商貿發展方

面發揮到積極作用。香港報業在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下，一直肩負起重要的使命，用文字

記載著各個時代細微的變遷。

註釋

1.	 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台北︰世界書局，1977年)，頁6-7。

2.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91。

3.	 鍾紫︰〈戰前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廣東︰廣東人

民出版社，1991年)，頁1；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94-95。

4.	 又名《德臣西報》。

5.	 蕭德銳曾與幾位居港之英美人士，資助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出國讀書。詳見林友蘭︰《香

港報業發展史》，頁6-7。

6.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96。

7.	 鍾紫︰〈戰前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1-2。

8.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96。

9.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96。鍾紫︰〈戰前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

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1-2。

10.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96。

11.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97。

12.	《遐邇貫珍》創刊於1853年8月1日，至1856年5月1日停刊。詳見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頁493；鍾紫︰〈戰前

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2；黃瑚︰〈《遐邇貫珍》介

紹〉，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5。

13.	「在香港或賣或送，並寄省城(即廣州)、廈門、寧波、福州、上海等處。」《遐邇貫珍》，1854年

第12號，轉引自黃瑚︰〈《遐邇貫珍》介紹〉，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6。

14.	《遐邇貫珍》刊登的新聞，多為中國新聞，如大量報導了太平天國運動和小刀會活動，為史學界提

供重要材料。詳見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年)，頁58；

鍾紫︰〈戰前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3。

15.	黃瑚︰〈《遐邇貫珍》介紹〉，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8。

16.	鍾紫︰〈戰前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3。

17.	卓南生︰《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106；

施清彬︰《香港報業現狀研究︰穿行媒介叢林》(香港︰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2006年)，頁3。

18.	《香港中外新報》早期的歷史缺乏可以佐證的材料，創於1858年之說乃大多數的見解，學界至

今沒有足夠證據推翻此說。詳見丁潔︰《《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1995》(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5-6及36。

19.	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頁234。

20.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頁495。

21.	鍾紫︰〈《中國日報》——香港第一家革命黨人的報紙〉，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21。

22.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頁501。

23.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頁505；鍾紫︰〈戰前香港

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3。

24.	創辦人王韜自1874年至1882年為循環撰寫之論說，後收入《弢園文錄外傳》。詳見林友蘭︰《

香港報業發展史》，頁11。

25.	鍾紫︰〈戰前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3及21-22。

26.	鍾紫︰〈《中國日報》——香港第一家革命黨人的報紙〉，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15。

27.	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頁20；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

編》下冊，頁506；丁潔︰《《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1995》，頁5-6。

28.	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頁20-22。

29.	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頁58。

30.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頁506。

31.	革命派在港創辦的報刊，例子如《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少年報》

筆下生花，明褒實貶

《華僑日報》其中一名編輯回憶說︰

「我們將敵人的宣傳故意矛盾之、誇張之、顛倒之、使人一見而辨其虛偽真實；或者

用雙關辭句，或者斷章取義，或者小題大做，或者揚敵隱諱，務使日寇的弱點暴露。

我們運用的手法不一，撲朔迷離，日人無從捉摸，但僑胞們卻知怎樣尋味。編排上，

有時前頭排上一段「日軍進攻」，後面就來一段「美軍登陸」」這裡一段「日軍赫赫

戰果」，跟着就是一段「全員玉碎」，用這樣的方式來互相襯托、對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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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維新派在港創辦的報刊，包括《維新日報》、《粵報》及《商報》。詳見鍾紫︰〈《中國

日報》—香港第一家革命黨人的報紙〉，載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17；李谷城︰《香

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168-170及181-182。

32.	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158及182。

33.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頁512。

34.	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頁33；鍾紫︰〈戰前香港新聞傳播業概況(1841-1936)〉，載

鍾紫︰《香港報業春秋》，頁1。

35.	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頁34。

36.	高木健一等合編、吳輝譯︰《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頁42。

37.	日本侵華後，英國首相丘吉爾認為「香港雖不能堅守，但一定要保衛。」惟英國沒有足夠

軍事力量保衛這個在亞洲的戰略據點，故港督羅富國(Sir	 Geoffry	 Alexander	 Stafford	

Northcote)建議將香港列為「中立城市」。詳見李谷城︰《香港中文報業發展史》，頁263。

38.	鄭鏡明︰〈香港報業斷代史——香港淪陷期間的中文報業〉，載《明報月刊》，1988年10月，

頁105。

39.	李谷城︰《香港報業百年滄桑》，頁179。

40.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頁519；鄭鏡明︰〈香港報

業斷代史—香港淪陷期間的中文報業〉，頁106。

41.	丁潔︰《《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1995》，頁90。

42.	《香港日報》是日本人所辦的報紙，有中文版、日文版《香港新聞》及英文版The	 Hong	 Kong	

News，乃香港報業史上僅有的三語報紙，成為日佔時期的官方報業機構；《香島日報》由《星

島日報》和《華字日報》合併和改名而成；《南華日報》由汪精衛政權所辦，《自由日報》、

《天演日報》、《新晚報》均併入《南華日報》內；《華僑日報》由《華僑日報》與《大眾日

報》合併而成；《東亞晚報》由《循環日報》和《大光報》合併和改名而成。詳見丁潔︰《《

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1995》，頁90-91。

43.	鄭鏡明︰〈香港報業斷代史——香港淪陷期間的中文報業〉，頁106。

44.	鄭鏡明︰〈香港報業斷代史——香港淪陷期間的中文報業〉，頁107。

45.	高木健一等合編、吳輝譯︰《香港軍票與戰後補償》，頁43-45。

46.	鄭鏡明︰〈香港報業斷代史——香港淪陷期間的中文報業〉，頁106。

47.	丁潔︰《《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1995》，頁6-7。

48.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頁521-522。1946年底，香

港主要有14家中文報紙︰《華僑日報》、《華僑晚報》、《工商日報》、《工商晚報》、《星

島晚報》、《成報》、《華商報》、《國民日報》、《果然日報》、《新生晚報》、《中英晚

報》、《先導日報》、《掃蕩報》。詳見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香港︰允晨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26。

49.	張圭陽︰《金庸與明報傳奇》，頁26。

烽火中的文人 

遭逢亂世，知識分子的角色為何？直面戰爭的磨難，背負責任的期許，知識分子在動盪

的時代中如何持守個人的書寫和思考？

抗戰期間，不少國內文人因逃避戰亂而來到香港，如葉靈鳳和戴望舒在港從事抗戰文藝

工作，以至淪陷期間滯留香港，在日治下編輯報刊。小思寫道：「身陷敵人手中的知識分

子，又是知名人士，既無法一死殉國，卻又難逃羅網，他們能做些甚麼？……有些人忍辱

偷生，利用機會發揮抗日作用，筆下仍有自己立場」。（《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	

葉靈鳳、戴望舒合集》）

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的香港，對於人性有深刻的體會。抱病的蕭紅在港島與九龍輾轉流

徙，在這片土地經歷人生最後的歲月，在異鄉寫下回憶故鄉的《呼蘭河傳》。本地作家侶

倫見證日軍的轟炸和暴行，創作由浪漫主義轉向現實主義，筆下故事由都市男女的愛情轉

為聚焦活在社會底層的人。

葉靈鳳：日治時期編輯報刊，暗中參與情報工作

葉靈鳳，原名葉韞璞，生於蘇州南京，二十年代始活躍於上海文壇，加入「創造社」，

以短篇小說為人注目，被稱為「新感覺派」小說家，同時創作長篇小說和散文隨筆，是一

個藏書愛好者，並參與《幻洲》、《現代文藝》等文藝雜誌的編輯工作。抗戰期間任《救

亡日報》編委，從事抗日宣傳工作，曾經隨《救亡日報》編輯部南遷廣州，輾轉滯留香

港，曾任《星島日報‧星座》及《立報‧言林》副刊編輯，關注香港歷史，編寫香港掌故

如《香港方物志》。

在香港淪陷期間，葉靈鳳曾經主編《新東亞》、《大眾周刊》、《華僑日報》的《文藝

周刊》。日治時期，香港的華文報紙必須以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強調日本必勝為目

的，副刊主編多採取「只談風月」而不涉政治的方向，葉靈鳳編輯的報刊方針大致相似。

葉靈鳳於日治時期曾經在日本文化部屬下機構工作，故在1957年出版的《魯迅全集》的

註文中被指為「漢奸文人」，直至香港金融界大亨胡漢輝在1984年寫下回憶文章，葉靈

鳳的名聲才得以平反。胡漢輝提到曾經配合葉靈鳳從事「敵後工作」，葉靈鳳利用他在日

本文化部所屬的大同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選來自東京的各種書報雜誌，交給胡漢輝負

責轉運，參與抗日的情報工作。

葉靈鳳在1942年出版的《新東亞》一卷一期曾以〈吞旃隨筆〉為題撰文，篇首引用了屈

原的《九歌‧湘夫人》：「鳥何萃兮萍（即浮萍）中，罾（音曾，即魚網）何為兮木上，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首兩句有所願不得而失其所之意，後兩句表述心有

所思而不敢言的心聲。「吞旃」一題則典出《漢書》，蘇武不屈於匈奴而拒絕飲食，「渴

飲雪，飢吞氈（旃通氈）」，公然在報刊上引典明志，在日治時期是一件很冒險的事。

徐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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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瑋鑾：《香港文縱	 :	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	》、羅孚：〈鳳兮鳳兮葉靈鳳〉

《淪陷時期香港文學作品選	:	葉靈鳳、戴望舒合集》）

戴望舒：從雨巷詩人到家國磨難

戴望舒出生於杭州，為二十年代初露頭角、三十年代具有影響力的「現代派」詩人，因發

表《雨巷》一詩，有「雨巷詩人」之稱。1938年，戴望舒攜妻子來港，逃避國內戰亂，獲

邀擔任《星島日報》文藝副刊《星座》編輯，	《星座》成為抗日文藝的重要園地。

在《星座》〈創刊小言〉中，戴望舒寄言：

「……《星座》現在是寄託在港島上。編者和讀者當然盼望這陰霾氣候之早日終了。晴

朗固好，風暴也不壞，總覺得比目下痛快些。但是，若果不幸而還得在這陰霾氣候中再掙

扎下去，那麼，編者唯一的微小的希望，是《星座》能為牠的讀者忠實地代替了天上的星

星、與港岸周遭的燈光同盡一點照明之責。」

香港淪陷期間，戴望舒因從事抗日文藝工作，於1942年間被日軍捸捕下獄，被囚禁在奧

卑利街的域多利監獄，歷時七星期，寫下《獄中題壁》和《我用殘損的手掌》，詩風不再

是雨巷詩人的躑躅沉吟，而是受難者悲壯而不屈地呼喚祖國，寄望抗戰勝利。（小思編

著：《香港文學散步》）

出獄後，戴望舒仍飽嚐災難的歲月，受到身體病患和家事的折騰，為了生活而在日本文化

部的「大同圖書印務局」工作，負責《華僑日報》、《香港日報》和《香島日報》副刊的

編輯工作，為《新東亞》、《大眾周報》和《香島月報》撰文。戰後，這些日治時期寫下

的文章，卻成為了戴望舒被國內作家批為「附敵」的污玷，為此他寫下了〈我的辯白〉一

文。對於一位生於亂世的知識分子，肉體和精神上的磨難都成為戴望舒深沉苦痛的來源。

張愛玲：在亂世中體會人性

張愛玲本來是要負笈英國，因為二戰爆發，她輾轉到了香港大學讀書。時為殖民地的香港

不能倖免於戰火，1941年日軍佔領香港，來自上海的張愛玲在香港這個異鄉經歷了物質匱

乏的淪陷時期，在亂世中對於人性有更幽微而深刻的體會。1942年，張愛玲回到上海，寫

就了《傾城之戀》等傳世之作。張愛玲在接近六十歲時以英語寫成《易經》(The Book of 
Change)，帶有自傳的意味，重寫她年輕時在香港淪陷時期的經歷。

「飛機蠅蠅的在頂上盤旋，繞了一圈又繞回來，像牙醫的螺旋電器。……孜孜的聲音直挫

進腦袋和牙根裡。轟的一聲爆炸。

『摸地！摸地！〔註〕』有個一臉愛吵架的黑眉青年用廣東話大聲喊著大家趴下，襯衫

領子不扣。隨便一群廣東人裡約莫就能看見這麼一個人。

每個人都辛苦的挪出位子來蹲下。

『矮一點！矮一點！』發號施令的青年又喊道。

琵琶縮頭閉眼，想把整個人都縮在鋼盔裡。金屬的嗡嗡聲鑽得她牙根也酸。驀然間，鑽

子一個打滑，脫了軌，擦上了磁器和神經，吱吱的刺耳。飛機發狂似的從高空斜斜俯衝下

來，摩擦一條生鏽的軌道。

轟隆一響！緊接著七嘴八舌，喋喋不休，可能是說好險，總帶著笑意。她和香港人是那

麼陌生，現在卻要同生共死。

『摸地！摸地！』

轟隆！

『摸地！摸地！』

註：廣東話是「踎低！踎低！」琵琶不懂，以為是「摸地」。

—張愛玲：《易經》

蕭紅：抱恙在身，流離異地

為了逃避戰亂，蕭紅和端木蕻良於1940年由重慶抵港。1941年香港淪陷，抱病在身的蕭

紅輾轉流徙以避難。得到東北救亡協會香港分會的協助，蕭紅、端木蕻良，以及同是東北

作家的駱賓基半夜乘坐漁船，從九龍偷渡到港島。當時港九實行燈火管制，海峽在夜間戒

嚴，在駱賓基所撰寫的《蕭紅小傳》中，可見戰亂中作家流離的戒懼心情，與黑夜的沉寂

成一反照。

「夜是靜悄悄的，兩岸暗無燈火，完全是死寂的荒山野嶺一般，而且三個乘客與划船人

之間，不交一語，彷彿船上任甚麼生物也沒有，木槳的划水聲也很輕，彷彿這小漁船是緩

慢地隨著海浪飄動著，隨著風飄動著，是隻空船一樣。因為是穿越封鎖線，自然三人在沉

寂中都感到一種戰爭的緊張氣息。」

—駱賓基：《蕭紅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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侶倫：香港新文學拓荒者的轉向

侶倫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作家，被小思稱為「香港早期文學的拓荒者」，寫作的時間跨度

由二十至六十年代，身兼多重的文化身份，創作小說及散文，曾任《南華日報》文藝副刊

編輯、雜誌編輯及電影編劇。侶倫早期擅寫浪漫主義、洋場現代派的小說，經歷過香港淪

陷的艱苦歲月，1948年以後的作品轉向寫實主義，如以戰後香港社會為寫作背景的《窮

巷》。

日佔時期「禁區」的範圍模棱兩可，若不小心闖進了禁區，便會遭受日軍殘暴的對待，

甚至槍殺。侶倫和朋友不小心闖進了「禁區」，身陷囹圄，險些遭到日軍槍殺，幸好得到

電影界救濟會負責人的解圍，才倖免於難。可是，他們目睹另一個闖進禁區的人，卻沒有

那麼幸運：

「……長身材的日本人又回到剛才中止了的『遊戲』……他提起了刺刀向著對方的膝蓋

作著要刺過去的動作。那個可憐的人害怕得佝僂著身子，下意識地用兩隻發抖的手去擋開

那相距不到一寸的刺刀尖，可是又不敢碰到它。他只能夠圈圈地轉著，閃避著。刺刀尖仍

舊不放鬆地追逐著他。這情景，恰如一隻貓在玩弄著一隻絕望的小鼠沒有兩樣。只要還有

點血氣的人看到了都會生起這樣一個思想：如果自己手上也有一枝槍……」

—侶倫：《向水屋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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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

21.許鞍華導演，李檣編劇，《黃金時代》，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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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前時期

華僑日報（戰前，1929年10月9日）

華字日報（戰前，1912年7月30日）

南中報晨刊（戰前，192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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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參考書目

1.	丁潔︰《《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199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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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少南︰〈香港的中西報業〉，載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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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

中外新報（戰前，1880年12月17日）

星島日報

(戰前，1938年9月17日)

超然日報

(戰前，1932年1月22日)

華僑日報

(日治，1945年1月25日)

工商日報（戰前，1938年4月27日）

香港日報（日治，1942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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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報（1960年3月16日）

東方日報（1970年7月29日）

東方日報創刊年。

建國日報（1949年6月25日）

毛澤東逝世當日。快報、文匯報

及星報（1976年9月10日）。

天天日報

(1989年4月16日)

胡耀邦逝世。

大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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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日報（1946年7月6日）

石山報（戰前小報，民國27年，1938年1月15日）

骨子報（戰後小報，民國35年，1946年

5月20日）、開心報（戰後小報，民國

35年，1946年6月22日）、春秋報（戰

後小報，民國35年，1946年元月，1月

30日）

新生晚報（1967年12月23日）

天皇夜報（1968年2月5日）小報

晚報

兒童報（1962年2月3日） 金禧事件特刊

(學苑，1978年6月27日)

各種類型報的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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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新聞和言論自由對香港社會的重要性。

•	反思媒體的社會責任。

•	評價現今香港的傳媒生態。

關鍵主題
今日香港：生活質素、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

關鍵概念
新聞自由

多元文化

新媒體

報紙的意識形態

工作證明

明燈日報（1961年4月1日）及

銀燈日報（1961年4月2日）

正午報（1967年7月14日）

鬥委會、反英抗暴

1962年華僑日報創辦人岑維

休先生親筆信證明盧尚為曾

任該報校對一職。1948年華僑日僑派報員工作證明。

香港報業與文化空間第六章

	創刊年份／年代						 報章名稱（每個題號旁列出一份即可）	 	 英／中報紙

	1845	 	 	 1.

