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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大都會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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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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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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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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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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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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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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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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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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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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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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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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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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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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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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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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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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

1. 孔美琪：〈不遺留任何一個孩子的教育〉，《星島日報》，2012年4月13日。

2. 梁恩榮、鄧秀貞：〈國民教育與少數族裔〉，《明報》，2012年7月18日）。

3. 黃偉豪：〈消滅香港—清洗香港人的歷史、身分和價值〉，《明報》，2012年11月11

日。

4. 〈曾德成跟進南亞童困坑渠〉，《星島日報》，2013年7月13日。

5. 張綺霞：〈印度裔準社工走出二等公民身份〉，《信報》，2014年10月10日。

6. 潘曉彤：〈少數裔中文難升呢教學配套不足〉，《星島日報》，2014年12月4日。

7. 李樂嘉 ：〈謝至德藉鏡頭衝破種族隔膜〉，《信報》，2015年1月3日。

8. 〈「非港人」喬寶寶：我只要平等〉，《星島日報》，2015年6月7日。

9. 楊志剛：〈飛龍摺翼—香港的形象與定位〉，《明報》，2015年7月16日。

網上媒體／資源

10. 呂意：香港觀察：新香港人、舊香港人又如何？（BBC 中文網） 

http://goo.gl/l596pR
11. 關於「少數族裔」的文章（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taxonomy/term/500495
12. 植根港百年　巴漢被拒入籍　入境處原因：沒有近親是中國人（蘋果日報，2012年12

月13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213/18099692
13. 港人自主　重編香港史（蘋果日報，2015年5月15日） 

http://goo.gl/KE6Oje
14. ［錦田匯動文化館］本土到最根本，才是對世界最有意義（一小步，行在地上） 

 http://goo.gl/jAv236
15.［錦田匯動文化館］從記憶照片看政治庇護者的面容（一小步，行在地上）

 http://goo.gl/hF9upD
16.Gov’t must do more to support Hong Kong’s ‘marginalised’ ethnic minorities – EOC(Hong 

Kong Free Press, 8 July 2015)
 https://goo.gl/hXzZFu
17. The current refugee system fails Hong Kongers, the gov’t and refugees. Why keep 

it?(Hong Kong Free Press, 15 July 2015)
 https://goo.gl/aZzFAh
18. Disfranchised: Education for non-Chinese-speaking children in Hong Kong(Hong Kong 

Habour Times, July 23, 2015)
 http://goo.gl/qKAvZu
19. We deride them as ‘migrants’. Why not call them people?(The Guardian, 28 August 

2015)
 http://goo.gl/sG77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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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British Pathe Collections
 http://www.britishpathe.com/search/query/Hong+Kong

政府文件

21. 香港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政府統計處）

 http://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622012XXXXB0100.pdf

志願團體／非牟利組織

22. 樂施會：少數族裔學中文

 http://doyoureadme.oxfam.org.hk/?page_id=47
23. 香港融樂會

 http://www.unison.org.hk/index.php
24. 聯合國難民署

 https://www.unhcr.org.hk/
25. Vision First
 http://www.vfnow.org/

香港電台節目／網上學習資源

26. 獅子山下‧移民篇

 http://rthk.hk/special/btlr40 
27. 鏗鏘集：身份不明

 http://rthk.hk/special/btlr40
28. 鏗鏘集：跨不過的障礙

 http://goo.gl/uo0RFO
29. 鏗鏘集：被遺忘的故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8d26cThDo
30. 臨界點 ─ 外判戲劇系列2015（第一集）：紅棉花

 http://podcast.rthk.hk/podcast/item_epi.php?pid=776&lang=zh-CN&id=48983
31. 通識網：少數族裔的身份

 http://www.liberalstudies.hk/ws/0009/#prettyPhoto

推介書籍

32. 丁新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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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王宏志︰《歷史的沉重─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2000年。

34. 西西︰《我城》。台北：允晨文化實業，1989年。

35. 李小良、王宏志、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

社，1997年。

36. 徐承恩：《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香港：青森文化，2014年。

37. 徐承恩：《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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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張少強、梁啟智、陳嘉銘：《香港．城市．想像》。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4

年。

39. 陳慧：《拾香紀》。香港 : 七字頭出版，1998年。

40.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2015年。

推介電影

41. 王家衛： 《2046》(2004) 

42. 張婉婷： 《玻璃之城》(1998)

43. 許鞍華：《獅子山下》之《來客》（1978）

44. 許鞍華：《胡越的故事》（1981）

45. 許鞍華：《天水圍的夜與霧》（2009） 

46. 陳可辛：《甜蜜蜜》(1997)

47. 陳果：《香港製造》(1997)

48. 陳果：《去年煙花特別多》(1998)

49. 陳果：《細路祥》(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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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