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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1841 年 1 月 26 日 

香港開埠的第一天 
@《港識多史》 

 
 

1841 年 1 月 26 日是香港開埠的大日子，但是我們對當天及開埠前後的事所知甚

少，幾乎只知道英軍在 1 月 26 日在佔領角（即上環水坑口街）舉行了升旗禮。

現在讓我們還原這幾天的細節，令大家更了解香港開埠經過。 

 

香港開埠的時序 

1841 年 1 月初，鴉片戰爭已經打了一年多，負責和談的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

對於清政府代表欽差大臣琦善使用拖延戰術失去耐性，決定再下馬威。 

 

1 月 7 日他派兵攻陷虎門大角、沙角砲台，令琦善大驚。琦善向義律表示：「准

其就粵東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不過在琦善心中的「香港」並非香港

島，只是香港仔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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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與清水師在穿鼻灣激戰，虎門之戰英軍大獲全勝。 

 

不過義律不同意這看法，他認為「香港」指的是香港全島，於是在 1 月 20 日向

清方交還沙角，並發佈《致女皇陛下臣民通函》，表示清政府同意《穿鼻草

約》，英國獲得香港島。 

 

1 月 24 日，曾兩度擔任中國遠征軍司令的伯麥准將（或稱寶馬）（Commodore 

James John Gordon Bremer）聯同測量軍艦硫磺號（HMS Sulphur）的船長卑路乍

（Edward Belcher）由澳門來到大嶼山附近水域。這三個名字從此成為香港的地

名：寶馬山、卑路乍灣/街、硫磺海峽。 

 

     

伯麥准將                                     卑路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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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早上 8 時 15 分，卑路乍和少數士兵登陸水坑口，並在近太平山一處高

地為女皇陛下的健康高呼三聲：「 Hip hip hooray」。卑路乍一行人作簡單考察後

便返回船上。 

 

香港開埠儀式 

1 月 26 日，伯麥帶領主力部隊登陸水坑口，他以維多利亞女皇之名命名這片土

地。剛上岸的英軍在附近高地舉行簡單而隆重的升旗儀式，當英國旗升到最高

點時，皇家海軍作「歡樂之火」（Feu de joie）嗚槍禮，一艘皇家軍艦在海上放

禮砲，並在山谷造成迴響。 

 

 

1920 年繪畫 1841 年香港開埠的情景，奇怪在有數名在史實不存在的清方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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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年香港圖，可以見到佔領角。 

 

英軍有邀請部分巴斯（來自印度的拜火教徒）商人及英商見證盛事。英商有急

急由澳門趕來的怡和洋行兩位代表（James Matheson 和 William Jardine ）；在

香港開埠之後，怡和洋行便快速建有簡陋倉庫等設施。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

他們絕對是既得利益者，更興奮得環繞港島一周。 

 

印度巴斯商人代表則有巴倫治洋行創辦人巴倫治（Cawasjee Pallanjee）、他拉地

（F.M. Talati）、沙宣家族的阿爾拔·沙宣（Albert Sassoon）及順章洋行的丹吉韶

（Rustomjee DhunjeeShaw）。至於華人，蜑家、福佬等親英的水上人，亦有可

能見證着香港開埠。 

 

以上時序是參考歷史上首位入「英屬香港籍」的外國人、香港政府中文秘書，

被稱為「中國通」的德國人歐德理在《遠東釋疑報》（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投稿文章而寫成。 

 

是誰升旗？ 

是誰擔起重任，把香港第一面英國旗升上，原來一直沒有共識。 

 

第一個說法是來自馬德拉斯工兵團（或孟加拉步兵團）的回教徙穆罕默德·阿拉

伯（Mohammed Arab）。1878 年 3 月 28 日《德臣西報》報導穆罕默德的死訊，

當中寫到：「穆罕默德·阿拉伯在昨日過身。我們了解到在香港島割讓為女皇陛

下領土的那一天，他是遠征軍其中一員，正是他在島上插上英國旗⋯⋯他是個樂

善好施的人，時常幫助有需要的人，無分國籍…他的喪禮亦有不同國籍人士出

席」不過整體而言缺乏客觀證據，證明升旗者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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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較可靠的說法是英國人威廉．杜維爾（William Dowell）。在升旗之時他

是一名 15 歲的海軍士兵，而 William Legge 在《1893 年香港指南》中指出升旗

之人正是威廉。在 1841 年後，威廉先後參與克里米亞戰爭及成為英倫海峽中隊

中將 ，1884 年成為中國艦隊總司令（總部就在香港添馬艦上），軍階升為海軍

上將及獲封爵士 。不過又有指 William Legge 透過宣稱道威爾為首位升旗者，

是希望他人視道威爾仕途的高升與香港地位之上升是互相輝映的。 

 

 

 

威廉．杜維爾 

 

1841 年 1 月 26 日這一天，不止是香港成為英國領土的第一天，更是改變香港

歷史和命運重要分水嶺。自此之後，香港便在英國人管治下，成為遠東最文明

和先進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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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埠後熱鬧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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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1841 年 1 月 26 日 

香港島上一場改變世界的升旗禮 
@《Cup》- 2022 年 1 月 27 日 BY BILLY TONG 

 

畫家筆下的香港接管儀式（局部）。 圖片來源：Three Lion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滿清慘敗，很快失去定海，天津危在旦夕，於

是派琦善與英人和談。後來英方代表義律單方面公佈「穿鼻草約」，其中一條是

割讓香港島。英軍於 1841 年 1 月 26 日正式佔領香港，並在水坑口舉行升

旗，標誌著香港正式開埠。往後百多年，香港一度成為亞太區國際金融中心，

在世界史中留下東方之珠的美名，不過當年升旗禮的細節就很少被提及。 

 

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歷史教授 Kate Lowe 曾經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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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發表文章，還原香港開埠當日升旗禮的景況。1 月 25 日，英國皇家海軍

炮艦硫磺號（HMS Sulphur）率先抵達香港水坑口一帶，船員舉杯敬祝維多利亞

女王健康。翌日，鴉片戰爭期間的英軍總司令伯麥率領一支英國皇家海軍陸戰

隊中隊經水坑口登陸香港島。海軍陸戰隊成員列隊，向天鳴槍，進行「歡樂之

火」（Feu de joie）儀式，戰船在海面發射「皇家禮炮」（Royal Salute）。 

 

整場儀式十分低調，當時報道篇幅亦甚少。伯麥在 2 月 24 日撰寫的報告只提

到他前赴香港接管當地，插上了英國國旗，並遵循一般的典禮和敬禮儀式。到 

4 月 9 日「泰晤士報」刊登報道，英國人才得知軍隊佔領香港島的消息，但當

中也沒有提及升旗典禮的過程。報道出版後，不少英國人對此表示失望，認為

滿清已經兵敗如山倒，義律明明可以爭取更加多，最後卻只取得少量白銀以及

一個荒島，滿清政府應該在暗暗竊笑。 

 

 
沙遜家族合照；正坐的父親大衛沙遜於 1832 年設立老沙遜洋行（David Sassoon & Co., Ltd.），

並於 1844 年在香港設立分部。其子阿爾伯特沙遜（左二）有份見證英國接管香港時的升旗儀

式；其第五子阿瑟沙遜（Arthur Sassoon，不在上圖）則是滙豐銀行的初期董事會成員。 圖片

來源：Pictures From History／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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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 認為，英國傳教士和商人應該比較歡迎英軍佔領香港。然而，她未有找

到文獻講述是否有傳教士出席該典禮，只知道至少有 4 名印度巴斯商人，包括

巴倫治洋行老闆巴倫治（Cawasjee Pallanjee）、他拉地（F. M. Talati）、沙遜

（Albert Sassoon）及順章洋行的丹吉韶（Rustomjee Dhunjee Shaw）。英國商人

方面，渣甸洋行的創辦人勿地臣（James Matheson）亦特意從澳門趕到香港島見

證儀式。他在 1 月 30 日寫信給其合夥人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時指，

自己當天環繞了港島一周。 

 

到 1870 年代，香港愈來愈繁榮穩定，反而有更多人想找回當日升旗禮的細

節，就出現了升旗手之爭。 

 

1878 年 3 月 28 日，「德臣西報」報道一位名叫穆罕默德阿拉伯（Mohammed 

Arab）的前軍人過身。自開埠以來，他就一直留在香港，因樂善好施而受人愛

戴，他的喪禮盛大，不同國籍的人都有出席。報道還引述消息指，他就是香港

開埠升旗禮中的升旗手。Lowe 僅推論阿拉伯可能是馬德拉斯工兵團（Madras 

37th Native Infantry）或者孟加拉志願軍團（Bengal Volunteers）一員，但缺乏證

據證明就是他當日負責升旗。不過 Lowe 認為如果屬實，則再一次顯示英屬香

港早年多元民族的一面。 

 