	1850	 	 	 2.

	1853	 	 	 3.

	1872	 	 	 4.

	1874	 	 	 5.

	1900	 	 	 6.

	1903	 	 	 7.

	兩次大戰之間	 	 8.
	(1919-41年)

	1960-70年代	 	 9.

	1995年				 	 蘋果日報	 	 	 	 	 中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及事件

請同學閱讀完第一部份文章後，在下表填上適當的報章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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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試指出哪兩份本地報紙，於二次大戰前已創立，至今仍然出版。在香港辦報的原

因為何？該報廣受香港社會歡迎的因素是甚麼？（可從其客觀性、準確性、報

導的取態、報導的角度等作出論述。）

試想像十九世紀香港人接受社會資訊的方法與今天的人有何分別，並繪畫下來。參

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III：香港報業》

2.	 試根據第一部份文章及就你所知，試說明報紙對當時香港社會有何影響？（可以

只選擇某一個時期討論，例如開埠初期、1930年代或二戰後的香港）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1.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新媒體的出現令我們獲得更多的資訊，但同時令我們更難分

辨資訊的可信性。試分析新媒體湧現對社會的影響。（可從香港的核心價值、

社會、政治等方向討論。）	

2.	 有人認為資訊流通是社會進步的象徵，亦有人認為資訊流通會阻礙社會發展。你

較同意哪個說法？試加以說明。

（四）昔為今用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6-8)

香港報業與文化空間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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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4)	(12-13)

甚麼是第四權？

新聞從業者有甚麼權力與限制？

主流媒體或獨立媒體有甚麼自由與局限？

甚麼是「新媒體」？可以舉出一些在香港的「新媒體」例子嗎？它們如何在採

訪、報導及傳遞資訊等方面體現出新聞自由或者是編採自主？

香港的新聞自由正面臨甚麼挑戰？

相關事件：

	 -	2014年，香港新聞自由的世界排名秩至第61位。

	 -	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受傷。

	 -	雨傘運動期間，有電視台新聞部高層就報導警員對示威者使用武力一	

	 		事，刪去「拳打腳踢」的旁白，被指自我審查及違反新聞自由，促使採	

	 		訪主任、主播及記者史無前例發表聯署聲明。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2-3)	(12)

延伸探索

1.	「新聞自由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質素」，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

2.	討論香港的新聞自由。		

	 你認為互聯網的發展對香港的新聞媒體帶來甚麼機遇與挑戰，試從不同角度及

就你所知作出論述。

（五）通識反思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
1.	陳智傑：〈自我審查2.0〉，《明報》，2015年2月5日。

網上媒體／資源
2.	 郭美玲：新聞自由（文化研究@嶺南，第十七期，2010年1月）
 http://www.ln.edu.hk/mcsln/17th_issue/pdf/key_concept_01.pdf
3.	 阮兆倫：探索「第四權」概念發展與新聞自由及傳媒理論兩者之間的關係（文化研
究@嶺南，第十七期，2010年1月）

 http://commons.ln.edu.hk/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203&context=mcsln
4.	 會議錄音再流出	袁志偉：憑乜野話警員將佢拖至暗角拳打腳踢？（香港獨立媒
體，2014年10月17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7380
5.	 周文慶：《施政報告》對藝術空間的錯誤理解（香港獨立媒體，	2015年1月16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0621
6.	 Hong Kong Free Press
 https://www.hongkongfp.com/about/
7.	立場新聞
 https://thestandnews.com/about_us/
8.	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about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資源
9.	 傳媒透視
 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index.php
10.	鏗鏘集：文化局所為何事？
 http://podcast.rthk.hk/podcast/item_epi.php?pid=244&lang=zh-CN&id=23324
11.	通識網：我們的西九
 http://www.liberalstudies.hk/hongkong/ls_hongkong_46.php
12.	通識網：一日一通識：「第四權」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word=736

志願團體／非牟利組織
13.	香港記者協會
 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H1-190&lang=zh-TW
		 -	 〈香港新聞自由排名續跌至61位〉（2014年2月12日）
 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163&lang=zh-TW
	 -	 〈香港兩極化　記者內外受壓〉（2015年7月12日）
 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367&lang=zh-TW
 
推介書籍
14.	陳雲：《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
司，2008。

15.	楊國雄編著：《香港身世：文字本拼圖》。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有限公
司，2009。

16.	盧瑋鑾、	熊志琴：《香港文化眾聲道》。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4。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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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試找出今日兩份立場完全不同的報紙，指出該兩份報紙的立場有何分別，並舉出例子證明

這種分別。

老師會做一個全班調查，問大家有沒有每天／定期閱讀印刷報紙的習慣，若大部份同學都

沒有此習慣，原因何在？

若你現在是一份印刷報紙的總編輯，你有絕對的自主權決定新聞內容、標題及版面設計，

你會怎樣編輯一份屬於你的報紙呢？請在以下空格，就你關心的一個議題，設計你的報紙

頭版。

報紙一：

立場：

證明上述分別的一個例子：

報紙二：

立場：

課堂活動：比較分析

簡

介

在「香港公共圖書館多媒體資訊系統」中，可以閱覽香港的舊報紙，試在該

網站找一份1980年之前出版的舊報紙看看，寫下感覺，並指出它與今日本地

報紙的主要分別，以及其他值得注意的特點（可以包括內容、標題、排版設

計等）

步
驟	
一

老師教導同學如何使用多媒體工具查閱舊報紙。

[建議時間：五分鐘]

步
驟	
二

同學搜尋及瀏覽舊報章，並比較與現今報章的不同。

[建議時間：五分鐘]

步
驟	
三

分組討論往昔報業包含甚麼類型的報章。

[建議時間：五分鐘]

準
備
物
資

同學或老師預備現今的報章。

建

議
教學資源：https://mmis.hkpl.gov.hk/web/guest/old-hk-collection
方法：香港公共圖書館	→	多媒體資訊系統	→	館藏	→	香港舊報紙

建
議

參考角度：排版，色彩，頁數，內容

建

議

參考答案：往日的資訊科技較為落後，報章作為當時重要的資訊傳播媒介，除

了日常資訊，亦提供娛樂和趣味。隨著資訊科技發展，電視、電腦和網絡的出

現，傳播資訊的媒介變多，不再單單依賴報章，導致部分傳統報紙消失。

議題：接觸原始史料

課外活動：

活字印刷工作坊

香港的報業與印刷業息息相關。中國最早用鉛字排印的第一家中文報紙，是清咸豐年間在香
港出版的《中外新報》；《華字日報》的創辦人最初要向教會購買中文活字，時至王轁創辦
《循環日報》，始籌辦中華印務局。中上環曾經是印刷業的重鎮，工作坊可在上環的印務公
司舉行，以配合舊相片、舊報紙，細說活字印刷的興衰史。透過工作坊，同學更可以一嘗以
活字印刷製作個人的新聞報紙。

如欲以學校或團體身份預約或申請工作坊服務，請致電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2291	0238或電郵至info@cache.org.hk，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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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於1911年成立，是本地歷

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學府。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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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震宇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香港早期教育發展概述

一、開埠初期的傳教與辦學

自香港開埠以來，殖民地政府盡量與教會合作辦學，但卻經歷了長時間的磨合過程。開埠

之初，學生較少，政府財力有限，無法提供巨額支援，遂持開放態度，容許教會辦學。直

至1854年，港督寶靈(John Bowring)主張宗教和教育分離的世俗化教育。1857年，政府
委任德國禮賢會傳教士羅存列牧師，巡查當時十三間受資助的中文書塾，然後於1859年

根據調查結果，制定《皇家書館則例》，規管接受資助的學校，改善辦學質素。

世俗化教育的爭議

所謂「世俗化教育」，是指教育不涉宗教信仰的內容，將教育脫離宗教。1851年，太平

天國起義，大量華人南來避難，教會學校的發展更盛。政府認為教育高度集中於教會手

上，將會失去主導權利，為求重奪主導權，遂推行世俗化教育政策，改變當時的教育環

境。1862年成立的中央書院，便是這個決策下的新辦官校。

1871年，首任中央校長、時任教育司署署長史釗活博士(Frederick Stewart)，提出《補助書
館計劃》，規定接受補助的學校，必須每天連續教授四小時的世俗教育，當中不能涉及

宗教教育，基督教及天主教學校認為違背辦學原意，群起反對，放棄接受資助。

1877年，天主教教徒軒尼詩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就任港督，高主教趁機游說，提
出每星期的世俗教育時數符合規定，便可繼續進行宗教教育。這個修訂方案獲英國政府批

准，1879年，補助書館計劃成功修訂後，具有宗教背景的辦學團體紛紛參與。由於獲得

資助，辦學團體只需付出原來四分之一的經費便可維持，故於十九世紀末期，教會學校已

經超過一百間。此舉對於香港教育及英語教育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倫敦傳道會與英華書院

1818年，傳教士羅拔．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該校隸屬於基督
教倫敦傳道會。1843年，一群中國及南洋的倫敦會傳教士齊集香港參加會議，史稱「弟

兄會議」，議決中國未來事工的方向，其中議決將馬六甲英華書院遷至香港。當時，清政

府仍然舉行科舉考試，只有少量學童選擇入讀西式學校。

倫敦傳道會傳教士抵港不久，立即展開傳道工作。除每周日於教會崇拜講道外，亦於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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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聚群眾佈道（又稱「講街書」）。由於街市人數眾多，故傳教士多前往該處，通過華人

學生的翻譯，將信仰精義以一針見血的形式表達，務求傳播福音。1844年，倫敦傳道會

在中環伊利近街和士丹頓街交界興建倫敦傳道會大樓，內設預備學校、宿舍及印刷廠。這

所預備學校，即英華書院前身，通過教授中、英及數學等基礎科目，進而日後傳授神學知

識，由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牧師(James Legge)主理，以培訓掌握雙語的宣教師為目標。
然而，學生完成學業後，大多投身收入較豐的商號或政府機構，與辦學理念背道而馳，故

該校終於1856年停辦。

預備學校停辦後，理雅各決定開辦中央書院，以世俗教育為目標，繼續承擔教育重任。

聖公會與聖保羅書院、拔萃男女書院

1843年，聖公會史丹頓牧師(Vincent John Stanton)抵港，擔任殖民地隨軍牧師，並立即興
建教堂及學校。1848年，聖約翰座堂落成；1849年，聖保羅書院竣工；1851年，聖公會

會督府開幕。

聖保羅書院首屆約有九名學生，其後逐漸增至三、四十名學生。初期書院設中文、英文及

宗教等科目。1850年，聖公會會督施美符(George Smith)上任後，認為香港商業的蓬勃
發展導致培育本地宣教人員的成效不彰，故致函英國聖公會，轉以通過辦學招攬華人信

徒。1860年，施美符夫人首先於般咸道及東邊街交界，開辦教區女子訓練學校，其後將

服務對象推展至弱勢社群、孤兒及少數族裔人士，成為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的前身。

嘉諾撒仁愛會與聖心書院

天主教首要牧養本地歐籍信徒，其次則服務社會有需要人士。1860年，港督寶靈爵士女兒艾

美莉(Emily Bowring)，邀請六位意大利嘉諾撒仁愛會修女來港辦學。同年4月12日，六位修女抵
港後，即與艾美莉會面，商談辦學細節。4月29日，艾美莉加入仁愛會成為修女，隨即設立學

校，出任校長，陸續開辦英文部及葡文部，為嘉諾撒聖心書院的前身，服務本地歐籍天主教

徒。

學校開辦後，人數陸續增加。過程中，發現不少社會問題，不久即開辦孤兒院，收養棄

嬰；又開設小型醫院，照顧染病貧民。由於人手不足，修女大多積勞成疾，英年早逝，艾

美莉更於1870年8月20日因瘧疾去世，年僅三十七歲。

安博神父與聖類斯中學

聖類斯中學位於西營盤第三街，前身是感化院。1863年，天主教安博神父 (Ambrose 
Pereira)得悉香港青少年失學遊蕩，甚或淪為罪犯，便於中環威靈頓街附近租地，設立感
化院，教導青少年木工及造鞋技術。港督羅便臣(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親臨視
察後，深受感動，隨後撥出西區地皮，興建養正院，加設印刷及包裝書籍等工藝科目，實

屬職業先修學校的雛型。

喇沙會與聖約瑟書院

1874年，身在香港的高雷門主教(Bishop Timoleon Raimondi)多番游說羅馬教廷，終獲富
有教育經驗的喇沙會答允，於1875年派遣六位修士來港協助改組當時的商科學校救主書

院，其後改名為聖約瑟書院。開校初期，主要就讀者為歐籍信徒子女，少量為中國人，他

們在本地牛津公開試屢獲佳績，因而聲名大噪，吸引更多學生投考。1881年，校舍遷至

羅便臣道。1918年，再遷至堅尼地道。

二、早期香港教育的成功例子：何啟

自從1841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這個小島充份利用國際優勢，既脫離了腐敗的滿清

政府，又吸收了大量西方文化。約1870年代，維多利亞城已粗具規模，在西方遊客眼

中，香港儼如歐陸城鎮；在中國同胞眼中，更驚嘆香港數十年間竟有如此重大改變。

香港比中國各省城市更早引進西式教育，故成功培育了大量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例如

創辦於1862的中央書院（其後改稱皇仁書院），栽培了最早期精通雙語的精英，例如容

閎、黃勝、1880年代的何啟和胡禮垣、1890年代的謝纘泰及孫中山，由是可知，香港實

在是吸納西方思想，繼而影響中國的先導者。

何啟與晚清革命活動

何啟，生於1859年，其父何福堂是香港首位華人牧師。何啟自幼接受西方教育，1870年

入讀中央書院，兩年後留學英國，先後修讀醫科及法律。1880年代，與中央書院校友胡

禮垣撰寫政論，提出改革的具體方法。何啟根據孟子思想，提出「民政為本，君政為末」

的觀點，抒發政見。1887年2月8日，清政府正在推行洋務運動，重臣曾紀澤（曾國藩長

子）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同月16日，何啟針對曾氏觀點，撰文反駁，指出中國必須

改革政治制度，不應著重國防或軍事技術。何啟的文章刊登後，引起頗大迴響，稍後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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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禮垣的協助，將文稿譯成中文，發表於《華字日報》。1880至1890年代，兩人合共寫

了九篇文章，其後結集成《新政真詮》，主要期望清政府向英國學習，政治制度方面，推

行君主立憲，改革吏治及司法；經濟方面，發展工商業、推動民營經濟。兩人的觀點，影

響了清末維新派的改革主張，還將其中《新政議論》收錄於《皇朝經世文篇》，引起了中

國知識份子的注意。

1895年，清廷於甲午戰爭敗於島國日本之手，消息轟動國際。何啟肯定清政府已經無藥

可救，轉向支持革命，推翻滿清。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後，策動「乙末廣州之役」，是次起

義的宣言，即由何啟負責起草。另外，何啟利用其社會地位，聯絡外國記者，正面報道革

命活動，提升興中會的名望。1903年，興中會成員謝纘泰發動廣州之役，何啟也是其中

一名參加者。可見，何啟對於中國的近代發展，影響力舉足輕重。

何啟不僅關心中國變革，亦同時留意香港事務，擔任立法局議員長達十四年，並籌辦香港

大學，居功至偉。1914年7月21日，何啟於寓所因心臟病發逝世，享年五十六歲。

何啟與香港西醫書院

1884年，何啟妻子雅麗氏(Alice Walkden)因傷寒病逝世。為紀念亡妻，何啟遂策劃興建雅
麗氏醫院，既解決華人西醫不足的問題，並為當時貧困的華人提供西醫服務。

1887年，香港西醫書院開辦，附設於雅麗氏醫院，位於荷里活道七十五至八十一號。同

年10月1日，假香港大會堂舉行開幕典禮。該院由何啟兼教法醫學及生理學，首屆取錄十

二名學生，孫中山是其中之一。課程與當時英國醫科大學課程相若，五年的學制，包括學

習化學、物理、植物學等科目。香港大學成立後，香港西醫書院改為港大醫學院。

三、二十世紀的會堂、書院與思想傳播

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缺少大型集會場所，消息傳播限於報章、廣播等媒介，致令思想難以

傳播。有見及此，無論宗教或各種流派思想，必須興建大型場地，通過講員的辭令，或借

助講學，令思想得以廣為流佈。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央會所

1918年，會所落成。座落於上環必列者士街，樓高六層，設施包括遊戲室、大禮堂、課

室、圖書館、鑊形跑道，並設有全港首個室內泳池，建築揉合中西風格，傳播基督教的思

想及價值觀。該會著重於德、智、體、群的培育，透過服務華人，滿足他們身心靈的需

要。其時，青年會開始著重培育年青人。1919年，新文化運動揭開序幕，剛好青年會以

培育新青年、新思想為宗旨，與五四運動目標契合。

1927年2月，青年會邀請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魯迅，假青年會大禮堂舉行一連兩日演講，

包括《老調子已經唱完》及《無聲的中國》，主要批評中國舊文化，並即場由許廣平翻

譯，故青年會成為傳播新文化思想的重鎮。

孔聖堂

1928年，時年七十多的曾富擬通過興建一座孔聖禮堂，發揚儒道。同年，獲得簡孔昭捐

出一幅加路連山道地皮，興建會堂。經過多番募捐，最終於1935年12月10日正式開幕。

由於當時可供大量民眾集會的會堂不多，故孔聖堂成為文化界重要的集會場地。孔聖堂原

是主張復古、尊儒，抗衡新文化思潮，其後卻邀請了不少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在此

舉行演講。1940年，中國全國文藝協會香港分會假孔聖堂舉行魯迅六十冥壽紀念晚會，

並上演《阿Q正傳》。1941年，香港文化團體及社會名流，假孔聖堂進行許地山教授追悼

會。

1953年，原址增辦孔聖堂中學。

達德學院

1946年開校，位於屯門青山公路。這間私立專上學院，雖然只有兩年半歷史，但卻凝聚

了希望中國強大的共同理想。建校初年，正值抗日勝利之後，國共內戰之際，不少共產黨

員受國民政府追擊，紛紛南下香江。其時周恩來擬於香港發展文化活動場所，向這批人士

灌輸愛國思想，遂吸引大量內地青年和海外華僑報讀，並由當時的著名學者或政治家，包

括茅盾、郭沫若、何香凝、喬冠華等。由於學生不斷慕名而來，不久即須擴建校舍，新興

建的大禮堂，供舉辦不同類型的文化講座。

民主辦學是達德的宗旨，師生共同商議校政，實踐民主理念。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以學校進行政治活動為理由，突然宣佈封校。其後，校舍成為傳教

士宿舍，2004年，教學大樓被列為法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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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亞書院

由國學大師錢穆創辦，透過教育傳承中國文化。1949年，大量移民南遷，其中有不少中

國學者，造就了香港培育青年人的機會。新亞書院除日常講學外，還定期於晚上開辦文化

講座，由不同學者主講，範圍不限文史，涉及多個學術領域。

開辦初期，超過八成學生無法繳交學費，教授無法領受工資，惟師生共渡時艱，1956

年，新亞書院獲得美國宗教團體雅禮協會的經濟協助，校舍遂遷至土瓜灣農圃道，1963

年與另外兩間私立院校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 

女性教育與社會運動 

香港教育發展中，女性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一頁。傳統中國社會不鼓勵女子讀書，但香港自

開埠起，已有西方傳教士開辦女校。許多學校本來是孤兒院(嬰堂)，除了讓被中國傳統

忽視的女孩接受平等教育機會，也為一些被遺棄或被拐賣的孤兒提供棲身之所。這些嬰

堂後來也發展成中小學或寄宿學校，如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創辦的義大利嬰堂	 (嘉諾撒聖

心前身)、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創辦的法國嬰堂	 (聖保祿前身)、英華女書院、拔萃女校

等，都是香港歷史悠久的女校。

世界女權意識的興起

不少西方國家在十九世紀經歷社會改革，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維多

利亞時代是探索新知識、新事物的年代，女性也開始喜歡遠遊，並意識家庭以外的價

值。1869年蘇彝士運河開通，香港也成為歐美旅客的熱門旅遊地點。有很多西方女性隨

丈夫或教會來到香港，大多在教育及醫療方面，為早期香港作出很大貢獻，例如訓練了許

多華人助產士的西比醫生(Dr. Alice Sibree)，以及許多默默為貧苦大眾服務的修女。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是新舊思潮互相衝擊的時代。新時代已經來臨，社會渴望變

革，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女性由家庭領域走到社會工作，從而發掘了她們的社會功能，及

鼓勵爭取權益的意識。經多年爭取，英國終於在1928年實行全民普選，包括婦女投票權。

香港開埠初期至戰前的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中下旬，中國社會動盪，拐賣兒童風氣十分盛行，受害者大都淪為苦工，女的

成為婢女，甚至娼妓。許多貧苦家庭受到重男輕女的傳統風俗影響，不時會溺斃無辜的女

嬰，或把她們遺棄。當時英屬香港這個經貿樞紐，吸引不少來尋找機會的單身男性，以及

富有的華商家庭，廣東一帶便發展出一個龐大的拐賣網絡，將中國農村女孩拐賣到香港，

滿足香港對於娼妓及僕役的需求。雖然1880年總督軒尼詩	(John	 Pope	 Hennessy)	採納

華商的建議，在1882年成立保良局保護孤兒，但女童淪為婢女的情況並沒有受到遏止。

香港的反蓄婢運動

香港在1844年通過禁止奴隸制的法例，但英國政府奉行不干預華人文化傳統的政策，雖

知蓄婢習俗有違法律，但亦不會主動介入。直至1917年8月的一宗拐帶婢女訴訟，才引起

社會關注蓄婢問題。1919年，英國少校希士活	 (H.L.	 Haslewood)	 的夫人於聖約翰座堂

盧亦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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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中，聽到牧師談及婢女問題後，便積極關注缺乏人權和自由，甚至酬勞也沒有的「

妹仔」。她經常在英文報章撰文，促請港府廢除兒童奴隸。港府要求希士活禁止其夫人對

蓄婢問題發表意見，希士活拒絕服從，便在1921年被勒令提早退役回英。希士活夫婦回

英後繼續抗爭，四出聯絡反奴隸組織、婦女團體，又致函國會，要求正視香港的蓄婢問

題。

在英國的壓力下，港府授權定例局委派議員諮詢本港市民對蓄婢的意見，於報章發出

通告，邀請各界人士到石塘咀的太平戲院集會，討論蓄婢問題。可是，出席者大多是支

持蓄婢的社會上層華人，他們家中大都納妾養婢。他們指「妹仔」買賣不算是人口販

賣，反而能造福女孩和她們的父母，亦可防止殺嬰，甚至可免女童淪為娼妓。大會最後

通過成立「保護婢女協會」的決議，以保護「妹仔」不被主人虐待。但反蓄婢的人，大

多是在港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他們認為「保護婢女協會」只是用以保留蓄婢制度的掩

飾。1921年8月8日，「反對蓄婢會」成立，宗旨是「維持人道、廢除婢制，使婢主得覺

悟、婢女得解放」，其後通過《反對蓄婢會宣言書》，力主廢除這種有損人道的蓄婢行

為。社會上不少人對「反對蓄婢會」表示支持，並且加入反蓄婢行列。1922年3月，他們

於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大禮堂舉行「反對蓄婢會」成立大會，會後展開宣傳工作，更成立

調查部，搜集及跟進婢女被虐個案，進一步深化運動。

希士活夫婦回英後亦大力推動反蓄婢，令議題進入國會議程。殖民地部不斷接到國際婦

女選舉權同盟、國際聯盟奴隸制常設專家諮詢委員會等團體投訴。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便責成港府跟「反對蓄婢會」和「保護婢女協會」進行磋商，尋求制訂一個廢
除蓄婢的方案。香港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dwin R. Hallifax)發佈《禁婢示》，指英國不允許奴
隸制存在，「妹仔」並非主人的財產，鼓勵欲離開主人或已成年的「妹仔」向華民政務司

提出申請。1922年12月，港府向定例局提交《家庭女役條例草案》(又稱《妹仔法案》)

，進行首讀。1923年3月15日，定例局三讀通過《家庭女役則例》(又稱《禁婢新例》)，

條文包括：無論何人不得買賣婢女，無論何人不得僱用未足十歲的女僕，婢女不得由一僱

主轉交給別人，婢女須按限定日期註冊等。

但因法例沒有列明落實日期，形同虛設。「反對蓄婢會」於是上書港府，請求落實執

行法例。港府在殖民地大臣再三敦促下，修訂有關條例，規定凡有婢女的家庭在六個月

內前往華民政務司署辦理註冊手續，逾期者將被嚴懲。但有些家庭卻利用條例的灰色地

帶，把買回來的妺仔稱作養女而不去註冊。「反對蓄婢會」在1935年9月再上書港府，並

發起簽名運動，呈上英廷，希望下議院開會討論。總督羅富國(Geoffry Northcote)在內外
壓力下提出修訂《家庭女役條例》。1938年6月24日終頒令育女(養女)註冊，指明由6月

24日起，凡在本港未及二十一歲的女童，曾經由一家轉讓他家者，無論育女或受保護之

女童等，必須向華民政務司註冊，不遵者治罪。

教育與社會運動    

香港的反蓄婢運動，前後爭取了17年，才能訂立法例禁婢，廢除蓄婢制度。這場運動是英

國殖民地在兩次大戰之間最持久和經歷激烈討論的社會運動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女

權運動亦出現新的發展，而女性主義的論述也比以前豐富。到了1970年代，一些論述已

超越了兩性的討論，而是著墨於批判背後的壓迫及罷權。女性主義論述對許多社會運動也

發揮了不少參考價值。

二次大戰後，大量中國移民來港，雖為香港社會造成壓力，但卻促使政府正視民生及教育

問題，推動福利及教育政策的發展。雖然在50、60年代，香港曾發生過一些非理性、牽

涉中國大陸政治又缺乏具體目標的暴力騷亂，但到了70、80年代，在香港受教育的移民

後代，大多已視香港為家，香港社會逐漸開放，人們對公民社會的態度亦有所轉變，當中

現代教育起了關鍵作用。

1960年代，香港工業及經濟起飛，人們普遍認為教育是社會向上流動的關鍵。很多基層

女孩要到工廠打工養家，或幫補供養家中兄弟讀書，但她們大多努力好學，放工就到夜校

讀書，形成了一個工廠妹讀夜校的潮流。60年代開始，政府部門男女同工同酬，到了70

年代，香港政府便提供免費小學教育。

1970年代是社會運動頻繁的年代，但抗議示威、遊行、罷工等運動，大都是和平和有秩

序進行的。大學生發起「中文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經過多次靜坐示威和公開

論壇後，終於讓政府答應在公事上兼用英文和粵語中文。1973年反貪污運動，目標是針

對香港警隊及政府或公共機構內普遍存在的貪污情況。運動得到許多學生和市民支持，政

府終於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1973年的小學教師罷課運動，嬴得政府讓步，得以改善

管理及工作條件，亦促進了香港專業教師協會的成立。其時一些天主教及基督教團體，亦

組織了一連串為勞工階層爭取合理工作待遇的運動。工人運動促進了不少新工會、團體和

組織的成立，他們跟從前的同鄉會、宗親會不同，大都是由戰後在香港成長及受教育的人

組成，以香港人的福利為先，亦有成功爭取立法保障權益的例子。

香港政府面對社會大眾的訴求，陸續推行諮詢市民的政策，及提供表達民意的空間。巿民

能在公開論壇、廣播節目，及報章等媒界自由發表意見及討論，政府也會積極回應及作出

改善。80年代，香港政府陸續推行9年及15年免費教育，讓普羅大眾能到學校讀書。市民

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漸多，在建制以外自行組織的能力也漸強，香港社會越趨多元化，這些

都是現代社會的特徵，而教育的普及是先決條件。1982年，區議會成立，首次舉行廣大

市民有權投票的民意代表選舉，其後幾年更推出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立法局的選舉，種

種政制上的改革，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也是發展公民社會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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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瑟書院，位於香港半山堅尼

地道。攝於1920年代。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意大利修會學校（嘉諾撒聖心書院的前身），位於

堅道。攝於1920年代。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保良局值理，約攝於1905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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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皇后大道西的太平戲院。戲院內部經過悉心佈置，準備演

戲為香港大學籌款，攝於1909年12月。1921年，港府授權定例

局委派議員諮詢本港市民對蓄婢的意見，於報章發出通告，邀

請各界人士到石塘咀的太平戲院集會，討論蓄婢問題。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香港大學。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喇沙書院。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總督金文泰。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下亞厘畢道的會督府，同時亦是聖

保羅書院舊址。現址為香港聖公會

大主教辦事處，攝於1895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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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中環皇仁書院，攝於1897年。（《維多利亞女皇鑽禧登基相冊》）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聖保羅書院，位於港島下亞厘畢道，

攝於1875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皇仁書院舊址，位於上環鴨巴

甸街與荷里活道交界處，攝於

1900年。

（圖片來源：香港歷史博物館）

民初時香港永經書局印的千字文與

三字經小學課本。

頁139至頁143圖片由林偉耀先生提供

民國元年1911年出版

的女子修身教科書。

香港戰前的學生作文草稿本（當時仍用毛

筆、墨水書寫，電話只有三個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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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出版商務印書館

出版經香港教育司審定的

小學中文課本。

1939年版的看圖識字兒童圖畫冊。

1952年出版的小學課本。

1953年求實出版社出版的

少年政治常識讀本。

1957年版的初中英文課本（封

面為原位於尖沙咀碼頭、1975

年拆除的九龍火車站）。

1962年金城中學學生手冊（此學生成績全班50人中排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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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友恭學校在星島晚報

刊登的廣告（招聘英文老師

及花王－3天18元）

1970年度諾貝爾書院學生繳費咭

（每月學費45元）

1971年版的中文課本。

1971年啟播的教育電視，於

1976年與香港電台合併。此

為合併後兩年（1978年）出

版的社會科教育電視課本。 1974年版的小六社會科課本。

1982年中學學生書單。

昔日的拍紙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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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教育對社會與個人發展的影響深遠。

•	認識健全的社會發展有賴於學術自由。

•	理解不同時代的香港女性成長的限制與發展空間。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與事件（配對）

試參考第一部份的文章，把機構名稱填在適當的空格內。

關鍵主題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今日香港：法治及社會政治參與

關鍵概念
學術自由	 院校自主	 教學語言	 女性成長

法治社會	 知識分子	 言論自由	 政府管治

   
 中央書院				嘉諾撒聖心書院				聖類斯中學					聖約瑟書院	 英華書院 
聖保羅書院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央會所					拔萃男／女書院						香港西醫書院

             
	 機構名稱				事件

	 		 由傳教士馬禮遜創立於馬來亞半島的馬六甲，隸屬於基督教倫敦傳道 
	 會，1843年遷校至香港。

	 	 由英國聖公會創立，於1851年開幕。
 
	 	 前身為施美符夫人於1860年在般咸道及東邊街交界開辦的教區女子訓 
	 練學校。

 
	 	 由意大利嘉諾撒仁愛會修女於1860年創辦。	  

 
	 今稱皇仁書院，由香港政府於1862年成立，首任校長為史釗活。

	 	 位於西營盤第三街。前身是由天主教安博神父於1863年創立的感化 
	 院，初時位於中環威靈頓街附近，教導青少年木工及造鞋技術。

	 	 由天主教修會喇沙會創立於1875年。

	 	 於1887年由何啟等人創立，為香港大學醫學院前身，首屆學生包括孫 
	 中山。

	 	 落成於1918年，座落於上環必列者士街，設有大禮堂、圖書館及鑊形 
	 跑道等設施。

1.	 根據第一部份的文章及就你所知，你認為十九世紀末（當時中國仍未廢除科

舉），華人子弟為甚麼入讀西方教會興辦的學校。

試意想十九世紀香港某間教會中學的上課情況，與當時傳統中式書齋上課有何分別？

試想想當時的情景，並繪畫下來。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II：傳教與辦學》

2.	 十九世紀中後期，教會辦學使香港女子得到學校教育，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女性

的社會地位？試說明你的論點。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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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埠不久後的香港政府認為不能由教會壟斷辦學。你認為教會辦學對香港社會

有甚麼好處及壞處呢？

1.	 今日很多宗教團體興辦的中學，都強制要求學生參與宗教儀式（例如祈禱、向佛

祖像行禮等），你是否贊同這種做法呢？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青少年的個人成

長？試解釋。

	 （可從心理層面、自我形象的建立等方面探討。）

（四）昔為今用

香港曾經歷殖民地時期的管治，九七後主權移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推行

教學語言政策上有甚麼改變？

提示：

語言政策：英語教學、母語教學、「普教中」（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推行語言政策改革的原因為何？試從文化政治、經濟需求、政府管治及教學成效

（語言能力／優越感）等方面，分析其利與弊。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3）（6）（9）（12）

延伸探索

1.	討論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

討論在中小學推動兩文三語語言政策的成效。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3）（6）（9）（12）

（五）通識反思

甚麼是「學術自由」？學術自由對香港社會的進程有甚麼重要性？

香港的學術自由正面臨甚麼挑戰？試以近年發生的事件為例，加以闡釋。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2）（4-5）（11-13）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7-8）（10）（16-17）

2.	討論香港的學術自由。

3.	有學者指出「直至戰後，本地女性的個人發展和自我探索也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

性別角色定型對青少年的個人成長帶來甚麼影響？試就著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背景加

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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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