另一個說法是英國人道威爾（William Dowell），出處是 1893 年列格（William 

Legge）所寫的「香港指南」。當時道威爾只有 15 歲，還是一名海軍學校的見

習生。後來他平步青雲，在 1847 年成為海軍中尉，1857 年參與英法聯軍之

役，1880 年晉升為中將，1884 年到 1885 年間是英軍的中國艦隊的總司令，

並在 1885 年獲擢升為海軍上將。Lowe 未能斷定道威爾就是當年的升旗手，

但她估計列格是想把道威爾的發蹟史與香港日益重要的地位扣連起來。 

 

Lowe 指出，到了 1870 年代，香港已經是英國帝國網絡穩固而財政自主的一

部分。到了 20 世紀，或者曾有更多人希望重構殖民歷史，可是最後也未有實

現。隨時間過去，為香港治史的工作亦變得愈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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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1780 年 中國南海海圖 

首張寫有香港的英製地圖 
@《Cup》- 2022 年 1 月 28 日 BY BILLY TONG 

 

「中國南海海圖」。 圖片來源：Trove 

 

 

1841 年英軍佔領香港，181 年後的今天，香港已經成為國際知名的大城市。其

實在開埠之前，香港亦曾與西方世界相遇，例如葡萄牙人曾經在 16 世紀短暫

佔領屯門港，英國馬戛爾尼使團又在 1794 年考察大嶼山和馬灣。而在 1780 

年，香港的名字就首次出現在英國人的地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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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地圖有時被稱為「中國南海海圖」，它實際上有個頗為冗長的英文名稱 A 

Chart of the China Sea from the Island of Sanciam to Pedra Branca with the course of 

the River Tigris from Canton to Macao from a Portugese draught communicated by 

Captain Hayter and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Chart of the Macao Pilots。標題包括

了幾個重要地名，「Sanciam」即是今日江門市的上川島，「Pedra Branca」就是

現今香港正東海上的針頭岩，「River Tigris」大概是指珠江河道。 

 

在 1773 年到 1787 年期間，英國東印度公司旗下有一艘名為「約克號」

（York）的商船，有時會在南中國海一帶進行商業活動。約克號的第一任船長

叫做希托（George Hayter），他在 1773 年把船駛離肯特郡海岸，先到非洲聖海

倫娜島，再出發去遠東。旅途期間，他參考葡萄牙人的手稿，再比對中國人的

澳門地圖，繪製出「中國南海海圖」。根據前香港大學地理學家杜博特（Henry 

Talbot）考究，該地圖在 1780 年於倫敦知名的印刷區艦隊街（Fleet Street）出

售。 

 

在該地圖上，香港島被標記為「泛春洲或香港」（Fan-Chin-Cheou or He-ong-

kong）。為甚麼當時外國人稱香港為「泛春洲」，至今依然是一個謎，這名字不

曾於中文檔案和古地圖之中出現。香港的英文拼音則已經很接近現在的叫法，

至於為甚麼中間有「He」和「ong」隔開作兩個音節，杜博特認為只是抄寫時

的錯誤。他又估計製圖時，是由當地華人口述，再由歐洲船員憑猜測寫下地

名，沒有嚴謹考究，所以寫錯了很多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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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一點，是地圖上的香港島，被一條水道割開了兩部分。該水道大概是

由今日的筲箕灣一直流到大潭灣。杜博特認為從地質學和地形學角度看，該條

水道並不可能在 18 世紀存在。他指出，唯一的解釋是船隻從北面駛經島嶼

時，能見度太低，繪圖者看不清楚山丘，誤以為是一道海峽。地圖上的大嶼山

也同樣被嚴重扭曲，其中東面最為嚴重。銀礦灣消失了，而靠近長洲的芝麻灣

半島也被誤當成一個分開來的小島。 

 

杜博特形容，「中國南海海圖」的繪製方法老派，有像中世紀波特蘭型海圖

（portolan chart）般的徑向線（radiating lines），而且未有標示地圖的比例。希托

船長後來在 1794 又製出新的中國南海地圖。踏入 19 世紀，英國的製圖技術

大躍進，到 1810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委托羅斯船長（Daniel Ross）繪製「澳門航

道圖」（This chart of the different passages leading to Macao Roads）時，已能極清晰

地勾勒出港島地形，並正式用上英文名「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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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200 年前，英使團訪華 

考察大嶼山和馬灣之旅 

@《Cup》- 2022 年 1 月 7 日 BY BILLY TONG 

 

馬戛爾尼使團成員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所繪，廣東一間工廠。 圖片來源：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 Paul Mellon Collection 

 

1792 年，已經是「日不落帝國」的英國，為了進一步打通與滿清帝國的貿易，

命令特使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組織使團，覲見乾隆皇帝，並提出七

點要求。這次是英國與清廷第一次的官方外交接觸，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

過程中也多番起因禮儀事宜起爭執。不過，英國就對滿清帝國加深認識；而使

團在回程途中，也考察了各地，試圖尋找可行的根據地，包括今天的大嶼山和

馬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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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家克萊默賓（J. L. Cranmer-Byng）和邵式柏（A. Shepherd）曾經在「皇家

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發表文章，整理馬戛爾尼使團訪香港大嶼山的經過。

馬戛爾尼在 1792 年 9 月收到任命，1793 年 6 月到達廣州，並在兩個月後抵

達滿清國都北京。馬戛爾尼使團的目的不單是提出貿易要求，更要好好研究這

個遠東神秘帝國。故此，使團成員非常多元化，有軍官、哲學家、科學家、植

物學家、繪圖員、冶金師，甚至鐘錶匠等等。 

 

 

吧爾施所紀錄的長城。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當馬戛爾尼使團由北京轉往位於熱河的承德避暑山莊時，陸軍中尉吧爾施

（Henry Parish）就奉命考察萬里長城，製作繪圖，了解清廷防務。9 月 14 

日，馬戛爾尼使團獲乾隆皇帝召見，他們一行人參觀了宮殿和庭園後，回到北

京等消息。10 月，清廷正式拒絕全部七點請求，使團就前往廣東，在 1794 年 

1 月到達葡萄牙人佔據的澳門，在那裡等候回程英國。在漫長的等待期間，馬

戛爾尼也希望了解華南沿岸地區，並吩咐吧爾施詳細研究澳門的防務工作。 

 

除了澳門之外，馬戛爾尼也派遣吧爾施以及另一位繪圖員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調查鄰近的大嶼山和馬灣。英方向清廷提出的七點要求中，包括

了在舟山附近借用一個小海島修建設施，以作存貨以及商人暫住之用。根據 

1794 年 1 月馬戛爾尼的筆記，當時他其實有考慮過在大嶼山和馬灣建立根據

地，這樣就可輕易取得珠江的入江口控制權，駛經的外商要得到英方准許，藉

此取代澳門，壟斷廣東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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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他們由澳門出發，當天落雨，海面狀況不佳，無法尋到大嶼山，

但就一度靠近位於大嶼山和馬灣中間的赤鱲角。隨急浪飄浮下，他們終於在晚

飯過後見到磨刀島，並隱約見到南面的大嶼山海岸線。不過由於天氣未有改

善，加上時間倉促，他們決定向東走。到早上 11 點天氣轉好，他們到達一個

海灣，上面有沙灘、大漁船、7 間民居，再向西走又到達另一個海灘，大概長 

3／4 英里，有一條 10 至 12 間屋的小村。克萊默賓和邵式柏估計是青龍頭。 

 

當時風勢強勁，考察團難以靠岸，向東調整航道，終於抵達馬灣。沙灘上有一

間屋，有 6 名男子在工作，他們很斯文，但對考察團很有戒心。吧爾施和亞歷

山大走到制高點，希望俯瞰全島以及遠望大嶼山東北部。吧爾施形容馬灣呈三

角型，南到北長近 1 英里，而東到西長近 3／4 英里；地面不算平坦，有多座

不連貫的小山，但山坡普遍平滑，有些山頭有被人工削平的跡象。土壤呈紅色

或淡色，土質多沙，長了生薑、石榴樹和無花果樹等植物，所以應該尚算肥

沃。 

 

在山上，考察團遇到大約 15 個人，有男有女也有小朋友，得知當地人稱該島

為「銅錢洲」（Toong Shing-ow-a），不同於英國人稱呼的「馬灣」（Cowhee）。

吧爾施當時判斷馬灣有潛力成為一個軍事據點，但從水流急度、港口水深度，

以及海床的情況來看，當地難以發展成一個大型港口。2 月 17 日，考察團再

嘗試到大嶼山考察，當日天氣狀況依然不理想，他們粗略估計了北大嶼山數個

鄰近小島的大小、水深和灣岸情況，也發現了東涌，惟無法靠岸。 

 