1.	〈周日話題：大學條例	如何讓特首干預院校自主？〉，《明報》，2015年8月2日。

2.	程翔：〈全港市民奮起守護香港大學〉，《明報》，2015年8月3日。

網上媒體／資源

3.	 鄧力行：普教中有助學好中文？（香港獨立媒體，	2014年2月20日，原刊於2014年2

月20日《明報》世紀版）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1010
4.	 劉進圖：權謀鬥爭取代循規管治（評台，2015年7月28日）

 http://goo.gl/AEyTGs
5.	 【懶人包】港大副校長任命風波8件事（香港經濟日報，2015年7月29日）

 http://goo.gl/Phzbj8
6.	 黃慧貞：夾縫間的殖民機器	-	論香港的語文教育

 http://lichokiu.blogspot.hk/2005/09/blog-post_112754614960785015.html
7.	 「香港記憶」：「香港留聲」口述歷史檔案庫——戰前女子教育

 http://goo.gl/G26cC2
8.	 華人婦女與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網上資料庫

 http://goo.gl/84qU07

政府文件

9.	 語常會《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檢討總結報告

 http://goo.gl/QMsMl1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學習資源

10.	通識網（每日專題）：婦女權益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te=2015-03-09
11.	傳媒透視：陳韜文〈學術自由受脅非社會之福〉

 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2006
12.	通識網（每日專題）：教學語言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te=2015-07-06#prettyPhoto
13.	通識網：學術自由

 http://www.liberalstudies.hk/daily_concepts/index.php?word=281

推介書籍

14.	邱小金、梁潔玲、鄒兆麟；香港歷史博物館：《百年樹人:香港敎育發展》。香港:	

市政局，1993年。

15.	陸鴻基：《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

司，2003年。

16.	曾嘉燕、吳俊雄編：《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1998年。

17.	蔡寶瓊：《晚晚6點半: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

司，1998年。

18.	蔡寶瓊：《我很蠢，但我教書》。香港：	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7年。

推介電影

19.	Sarah Gavron：《女權之聲》(Suffragette)，2015年。

志願團體／非牟利組織

20.	婦女動力基金	

 http://www.herfund.org.hk/
21.	新婦女協進會

 http://hkaaf.blogspot.hk/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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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學校宗旨：

校舍想像圖：

目標：

如何實踐？

若你現在有十億港元的辦學資金，以及一塊如政府公眾泳池般大的土地，可以自由辦

學，你會如何設計你的校舍？請為你所創辦的學校，訂立至少三個宗旨，以及五個目

標。

課外活動：史蹟考察

簡

介
香港島區為早期華人生活的地方，而當時不少教會和學校也建於鄰近的西營

盤區。

活

動

一

同學可以觀察路線的景點，記錄在早期香港開辦教育機構的宗教團體，並指

出它們屬於哪些宗教團體。

路
線
資
料

西營盤教會學校導賞路線：救恩堂→英皇書院→禮賢會→香港大學→聖保羅書院

→聖士提反堂→聖安多尼堂→聖類斯中學→明愛凌月仙幼稚園→李陞小學

教學資源：http://cache.org.hk/blog/syp_school_trail/

活

動

二

同學認為路線中出現的宗教團體除了教會傳道外，對早期香港社會有甚麼貢

獻？

提

示
免費教育	/	托兒	/	工藝訓練

考察路線：西營盤教會學校導賞路線

如欲以學校或團體身份預約或申請導賞服務，請致電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2291	0238或電郵至info@cache.org.hk，向職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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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津橋及九龍寨城，攝於1910年。照片中「龍

津橋」一直伸延到九龍寨城的海旁。龍津橋是

清廷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興建的碼頭，因

狀如石橋而以「橋」名之，而「龍津」則是碼

頭上亭子的名稱。此處為官兵出入寨城的登落

官船位置，因此亭子又名「接官亭」。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博物館）

中國巨變下的香港            

第
八
章

中
國
巨
變
下
的
香
港

鄧家宙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中國巨變下的香港

香港位處中國南端海岸，是南亞與北亞之交通樞紐，且有優良海港，早於六千年前，已有

先民在區內謀生活動。最遲至魏晉年間，已有中外商船蒞港泊岸。歷朝承襲海上貿易政

策，以廣州作為涉外商貿的窗口，雄據珠江出口的香港和澳門成為守護國門的最前線。基

於特殊地理優勢，香港在中國歷史以至國際政治早已預留重要的戲份，只待因緣到位，自

然躍登歷史舞台。

乾隆年間，清廷實施鎖國政策，僅容許開放廣州與外商貿易互市，中外船旅雲集廣州，香

港既為外港，地位更趨重要。及後，英國為扭轉貿易逆差，大量輸入鴉片。至道光時期，

鴉片貿易已危及國計民生，林則徐奉命向英商禁煙，中英兩國由貿易紛爭提升到軍事對

抗，最終爆發鴉片戰爭。

1841年，英軍率先攻佔港島，宣稱管治。翌年，戰敗的清廷確認將香港島割讓為英國殖

民地。中外商人紛紛來港經營業務，貿易往來頻繁，海陸交通暢通無阻。隨着，《北京條

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港府政區擴展至深圳河以南地區與週邊海島，香港

得以長久發展。相反，清廷至鴉片戰爭後，政局趨於混亂，太平天國、甲午戰爭、列強入

侵等禍亂接踵而來，面對外患內憂，國勢日下。由於香港屬英治地區，在政治、商務、生

活各方面均較穩定，每當國內動盪內地居民往往移居香港，一則逃避動亂，另謀生計，二

則觀望局勢，寄望來日返國再圖發展。

寓港的國內同胞，來自五湖四海，包括政商文工，各界社群，他們亦心繫國家，遇上天災

人禍或政治變化，每每響應支援，與國內連成微妙的互動關係。

孫中山推動革命

孫中山先生於1866年出生，青年時代蒞港留學，除學習外文與醫學，亦吸收了西方文化

和宗教思想。他在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地帶中環地區生活達七年之久，感受到西式政體

下的社會發展和市政管理，井然有序。反觀當時滿清國勢腐敗無能，形成強烈對比，由此

孕育革新中國政治的構想，經常與學友評論清廷時政。

1894年，孫中山先生起草〈上李鴻章書〉，促請清廷改革，未獲接納。未幾，爆發中日

甲午戰爭，滿清一敗塗地，原為推動國家富強的洋務運動宣告崩潰，激發孫中山先生以武

裝革命推翻滿清政權的決心。翌年，孫中山在港成立興中會，聯同楊衢雲等志士籌策廣州

起義，史稱「乙未廣州之役」。儘管首次革命以失敗告終，但革命黨人以香港政治環境特

殊，先後創辦《中國日報》宣揚革命，又設立多個秘密會社，組織起義、運輸軍火及接濟

黨人。而紳商華僑，如先施百貨的馬應彪及保險之父李煜堂等商人均慨捐巨款支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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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香港是籌策革命的基地，對中國由帝制過渡到民主共和體制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寨城風雲

明清時期，區內海盜猖獗，釀禍極深。清代嘉慶年間，特以興建九龍炮台，守衛海

域。1841年，英軍有見於兩座炮台位於九龍半島南端，正好對準港島北岸中部，對港島

防務構成極大威脅，為免除後患，英軍擅自佔據懲膺炮台和臨衝炮台。懲膺炮台被毀，臨

衝炮台被拆卸，運往港島作建築材料。兩廣總督耆英奏請在九龍寨築建城牆，增強防禦，

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竣工，稱為「九龍寨城」。

1898年，中英兩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為期99年。除九龍寨城保留為中國主權

外，新界及週邊海島盡歸英治，無形中令寨城升格至類似領事館的特殊地位。	

1899年5月，港府以清兵參與抗英為由，派軍進駐九龍寨城，驅逐官民，解除武備，造成

架空清廷權力的事實。有鑒寨城屬中國主權，港府不便直接介入，導致城內欠缺管理，納

垢藏污。港府深怕演成反英基地，多次藉機清拆，最終引發外交風波。

1933年，港府以衛生為由遷拆寨城，強遷居民至狗虱嶺（今慈雲山），部份居民向廣東

省政府請願。國民政府向英方質詢，港府不得要領。僅能清拆寨城周邊鄉村。

1936年，日軍入侵東北，大量難民遷港進駐寨城，港府恐防華人建屋，派人拆去一間民房，

居民尋求兩廣外交特派員協助。擾攘數年，並無成果，是為「第一次清拆寨城事件」。

1947年及1962年，港府兩度強拆寨城民房，均釀成外交風波，中國政府向英國提出抗

議，重申領土主權，港府只能擱置拆卸計劃。過經三次清拆寨城事件，港府見中方取態強

硬，改以放任政策，九龍寨城淪為「三不管」地帶，成為罪惡溫床的貧民區。直至九十年

代，始改為公園。

文化南移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滿清覆亡，結束數千年的帝制統治，建成共和體制的民國政

府。當時，一班前清遺老，不堪接受國家更換國體，落泊香港。他們感懷身世，惟有藉着

賦詩酬唱，抒發鬱悶。1920年，有感國內掀起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文化，激發前清遺

老們在香港保存國學的決心，賴際熙太史組織學海書樓，聚眾講學，傳揚孔孟思想和古文

辭賦，以傳承中華文化。

1930年，又有陳煥章博士發起在堅道創辦孔教學院，宣弘儒家學問。朱汝珍太史、盧湘

父等先後擔任院長，親身登壇講學，又不時往東亞各國演講，推動文化，不遺餘力。

四十年代末，國共內戰後期，北省學者、宗教人士紛紛來港避居，香港這彈丸之地，再次

成為他們的避風港，同時也是保存文化的最後堡壘。該等學者以香港可自由講學、出版等

便行，可安心弘揚文化，更有在港興辦學社，培養人材，當中又以唐君毅、錢穆等學者

創辦的新亞書院最為著名。在六、七十年代，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文物慘被破

壞，香港的文化單位對存續國學之意義和責任更形重要。

省港大罷工

香港雖為華南航運樞紐，但華洋缺乏互信，隔閡甚深。尤其從事海員、修造、搬運等華

工，向無合理待遇，生活艱苦。二十年代，適值世界經濟不景，港元貶值，物價高昂，海

員生活更形困難。海員三度要求改善待遇，但港府與僱主未有回應，觸發海員大罷工。事

件由1922年1月12日發起，最初有千五名海員及九十餘艘船隻參與，其他往來香港的輪船

海員也聞風響應，航運全面癱瘓。所謂「手停口停」，暫失生計的海員退往廣州，幸獲國

民政府墊款照顧住宿和食用，算是對華工的支持。

港府對罷工事件採取強硬態度，激起其他勞工響應，罷工人數逾十五萬，擾攘五十六天始

告結束，不但船務公司損失慘重，工商各業也受重大打擊，與此同時，罷工事件激化華人

對港府的敵對情緒，動搖港府的管治威信。

1925年，香港爆發另一場規模更大的「省港大罷工」。事緣於5月30日上海發生工潮，數

千人在公共租界示威，十三人遭英籍巡捕射殺，激發全國聲援運動。香港的工會仝寅成立

全港工團聯合會，決議由6月19日起發起罷工，三天已有兩萬人離開崗位，返回廣州，亦

獲國民政府大力支援。另外，廣州華工發動拒向英籍官商提供服務，又舉辦示威大會，英

軍以遊行者跨越租界為由，開火射殺民眾五十餘人，釀成慘劇，史稱「沙基慘案」。

事後，國民政府決定援助回國之香港工人，特別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督導抗爭事宜。又

對香港實施封鎖政策，停止糧食輸港及港貨進口，香港經濟近乎癱瘓。初時，港府以強硬

態度應對，罷工事件呈膠着狀態。半年以後，金文泰接任港督，改以友善態度處理，緩

和緊張氣氛。而國民政府亦因內部人事變動及啟動北伐等原因，無暇顧及罷工情態。時

至1926年6月，中港兩地達成共識，省港大罷工已近尾聲。至10月10日，國府解除對港封

鎖，罷工委員會解散，長達十七個月的罷工活動才宣告結束。

總括而言，兩次華工罷工事件能成功爭取訴求，主要得力於國民政府在背後的支援。由於

僑居香港的華人一向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支援者，當港僑華工受到港府外商欺壓，國府

積極支援，在在顯映出中港之間那種緊密而微妙的互動關係。15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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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支援

早在晚清時期，日本已覬覦中國的資源，透過軍事擴展實施蠶食政策，先後佔取東北三

省。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日本對華發動全面侵略，國難當前，本地居民、旅港同胞亦

積極支援國家，共赴國難。本地各界社團，各隨力量組織賑濟會社，籌措物資善款，接濟

國內同胞。考究該等賑濟組織，概可分為：

1.	賑濟會：籌募衣衫棉被、食品藥品，賑濟前方軍民。以華商總會籌賑會、婦女慰勞

會、保衛中國同盟等最具影響力。

2.	服務團：組織青年志士，學習簡單醫療護理技術，然後回國服務傷兵災民。或籌劃教

學大綱，到災區護助難童，提供戰時教學。以港僑救護團、學生賑濟會為著名代表。

3.	收容難民：大量難民湧港，無家可歸，本港各界募款開辦臨時難民營接濟，例如戰童

保育會香港分會、救濟學生會、緊急救濟難民會等。

4.	籌募軍需物品：國內軍旅及省市機關以香港為英治商埠，華洋共處，且內外交通便

捷，特設駐港組織，籌募軍餉及對外宣傳國內戰爭實況。其中以第四戰區李宗仁軍長

籲請港僑籌措二十萬套軍用品最為矚目。

5.	發行國債：國民政府發行國債，以籌集軍需資金，更在港組織救國公債勸募分會，專

責處理香港僑民購債事務，以所得款金匯至國內以採購物資。

由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以前，由本地僑商自發組織的賑濟會超過六十個，

國內駐港組織不下二十個。尚有工商各業同工自發「捐薪縮食」，又舉辦種種義捐義賣活

動，總之各隨力量，支援國家抵抗外侮。可見，中國抗戰前期，香港為前方戰事提供金

錢、物資及轉運服務，給予後援補給，以後援方式支持國內抗戰，影響力不容忽視。

第二部份：參考書目

1.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灣︰聯經，2009年。

2.	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

年。

3.	香港史學會：《文物古蹟中的香港史》。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4.	香港史學會：《香港史地‧第三卷》。香港︰香港史學會，2012年。

5.	香港史學會：《香港歷史探究二：香港東部歷史》。香港︰香港史學會，2015年。

6.	香港學海書樓：《學海書樓八十五年》。香港︰香港學海書樓，2008年。	

7.	里斯本丸會：《烽火難童：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香港分會》。香港︰里斯本丸

會，2015年。

8.	梁炳華：《城寨與中英外交》。香港︰麒麟書業，1995年。

9.	鮑兆霖、黃兆強、區志堅主編：《北學南移：港台文史哲溯源（學人卷II）》。台

灣︰秀威出版，2015年。

10.	羅香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2年。

156 157



從龍津碼頭遠眺九龍寨城（又名

九龍城寨），攝於1898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九龍城宋皇臺，約攝於1915年。宋王臺是一塊碑石，現放置九龍城的宋皇臺公園。相傳宋帝

昺被蒙古軍追逼，途經香港時，曾在大石下休息。這塊碑石上刻有「宋王臺」三個大字，據

說是在元代時刻上的。大字旁邊還寫了「清嘉慶丁卯重修」。

前清遺老陳伯陶與其他遺臣南遷香港後，常相約到宋王臺吟詩，感時慨世。陳伯陶考証侯王

廟的歷史淵源，認為是後人因尊敬南宋國舅楊亮節，敬重他一直護駕宋帝至九龍的忠義，因

而建廟紀念。侯王一詞來自楊亮節「生封侯，死封王」的背景身份。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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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參考相片 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析述中國發生的大事如何影響香港的社會發展。

•	析述過往香港的思潮和社會運動如何影響中國的社會發展。

•	評價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國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及事件

請同學根據第一部份的文字，在下表適當位置填上正確年份。

		年份						事件
             
												英國佔領港島。

												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

												英國驅逐九龍寨城的清廷官員。

										 中國辛亥革命爆發。數年後，又發生「新文化運動」－1915年陳獨秀創	
	 立	《新青年》。另外，1918年發生「五四運動」

												賴際熙太史在香港組織「學海書樓」，傳承中華文化。

												「省港大罷工」爆發。

												日本發動全面對華侵略，香港華人開始積極支援中國抗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年，錢穆等南來學人在港創辦新亞書院，以保
	 	 存及弘揚中華文化。

關鍵主題
今日香港：身份和身份認同、社會政治參與

現代中國：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關鍵概念
中西文化交流

革命思潮

歷史保育

文化認同

工人運動

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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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890-1900年代，中國革命黨人選擇香港為重要的革命基地，而清末至民國，許

多中國大陸文人南來香港，興辦學府，弘揚中華文化，他們選擇香港，而非其

他中國境外的地方的原因是甚麼呢？試根據第一部份文章及就自己所知，解釋

其中原因。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國學南來、辛亥革命在香港、思潮空

間》

香港1842年開埠至今，大部份時間中港兩地是沒有移民限制，兩地民眾可以自由進

出香港，令香港成為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試想想當時華洋共處的情況，並繪畫

下來。（提示：可以從建築物、宗教場所、服飾等方面，想像當時的情況。）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2.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引起大規模的移民潮，大量中國人移居到香港，有人指出：「

當時的中國人，若是真的愛國，就不應移居英屬香港」，你認同這句說話嗎？

試解釋。

3.	 1925年，由民族憤怒而引發的「省港大罷工」，有很多香港華人放下工作，前往

廣州參與罷工，若你是當時香港一名普通工人，你會選擇前往廣州，還是留在

香港工作生活呢？試解釋你的看法。

1.	 試根據《香港歷史系列：辛亥革命在香港》的片集內容及本章的「專題概論」，

討論香港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甚麼角色？

（四）昔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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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十年代香港發生的兩次工人運動——「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反映

出中港之間那種緊密而微妙的互動關係。時至今日，中港兩地如何互相影響，

試各舉一例說明。

3.	 在《香港歷史系列II：寨城內外》一集，梁炳華博士說九龍寨城與作為殖民地的

香港有著「共生」的關係。假如你是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展覽館館長，你會如何

保存和紀錄民間和社區的歷史？試提出三項建議。（提示：口述歷史、社區故

事、文學創作，可參考延伸閱讀	（16-20））

1.	 九七後香港由英屬自由港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並保留原有制度特

色，你認為香港在兩制下的特殊情況(如中西交匯特色、開放社會等)，能對中

國大陸有甚麼貢獻？

2.	近年，很多中國大陸民眾到香港買奶粉、食品及藥物，	這種現象是否和今日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地位有關？試解釋你的答案。

3.	近年，香港人與中國大陸民眾的矛盾增加，這是香港百年來所未見的，你認為

原因何在？有甚麼解決方法嗎？強烈的中港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香港人的生

活質素？試加以解釋。（提示：可從社會和諧、政治、經濟、民生等方面作出

探討。）

（五）通識反思

提示：

工會在工運上扮演著一個怎樣的角色？工會的介入是否有利於工人爭取權益？不

同的工會在取態上有甚麼不同？

在勞動三權（組織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權）中，香港的工人擁有哪一種權利？

1997年後，香港的公營和私營企業都流行「外判制度」。外判工人在工運中的角

色如何？

提示：

你認為工人的訴求合理嗎？

試從工人待遇和社會價值觀（包括道德和公民意識）兩方面，評價運動的得失。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6-8）（11-16）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5）（9-10）（13）

延伸探索

1.	時至今日，工人運動的模式有沒有改變？試以近年香港的一次工運為例，進行討論。

2.	香港的工運如何推動著中國的工潮？試以香港及中國近年發生的工人運動為例，進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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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雜誌

1.	潘毅：〈民主的春天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明報》，2013年4月11日。

2.	 詹妮：〈我在香港觀察中國勞工	內地工會民主化的啟示〉，《明報》，2013年5月2日。

3.	〈鹽田港碼頭工潮	和黃稱運作正常〉，《東方日報》，2013年9月3日。

4.	〈和黃加人工　鹽田港復工〉，《蘋果日報》，2013年9月4日。

5.	江雁南、馬倩：專訪：〈勞工NGO組織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　韓東方剖析中國

式罷工背後缺失〉，《亞洲週刊》（第28卷	19期），2014年5月18日。

網上媒體／資源

6.	 湯慕華：《「改朝換代」的香港‧外判文化下社會之改變》（文化研究@嶺南，第31

期，2012年10月） 

http://www.ln.edu.hk/mcsln/31st_issue/feature_03.shtml
7.	 《爽通識：外判制度的利與弊》（蘋果日報，2013年7月31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731/18357413
8.	 Quasi-跨時：【真實探求：貨櫃碼頭罷工專題】波濤下的暗湧─略論碼頭工潮的成

敗得失（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10月25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628
9.	 東莞鞋廠罷工體現中國工運趨勢？（BBC中文網，2014年4月16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4/140416_dongguan_strike
10.	中國工運中的裕元罷工（獨立媒體，	2014年7月13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4416
11.	Christine Chan：《工會條例缺憾多多	勞工政治力量雙軌走》（香港獨立媒體，			
2015年2月22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1744

12.	職工盟：《專訪國泰工會主席Dora（下）：空中服務員工會抗爭年復年》（香港獨立

媒體，	2015年5月24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5421
13. SACOM (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
 http://sacom.hk/
14.	香港工會聯合會

 http://www.ftu.org.hk/zh-hant/

政府文件

15.	香港政府─一站通一國兩制

 http://www.info.gov.hk/info/sar5/c12.htm

香港電台／網上學習資源

16.	通識網：工業行動 

http://goo.gl/pZlDD6

17.	通識網：工黨 

http://goo.gl/pZlDD6
18.	鏗鏘集：	城寨

 http://app4.rthk.hk/special/rthkmemory/details/hk-footprints/114
19.	香港文學行腳2012

 http://rthk.hk/elearning/littour2012/route2.htm

推介書籍

20.	也斯：〈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2013。

21.	陳智德：〈白光熄滅九龍城〉，《地文誌》。臺北：聯經，2013。

22.	董啟章：〈城中之城〉，《繁勝錄》。	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推介電影

23.	藍乃才：城寨出來者（1982）

24.	麥當雄：省港旗兵（1984）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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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後活動：文化評論

課外活動：實地考察

簡

介

從電影觀看中國與香港的相互影響，而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的關係又以甚麼

方式連繫。（十月圍城）

從電影看中港關係的互動，以及華人在香港的連繫。建議電影：《十月圍城》

簡

介
香港島中西區為早期華人生活地區，見證着香港華人生活的變遷。時至今

天，城市急速發展使舊時華人生活痕跡慢慢消失。

步

驟	

一

播放電影的選段

[建議時間：二十分鐘]

活

動

一

同學沿途可以拍下不同照片，對照新舊事物。

路

線

資

料

早期華人生活導賞路線：皇后大道中（中環）	→	皇后大道西（西營盤）	

教學資源：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i/art ic le/cht/resources

步

驟	

二

同學討論電影中所展示的中港關係。

[建議時間：五分鐘]

建

議
建議角度：建築特色	/	道路規劃	/	商鋪行業

活

動

二

同學認為其中最吸引的事物是甚麼？試簡述之。

活

動

三

從是次路線中，可見香港發展為中西區帶來了重大變遷。同學認為該區發展

有何得失？同學認為這些改變所帶來的利益或是損失較大？試簡述原因。

因為歷史的緣故，九龍城寨曾被視為「三不管」的地方。1994年，九龍城寨

已被完全清拆。時至今天，要了解城寨過去的風貌，只能透過照片、電影、

文學作品及歷史書籍等材料。試運用這些材料，寫一篇閲讀報告或影評，說

說你對九龍城寨的文化印象。

小提示：參考延伸閱讀	（18	-	22）

步

驟	

三

同學認為這種關係對於中港的發展是有利還是有害？

[建議時間：五分鐘]

小

總

結

與其他同學的記錄作比較，統計同學一共找出多少不同的店鋪種類。

題目：中國對香港發展的影響

考察地點：早期華人生活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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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代表海軍中將藤田類太郎在香港總督府簽署

投降書。他與陸軍少將岡田梅吉向英國海軍少將

夏愨(C.H.J. Harcourt)交出佩劍。於是抗日戰爭正式
在1945年9月16日結束。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淪陷時期的香港

第
九
章

淪
陷
時
期
的
香
港

鄺智文

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淪陷時期的香港

香港戰役，1941年12月8至25日

1941年12月8日，日軍越過中港邊境，從陸路入侵香港。雖然港英兩地政府以及駐港英軍

已有所準備，並為駐軍增添裝備和援軍，但由於英國在歐洲仍和德、意兩國作戰，因此無

法及時準備香港防務。面對近四萬日軍，駐港英軍（成員包括英國、印度、加拿大、其他

英聯邦國家，以及華籍英兵）、駐港國民政府人員和與他們合作的三合會，以及各式華洋

民防及救護部隊抵抗近十八日，最終港督楊慕琦(Mark Young)於12月25日投降，香港進入
史稱「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時期。英軍投降時，國民政府在港代表陳策海軍中將聯同香

港政府官員麥道高(David Mercer MacDougall)以及一批英軍官兵及情報人員乘魚雷快艇離
開香港，到大鵬半島和國軍游擊隊會合。

 

淪陷初期的人道危機

日軍佔領香港後即有組織地進行掠奪，把糧食、汽車、藥物、車輛等物資運走，部份士兵

更於灣仔、跑馬地、九龍等地搶掠甚至強姦市民，香港陷入無政府狀態至少長達兩星期之

久。在此期間，所有市政服務停止，市面交通停頓。醫療衛生服務亦被迫中斷，街上垃圾

滿佈，屍體無人收拾。三合會以及一無所有的飢民加入搶奪，然後變賣贓物，但不時有遭

日軍殺害者。一般市民則只能勉強維持生活，直至1月中日軍再次准許賣米，市面才逐漸

回復平靜。投降的英聯邦軍被關在深水埗、北角、馬頭圍等戰俘營，糧食、藥物等均極為

缺乏。部份華籍英兵在投降前收到英軍命令脫去軍服逃走，以免被日軍殺害。英籍或其他

盟國市民，包括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以下的大部份香港政府官員在淪陷初期尚可
自由活動至1月初，然後於1942年3月被集中關到赤柱的拘留營，直至戰爭結束。

人口疏散

淪陷初期數星期內，大量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市民被迫變賣家產離開香港，部份更因此傾

家蕩產。1942年1月6日開始，日軍進行「人口疏散」（又稱「歸鄉政策」），打算把香

港大部份人口送到中國大陸，以減輕日軍負擔。據日軍統計，單是1942年1月6日至2月19

日期間，共有約554,000人離開香港，其中只有少於一半得以乘船離開，其他只能步行離

港，或前往新界再乘船離開，途中遇難者不計其數。正如日本民政官員市來吉至指出，不

少市民在香港土生土長，與其祖籍已無關係，把他們強制「歸鄉」無異於要他們在中國大

陸自生自滅。至1943年底，共有約960,000人被日軍強迫離港，是戰前香港人口的一半。

日軍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時，香港只剩下500,000至600,000人居住。直至現時，尚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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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些被迫離開香港的市民的傷亡統計。此外，日軍在香港亦招募了過萬名華工前往海

南島工作，但只有數千人生還。

 

日本在港統治機構與施政方針

香港淪陷後，佔領香港的日本陸軍第23軍成立了「軍政廳」，以該軍司令酒井隆出任「軍

政廳長官」。軍政廳的主要工作包括搜捕香港政商要人、滯留香港的國民政府官員、查抄

香港政府以及英國和盟國在香港的機構和企業、建立糧食配給制度，以及進行強制人口疏

散等政策。日本海陸軍曾短暫爭奪香港的控制權，最後各方妥協，決定成立「香港佔領地

總督部」，由磯谷廉介陸軍中將出任「總督」一職。1942年2月，總督部成立，總部位於

中環匯豐銀行大廈，磯谷入主港督府，1直至1944年12月才離任。在戰爭期間，東京方面

對香港少有討論關於香港的長遠政策，只不斷要求總督部避免依賴日本中央政府，更曾於

1944年考慮把移交香港作為和蔣介石國民政府停戰的條件。

 

在1942年2月至1945年1月間，香港佔領地總督部下轄「幕僚部」和「總務長官」，地方

機構有「區政事務所」，諮詢組織則有「華民代表會」、「華民各界協議會」，以及「區

會」。其中幕僚部負責軍事，總務長官負責民政，區政事務所以及屬下的區會則負責人口

控制和糧食配給等地區事務。總督部雖然成立了「華民代表會」和「華民各界協議會」兩

個諮詢機構，但它們的權限遠不及戰前的行政局與立法局，所有代表全由總督指派，其任

務只為提供意見，對總督部的政策亦不能置喙。在實際運作上，總督集行政、立法、以及

司法權於一身，不受任何監督，東京亦因為戰事吃緊對香港沒有太大興趣，使總督部變成

總督個人獨裁。由於總督磯谷廉介權力極大，他所倚重的「香港憲兵隊」亦擁有極大權

力。當時，總督部在香港實施「軍政統治」，儼然成為警察國家，總督部司法部由陸軍司

法官負責，警察則由憲兵隊控制，稱為「憲查」，可根據《香港警察罰令》毋需經審訊

懲罰市民。香港憲兵隊司令野間賢之助大佐更容許屬下嚴刑逼供，有市民甚至被逼害致

死。直至1944年，總督部才逐漸推行《民法》和《刑法》，並建立法庭。由於總督部權

力不容挑戰，華民代表有名無實，憲兵隊和憲查動輒可逮捕市民，加上總督部牢控大眾媒

體，因此各級大小官員以致普通憲查均貪污腐化。1944年底，憲兵專權腐敗的消息傳到

日本，導致野間被撤換，憲查亦被改革為警察，但總督部的貪污問題則從未解決。

 

即使總督部大權在握，其政績卻乏善可陳。由於日本自1942年中已逐步走向戰敗，日本

政府對總督部支援極少，戰爭亦使香港的對外交通日漸惡化，經濟活動一蹶不振。總督部

即使有宏圖大計亦難以實現。可是，總督部的失敗不能單純諉過於戰爭。在三年零八個月

期間，總督部人手和資源始終不足，但總督部實施政策時大多從上而下，態度傲慢，多以

暴力恐嚇強逼市民就範。在日據初期，總督部曾嘗試鼓勵市民主動合作，例如收集蒼蠅運

動，但成效不大。日人亦曾承諾推行區會選舉，但隨後食言。總督部推行人口疏散政策初

期主要得到同鄉會等組織協助，但眼見成效不佳，即轉而以憲兵強制執行，期間甚至出現

憲兵在街上強行抓捕市民，把他們遺棄到海中或孤島。

淪陷時期的經濟

戰前，香港經濟以進出口貿易、航運、造船，以及相關的金融業為支柱。自1937年以

來，由於中日戰爭爆發，大量難民湧港，使香港亦出現了不少輕工業。日軍進攻香港前，

英國已打算在香港發展工業，使之得以支援英國對德、義兩國的戰爭。日軍控制香港後，

主要視之為後勤基地，對發展工商貿易並無太大興趣，但亦有嘗試以日本官方與私人企業

取代英資在香港的主導地位。淪陷後香港物資短缺，總督部對食米、柴薪、鹽、火柴等生

活必需品進行配給販賣，但始終供不應求。為獲取金屬，日人移走英人豎立的銅像，甚至

把匯豐銀行門口兩隻銅獅像運走，可見其缺乏資源的窘態。因此，黑市、走私活動均頗為

活躍，特別是戰爭後期日人取消全民配給，只對協助日人工作者實施配給之時。總督部亦

曾與臺灣總督部合作發展新界農業，並推行漁業合作社等改革，但成效有限。由於盟軍海

空封鎖使香港對外貿易中斷，加上總督部不但未能重振香港的經濟，而且更未能與日本在

東南亞各地的佔領區維持貿易，使香港在戰爭後期糧食日漸不足，至1945年夏季更陷入

饑荒邊緣。

從1942年中開始，日本內閣印刷局開始在香港印刷沒有任何貴金屬或基金抵押的「軍用

手票」，俗稱軍票。總督部先後在1942年1月和7月強行把港元和軍票的兌換價定為1：2

與1：4，同時逐步禁止港幣流通，並逼令市民把手上港幣兌換為軍票，無形中掠去市民財

產。可是，日人從市民手上收繳港幣後，卻利用這些港幣在華南購買物資、投機炒賣，或

進行情報活動。由於盟國仍然承認港幣，加上戰況日漸對日本不利，使港元在香港以外的

價值得以維持，甚至在香港的黑市價亦日漸上升。由於市民對軍票失去信任，加上日軍不

斷印製軍票，軍票最終跌入價值愈印愈跌，愈跌愈印的惡性循環。至1945年，日軍在香

港已發行近2,000,000,000圓軍票，其價值亦與廢紙無異。可是，戰爭結束時曾出現英國

軍政府將會承認軍票的謠言，因此戰後初期仍有人炒賣軍票。日軍在戰爭期間亦強迫被俘

的匯豐銀行大班祈禮賓(Vandeleur Grayburn)簽發未發行的匯豐銀行紙幣。祈氏其後被日
軍指控參與間諜活動，被折磨致死。

日佔時期的香港社會

在淪陷期間，總督部極力營造歌舞昇平的氣氛，例如進行慶祝勝利的慶典、出版歌頌日軍

或誇大勝利的報刊和雜誌，並恢復了賽馬活動。總督部又著力消除英國殖民地政府在香港

的痕跡，例如把街道改為日本名字，禁止英文招牌，並於港島寶雲山興建忠靈塔，以紀念

1937年以來在亞洲各地陣亡的日軍。可是，總督部的日本化政策卻因為資源不足以及日

本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而成為畫餅。例如，日人本希望把教育日本化，但學生人數卻由戰前

逾十萬減至只有兩、三千人。

日據時期的香港社會始終瀰漫著一片恐怖氛圍。雖然日軍聲稱佔領香港是為了「從英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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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解救華人」，市民卻對日兵、日本憲兵，以及他們手下的憲查（當時警察的稱呼，成員