克萊默賓和邵式柏大膽假設，若當初吧爾施的大嶼山考察之行成功，英國很可

能會選擇到大嶼山而非香港島建立首個中華地區的經貿據點，維多利亞就會遙

望珠江口，而非九龍半島。最終，英國要到 1898 年租借新界時才入主大嶼

山，並要到 1960 年才積極發展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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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事】➤ 開埠記 

 

 

1861 年 

英屬香港下的九龍半島 
@《Cup》- 2021 年 12 月 30 日 BY BILLY TONG 

 

 
1880 年的九龍半島。 圖片來源：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1860 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滿清政府被迫簽下「北京條約」，同意割讓九龍

半島予英國。可是，其實到 1861 年 1 月 19 日，時任英國駐中國特別大使伊

利近伯爵（The Earl of Elgin）才出席領土交接儀式，代表英方正式入主九龍。

著名史學家許舒（James Hayes）就曾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重塑 

160 年前九龍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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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割讓出去的九龍半島，與我們今天理解的九龍有所不同，只泛指界限街以

南的範圍。根據 1860 年代英國國會的報告，九龍半島約長 2,366 碼，寬 966 

碼，地勢非常崎嶇，有多座小山，土地被溝壑、沼澤和稻米田所分割。報告表

示，當時九龍半島上面有 10 條村落，人口大約有 5,105 人。當中大部分居民

是客家人，但當去到較為靠近北面邊境、土地相對平坦肥沃，特別在九龍城寨

的周邊範圍，就以廣東人為主，他們最早在元朝時期已經南下到九龍。 

 

而客家人則來得較晚，很多是在 19 世紀上半葉才南遷，有些更是香港島被割

讓後才過來。他們多年來一直四處遷徙，尋找土地。當英國接掌香港島，發展

維多利亞城，需要大量花崗岩，就連帶九龍半島也多了很多工作機會。客家人

們擅長採石，在九龍的山頭就地取材，便可快速地運到對岸的香港島。另外，

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很多有份參與的客家人舉家逃難到九龍等邊境地區，據

說當時何文田村就有一位外號「七腳飛天虎」的前太平天國將軍。 

 

在那時候的九龍半島，最大的村落是望角村（又稱芒角，即今日旺角）和何文

田村，而山上也有多條小村落，不過它們都因為城市化而在 20 世紀初消失。

當時每條大村落約住有 200 至 300 人，通常是雜姓村。例如在 1897 年的調

查，望角村就有多達 7 個姓氏，不過以黃姓為主；何文田村則有 6 個姓氏，

大部分自稱客家人，有些則形容自己為「惠州本地人」。不過到後來，客家人、

鶴佬人和惠州本地人之間很常通婚，三個族群關係融洽。 

 

許舒形容客家人以勤奮堅毅見稱。由於肥沃良田一早被其他族群佔據，客家人

要多花數倍力氣開墾荒地。望角村和何文田村很少人有自己的稻米田，只能穿

梭不同山頭種植蔬菜。許舒訪問了其中一個村民後人，她父親有一天因被騙而

失去菜田，後來改養家豬和家禽，她則到大石古一帶幫其他農民灌溉，然後拿

一些爛菜回家餵豬。當時九龍一眾村落將稻米、蔬菜和木柴賣予港島人，以及

油麻地和紅磡等新興市鎮。來自九龍的菜船，曾經是香港海旁的特色風景。 

 

1883 年，傳教士衛三畏（Wells Williams）記載到，港島的日用品大部分都從大

陸那邊日益壯大的華人人口中買回來。九龍的村民不單從農業活動中謀生，亦

慢慢有人掌握箇中的生意技巧，令社會發展起來，一步一步走向往後繁榮的景

象。不過接下來的問題是，港英政府在 19 世紀如何管治這一班九龍村民。 

 

1861 年 1 月 19 日，領土交接儀式過後，英國政府正式入主九龍半島，是香

港歷史重要的時刻。前文提到，在開埠初期的九龍半島，客家人、鶴佬人和惠

州本地人發展出蓬勃的採石業和農業。著名香港史學家許舒（James Hayes）在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發表的文章，同時解構了當時九龍半島的秩序

如何得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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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舒形容，19 世紀的港英政府，以「寬鬆管治」（a loose rein）的手法治理九龍

半島。首 40 年，政府並未借調裁判官和行政官員處理當地事務；警察和其他

政府部門只會在非常緊急的情況下才會出勤，例如火災、持械行劫以及其他暴

力罪行。1899 年，香港政府接管新界，才設立理民府，派駐理民官總理地區事

務。其實在 1886 年，有一個土地委員會曾依九龍情況，提出類似方案，不過

到 19 世紀結束前，該方案都未獲接納。 

 

於是，九龍半島初期十分依賴各村落內部自治。在很多傳統村落中，九龍一眾

宗族元老保留很大的權力。許舒的受訪者表示，從前如果有人偷穀物，通常會

由村落長老出面解決，如果犯人是村外人，會把他押回所屬村落由他們的長老

處理，若雙方未能達成協議，才會把犯人交予鄰近警察局。故此，宗族元老很

長一段時間裡都掌握著真正的地方實權，不過許舒表示仍需要更多研究，以理

解港英政府是否支持和承認他們的地位。 

 

而在村落層面之上，還有一些地區的宗教組織。望角村、何文田村以及數個細

小村落，就在 19 世紀早期集資興建大石鼓觀音廟。20 世紀初期，觀音廟由 4 

個值理所統籌，其中一人是望角村的富豪黃蘭生，另一人是油麻地村的中草藥

老闆；另外兩人來自何文田，一人是村裡的長老，剩下一人是當地富商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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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一名虔誠的道教善信。當時觀音廟是區內重要的社交場所，讓工人和農

民在苦悶中解困，值理就要負責籌辦打醮等重要慶典。 

 

部分以經商和手工業為主的細小村落，例如油麻地村，還會有名為「街坊」的

社群組織。街坊的領袖通常是村內的生意人，主要為貧困村民提供慈善服務，

例如供書教學、贈醫施藥、透過帛金會幫村民處理殯葬，還會建設公用設施，

幫忙修葺行人路、車道、橋和公用水井。街坊通常會與廟宇保持緊密聯繫，油

麻地村就和天后廟長期合作。1876 年天后廟重建，正正是油麻地街坊主導，並

在廟內興建學校；1888 年贈送了大鐵鐘；1894 年則在廟的一旁設立鄉公所。 

 

九龍半島毗鄰香港島，自然也吸引不少傳教士到當地活動。據指當時最深入客

家群體的是崇真會（Basel Mission），在九龍半島興建教堂和學校，而何文田村

的基督徒就特別多。崇真會早在界限街以北，仍屬滿清帝國時的深水埗村設有

傳教中心，為九龍以及後來新界地區的居民提供服務。宗族元老、廟宇、街

坊、教會等民間組織各自發揮作用，維持九龍秩序和民生服務，一直到 20 世

紀九龍大舉城市化後，原有政經秩序瓦解，情況才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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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愛爾蘭人  

一群香港繁華背後的英雄 
@《Cup》- 2021 年 7 月 30 日 BY BILLY TONG 

 

 

蘇格蘭畫家 Francis Grant 於 1845 年所繪的砵甸乍肖像（局部）。 圖片來源：Government Art 

Collection 

 

何詩蓓再下一城，繼 200 米自由泳後，再奪 100 米自由泳奧運銀牌，為香港

在國際舞台上爭光。她的父親是愛爾蘭人，母親是華人，而市民大眾對於香港

的愛爾蘭社群或者較陌生。其實愛爾蘭人在香港的歷史源遠流長，自開埠初期

就對這個地方貢獻良多。前愛爾蘭駐港總領事韋宏達曾自豪地說：「你可以走遍

港島，而不離開以愛爾蘭人命名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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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世紀初，英格蘭吞併愛爾蘭，合組成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愛爾蘭就

此成為大英帝國的重要部分。到後來，英國征服世界各地，愛爾蘭人亦有隨

行。1840 到 1842 年的鴉片戰爭，是香港被割讓予英國的歷史轉捩點，在這場

戰爭中有一位愛爾蘭人扮演重要角色，他就是砵甸乍（Henry Pottinger）。 

 

砵甸乍出生於愛爾蘭唐郡，年輕時就參軍，在印度、波斯等地服役多時。鴉片

戰爭中期，他出任駐華商務總監及英方全權代表，並快速攻佔廈門、上海等

地，兵臨南京城下，終迫使清政府簽下「南京條約」。有指英國對香港一直沒有

興趣，砵甸乍是其中一個力排眾議、堅持取香港為基地的人，也順理成章成為

首任港督。任內他按「英皇制誥」成立香港政府、行政局（即行政會議）、定例

局（即立法會）和最高法院（即高等法院）。不過，他的任期很短，1844 年就

返回英國，後來改派到南非、印度等地。 

 