包括華人和印人）畏懼三分，因他們可以隨便處罰市民，甚至把市民送到赤柱監獄甚至荒

島。由於家人無錢安葬，不少餓死或病死者的屍體被遺棄在街頭，不時提醒著市民戰爭的

恐怖。香港並非前線，但仍因為它是日軍在華南的主要後勤基地而經常遭到空襲。盟軍的

目標雖為船塢等軍事設施，但仍有部份炸彈落在民居，造成不少死傷。例如，1944年10

月16日，美軍空襲位於紅磡的黃埔船塢時，摧毀了附近的區政所以及紅磡街坊會學校，造

成900多人死亡，逾千人受傷。由於日軍把部份防空洞用作倉庫，而且並無如殖民地政府

一樣組織任何民防隊伍，市民在這些空襲中只能自求多福。

雖然總督部高壓管治香港，但居民並不只是逆來順受，部份甚至暗中抵抗。例如船塢工人

工作時怠忽職守，或記者描述日軍勝利時特意誇大至難以致信的地步，使市民知道日軍實

際上節節敗退。身在赤柱拘留所的盟國市民以及輔政司詹遜等英籍官員仍不斷嘗試和外界

聯絡或是逃走，或籌劃戰後如何重建香港。工務局高級繪圖主任鍾惠霖(William Jones)與
郵政署長榮鍾思(Edward Wynne-Jones)甚至秘密設計了紀念香港重光的郵票。

太平洋戰爭期間的香港軍事

在淪陷期間，香港成為日本海陸軍的後勤基地。香港幾乎所有醫院均成為日軍的軍醫院和

療養所，來自太平洋各戰區的日軍傷兵湧到香港接受治療。日軍亦在香港開設慰安所供日

兵光顧。此外，香港的港口、機場、鐵路均成為日軍設施，其中船塢和造船設施更成為日

本海陸軍的爭奪對象。可是，日本海陸軍雖然共同作戰，但缺乏合作，而且因為亞太各地

的戰鬥而未能把足夠兵力部署在華南地區，使粵港地區出現了一個海空防務的缺口。

自1942年10月25日起，美國陸軍第14航空軍(14th USAAF)開始空襲香港。空襲的規模最初
不大，但自1943年下半年以後則日漸增強。盟軍的目標主要為香港的船塢和海港設施。

同時，美國海軍的潛水艇在南中國海日漸活躍，特別是海南島、香港，以及臺灣之間的水

域，使海上交通頻臨斷絕。盟軍對香港地區實施海空反擊期間，由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建

立的「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和國民政府的地下人員在香港收集關於日軍
活動的情報，使盟軍得以準確地打擊日軍。1943年下半年，日軍破獲英軍服務團在香港

的部份網絡，導致數十人被殺，死者包括駐港英軍參謀長紐臨上校(Col. Lancery Newnham)、防
衛司傅利沙(John Fraser)，後備警察警司雷福榮等人。國共雙方在香港附近均有部隊，其中
屬於中共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更於香港境內的西貢、大嶼山北，以及新界北各地建立

據點。游擊隊協助英軍服務團的情報人員進出香港，並營救座機被日軍擊落的盟軍機師。

可是，國共部隊不時互相攻擊，使英軍服務團難以全面實行其計劃。其時，香港附近的華

南沿岸尚有其他獨立的海陸游擊隊與土匪，情況複雜。

在1943至1944年間，盟軍曾制定反攻香港的計劃。可是，由於日軍在1944年春發動「一

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使國軍失去在華中和華南的根據地，加上美軍在中太平洋進展順
利，因此美國放棄在華南開闢新戰線，在1944年下半年轉向菲律賓群島。與此同時，日軍

擊破香港附近的國軍，但又未有足夠兵力駐守新佔領的地域，使在華南活躍的東江縱隊得

以乘勢取代了國軍在廣東省南部的地位。

1945年1月15至16日，剛在菲律賓擊敗日本海軍主力的美國海軍第3艦隊（US	3rd	Fleet）

派出471架次飛機空襲香港。當時有數十艘船隻正在維港避難，大部份被擊沉擊傷。這是

戰爭期間香港遇到最大規模的空襲。空襲後，香港和其他日本佔領區的交通已危如累卵，

促使日本於2月左右開始從香港撤僑。至此，雖然香港仍經歷多次大規模空襲，但其戰略

地位已無足輕重。

中、英、美三國對港政策  

戰爭期間，中、英、美三國一面合作抗日，一面卻爭奪戰後香港的控制權。香港淪陷後不

久，國民政府已指控英軍抵抗日軍不力，並製造輿論指英國放棄香港。另一方面，失去印

度以外大部份亞洲殖民地的英國對能否收回香港頗為悲觀，並開始反思過去殖民地統治的

問題。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則希望透過支持中國收回香港擴大在中國和華
南的影響力，並取代英國在香港的地位。1942年底，中英兩國討論簽訂新約問題，期間

中方提出收回新界甚至香港的主權，但遭到英國拒絕。中方則要求保留討論此問題的權

利。其後，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多次在國內外場合提到將於戰後重新管治
香港，英國政府亦於1943年9月成立「香港計劃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研究重
建並改革香港，其中包括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美國方面則不時向英國施壓，支持中方

的立場。至1944年春，日軍在中國大陸發動「一號作戰」，使國民政府元氣大傷，更失

去了對香港鄰近地區的控制。至此，羅斯福逐漸放棄國民政府，並冷待國府收回香港的

要求。其後，羅斯福於1945年逝世，其後繼者杜魯門(Harry Truman)傾向中英兩國協商解
決。日軍投降前，國民政府的軍隊在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Wedemeyer)指導
下正準備從廣西反攻廣東省，並打算奪取香港。可是，進攻尚未開始，日軍即於8月15日

投降。	

香港重光

1945年8月10日，英、美、中三國已陸續知悉日軍即將投降，它們即各自準備奪取香港。

英國除了組織由夏慤海軍少將(Rear Adm. Cecil Harcourt)率領的艦隊到香港外，亦由英軍
服務團派出梁昌等三人從澳門潛入香港，把成立臨時政府的密令轉交身在赤柱拘留所的詹

遜。與此同時，國民政府指示第2方面軍司令張發奎嘗試由廣西派兵從陸路佔領香港。魏

德邁亦曾派機到香港，但該機飛抵廣州後即被扣押。身在新界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則

攻擊大嶼山、西貢等地的日軍，但未能取得成果。8月20日，反擊的日軍在大嶼山銀礦灣

殺害村民。其時，中英兩國均向杜魯門陳情，後者決定容許英軍回港接受日軍投降，但要

容許國軍和美軍使用香港港口接收中國其他日軍佔領區。8月26日，詹遜成立臨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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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後夏慤艦隊抵港，在8月30至9月14日之間陸續接收香港島、九龍，以及新界，成立

軍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並於9月17日正式接受日軍投降。英軍回港後，
隨即協助維修海港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它在日軍投降後制定的「鐵甲行動」(Operation 
Armour)亦安排船隻從印度、泰國、緬甸、澳洲等地把糧食和藥物送到香港，使饑荒和疫
症得以避免，亦使香港得以快速復興。1946年4月底，軍政府結束，楊慕琦回港續任總

督，並提出政改計劃。時任軍政府首席民政事務司(Chief Civilian Affairs Officer)的麥道高
對華人市民在這段時期的堅忍不拔印象深刻。他寫道：「我認為我們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

已盡善盡美。我甚至希望相信香港得以迅速恢復完全是我們個人的功勞。可是，我懷疑真

相非常簡單：只要你給予他們一點機會，華人都可以咬緊牙關撐下去。」

註釋	

1.	現為禮賓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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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與香港軍隊於羅湖橋對峙，攝於

1938年末。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1941年，香港義勇軍在灣仔修頓球場

外步操，攝於1941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淺水灣酒店。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日治時期用以拘禁戰俘、平民以至港府高官的地方，主要位於北角、深

水埗、亞皆老街、馬頭圍及赤柱。其中的赤柱拘留營範圍包括聖士提反

書院、赤柱監獄和監獄守衛宿舍（今天為懲教署職員宿舍）等，當時的

輔政司詹遜和部份港府高官都被拘禁在這裏。當英國政府得知日軍將會

投降，為了盡快在香港宣示統治權，便通過英軍服務團澳門站長梁昌，

於8月22日向詹遜送上密函，著他立即成立臨時政府。詹遜遂帶同一批

高官離開，前往中環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成立了臨時政府，並擔任署理

總督。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赤柱拘留營裡的俘虜，攝於1945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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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參考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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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	 1949-06-01	

（夏慤艦隊抵港，成立

軍政府）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位於

中環炮台里1號，最早期為莊士

敦樓，亦即首任港督砵甸乍及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的臨時官邸。

大樓曾多次易手，1915年被法

國外方傳道會購入並進行改建。

二次大戰期間，大樓曾被日軍佔

用。1945年，日軍投降後，輔政

司詹遜在此成立臨時政府總部。

港府於1953年購下大樓，之後曾

作不同用途。大樓於1989年被列

為法定古蹟，1997年開始成為終

審法院。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英國海軍少將夏慤向日本代表宣

讀投降條約協定，攝於1945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日軍在金馬倫山豎立的忠靈塔，攝於1945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香港重光日赤柱升旗儀式。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香港工商日報,	 1946-05-01	

（軍政府結束，楊慕琦回港

續任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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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體會戰時艱苦的生活，以及天災人禍為社會帶來的沉重打擊，物質充裕的社會環境並

非理所當然，珍惜現在所擁有的人情和事物。

•	認識在香港保衛戰中，有來自不同國籍的士兵因守衛香港而犧牲。

•	了解社會的進步有賴公民的承擔。

•	反思極端民族主義的遺害。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與事件（配對）

試參考第一部份的文章，為下列詞庫內的字詞，配上相關的史實內容。

關鍵主題
今日香港：身份和身份認同、社會政治參與

關鍵概念
身份認同	 古蹟保育	 民主發展	 尊重歷史

1.	 1941年12月25日英國投降至1942年1月中旬期間，香港島進入無政府的混亂狀

態，試想像當時的情況以及市民的感受，並繪畫下來。參考片集：《香港歷史

系列III：香港保衛戰》、《香港歷史系列：淪陷前後》

（二）	意想歷史情景

   
 英軍服務團　磯谷廉介　鐵甲行動　華民代表會　香港計劃組　夏慤	　憲查　　　
軍用手票　　黃埔船塢　邱吉爾　　楊慕琦　　		歸鄉政策	　	東江縱隊

 歷史字詞				相關史實

	 例：楊慕琦		1941年12月26日向日本投降的香港總督。

	 	 日治時代香港首任「總督」。
 
	 	 與「華民各界協議會」合稱為「兩華會」，為日治總督委任，由華人 
	 精英組成的諮詢機構。 
 

	 	 1942年1月開始，日治「總督部」決定將大量華人人口遷往中國大陸。 
 
	 日治總督部下令使用的香港貨幣，在香港重光後作廢。

  
	 	 日治時代香港警察的稱呼。

	 	 由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建立，在香港收集關於日軍活動的情報給英美	
	 盟軍，在1943年其在港部份網絡被日軍破獲。

	 	 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其下「港九獨立大隊」更於西貢、大嶼山北，以	
	 及新界北各地建立據點，攻擊日軍，並協助盟軍對抗日本。

	 	 由英國政府於1943年成立，研究戰勝日本後香港的重建及改革。

	 	 位於紅磡，1944年10月受到美軍空襲，造成900多人死亡。

	 	 二戰時英國首相，堅拒中國戰後收回香港的要求。

	 	 英軍將領，率領英軍艦隊，搶先於1945年8月30日接收香港。

	 	 香港重光後隨即執行的計劃，安排船隻從印度、泰國、緬甸、澳洲等	
	 地把糧食和藥物送到香港。

2.	若你是在1941年底被派來港參與香港保衛戰的年輕士兵，你剛來到香港有甚麼

感受？	十八日戰爭的經歷如何？試寫一封家書以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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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香港歷史系列III：香港保衛戰》、《香港歷史系列：淪陷前後》的

片集內容，以及本章的專題概論，戰事對於在港華人的身份認同有甚麼影

響？就你所知，這種身份認同在殖民地時期及1997年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有甚

麼變化？

（四）昔為今用

1.	 香港政府屢次更改紀念「香港保衛戰」的假期命名和日子，為甚麼？「香港重光

紀念日」和「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的紀念活動和性質有甚麼不同？當

中有否反映不同的歷史觀？你認為怎樣才是尊重歷史的表現？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2）	（6-8）	（12-13）

2.	你認為推動民主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質素？試解釋你的答案。 

（提示：可從政治、身份認同、社會等方面作出分析。）

（五）通識反思

1.	 為何在日治後期，「總督部」取消全民物資配給，只有協助日本工作的華人才

獲配給？

2.	 若你是1944年的香港華人，有人招攬你為日本人工作，並可取得不錯的食物配

給，你會否答應呢？請解釋你的答案。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3.	 港督楊慕琦在戰爭結束後推動名為「楊慕琦計劃」的民主方案，但最終失敗。

根據《香港歷史系列：淪陷前後》的片集內容，分析「楊慕琦計劃」最終沒有

落實推行的原因。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9-11）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6-8）	（12-13）

3.	若你是一名被關在赤柱集中營的英籍年青人，你的生活如何？你還抱有希望及夢

想嗎？試寫一則日記以道之。

延伸探索

1.	試訪問學校內的制服團隊老師（如聖約翰救傷會、童軍、紅十字會等）有關戰時的義務

紀錄，或訪問一位曾在日治期間參與過制服團隊的長輩（如你的祖父母），請他／她用

自己的親身經歷，分享當時香港巿民的感受如何，他∕她為甚麼會參與制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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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余震宇：《四十年代末期的政制改革（一）：楊慕琦計劃》（香港舊照片）

 http://www.oldhkphoto.com/?p=4746
10.	余震宇：《四十年代末期的政制改革（二）：楊慕琦計劃胎死腹中》（香港舊照片）

 http://www.oldhkphoto.com/?p=4757
11.	余震宇：《四十年代末期的政制改革（三）：華商聯署爭取普選立法會》（香港舊照

片）

 http://www.oldhkphoto.com/?p=4767
12.	As the Communist Party wages a war on history, it would do well to examine its own 

(Hong Kong Free Press, 30 August 2015)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8/30/as-the-communist-party-wages-a-war-on-

history-it-would-do-well-to-examine-its-own/
13. On belonging in Hong Kong and remembering the war (Hong Kong Free Press, 30 

August 2015)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08/30/on-belonging-in-hong-kong-and-

remembering-the-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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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百載鑪峰：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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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通識網：盧日高〈發現添馬艦殘骸對香港人的意義〉

 http://www.liberalstudies.hk/blog/ls_blog.php?mode=showThread&id=2573&m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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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書籍

16.	許寶強編：《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

17.	鄺智文：《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3。

18.	鄺智文：《老兵不死：香港華籍英兵（1857-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

限公司，2014。

19.	周家建：《濁世消磨：日治時期香港人的休閒生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2015

20.	周家建、張順光：《坐困愁城：日佔香港的大眾生活》。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

公司	，2015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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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史蹟考察

相
關
主
題

香港歷史系列III	－	香港保衛戰

集
合
地
點

茶具文物館

對
象

中學生

歷
時

兩小時

導
賞
地
點

•	前三軍司令官邸	﹝戰爭痕跡﹞
香港殖民地時期駐香港英軍三軍總司令的官邸，為香港現存最古老的富英國殖民地

色彩建築物之一。建築物位處的香港公園，原是域多利軍營(Victoria Barracks)的一部
分，戰爭期間，曾遭到猛烈炮轟。日治時期，營內設施用作日軍軍營。

•	奧士本銅像﹝香港保衛戰時，唯一一名獲頒維多利亞十字勳章的軍人。
奧士本隸屬加拿大部隊﹞

約翰‧奧士本﹝John Robert Osborn，1899－1941﹞，加拿大溫尼伯榴彈兵士官，在
香港保衛戰間期，於香港畢拿山戰鬥中壯烈犧牲。死後獲頒英聯邦最高榮譽的維多利

亞十字勳章﹝Victoria	Cross﹞。銅像是曾安放在淺水灣余園，是一名身穿第一次世

界大戰軍服的軍人，後移往香港公園內，銅像人物並非奧士本本人。

• HKVDC Private Ronald Douglas Maxwell墳墓﹝聖約翰座堂旁﹞
麥士維是一名混血兒，喇沙書院畢業生，1941年12月23日駐守灣仔期間，被日軍神槍

手射殺。雖然麥士維是一名天主教徒，同袍在戰火中，仍根據他的遺願，將他葬於一

座教堂範圍內。

簡

介

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經歷了十八日的戰爭和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本殖民統治。中區作

為香港的政經核心地區，先受到戰火洗禮，後成為了日治官員的主要活動地區。雖然

中區在戰後發展迅速，但仍能保留着部分該時期的歷史文物和古蹟，透過參觀，也許

能更透徹理解香港歷史中的黑暗時期。

考察路線：日治香港歷史遊（資料由周家建博士提供）

•	聖約翰座堂	﹝日治時期的日本人會所﹞

聖約翰座堂於1847年由當時的香港總督戴維斯爵士奠基，並於1849年落成啟用。日治時

期，座堂被視為敵產而被充公，並用作日本人會所，座堂因此受到破壞。座堂的「聖米迦

勒小堂」﹝St. Michael’s Chapel﹞，存放着多件與香港日治時期有關的歷史文物。

•	香港動植物公園	﹝日治時期的大正公園，被選為興建香港神社的地方﹞
香港動植物公園於1871年建成，當時名為「植物公園」。日治時期，更名為「大正公園」

，後更被選址為興建「香港神社」的所在地。公園往來亞厘畢道的正門，建有紀念牌坊，

紀念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參與戰爭而陣亡的華籍人士。

•	前港督府	﹝日治時期改建為「和洋折衷式」建築物﹞
前總督府始建於1851年，至1885年終告完成。前總督府是殖民時期香港總督的官邸

及辦公室。總督官邸的大規模修葺及擴建工程，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磯谷廉介﹝1886