 

出生於愛爾蘭利特里姆郡的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大班、定例局非官守議員昃臣，銅像至今仍屹立

於皇后像廣場，正巧遙望終審法院大樓上的泰美斯女神像。 

 

除了砵甸乍，香港史上多位重要港督都是愛爾蘭人。香港第七任港督堅尼地

（Arthur Kennedy）亦是出生於唐郡，其任內創立了港元貨幣體系，一直沿用至

今。下一任港督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生於科克郡，他不顧英國上流社

會的反對，推動華人在香港的地位，例如破天荒委任華人伍廷芳出任定例局成

員，又容許華人在中環購置土地。其繼任人寶雲（George Bowen）則在多尼戈

爾郡出生，上任後沿用軒尼詩政策，委任第二位華人定例局議員黃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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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五到第十二港督幾乎都是愛爾蘭人，為香港帶來很多重要民生建設。例

如第五任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興建香港第一座水塘薄扶林水塘和第

一所官立學校中央書院。第六任港督麥當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建設

東華醫院，救助了不少華人；第九任的寶雲成立了香港天文台、香港電燈，建

造銅鑼灣避風塘和大潭水塘；第十二任的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別名卜公）

亦鋪設了港島的電車軌道、開辦天星小輪。 

 

除了港督，早年的香港警隊主要從英國招募過來，很多年輕愛爾蘭人亦來港尋

求機遇，有些人則是隨軍隊派駐到港。軍政範疇以外，商界和福利界亦能找到

愛爾蘭人蹤影。滙豐銀行早期大班昃臣（Thomas Jackson）亦是愛爾蘭人，在他

任內匯豐業務得以大幅增長，為後來成為全球巨企打下良好基礎。另外，很多

天主教教士都是愛爾蘭人。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曾特別讚揚律敦治療養院院

長亞規納修女，對香港戰後醫療發展的貢獻。 

 

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輕易找到愛爾蘭人在港的痕跡。「英文虎報」指出，香港

有超過 40 條街道以愛爾蘭人命名，例如上述提到的港督們，最著名的有砵典

乍街（又稱石板街）、軒尼詩道、寶雲道、堅尼地道，除此之外還有德輔道中及

德輔道西、波斯富街、麥當勞道、堅彌地街、羅便臣道、樂善美道、昃臣道等

等。另外還有很多建築和地區，如卜公花園、卜公碼頭、寶雲山、堅尼地城和

鴨州（Robinson Island）等。 

 

現時，香港大概只有 6,000 名愛爾蘭人，但到每年 3 月 17 日的聖博德節

（Saint Patrick’s Day），都可以見到愛爾蘭人的慶祝活動。 

 

 

父親是愛爾蘭裔的何詩蓓，為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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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皇室訪港記 

夏威夷國王的世界之旅 
@《Cup》2021 年 12 月 13 日 BY BILLY TONG 

 

 

1881 年 4 月 12 日，卡拉卡瓦一世（最下排中間，戴草帽）抵達香港，期間與香港時任總督

軒尼詩（最下排中間，戴大禮帽）等人合照。 圖片來源： Hawaii State Archives 

 

1841 年，英國與清廷簽署「穿鼻草約」，標誌香港正式開埠，並在往後發展成

東亞區內重要的自由港。香港作為打通中國市場的重要門戶，自然有很多商旅

慕名而來；香港現代化的經驗，也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政客甚至革命家到

訪，當中包括皇室貴胄。這次就介紹夏威夷國王卡拉卡瓦一世（King 

Kalākaua）在 1881 年西遊香江的故事。 

 

1976 年，已故美藉華裔史學家謝延玉（Tin-Yuke Char）在皇家亞洲學會一份期

刊發表文章，還原了卡拉卡瓦一世訪港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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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8 年之前，夏威夷島上的波利尼西亞人一直過著封建部落生活。當年英國知

名探險家庫克船長（Capital Cook）到來，將夏威夷捲入現代化浪潮，各種新知

識湧進。其中一位力主改革的酋長卡美哈梅哈一世（Kamehameha I）於 1795 

年統一各部，創立仿效歐美制度的夏威夷王國，在英美保護下長期享有獨立地

位。到 1881 年時，夏威夷王國已經傳到第七任君主，也就是卡拉卡瓦一世。 

 

踏入 19 世紀，夏威夷與當時的滿清帝國關係十分密切，一來美洲的商船如要

前往珠三角地區，多數會駛經夏威夷；二來兩地檀木貿易昌盛，廣東人會稱夏

威夷為「檀香山」。到 19 世紀中，廣東珠三角地區更加是夏威夷重要的外勞來

源，華工通常會經香港招工局遠赴當地。1861 到 65 年，美國陷入內戰，摧毀

當地蔗糖生產，變相有利夏威夷莊園的生意，亦令華工更加渴市。1864 年，夏

威夷成立移民局加緊招募外勞，翌年移民大使更特意前赴香港討論商務。 

 

 
卡拉卡瓦一世肖像。 圖片來源：Hawaii State Archives 

 

可是，勞工短缺問題一直沒解決，促使卡拉卡瓦一世親自外訪。卡拉卡瓦一世

擁有出色的外交能力，早在 1874 年就曾訪美國，以流利英語在國會發言，洽

談「美夏互惠條約」。1881 年他開始世界之旅，物色其他外勞來源，並且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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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各國的關係，以及吸收現代化經驗。其行程第一站是美國加州，受到皇

室規格禮遇，然後到達日本與明治天皇會面，為往後夏威夷大舉引入日本勞工

鋪路。第三站為中國天津，他在當地與李鴻章會面，成功爭取與美國一樣的最

惠國待遇。 

 

而香港就是卡拉卡瓦一世環球之旅的第四站，一行人在上海登上郵輪 S.S 

Thibet，在 4 月 12 日抵達香港。由於夏威夷和香港商務頻繁，卡拉卡瓦一世

得到港方高規格接待，立法局議員、怡和大班耆紫薇成為夏威夷義務總領事，

幫國王安排行程；時任港督軒尼詩則以維多行亞女王之名，邀請國王到香港總

督府赴會。在 13 日早上，卡拉卡瓦一世代表團享用咖啡時，港英政府出動了 

7 艘戰船鳴放 21 響禮炮，每艘船皆升起夏威夷國旗。 

 

知名富商遮打爵士又安排了一場盛大的午宴，各國駐港要員都有獲邀出席。與

卡拉卡瓦一世同行的國務卿岩士唐（William Armstrong）代表祝酒，盛讚軒尼

詩是一位見多識廣、閱歷豐富和思想開明的人，大家相處的時光十分美好

（glorious）。後來，卡拉卡瓦一世還頒授十字勛章予軒尼詩，以報答他的熱情招

待。當時很多香港華商前來拜會卡拉卡瓦一世，向他表示夏威夷華工都為得到

工作機會感恩，並會忠於當地政府。 

 

根據岩士唐的書信紀錄，在國王於香港的最後一場晚宴舞會期間，曾經發生了

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卡拉卡瓦一世因為應酬太多，休息不足，加上會場空氣悶

焗，又吃得太飽，於是顯得昏昏欲睡，眼皮都掉下來了。岩士唐害怕卡拉卡瓦

一世睡著會打鼻鼾，有損皇室形象，於是向旁邊的軒尼詩夫人求救。軒尼詩夫

人問岩士唐有甚麼音樂可以令國王提神，然後召來管家安排軍樂團，奏起由卡

拉卡瓦一世親自填詞的夏威夷國歌「夏威夷兒女」（Hawai’i Pono’i），令國王醒

神過來。 

 

4 月 21 日，卡拉卡瓦一世離開香港前赴泰國曼谷，後來更走遍新加坡、檳

城、加爾各答、蘇彝士、開羅、羅馬、倫敦、布魯塞爾、維也納、巴黎、馬德

里和里斯本，再穿過大西洋到美國東岸，經陸路往加州，然後在 10 月 29 日

回程到夏威夷，成為歷史上首位能環遊世界的政府元首。卡拉卡瓦一世不單爭

取很多生意機會，也讓外國進一步認識夏威夷；不過也有反對者質疑此行成

效。卡拉卡瓦一世在 1891 年離世，到今天仍被夏威夷人尊稱為「快樂君主」

（The Merrie Monarch）。 

 

然而，在 1887 年，卡拉卡瓦一世被親美派迫令簽下「刺刀憲法」（Bayonet 

Constitution），遭大幅削權。1893 年，在美國軍事介入下，夏威夷王國被推翻，

改為夏威夷共和國，並在 1898 年正式併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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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甫誕生便險夭折的

香港 
@ 《Cup》- 2021 年 2 月 8 日 BY BRIAN LIU 

 

1841 年 4 月 24 日，英國周刊 The Mirror of Literature, Amusement, and Instruction 第 1056 期，

封面印有香港島瀑布灣風景畫，後頁為有關香港地理及景物介紹。（特別鳴謝收藏家 Alexandre 

Lui 提供資料） 

 

 

180 年前香港開埠，是那個小漁村變國際大都會的故事開端，但歷史從來沒有

必然。香港既非英國當初的殖民目標，官員亦經常質疑香港的價值，甚至有說

客以輿論攻勢，遊說倫敦政府「棄港保平安」。*CUP 就取得兩份 1840 年代倫

敦舊刊物，當中有關香港的珍貴報道，將透露英國對港立場如何改變，令這個

遠東殖民地差點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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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 年 4 月 24 日，即英軍佔領港島後約莫 3 個月，英國周刊 The Mirror of 

Literature, Amusement, and Instruction 刊登了有關香港開埠的報道，封面印有著

名的瀑布灣風景，被譽為島上最風光明媚的角落，也是歐洲人橫渡大洋後登陸

取水的地方。文章開首向英國讀者提出一道開放式問題： 

 

 上天把香港割讓，鑲嵌在女王冠冕上，究竟那是一顆可貴的珍珠，抑或只是一

文不值或有欠優雅的頑石？  

在開埠十年間，英國政府久不久便會爭吵香港價值問題。正如這篇英國報道，

固然有人看中香港四周有島嶼和山脈環繞，是抵禦風浪的天然良港，價值不容

小覷，但在不少倫敦官員眼中，香港就「只是一文不值的頑石」。 

 

「連一間屋子都沒有的荒島」 

有倫敦官員如此不悅，乃由於英國最初的殖民目標，其實是上海以南、位處浙

江的舟山島。早在 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覲見乾隆時，

英國便點名要舟山，當地為傳統的貿易中轉站，香港反而寂寂無聞。1840 年鴉

片戰爭爆發，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Lord Palmerston）同樣劍指舟山，香

港不過是援軍取道的集結地。 

 

會看好香港潛力的，主要是活躍廣州和華南的英國官員和商人。19 世紀初廣州

開始禁煙時，一批被驅逐的鴉片商人轉抵香港，發現此處為有天然屏障的深水

港。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亦深信，香港是完美的基地，符合英國

在華的商業、軍事和政治利益，反觀英軍佔據舟山後相繼染病，戰力無以為

繼，義律於是有了棄舟山、取香港的念頭。 

 

1841 年道光帝派琦善與義律談判，卑路乍上校（Capt. Edward Belcher）一邊率

軍佔領香港島，相傳 1 月 26 日在上環水坑口舉行升旗儀式，義律一邊以撤出

舟山為籌碼，誘使琦善同意割讓香港島。遠在倫敦的巴麥尊卻對義律自作主張

大表不滿，更貶斥香港島為「連一間屋子都沒有的荒島」，遂改派砵甸乍

（Henry Pottinger）來華再取舟山。不過，隨著巴麥尊同年卸任，殖民方針逆

轉，英方在「南京條約」談判再次放棄舟山，而確認「永久」取得香港。 

 

雖然英國取得香港是既成事實，但沒有多少倫敦官員看好這個「意外收穫」，新

任外相鴨巴甸伯爵（Earl of Aberdeen）憂慮保住香港代價太大，又損害與清廷

及其他勢力關係。舟山兩度得而復失，也終究是倫敦官員心中一根刺，每當接

到香港亂象叢生的報告，總有輿論重新拿舟山跟香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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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紀晚期，畫家重構 1841 年英軍登陸佔領香港島的情景，但背景中島上有大量建設，而且

有清官接洽，皆與史實不符。 圖片來源：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港督府亦遭行劫的罪惡之城 

可是真正「唱衰」香港，差點令殖民地永不翻身的，其實是香港庫務司馬田

（Robert Montgomery Martin）。馬田出生愛爾蘭，早年接受醫學訓練並隨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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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踏足東非、印度、錫蘭、澳洲等地；他同時是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1830 

年代撰寫共五冊的英國殖民地史、近千頁的殖民地統計報告，年輕的維多利亞

女王亦受其影響。為肯定馬田的貢獻，殖民地部於 1844 年委任馬田為香港庫

務司兼立法局議員。 

 

不過，時任港督戴維斯（John Davis）很快對馬田大失所望，馬田不但被發現疏

於職守，還利用大部分時間搜羅證據，試圖說服英國棄守香港、重奪舟山。

1844 年 7 月 24 日，馬田發表轟動一時的「香港島報告」（Report of the Island 

of Hong Kong），全方位否定香港價值： 

 

 
 

由於 19 世紀中葉資訊尚不算發達，加上馬田個人的影響力，這份報告成功引

導輿論，左右英國官員對香港的認知。即使事隔一年，「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在 1845 年 11 月 8 日刊登的一篇有關香港報道，依

然複述馬田報告中的多項觀點，把香港貶低到一無是處。 

 

報道指控，香港除鴉片貿易以外根本無利可圖，有體面的商人都寧可到其他港

口經商，「少得可憐的財政收入，連支撐小型文官政府運作都不夠」。在社會層

面，城內不是走私犯、石工就是流浪漢，「全數都是中國鄰近沿岸的烏合之眾，

在英國佔領的三年半之內，連一個體面的中國人都沒有」。作為軍事要塞，「香

港無法與直布羅陀或聖海倫娜島（Saint Helena）比擬」。 

 

報道固然有誇大其辭之嫌，但也絕非毫無事實根據的抹黑。香港大學歷史系教

授高馬可（John M. Carroll）研究便指出，當時普遍商人確實不選擇香港，部分

是由於「南京條約」同時開放五個通商港口，令商人可繞過香港交易。 

 

另一邊廂，廣州政府也阻撓富商赴港，更有殖民地官員懷疑，廣州故意遣送流

浪漢、無業遊民和小偷到香港，而歐洲的罪犯、逃兵、冒險家和投機分子也大

有人在，海盜還經常在附近洗劫商船。盜賊之猖獗，就連港督府亦於 1843 年 

4 月 26 日遭賊人潛入，可見香港無異於「中西交匯」的罪惡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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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 年 11 月 8 日「倫敦新聞畫報」其中一欄報道香港開埠後情況（由第 297 頁左下開始、

至第 298 頁左上），同時印有初建成的域多利軍營風景畫（第 297 頁底）。（特別鳴謝收藏家 

Alexandre Lui 提供資料） 

 

「香港？你代我去好了！」 

禍不單行的是，香港甫開埠便屢遭瘟疫蹂躪，特別是 1843 年瘧疾肆虐，疫症

更取名「香港熱」（Hongkong Fever），有官員和多名富商撤退澳門，軍方折損多

達 24% 人員。「倫敦新聞畫報」也極盡渲染之能事，訛傳香港為「致命之島」

（fatal island），連中國人都避之則吉，歐洲人體質不宜居住，「在那裡住上一段

時間後，預料只有少數英格蘭人能夠活得久」。 

 

當時西醫尚未有細菌理論，很多疾病都不確定成因，不時把病因歸咎於瘴氣

（miasma），即環境中有毒氣體，讀醫出身的馬田便是此理論倡導者。1824 年

馬田留駐非洲期間染病，自稱染上「地熱」（Earth Fever），又依據經驗發展一套

理論，把瘴氣與地形環境扣連，這套見解也成為遊說英國撤出香港的論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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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告形容，「香港熱」是惡臭和有害氣體導致，結合非洲和西印度的地方性發

燒徵狀，為「島上的痼疾」（the fixed malady of the island），英國人只能撤離保

命。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整份「香港島報告」綜合政治、軍事、商業、社會、地理、氣候、以及當時尖

端的醫學分析，把香港批評得一文不值，震撼了英國政府。時任陸軍及殖民地

大臣士丹利勳爵（Lord Stanley）大為震驚，拒絕再向香港批出任何撥款，直至

港督戴維斯回應報告所有指控為止。 

 

最終，戴維斯在回信極力為香港辯護，成功說服了士丹利，但事件後來演變成

人事糾紛。戴維斯羅列馬田多條罪狀，包括工作怠慢、越權自行聘請三名文

員、無醫生證明下申請病假，更去信士丹利明言希望解除馬田職務：「他是一個

最沒效率又最麻煩的人，若然能夠擺脫他，我應該會相當高興。」 

 