－1967﹞管治香港初期，整項工程把原有的總督府改建為中日風格兼容的建築物，自

此，前總督府變成了一幢「和洋折衷式」建築。

•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日本投降後，港英臨時政府所在地﹞
1915年，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在拱北樓原址興建行政總部，工程於1917年3月完成。日治

時期，日軍曾經佔用該座大樓為日本憲兵總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拘留

在香港赤柱拘留營的英殖時期輔政司詹遜﹝Sir Franklin Charles Gimson，1890－1975﹞於
該大樓成立臨時政府總部，等待英國艦隊返港。

•	匯豐銀行大廈	﹝戰爭痕跡﹞
現存的香港滙豐總行大廈是第四代香港滙豐總行大廈，該建築物1986年4月7日正式啟

用。前身的第三代香港滙豐總行大廈建於1935年啟用，設計屬芝加哥學派。日治時期

曾被用作「香港占領地總督部」。門外的一對銅獅﹝史提芬和施迪﹞，身上仍可看到

香港保衛戰的彈痕。淪陷期間，日軍曾將兩隻銅獅運返日本回爐取銅。

•	舊最高法院	﹝戰爭痕跡﹞
現為香港終審法院的大樓曾經先後用作最高法院及立法機關，在香港日治時期曾被日

本軍徵用為憲兵部。位於建築物東面的石柱仍可清楚看見戰爭遺留下來的彈痕。鄰近

的遮打公園﹝即前香港木球會會所及木球場﹞曾改作「日人俱樂部」。

•	和平紀念碑
和平紀念碑於1923年豎立，原為紀念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殉職的軍人。第二次世界大戰

後，紀念碑改為紀念在兩次大戰中殉職的軍人。和平紀念碑屬於古典復興建築風格，

每年8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11月的「和平紀念日」，相關

團體都會在和平紀念碑進行紀念活動。

•	大會堂紀念花園
大會堂紀念花園是位於香港大會堂高座與低座之間的公共空間，公園是為紀念在1941

至1945年間，在「香港保衛戰」中捐軀的軍民而興建。公園內的十二邊形紀念龕，內

存一千多位陣亡者的名冊和鑄刻陣亡隊伍名字的木匾。而公園兩個入口的銅門，都鑲

有一對「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的紋章銅雕。

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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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小輪的前身「九龍渡海小輪

公司」於1 8 8 0年成立，由波斯人

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成立，
其「曉星」蒸汽船載客渡輪服務每相

隔40分鐘至1小時往返中環畢打街及尖

沙咀九龍角。後來亞美尼亞裔商人保

羅．遮打爵士(Sir Paul Chater)購入所
有小輪，並在1898年5月正式成立「

天星小輪公司」，名稱來由源自轄下

船名的「星」字。

（張順光先生提供）

香港的交通及公共房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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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香港的交通及公共房屋發展

本節的內容，是藉著講述香港的市鎮發展及在這些地方的經濟活動、公共交通及戰後的公

共房屋演變史，介紹香港如何由一個只有漁村及農村的地方，演變為有數百萬人口的大都

會。

現代香港社會發源於港島中上環

1841年1月，英國人就在今日的水坑口街登岸，升起英國國旗，而水坑口街的英文名，意思就

是「佔領街」(Possession Street)，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自此正式展開。新成立的香港殖民地
政府，即於1841年6月進行土地拍賣，由怡和、顛地等洋商競逐，其中除了用作民房外，很多

都是用作興建碼頭貨倉，這側面反映當時香港的主要產業，就是轉口貿易。1 

香港島北部平地稀少，隨著人口及商業活動高速增長，港府即進行香港史上第一次大型填

海工程，並開始修築貫穿香港島北岸的皇后大道（Queen’s Road，其實正確翻譯應為女皇
大道），此後，由今日港島中、上環組成的「維多利亞城」，亦漸具規模，日益繁盛起

來。2

「小廣州」與「小歐洲」─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城內的華洋分區

英國佔領香港後，除了英國等西方商人外，由中國大陸來的華人，亦陸續進入香港，尋找

工作以至致富的機會。頭一批來港的華人，就是那些曾在鴉片戰爭中協助英軍補給糧水，

指點帶路的華人，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後來在港營商發達的盧亞貴。開埠後不久，華商的

勢力越來越大，並開始在今日的上環（例如今日永樂街一帶）建立自己的商號，從事進出

口貿易。在1850年代，中國因太平天國之亂，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當中更包括有社會

地位的士紳商人，華人社區不斷向東面的中環一帶伸展。自187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華

人財富增加，遂大量收購洋商物業，改為「唐樓」，華人的住宅區逐漸越過鴨巴甸街向中

環擴展。

港府即在上環一帶填海造地，以應付急增的居住及工商業用地需求，1860年代政府填海

並建成文咸西街，此後，文咸西街聚集了專門經營香港與中國南北各省及東南亞貿易的

商行，所以又稱為「南北行街」。至1870年代，港府又在石塘咀以西地區填海；十多年

間，「堅尼地城」成為了新興的華人聚居區。3 

在中環，由海邊到山坡，殖民政府及洋商興建的建築群，則形成了一個歐式城鎮，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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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域多利監獄、聖約翰座堂、民間集資自建的大會堂，以及第一代匯豐銀行總行大樓

等。1888年，中環到山頂的纜車啟用，成為香港歷史上首個集體運輸系統，是香港公共

交通發展史的里程碑，纜車通車吸引更多西人遷往山頂區。1904年，香港立法局更通過

《山頂區保留條例》，只容許經批准的人遷入山頂區居住，結果直至二次大戰爆發前，山

頂大致上只有西方人可以居住。

1894年大鼠疫與上環華人區的重建

隨著上環一帶華人區越來越多人聚居，當地的居住衛生環境日益惡劣，到了1880年代，英

國更派出皇家工程師查維克(Osbert Chadwick)來港，調查當地衛生情況，報告指出其衛生環
境極為惡劣，必須要立即糾正，否則必會爆發大疫症，可是港府並沒有當機立斷進行徹底的

改善工作；及至1894年鼠疫爆發，死亡無數，港府才下定決心清拆該區不合衛生準則的房

屋，並重新規劃該區。為了改善該區的通風，更在太平山街附近興建公園，即今日的「卜公

花園」。4 

1900年代港島北岸城市帶的形成

在十九世紀末，不只中上環及西環，在港島北岸的灣仔及銅鑼灣一帶，亦有所發展。在今

日的灣仔區，大片土地於英國佔領後首次賣地中，由顛地洋行投得，隨即於岸邊興建碼

頭及貨倉，並在地勢稍高處興建豪華大宅，名曰Spring Garden，當時華人譯為「春園」，今日
灣仔的春園街，就是源於這段歷史。1850年代初，顛地(Lancelot Dent)返回英國，離港前變賣
灣仔所有資產給華商，及後，灣仔就成為華人住宅及貨倉碼頭集中的地方。5至於現今的銅鑼

灣內，由怡和洋行於首次賣地中，投得三幅土地，並將之命名為East Point，當時譯為
「東角」，興建碼頭、倉庫、辦公室，以及怡和大班的私人住宅，到了1868年更興辦糖

廠，這正是今日「糖街」一名的由來。至於附近的黃泥涌，原本是沼澤地及農地，在英佔

後不久，港府即收回部份農田，並填平沼澤，興建跑馬場，並於1846年落成，形成今日

的「跑馬地」。6 

1903年，港府於憲報刊登了維多利亞城的範圍，當中西起堅尼地城，東至銅鑼灣及跑馬

地，南至半山區及部份山頂區，並豎立了城市界石，上書「CITY BOUNDARY 1903」字
樣，現存的界石，有六塊。翌年，電車開始在堅尼地城與銅鑼灣之間行走（及至1910年

代，電車線更伸延至北角及筲箕灣）。7這些都標誌著港島北岸城市帶的形成。

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城市擴張─九龍半島、「新九龍」西部及灣仔填海區

1860年，清廷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給英國，港府在十九世紀下半期，陸續拍賣九龍

半島上的土地，並要求土地買家出資填海造地。1882年，亞美尼利裔商人保羅‧遮打(Paul 
Chater)投得尖沙咀海旁土地，發展碼頭及貨倉，8這就是後來的「九龍倉碼頭」。九龍半島

的開發，亦刺激了商人營辦來往港九的渡海蒸汽輪船，早在1870年代，已有定期輪船來往

港九兩地，到1898年，天星小輪公司正式成立。9 

雖然如此，九龍半島還要踏入二十世紀，才成為人口及工商業密集的地區。有三件事標誌著

九龍半島的開發，一就是1904年彌敦道的落成啟用，二就是以尖沙咀為總站的九廣鐵路英

段於1910年建成通車（尖沙咀的九龍火車站，則於1916年建成，如今只餘下鐘樓），三就

是毀於1906年颱風的尖沙咀新天星碼頭，於1910年代初經重修後重開，同時天星小輪公司

更與港府協定，以後九廣鐵路的乘客往維多利亞城，由天星小輪搭載。10 

以上的交通進步，大大推動了九龍的發展，1910年代鄰接九龍火車站的英商「太古」貨

倉碼頭建成；越來越多人，不論華洋南亞，都遷往九龍半島居住，旺角、油麻地一帶，

住宅、商店以至工廠越來越多。1921年「九龍巴士公司」開始在九龍區提供公共巴士服

務；111922年油麻地警署大樓落成，至今仍在；1924年太子道正式通車，到1920年代末

期，九龍塘更發展為新建的高尚住宅區。121930年代初期，太子道西興建一列「摩登」唐

樓，供當時的中產人士入住，這列唐樓，至今猶在。13及至1933年，九龍巴士公司獲港府

授予九龍及新界的巴士專營權，直至現在。

不只九龍半島割讓地，即使是鄰接界限街的租借地，在二十世紀上半期亦有長足的發展，

原因之一，就是1920年代開始，華商紛紛在香港開設工廠，到了1930年代，有更多中國

大陸工廠因中日戰爭，而遷往香港，當中許多落戶於今日深水埗、長沙灣及荔枝角一帶。

今日，我們仍可以見到於1938年落成，位於深水埗青山道的嘉頓前麵包廠，加上仍零星

建於該區的1920、30年代戰前唐樓，都印證著戰前該區的發展。141937年，港府宣布由界

限街以北至九龍山麓，西由荔枝角始，東至鯉魚門，劃為「新九龍區」，15可見當時城市

的發展，早已擴至界限街附近的租借地。

至於二十世紀的香港島區，在城市發展方面，亦有所進展，例如1928年，原本只營運酒

店巴士的「香港及上海酒店有限公司」，正式開始經營港島區的公共巴士服務，同年，電

車公司開始在港島區兼營巴士服務，及至1933年，原本在九龍區營運的中華巴士公司，

取得港島區的公共巴士專營權，上述兩間公司才停止公共巴士服務。16另外，1931年中環

海旁以東填海工程完成後，灣仔面積大增，吸引華人及其工商業遷入。171932年建成的舊

灣仔警署（尚在）及1937年建成的舊灣仔街市（今日只餘外殼），正好是這段城市發展

史的印記。

綜合而言，直至1941年日軍侵港，香港島北部、九龍半島及新九龍西部，已形成一個沿

著維多利亞港西部及中部而建成的城市帶，再加上位於新九龍東部的啟德機場，香港作為

有百萬計人口的現代大都會，已經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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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由寮屋及公屋興建帶動的城市擴張

在「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香港人口低見六十萬，及至香港重光後數年間，超過百萬的中

國難民湧入香港，原有的唐樓已經不足容納這些難民，結果在新九龍以至港島的城市邊緣

地帶，出現了大批非法搭建的寮屋（又叫木屋，但不一定全由木材建成），更發生了多次

大規模的寮屋區火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53年的石硤尾寮屋區大火。事後，港府隨

即決定出資興建徙置大廈，並以便宜的租金租予大火災民，以使他們有安全的棲身之所，

但這些早期徙置大廈，居住環境異常擠迫，人均居住面積可低至24平方呎。18港府之所以

果斷決定出資興建徙置樓房安置災民，是由於港府害怕香港親北京的「左派」組織，會藉

賑濟災民來爭取支持，使港府的統治權威受損，由此可見，香港公共房屋的起源，原來

也與冷戰下的政治形勢密不可分。19及後，港府在李鄭屋、大坑東、東頭、黃大仙、牛頭

角、柴灣等地都興建徙置大廈，以安置受災害或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以及其他有需要人

士，這亦解釋了為何今日，由石硤尾至觀塘市中心的東九龍，都是公屋集中的地帶，因為

這些公屋，原本都是政府興建的徙置房屋。由此可見，寮屋帶及其後用來取代它的公屋

群，帶動了香港的城市擴展。

早期的徙置大廈由「徙置事務處」管理，環境擠迫惡劣，每戶須共用每層的公共廁所、浴

室及水喉，而且治安不靖，被人稱為「紅番區」，但當時港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除了徙置

大廈外，還有廉租屋邨，這些屋邨均位於戰前形成的城市帶以外，其中包括北角邨（1958

年落成，已拆）、蘇屋邨（1960年落成，已拆）、彩虹邨（1965年落成，尚存）、和樂邨

（1965年落成，尚存）等，這些屋邨由「屋宇建設委員會」管理（「香港房屋委員會」的

前身），每家每戶都有獨立廁所廚房，居住空間亦比徙置大廈寬敞，每條屋邨更有公園、遊

樂場、幼稚園、街市商場等社區設施。直至七十年代初，廉租屋的總規模，明顯比徙置大

廈小，只有少數幸運的中下層市民可以受惠。不過，自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政府有鑑於原

有的七層徙置大廈環境太過惡劣，因而決定新建的徒置大廈，設計標準須漸漸與廉租屋看

齊。20

戰後的香港工業急速興起，政府亦不斷移山填海造地，興建新的工業區，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就是六十年代興建的觀塘工業區（現今已改稱為「觀塘商貿區」），而隔著一條大道

的，就是香港首座新市鎮─觀塘市中心及其附近的住宅區。

隨著人口增長及城市擴展，巴士服務亦有所發展，例如早在1949年，九龍巴士已引入雙

層巴士，以增加載客量（服務港島的中華巴士公司，則要到1963年才使用雙層巴士載

客，這與港島區山多路窄，不利雙層巴士安全行駛有關），21但即使如此，既有的公共交

通服務，依然追不上戰後急增的需求，以致出現大量非法載客的客貨車，即當時俗稱的

「白牌車」；同時，由於車輛急增，道路交通亦日見擠塞，嚴重損害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新界新市鎮發展與鐵路現代化

住得迫，坐車難，已成為六十年代香港小市民的生活寫照，而由此形成的民怨，成為了

1956年九龍騷動22及1967年六七「左派」暴動的成因之一。

六七暴動亦促使港府檢討公屋政策，不再容許環境惡劣的最早期徙置大廈再現。六七暴動

期間，在各戶沒有獨立廁所廚房，環境擠迫惡劣的徙置區，似有不少人參與暴動，但在環

境明顯較佳的廉租屋居民，基本上沒有人參與暴動。港府有見及此，認識到只有改善港人

居住環境，才能阻止港人跟隨親北京的「左派」生事，從而動搖英國在港的統治，這種想

法，相信有助促成日後的「十年建屋計劃」。23若要貫徹建屋計劃，就必須有大量建屋用

地，因此，開發新界新市鎮，並發展交通配套，就不可避免。

除了六七暴動影響，新界租約將快屆滿所引起的前途問題，更是港府大力發展新市鎮的主

因。當時港督麥理浩及一眾英國外交部官員，認為中國斷無可能容許英國續租新界，必

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為了令中國在收回香港時，給予香港特殊地位，唯有盡快改善民

生，令香港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拋離中國，使港人更認同英國管治，因而在日後中英有關香

港前途談判時，站在英方那邊，使中方不得不答應在九七年後，讓香港維持其特殊地位。	
24而開發新市鎮，正是麥理浩改善民生工程之核心部份。

港府於1971年宣布「十年建屋計劃」，並在稍後宣告興建地下鐵路疏導市區交通，到了

1976年，又提出「居者有其屋計劃」，由政府資助興建廉價而優質的房屋，賣給中下層

市民，以助其圓置業夢。要實現滿足百萬計人口的建屋大計，除了擴展早在六十年代已開

始的荃灣新市鎮以外，還須著手開展其他新市鎮建設，結果沙田、屯門等新市鎮隨即破土

興建。在這些新市鎮興建居住環境較佳的公屋，固然可以吸引基層市民遷入，但沒有交通

配套，新市鎮根本難以發展起來，因此政府在七十年代亦著手擴闊原有公路、興建新公路

（如屯門公路），以及指示巴士公司加強服務。可是，這還是不足夠，所以政府決定將原

有的九廣鐵路英段電氣化，並由原本的政府部門管理，變為由獨立於公務員架構的公營公

司管理，以增加班次，改善效率，應付新市鎮人口的交通需求。

可是，上述的努力，仍未能完全滿足新市鎮居民往來港九市區的需求。主因之一，就是自

1980年代起，香港工業北移，原先劃定的各新市鎮工業區，根本不能按照原有計劃，提供

足夠的就業機會，讓新市鎮居民能夠原區就業，結果大部份新界居民每天都要往港九商業區

上班，形成極大的交通需求。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港府還要不斷籌劃及興建接連港九與新