不過未待倫敦決定，馬田已於 1845 年 7 月 8 日辭職離港，親身到倫敦遊說

放棄香港。1847 年在下議院專責委員會力陳香港弊端，又出書大談對華政策，

不少觀點都得到官方接納，但他未能提供詳實的舟山情報，無法說服政府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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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風險較低。同時，殖民地部也不接受其辭職離港的辯解，令馬田復職無

望，即使馬田餘生貫徹「反港」立場，直到 1858 年仍投稿「泰晤士報」唱淡

香港前途，但無法重返政壇的他，最終也不能扭轉大局。 

 

如果馬田行事更周全、性格更謹慎、政治手腕更靈活，他會否成功遊說英國棄

守香港？我們不得而知，但當時質疑香港價值的，確實大有人在。區內最大英

資公司怡和洋行的大班勿地臣（Alexander Matheson），亦於 1847 年 5 月向下

議院坦白，要不是已經大筆投資買地和建設，相信大部分英資早就撤走。1850 

年秋季，另一場瘟疫襲港，令衛生環境更為惡劣，倫敦音樂劇院甚至有流行曲

唱道：「You may go to Hong Kong for me!」（意譯：香港？你代我去好了！） 

 

香港固然不是「連一間屋子都沒有的荒島」，也不是疫症橫行的「致命之島」，

瘧疾病原體反倒隨殖民者而來。但開埠初年，香港確實如受詛咒般命途多舛，

即使港府如何再三擔保，也無法短期內交出成績，難叫人看到希望。一切價值

終究並非不證自明，要不是前人以破釜沈舟的意志苦心經營，歷史是無從主持

公道，香港也可能只是一塊頑石，無法琢磨成 180 年前所預言的那顆「可貴珍

珠」。 

 

 

 

資料來源：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The Mirror of Literature, Amusement, and 

Instruction (April 24, 1841) 

 “Hong Kong”,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ovember 8, 1845) 

 Christopher Cowell, “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47, 2013 

 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ed.),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G. B. Endacott,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高馬可（John M. Carroll）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 —— 從殖民地至特別

行政區」（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香港：中華書局，2013 

 鄺智文、蔡耀倫著：「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 1840-1970」香港：中華書

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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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一場奠定港島面貌

的瘧疾瘟疫 
@《CUP》2021 年 2 月 10 日 BY BRIAN LIU 

 

1865 年中環海濱，海岸線大致為今日的德輔道中，舊稱為寶靈海旁中，右邊為第一代渣甸大

廈，其左邊為畢打街。 圖片來源：Apic／Getty Images 

 

瘧疾如今幾近在香港絕跡，但這種由瘧蚊傳播的熱帶疾病，開埠兩年後曾經蹂

躪全港，疫症名為「香港熱」（Hongkong Fever）。有歷史研究就指出，這場瘟疫

帶來的集體創傷，至今還烙印在這座 180 年歷史的城市，不但催生了半山區，

還從此決定了今日西環至中環、金鐘至灣仔等各區面貌。 

 

1843 年 5 月 3 日，即香港正式被授予「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名銜前

一個月，尚未就任港督的砵甸乍（Henry Pottinger）以英國全權代表身份，從維

多利亞城的核心中環騎馬到名為西角（West Point）的山坡，即大概今日西環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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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位置，當年為英軍第 55 步兵團的軍營所在地。砵甸乍視察軍營發展的同

時，原來一場瘧疾瘟疫亦正在營中醞釀，緊接的半年便會肆虐全城。 

 

損兵折將的神秘疫症 

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建築史助理教授 Christopher Cowell 專研大英帝國建築與城市

空間規劃，曾經發表論文，探討這場瘧疾疫情如何決定香港今日的空間佈局。

該研究指出，瘧疾病原體為瘧原蟲，以瘧蚊為宿主傳染人類。香港爆發瘧疾，

原因之一是英國殖民期間，不經意從外地引入瘧原蟲，但當時西方尚未有細菌

理論，無法確定病因，往往不懂得有效防疫。 

 

在維多利亞城成立的兩年間，不少建築物都是急就章興建，西角軍營便造價低

廉，疑似興建在荒廢梯田上，成為蚊蟲滋生的溫床。另一方面，1842 年「南京

條約」簽署後，雙方仍等待確認換約，期間英方要求重新釐清土地所有權，砵

甸乍遂於 1843 年 4 月下令所有工程暫停，皇后大道兩旁的多個地盤變成水

坑，成為瘧蚊滋長的理想環境。在所有不利條件聚合之下，一場瘧疾瘟疫已經

在所難免。 

 

第一波疫情由 5 月開始至 7 月，當局察覺發燒病人無端急增，更接連有患者

病逝，病例主要集中西角軍營及城東的黃泥涌，即是今日的跑馬地。官方曾以

為中環地區可以倖免，但第二波疫情由 8 月開始蔓延全城，疫症更得名「香港

熱」。截至同年 11 月疫情退卻為止，瘧疾奪去軍方 24% 人員性命，有 10% 

洋人居民染疫死亡，估計華人死亡比例相約，但官方卻沒有統計數據。 

 

為求免疫，政府官員和多名商人避難澳門，駐港海軍也不敢上岸大興土木，又

以醫療船為總部，但首位駐港海軍高級軍官山豪士上校（Le Fleming 

Senhouse）依然染疫身亡。最坎坷必定是第 55 步兵團，共 526 名士兵，竟然

病死 242 人。駐港陸軍司令德忌笠（George Charles d’Aguilar）甚至宣稱：「如

要守住香港，每三年便要折損一整個兵團，如要有 700 名士兵執勤，便有需要

派兵 1,400 人。」 

 

居住半山區可保障健康？ 

初開埠便受到神秘疫病侵襲，難免衝擊商界對前景信心。政府於是多次委任專

家調查疫情，有委員會在 7 月推斷病因是西角植物繁茂、天氣炎熱、軍人長期

夜班工作，但當疫情擴散全城後，澳門英文報刊「廣東周報」（Canton Press）

又推測，可能是陽光下長期曝曬所致 ── 當時確實有理論認為，無瓦遮頭是

發燒成因，換個角度批評砵甸乍 4 月下令地盤停工，以致減慢建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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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港督砵甸乍肖象，由蘇格蘭人像畫家 Francis Grant 繪畫。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經過多次調查和爭論後，港府內部開始凝聚共識，空氣流通被視作關鍵。駐華

英軍總司令索爾頓勳爵（Lord Saltoun）副官根利咸（Arthur Cunynghame）在回

憶錄中提及，維多利亞城位於港島北岸，背後有連綿山脈阻隔夏天的西南風，

令城內悶熱，空氣難以流通，城東的黃泥涌更有稻田和植物散發瘴氣，相信是

致病的源頭之一。相對而言，赤柱駐軍只有很少病例，證明南岸在夏天有通風

優勢。 

 

海軍醫療船的醫官韋遜（John Wilson）發表報告，同樣呼應根利咸的觀點。他

依此建議海軍醫院選址要「適度提高位置」（moderately elevated position），增加

病人的存活機會。隨後有愈來愈多專家都認為，在山腰建屋可以促進健康，首

任裁判官威廉堅（William Caine）在高地興建的監獄，囚犯死亡率奇低，更令發

展商確信位置愈高愈保障健康，香港島半山區（Mid-Levels）也於焉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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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在金鐘的掠地大計 

 

至於西角軍營，疫後固然受到軍方唾棄，但找甚麼地方重置軍營，就引發軍方

與文官政府的衝突。其實早在爆疫以前，軍方已要求在今日金鐘區重置軍營，

但受到砵甸乍百般阻撓。因為港島平地稀少，維多利亞城需要以中環為中心沿

岸擴展，東側的金鐘貴為市中心地段，理應發展商業最合適，但假如被軍方所

盤踞，必然會打斷橫向的城市結構，阻礙中環與灣仔和銅鑼灣聯繫。 

 

當時金鐘雖然有軍械庫、軍需處和指揮總部，但同時建有住宅、倉庫，而且有

人煙鼎盛的廣州市集（Canton Bazaar）和摩根氏市集（Morgan’s Bazaar）。砵甸

乍既歡迎市集擴張，又視金鐘地皮為 1844 年 1 月賣地的焦點，屬全城最貴價

地段之一，因此下定決心阻撓軍方全面吞併金鐘，甚至不惜重購軍方用地。砵

甸乍亦深信，軍隊應繼續駐紮西角，以守護維多利亞港出入口最合理。 

 

可惜，軍方成功把握了西角爆疫的時機，強推重置軍營計劃；另一邊廂，砵甸

乍因防疫不力而處於劣勢，其身為英國全權代表，經常要離港處理外交及貿易

事務，同樣令軍方有機可乘而佔盡上風。 

 

 
1846 年由畫家 Murdoch Bruce 繪製，位置為中環雲咸街與皇后大道交界。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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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視砵甸乍的意願下，工兵少校艾德柱（Edward Aldrich）受命於軍方研究重

置方案，在 1843 年 6 月 28 日發表 16 頁報告，計劃吞併整個金鐘區至今日

香港公園的半山區，建成域多利兵房（Victoria Barracks）及美利兵房（Murray 

Barracks），形成自足的軍事社區。如今搬遷至赤柱的美利樓、活化成茶具文物

館的旗桿屋（Flagstaff House），均出自艾德柱手筆，建築都兼顧通風和遮陰考

慮。 

 

索爾頓向砵甸乍呈交重置方案時，以毫不客氣的口吻迫對方就範：「這個或任何

其他防禦工事計劃，都是軍方人員受命制定，並得到我作為軍方司令的認可，

你應當立即作出決定，如你樂意的話，我們都可以等候局長和國會批准。」 

 

可以想像砵甸乍收信後定必暴跳如雷，但除了向倫敦政府重申理據外，砵甸乍

其實無能為力。最終，香港爆疫消息與軍營重置方案幾乎同步抵達倫敦，時勢

都不站在砵甸乍一邊，金鐘成為軍方囊中物，砵甸乍亦意興闌珊下於翌年離

任。 

 

 

測量師歌連臣（Thomas Collinson）在 1845 年測量的香港地圖，左起為上環與中環區，中間

為軍方佔用後的金鐘區，建有多座砲台及軍營，右方為顛地開發的春園。 圖片來源：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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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 香港再出發 

軍方盤踞金鐘後，金鐘道兩旁的市集和民居一律清空，過百年間，金鐘區都是

重門深鎖的軍事重地。直到 1970 年代，軍方才逐步騰出用地供港府重新發

展，後來建成香港公園、酒店及商廈建築群，但金鐘仍沿用地名 Admiralty，意

即「海軍部」。當年規劃軍營的艾德柱，以其命名的東區海灣 Aldrich Bay 將被

中文翻譯為「愛秩序灣」。 

 

中環無法向金鐘擴展後，商業活動改向上環方向延展，鄰近中環的華人市集和

民居被逐步迫遷，安置到上環太平山街一帶，形成實際上的種族隔離政策，在 

1894 年鼠疫爆發之前，港府都甚少介入華人社區事務。至於西角軍營，1844 

年拆卸以後彷彿不曾存在過，新規劃的薄扶林道會穿越軍營舊址，此區亦將取

名「西營盤」，1850 年代起重新發展，安置因太平天國起義而落難的大批華

人。 

 

 

 
顛地在灣仔發展的臨海花園洋房，曾經為洋人休閒聚居地，畫作由 Murdoch Bruce 繪製於 

1846 年。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41 

 

在今日灣仔春園街，鴉片商人顛地（Lancelot Dent）原先興建多座臨海洋房和一

座泉水花園，曾打算發展為市郊的洋人後花園，但隨著金鐘軍事區阻隔灣仔與

中環的聯繫，洋人又爭相遠離岸邊、遷居半山，發展大計也隨顛地離世幻滅，

地皮最終轉售給華人，從此風光不再。原來泉水花園 Spring Garden 之名，意指

「泉園」卻被誤譯為「春園」，為今日春園街街名的典故。 

 

這場瘧疾瘟疫由於死者眾多，原來位於灣仔山邊的墳地不敷應用，當局要在黃

泥涌的西側開闢新墳場，即我們今日所熟識的跑馬地墳場，毗連更有天主教、

伊斯蘭教、印度教和祆教墳地。曾幾何時，這裡還標誌著維多利亞城的邊陲，

也是居民共同的心理邊界，如夢魘般警惕著初代居民瘟疫的可怕，以及開埠初

年的艱苦歲月。 

 

 

 

 

資料來源： 

 

 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ed.),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ristopher Cowell, “The Hong Kong Fever of 1843: Collective Trauma and the 

Reconfiguring of Colonial Space”,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47, 2013 

 鄺智文、蔡耀倫著：「東方堡壘：香港軍事史 1840-1970」香港：中華書

局，2018 

 余震宇著：「港島海岸線（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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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120 年前 

新界鄉民與英軍之戰 

如何決定香港面貌 
@ 《CUP》2019 年 2 月 4 日 BY BRIAN LIU 

 

 
新界紳耆齊集大埔墟，準備聽取港督卜力爵士講解管治原則。圖片攝於 1899 年 8 月 2 日。 

圖片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120 年前，港英殖民政府正式接管新界，在大埔旗杆山升起英國旗幟，但遭遇

超過 2,000 名新界原居民武裝對抗。英軍軍艦要駛入吐露港還擊，最終反抗軍

節節敗退至元朗，短短 6 日傷亡慘重。當時遠在英國的報章是如何報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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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曾因此佔領深圳墟，更有打算把深圳劃入新界，為何最終作罷？究竟港督

對這場動亂的處理方式，如何決定今日香港的面貌？ 

 

19 世紀末，歐日列強爭奪中國土地，令英國擔心香港殖民地的防衛問題。英國

遂於 1899 年 6 月與清廷簽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

北、深圳河以南的大幅土地作緩衝，面積是原有香港殖民地 10 倍之多，租借

期為 99 年。雖然清政府簽字同意出租土地，可惜「村民唔係咁諗」。鄉紳擔心

土地業權受損、強徵新稅、傳統習俗被禁，於是決定武裝抵抗，誓言「殺無

赦」。 

 

 

⇧由 H.W. Bird 速寫及 Wal Paget 繪畫完成，刊登於 1899 年 5 月 27 日的英國報章 The 

Graphic。作品展示 1899 年英軍在大埔旗杆山升旗後的情況，旗杆下有一名印度兵，不遠處有

英軍帳篷，背景的吐露港停泊兩艘英軍軍艦。（特別鳴謝收藏家 Alexandre Lui 提供圖片） 

 

後世淡忘的新界六日戰爭 

根據國際法，租借地必須經過公開儀式接管，而港英政府並不急於求成，他們

想在接管前先實地調查，因此正式接管儀式遲至 1899 年 4 月才舉行。由簽約

到儀式舉行的 9 個月期間，鄉民籌集資金起義，抗英主力以屏山鄧氏與廈村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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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為首，從元朗至大埔都有原居民響應。3 月 28 日張貼的揭帖寫道：「我民所

深惡痛嫉者，英夷也，該夷將入我鄉界，奪我土地，貽無窮之患。禍在旦夕，

我民夙夜焦愁。我鄉閭百姓不甘安坐待斃，決心抵抗夷人。」 

 

4 月中旬，約 2,600 名鄉勇組成的反抗軍集結大埔，他們分別在錦山與新圍仔

部署抬槍陣地，大埔頭村後山設置大炮陣地，陣地挖有長壕溝掩護，射程遠至

舉行升旗儀式的旗杆山。港英政府原定 4 月 17 日舉行升旗禮，鄉勇卻於 14 

日率先發難，燒毀儀式用的蓆棚，戰事一觸即發。 

 

一支 125 人組成的英軍印度兵部隊於 15 日抵達大埔，馬上遭到反抗軍密集火

力圍攻。駐港英軍總司令加士居（William Gascoigne）傍晚乘軍艦駛入吐露港增

援，向反抗軍陣地連發 17 炮還擊，反抗軍隨即撤退。英軍提早於 16 日舉行

升旗儀式；17 日派出約 350 人部隊反攻，經梅樹坑一路攻克林村谷谷口的大

炮陣地；18 日英軍進入八鄉上村，約 1,600 人的殘餘反抗軍包圍反攻，但不敵

英軍步槍齊射，最終潰不成軍；19 日起義村莊全部投降，史稱「六日戰爭」的

戰事就此結束，超過 500 名鄉民戰死，英軍則沒有損失一兵一卒。 

 

佔領九龍寨城與深圳 

雖然戰事以英軍大獲全勝告終，但究竟港英政府如何理解這場抗英動亂？1899 

年 5 月 27 日，遠在英國的報章 The Graphic 報道了今次事件，文中形容反抗

軍為「身穿制服的中國軍隊」，又指「顯然中國正規軍需要為這場動亂負責

任」。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港英政府當時確實認定，反抗軍似乎接受過精良軍事訓

練，而且身穿號衣，懷疑背後有兩廣總督或地方官員支持，加深對廣東地方政

府猜疑，當時更有傳一批廣東鄉民正在南下，準備挑起另一場抗英運動。結果

英軍決定先發制人，5 月 16 日出兵佔領深圳墟和九龍寨城，驅逐寨城的清廷

官員及官兵。軍事佔領深圳乍聽只是臨時防禦措施，但 The Graphic 的報道透

露，當時確有意見主張把深圳劃入新界，甚至視之為最理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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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應否把深圳劃入新界，當時在英國及港英政府內部仍有爭議。香港輔