界的公路鐵路網，1996年開始興建，2002年通車的西北鐵路（今稱「西鐵線」），就是例

子。

綜合來說，直至九十年代中期，隨著新界的城市化及來往港九市區交通的改善，新界對香

港人來說，已不再是遙遠的郊外地區，香港全境，已成為一個人口密集、交通便捷的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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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搬遷與大嶼山的都市化

大嶼山雖然比香港島還要大，但直至九十年代，除了一小部份地區外，仍未見城市建設的

踪影。1989年10月港府宣布在北大嶼山赤鱲角島興建新機場，並在一條水道之隔的東涌

建立新市鎮，並建設大型公路及鐵路來往機場至市區。一時間，北大嶼山建築地盤處處，

大嶼山終於進入香港城市擴展的洪流中。1997至98年間，青馬大橋及北大嶼山公路、地

鐵東涌綫先後通車，同時東涌亦迎來了第一批公屋及居屋居民；及至1998年8月，新機場

啟用，北大嶼山正式成為香港交通運輸體系的其中一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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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村。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石硤尾邨及後面的石硤尾工廠大廈。

（攝影：伍偉昌）

1971年至1982年出任第25任香港

總督的麥理浩，是香港歷史上在任

時間最長的港督，推動多項改革，

包括房屋、廉潔、教育、醫療、福

利、基礎建設、交通、經濟等各個

範疇。他任內推出了十年建屋計

劃、九年免費教育、開發新市鎮、

成立廉政公署、設立郊野公園、興

建地下鐵路和地方行政改革等重要

的政策和建設，不單直接改善市民

的生活水平，同時也增強了香港人

對香港的歸屬感。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石硤尾寮屋區聖誕夜大火

（華僑日報，1951-10-26）

已落成的觀塘村。

（圖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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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車（灣仔告士打道，1940年代）

（張順光先生提供）

滿佈人力車的尖沙咀梳士巴利道，現今是星光

行，1960年代。（劉國偉先生提供）

1983年九廣鐵路以電汽車全面

取代以往的柴油火車，此為

1983年電汽化後至1993年7月1

日前所使用的單程及來回紙車

票，後以塑膠車票取代。

（林偉耀先生提供）

署理港督梅含理及其夫人主持九廣鐵路

英段的開幕典禮，並與其他賓客視察路

軌，1910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九廣鐵路站內的火車，1920年代。

（張順光先生提供）

途徑尖沙咀梳利士巴利道的

火車，1950年代。

（張順光先生提供）

火車於尖沙咀梳利士巴利道（今梳士

巴利道），1930年代。

（張順光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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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電車途經筲箕灣，1900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上環德輔道中，1960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第一代電車（德輔道中，1905年）

（張順光先生提供）

山頂纜車位於金鐘的總站，約1900

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第一代山頂纜車，1888	-	1924。

（劉國偉先生提供）

山頂纜車。

（劉國偉先生提供）

第一代山頂纜車，1890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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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帆船，約1920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第二代天星小輪。

（張順光先生提供）

香港及油麻地獨輪有限公司旗

下的「文道」號客輪在中環。

（張順光先生提供）

電車於1976年前為人手售票，於

1972年之前更分頭等、三等及小

童種，頭等坐上層及下層三分一

座。圖為1972年前不同時期的頭

等及普通等舊電車票。左圖為67

暴動前英國印；右圖為香港印。

（林偉耀先生提供）

德輔道中近上環街市（今西港城）向東望，1960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1976年前的成人及小童電車票

（後改為錢箱收車資，成人票

價亦加至5角）。

（林偉耀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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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1950年代。

（張順光先生提供）

1960年代的佐敦道。

（張順光先生提供）

九龍佐敦道，1960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1970年3月九巴學童月票（6元）。

（林偉耀先生提供）

皇后碼頭（前）、天星碼頭（中）及卜公碼頭（後），

約1920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天星碼頭，約1920年代。（劉國偉先生提供）

中環天星碼頭，2006年。

（攝影：伍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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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期的九巴小童及成人車票。

（林偉耀先生提供）

佐敦道碼頭，1960年代。

（張順光先生提供）

1971年9月九巴成人月票（20元）。

（林偉耀先生提供）

地下鐵路，1980年代。

（劉國偉先生提供）

港島中巴引入第一部雙層巴士，

香港工商日報，1962-07-28。

1933年取得港𡷊巴士專營權的

中華汽車有限公司（中巴）於

1 9 9 8年被迫把專營權交給新

巴，此為1976年前的車票。

（林偉耀先生提供）

旺角路面的士，1960年代。

（張順光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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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認識香港公共政策的發展如何有助改善民生。

•	反思現今香港的土地政策與民生議題的關係。

•	反思市民對生活模式選擇的自由與限制。

關鍵主題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今日香港：生活質素

關鍵概念
城市發展和規劃	 參與式規劃	 舊區重建

社區文化保育	 人口政策	 房屋政策

土地政策	 本地農業	 可持續發展

地產霸權	 劏房問題	 歷史保育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與事件（排序）

請同學閱讀完第一部份的文字後，為以下史實排上先後次序。

A.	 香港政府首次賣地。 B.	 政府首次出資興建徙置大廈。

C.	 上環一帶填海建成文咸西街。 D.	 提出十年建屋計劃並同時發展新界新
市鎮。

E.	 九巴取得九龍及新界巴士專營權。 F.	 首個東涌公共屋邨入伙。

H.	尖沙咀九龍火車站建成。

J.	山頂纜車通車。

G.	觀塘發展成新市鎮及工業區。

I.	地下鐵路通車（1979年）。

A
1841年

4.2. 5. 7. 8. 9.3. 6. F
1997年

1a.	二十世紀初，香港政府應居港英國人要求制定《山頂區保留條例》，規定不准

華人居住山頂區。試分析港府制定此條例的原因。

今天香港人的生活已高度的城市化，科技進步改變了我們的生活。試想像十九世紀的香

港人的生活狀況。（提示：當時尚未有電車行駛，又沒有汽車和高樓大廈。）

1b.	二次大戰後，香港政府主動廢除《山頂區保留條例》。根據影片內容及就你所

知，闡釋香港政府改變土地使用政策的原因。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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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石硤尾大火後，港府本來在原址興建了一層臨時平房安置災民，但港府很快就

拆除平房，代之興建多層徙置大廈讓災民棲身，你認為除了政治考慮外，還有

甚麼原因？

1.	 有官員認為：「要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就必須要開發郊野公園」。對於這個說法，

你有甚麼意見？試從生活質素、環境生態、可持續發展及土地問題（土地資源

的分配／錯配？能否有效解決住屋需求？公私營房屋的建屋比例如何？）等方

面，解釋你的意見。

2.	 隨著人口增長及城市發展，香港交通擠塞問題越來越嚴重。假如你是特首，你會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試提出三項建議，以解決路面交通擠塞問題。

（四）昔為今用

近年，香港政府致力發展「十大基建」，當中包括鐵路的興建和擴展，如沙中

線、南港島線、西港島線及觀塘線延線。評估鐵路的興建、擴展及通車對香港人

的生活質素帶來甚麼影響，並加以論證你的答案。（提示：可從物質及非物質層

面探討當中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五）通識反思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4-5)	(29-31)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4-5)	(29-31)

鐵路通車為你帶來甚麼（正面／負面）的影響？

鐵路通車為你所在的社區帶來甚麼（正面／負面）的影響？

鐵路的興建過程和通車後會為舊區的基層市民、租客和業主帶來甚麼（正面／負

面）的影響？

舊區重建的目的為何？怎樣的重建模式才能為原區居民帶來生活質素的改善，以

及保存原有的社區網絡？

你知道「新界東北」包括甚麼地方嗎？居民的生活模式是怎樣的？

保育「新界東北」的農業如何有利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和生物多樣性？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會為香港帶來甚麼（正面／負面）的影響？對於原居民或

非原居民有甚麼（正面／負面）影響？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與香港的人口和房屋政策有甚麼關係？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7-21)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20,	39,	41)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22-26)	(28-34)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3)	(6-9)	(22-24)	(40-42)	

延伸探索

1.	有前政府規劃師向城市規劃委員會建議取消中環至金鐘一段電車路軌，聲稱可以改善

中環交通擠塞問題。對於這個建議，你有甚麼意見？

2.	如果你居住於新建鐵路─沙中線／南港島線／西港島線／觀塘線延線沿線的地區，

你贊同興建鐵路嗎？

3.	戰後香港的土地政策有甚麼特色？現今香港正面對著甚麼房屋問題？試從土地政策、

地產霸權的描述、公共房屋的供求及劏房問題，加以闡釋。

4.	近年，政府倡議舊區的活化。試說說香港有哪些舊區？舊區有甚麼特色？

5.	因應房屋需求，香港政府是否需要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土地？對於政府大規模的規劃，如：「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你有甚麼意見？（可從土地供應、人口比例、持分者之間的衝突等方面

作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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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996年，政府清拆調景嶺寮屋區，普賢佛院遷到舊警署之內，故有「警署佛院」

之稱。2013年，西貢區議會擬興建將軍澳文物行山徑，前調景嶺警署將被改建為

風物資料館。2015年，在調景嶺有六十年歷史的普賢佛院被地政署收回土地，佛

院負責人自焚抗議。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5-16)		

6.	根據《香港歷史系列II：調景嶺歲月》的片集內容及延伸閱讀資料，你認為「調景嶺

歲月」這一段歷史值得我們保存和紀錄嗎？調景嶺的「普賢佛院」值得我們保育嗎？

歷史保育的意義為何？

7.	對你來說，家園是甚麼？你認為理想的生活環境是怎樣的？現今香港社會，不同的生

活方式是否被尊重？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

1.	 林茵	：〈為誰而建的蓮塘口岸？〉，《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1月27日。

2.	 Elsie陳：〈新界東北藝術展尋塑鄉土人情走訪農村濕地轉念城市生活〉， 

《星島》，2013年5月16日。

3.	 張超雄：〈新界東北發展計畫誰是贏家？〉，《星島》，2013年8月15日。

4.	 〈古諮會冀古迹原址保留〉，《香港經濟日報》，2014年11月13日。

5.	 〈沙中綫古井倡花1千萬重置〉，《香港經濟日報》，2014年12月5日。

6.	 鄭治祖：〈東北規劃釋除反對者疑慮〉，《文匯報》，2013年11月12日。

政府文件及相關部門

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蓮塘/香園圍口岸

	 http://www.pland.gov.hk/pland_en/p_study/comp_s/LTHYW/tc/c_lthyw_01.htm

8.	香港政府新聞網–基建與物流新界東北發展配合整體需要(2014年06月25日)

	 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infrastructure/

html/2014/06/20140625_222044.lin.shtml

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展局–新界東北新發展區

	 http://www.devb.gov.hk/tc/issues_in_focus/north_east/index.html

10.	古物古蹟辦事處

	 http://www.amo.gov.hk/

11.	古物諮詢委員會

	 http://www.aab.gov.hk/index.php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

	 http://www.cedd.gov.hk/

13.	西貢區議會向各大傳媒發出有關「建設將軍澳歷史風物資料館」項目報導的聲明

(2015年7月17日更新)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k/tc_chi/links/files/SKDC_2(2015-7-

17)_upload.pdf

14.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文件)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_hc.htm

網上媒體/學習資源

15.	調景嶺遺民	六十年佛院遭區議會迫遷（獨立媒體，2015年4月2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3013a
16.	普賢佛院自焚住持家屬　不滿當局暴力迫遷（立場新聞，2015年6月21日	）

 https://goo.gl/o9aQiL
17.	李薇婷：香港文學裡的，那些電車：散文篇（上）（字蝨，2015年8月21日）

 http://goo.gl/inruAO
18.	李薇婷：香港文學裡的，那些電車：散文篇（下）（字蝨，2015年8月23日）

 http://goo.gl/YM01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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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寶瑜：電車屬於未來（評台，2015年8月24日）

 http://www.pentoy.hk/%E6%99%82%E4%BA%8B/l516/2015/08/24/%E9%9B%BB%E8%
BB%8A%E5%B1%AC%E6%96%BC%E6%9C%AA%E4%BE%86/

20.	陳劍青：紙一般的城市想像（評台，2015年8月24日）

 http://www.pentoy.hk/%E7%A4%BE%E6%9C%83/c113/2015/08/24/%E7%B4%99%E4%
B8%80%E8%88%AC%E7%9A%84%E5%9F%8E%E5%B8%82%E6%83%B3%E5%83%8F/

21.	【尖東海濱】人人都應學習薛國強（明報，2015年8月31日）

 http://goo.gl/WPDD4z
22.	思政築覺：開發綠化帶解決住屋需求？（獨立媒體，2015年9月6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7212
23.	長春社對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各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意見

 http://www.cahk.org.hk/monitor/planning/TPB20140220（NENT%20NDA（.pdf
24.	反東北懶人包之一：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十個理由（土地正義聯

盟）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3522
25.	H15關注組：啞鈴方案–香港首個民間發展規劃方案

 https://h15concerngroup.wordpress.com/2012/06/01/dumpbell/
26.	李寶瑜：囍帖街重建	有橋無光（原載《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月18日）

 http://poyee.me/2015/02/06/%E5%9B%8D%E5%B8%96%E8%A1%97%E9%87%8D%E5%
BB%BA-%E6%9C%89%E6%A9%8B%E7%84%A1%E5%85%89/

27.	美聯社及英國電影新聞公司	(The Associated Press and British Movietone)
 “HONG KONG TERMINA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2sqios9SeM
 “HONG KONG TUNNEL OPEN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OHaRqE2uXQ
28.	柏齊〈追蹤舊區重建〉香港教育城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project/campustv4/support_feature1.php
29.柏齊〈尋找地	飲食〉香港教育城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project/campustv4/support_feature2.php
30.柏齊〈再看商場城市〉香港教育城

 http://www.hkedcity.net/article/project/campustv4/support_feature3.php

香港電台節目

31.通識網：香港路路暢通？

 http://www.liberalstudies.hk/hongkong/ls_hongkong_85.php
32.	鏗鏘集：等候‧下一班列車

 http://www.liberalstudies.hk/video/programme.php?vid=tcs14-1545
33.	通識網：未來鐵路網

 http://www.liberalstudies.hk/hongkong/ls_hongkong_50.php

法定機構

34.	市區重建局–利東街╱麥加力歌街項目的相關新聞

	 http://www.ura.org.hk/tc/media/press-release.aspx?projectid=4596

志願機構／非牟利組織

35.	「土家」土瓜灣故事館

 http://www.tkwhos.sjs.org.hk/#!abouttohome/cjg9
36.	社區文化關注

 https://communityculturalconcern.wordpress.com/
37.	土地正義聯盟

 http://landjusticehk.org/
38.	香港故事館（灣仔藍屋）

 http://houseofstories.sjs.org.hk/
39.	陳劍青:	新界土地演義	，2010-06-08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298

推介書籍

40.	《重奪新界東北－構建城鄉郊共生的6種想像》。香港：影子長策會、土地正義聯

盟，2014。

41. Castells, Manuel. The Shek Kip Mei Syndrome : Public Hous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Centre of Urban Studies & Urban Planni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6.

推介影片

42.	土地影像製作：路邊思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KXciLZaeU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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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交通及公共房屋發展第十章

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後活動：社區設計

簡

介
同學設想自己是政府內設計市鎮的成員，構想市鎮應該由甚麼元素組成。

步

驟	

二

請同學將A4紙分成32格，並規劃自己的市鎮。

[建議時間：十五分鐘]

步

驟	

一

同學約以五人一組，每組同學獲發一張紙，進行小組討論。

[建議時間：五分鐘]

建

議

建議元素：

電力供應站、政府大樓、住房、食肆、公共衛生設備、公園、娛樂設施、日

用品店、交通設備、圖書館、球場、公共交通設施

步

驟	

三

收集同學的設計，並一併展示和討論。

[建議時間：五分鐘]

題目：認識市鎮需求

建

議

建議方法：

A4紙分成32格

當中必須有16格作為住宅用途

格網線為市鎮的道路

請同學自行在其餘的格子構想市鎮中所需要的元素。

課外活動：參觀博物館

簡

介

美荷樓活化後，變成博物館「美荷樓生活館」。而館內有浴室、洗手間、雜

貨店及居住單位等複製場景，同學可瞭解到1950至1970年代香港公共屋邨居

民的生活設備。

活

動

一

拍下館內你認為與現代設施最不同的場景，並簡述當中不同之處。

建
議

公共屋邨列表：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global-elements/estate-locator/
index.html

備
註

博物館內的展覽為免費參觀，如欲以學校或團體身份預約參觀或申請導賞服

務，可參閱：http://www.yha.org.hk/chi/meihohouse/index.php

地址：九龍深水埗石硤尾邨41座

查詢：+852	3728	3500

活

動

二

認識公共屋邨的設計，認識不同年代所建的公共屋邨有不同的形態（例：美

荷樓為「H」形）	，回到學校所在區域找出該區的公共屋邨及辨別其形態。

考察路線：美荷樓生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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