政司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長時間在新界實地調查，他極力主張接管深

圳，除了基於軍事考慮，還因為可方便新界各地村民繼續以深圳墟交易買賣，

而深圳又是主要地方政府機關所在。總司令加士居亦表示：「環繞深圳的土地富

饒豐裕，該墟鎮相比起九龍寨城毫不遜色。」 

 

 

⇧此地圖刊登於 1899 年 5 月 27 日英國報章 The Graphic 的報道，顯示港英政府在 5 月 

16 日佔領深圳墟後的實際邊界，以及構思中的深圳以北山脊邊界線。（特別鳴謝收藏家 

Alexandre Lui 提供圖片） 

 

但這充其量只是港英官員的一廂情願。清廷方面固然抗議，英國首相梳士巴利

（Marquess of Salisbury）亦反對持續佔領深圳。他從國際局勢考慮，怕此舉破壞

列強在中國的勢力平衡，淪為身在北京的俄羅斯外交官口實，以破壞總理衙門

與英國的互信。已退休的香港大學憲法學教授 Peter Wesley-Smith 研究發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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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對佔領亦早有疑慮，在 1899 年 4 月 28 日

給英國殖民地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信中，形容深圳為三教九流

之地： 

 

 
 

經過英國與清廷多次角力磋商，英軍終於在 11 月 13 日撤出深圳。清廷官員及

官兵則再未踏足九龍寨城，英國亦沒有正式接管寨城，致使此地淪為「三不

管」。當時 The Graphic 報道已經形容：「九龍寨城惡名昭彰，是香港所有壞份

子的阿薩西（Alsatia）。」所謂「阿薩西」是指倫敦泰晤士河以北一間收容所，

在 15 至 17 世紀收容各級罪犯，在 19 世紀的英文語境是罪惡溫床的代名

詞。此報道萬萬沒有預料到，20 世紀的九龍寨城會演化成龐然巨物，成為國際

聞名的貧民窟。 

 

港英實行的「兩制」管治 

在動亂敉平過後，餘下難題就是如何處置被捕的抗英領袖。駱克亟欲嚴懲涉事

鄉紳，但反遭港督卜力勸阻：「我勸你別再計較已過去之事。」卜力堅持鄉民的

起義，只是基於政策誤解，不應該視為罪大惡極。對被捕鄉紳，他決定既往不

咎，揚言要把所有衝突「一筆抹掉」，竭盡所能贏取鄉紳信任。他在 4 月 26 

日清楚向駱克下達指示：「我認為，以近日的風波為由沒收土地，非明智之

舉…… 依我之見，懷恨在心施以報復，既有失公義，亦非恰當做法。」 

 

至於鄉紳村民，他們似乎很快斷定發動戰爭不智，同樣對往事三緘其口，情願

把事件當作一場夢魘將之忘卻。至今關於這場戰爭的資料，在新界各鄉村幾乎

付諸闕如，甚至沒有甚麼故事流傳。1899 年 8 月初，卜力先後到新界各地，

向鄉紳解釋政府管治方針，雙方都前事不提，彷彿六日戰爭從未發生。 

 

汲取六日戰爭的教訓，卜力深信新界與城市化的九龍及香港不同，不能把市區

的管治模式照搬，於是決定仿傚清廷官員，除了徵稅以外，地區事務都交由鄉

紳委員會自治管理，盡可能不加干涉。起初港督只委派由一名身兼警察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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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府和行政首長職務的官員統管新界，1907 年後建立理民府制度，以理民官進

行監督協調，市區實行的多條香港法例，諸如屠房、街市、公共衛生、鴉片、

牌照及登記法例，早年亦統統不適用於新界，對原居民友善的方針持續至今，

可謂真正的「兩制」管治。 

 

 

港督卜力爵士向屏山紳耆演說，解釋管治新界的原則，身旁為輔政司駱克，面向鏡頭者為通

譯。圖片攝於 1899 年 8 月 4 日。 圖片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事實上，殖民政府對新界的管治模式並非特例。當時大英帝國的領土覆蓋全球 

4 分 1 土地，但只靠少數殖民地官員實行統治，殖民地得以長治久安，正有賴

與個別原居民領袖的合作。當時大英帝國的信念體系，以上層中產階級為基

礎，他們相信原居民中的貴族地主、富商巨賈和學者，與英國的上層中產階級

背景相似，是原居民中的「天然領袖」，可以籠絡實行間接管治，而這樣的間接

管治模式在英國殖民地中比比皆是。 

 

時移世易，深圳河以北改朝換代，1949 年中國共產黨建政後，昔日新界鄉紳的

噩夢幾乎都在大陸一一成真，先是土地業權沒收，後有傳統習俗消亡，而這些

傳統與利益偏偏在港英統治下的新界得以保存。不論孰好孰壞，它們都構成今

日香港的一部分，難怪前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感慨形容，新界的

「中國色彩，幾乎比中國本身更加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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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同一年開埠的不同結局 

由香港、沙撈越的開埠 

百年紀念郵票談起 
@《CUP》2016 年 12 月 29 日 BY 沈旭暉國際郵覽台 萬國郵政 

 

  
 

談及「開埠」這概念，在強調政治正確的今天，也可以充滿爭議。在港英時

代，雖然割讓香港島的「南京條約」於 1842 年才簽署，但英國早於 1841 年

佔領香港島，該年就被視為香港開埠元年。但主權移交後，基於中國強調香港

「自古以來屬於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在北京眼中，也就不存在以 1841 年為

「開埠」的空間，那只代表「英國佔領時代」的開始。1941 年，港英政府推出

了一套「香港開埠百年紀念」郵票，設計十分精美、意義深遠，不同於當時常

用的英屬殖民地通用圖案，而是專門為香港度身定制，是英屬香港郵票中的佳

作。 

 

這套郵票共計 6 枚，發行量 48 萬套，由雕刻版工藝製作，設計師為港英公務

員鍾惠霖（Mr. William E. Jone），由 Bratlbury Wilkinson 印製。郵票都有英王喬

治六世的「鵝蛋型」肖像，背景則是英屬香港時期的本土風景，包括香港街

市、帆船和巨輪、香港大學、港口遠景、滙豐銀行、帆船和飛機，景色和今天

已大不相同；一些建築物如舊滙豐銀行，已被拆卸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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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1941 年也是另一個地方的百週年紀念。這地方和英國、香港都充滿

淵源，但不算是英國正式殖民地，那就是與香港隔海相望，馬來群島的沙撈越

（Sarawak）。在 17-18 世紀，沙撈越屬汶萊蘇丹統治，英國探險家布魯克（Sir 

James Brooke）抵達此地、並協助蘇丹平亂後，獲贈沙撈越作回報，就成了罕見

的白人土王（Rajah）。1841 年，布魯克正式建立沙撈越王國，王位隨後由子孫 

Charles Brooke、Charles Vyner Brooke 繼承，是為布魯克王朝。 

 

在布魯克王朝期間，沙撈越盛行的獵殺土著行為被明令禁止，布魯克家族致力

令當地文明開化、與外界發展商貿，並從東亞（特別是中國）引入勞工，發展

經濟，不少南方人經香港越洋去到沙撈越，兩地民間關係就此確立。布魯克三

代統治者的「勵精圖治」，讓沙撈越從荒蠻落後之地，躍升為東南亞重要商埠，

雖然也不無高壓和台灣，但還是頗受當地人懷念。 

 

布魯克家族身為英國人，也是「心懷祖國」，沙撈越王國自 1888 年已成為英國

保護國，但由於名義上仍是獨立王國，自 1869 年起，就一直發行自己的郵

票。沙撈越郵票沒有英女王或國王肖像，有的只是自己的白人土王像。1941 

年，布魯克王朝舉辦了盛大的立國百年大典，盛況在今天沙撈越博物館還能得

見。 

 

當時香港和沙撈越都想不到的是，這個百年紀念後不久，大難就至。隨著太平

洋戰爭爆發，同年日軍大舉進軍東南亞各地的英國殖民地、保護國，香港、沙

撈越都是在 1941 年 12 月淪陷，經過 3 年 8 個月的日治時期。沙撈越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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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來不及發行百年紀念郵票，最後是在戰後的 1946 年，才補出這一套印有三

代白人沙撈越王的紀念票。 

 

戰後世界，滄海桑田，沙撈越王恢復統治後不久，意興闌珊，就把國家交予英

國，成為英國正式殖民地，後來再併入馬來西亞。香港經過短暫國際角力，國

共兩軍都沒有奪取，也就回歸到英國管治，儘管戰時被囚禁的港督楊慕琦復職

後提出了大膽的民主化方案，但因為不合英國大戰略，而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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