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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1197 年大嶼山鹽民起義 

被屠殺的香港原住民 
2021年 6月 30日 By BILLY TONG 

 

 

1875 年左右的香港水上人。圖片來源：The Print Collector／Print Collector／Getty Images 

 

 

提到九七，大家會想到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主權移交的大日子，那天標

誌著長達超過 152 年的英治時期正式落幕，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時代。其實

在 800 多年前，另一場九七事件也曾改變香港命運 —— 原住傜民被屠殺殆盡

的「大嶼山鹽民起義」。 

 

12 世紀末年的中國正值南宋時期，雖然經濟尚算繁榮，但政治一片混亂，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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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積弱不堪。其中權臣韓侂冑把持朝政，在 1194 年迫使宋光宗禪位予其子宋

寧宗，1196 年又有所謂的慶元黨禁，大批官員被貶逐；而來自金國的威脅也一

直未解除。那時候的香港屬東莞縣一部分，位處帝國邊陲，未受中原戰火所波

及，自北宋末年已經吸引一些中原人士遷移到今天新界一帶，包括錦田鄧氏家

族。 

 

除了中原人，當年香港亦有原住民，有說法指「居山谷者為畲族，水居者為蜑

民」，在山中定居的輋民（即「畲」），相傳是古代百越人的支系，據說善於刀耕

火種，今天香港的禾輋、坪輋很可能就是往日輋民的聚居地。除此之外，當時

香港亦有蜑民，南宋「嶺外代答」記載：「以舟為室，視水如陸，浮生江海者，

蜑也」，蜑民初時主要以捕漁、採蠔和伐木為生，還特別指出「廣州有蜑一種，

名日盧停，善水戰」，有人就把盧亭神話化，奉為港人祖先。 

 

除了漁農，輋民和蜑民亦會經營鹽業。香港近海，得天獨厚，早在北宋時期，

朝廷就在今天九龍東建立官富場開發鹽田，令當地變得富庶。及至 12 世紀 20 

年代，宋室潰敗南逃，北方領土盡失於金國之手。新生的南宋政權要安撫南邊

少數民族，以及招募善戰的蜑民入伍，於是放寬私鹽販賣。輋民和蜑民都有參

與製造私鹽，文天祥的「知潮州寺丞東岩先生洪公行狀」提到「潮與漳、汀接

壤，鹽寇輋民郡聚」，大奚山，即今天的大嶼山，就是私鹽重地。 

 

到 12 世紀 80 年代，南宋國庫空虛，朝廷於是想重新壟斷食鹽買賣，1183 

年，宋孝宗下詔：「大奚山私鹽大盛，令廣東帥臣遞送節次，已降指揮，常切督

責彈壓官並澳長等，嚴行禁約。」政府打擊私鹽，香港原住民的經濟活動只能地

下化。到 1197 年宋寧宗時期，有見私鹽活動禁之不絕，廣東提舉茶鹽司徐安

國遂派員入大奚山緝拿私鹽商販，並企圖沒收所有私鹽及鹽田。居民眼見生計

被毀，被朝廷趕絕殺絕，於是起兵頑抗。 

 

當地人挾持副彈壓官萬登（一說高登），又把其推舉為首領，再轉守為攻。原住

民把漁船改裝為戰船，順勢北上直搗廣州城。「輿地紀勝」描述當時交戰：「大

奚山之人，用木支格，以釘海港。官軍不知蹊徑，竟不能入。而島民盡用海

舟，載其弩攻廣州，州兵敗止，乘潮達城下，州民散避。」香港史學家鄧家宙寫

道，朝廷改派錢之望為廣州知府，又抽調福昌延祥寨的摧鋒軍反擊，以火箭強

攻，島民最終還是寡不敵眾，被政府軍鎮壓下來。 

 

那一次事件，南宋稱之為「大奚山傜亂」，成為主流史觀論述，但近年多了香港

史學家稱之為「大嶼山鹽民起義」，認為原住民是在反抗朝廷不公義的經濟政

策。知名社會學家孔誥烽曾形容事件為「大嶼山屠殺」，事關鎮壓過後，宋軍的

後續行動十分血腥，「宋史」記載：「八月辛卯，知廣州錢之望遣兵入大奚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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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殺島民。」至於具體死亡人數，到今天已難以稽考，不過「續資治通鑑」指起

義規模「嘯聚千餘人」。事後，朝廷留下 300 官兵駐守大奚山，恐防再生叛

亂。 

 

文化研究學家梁啟智在「香港第一課」以蜑民角度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以土地

為基礎，要到水上生活的往往是因避亂、兵敗、被罰而進入大海，本來就是邊

緣地帶的邊緣群體。千年以來，蜑族人一直過著被歧視、被流放、被徵召，然

後被鎮壓的命運。」而山中輋民，即使宋亡以後，仍然屢被鎮壓和驅逐，慢慢同

化成其他民族，例如漢族和瑤族，今天已幾乎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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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香港的陸上帝國史】 

祥興元年 

皇帝在香港登基？ 
2021 年 6 月 29 日 BY BILLY TONG 

 

原來可以容納 50 人、紀念宋帝的巨岩，到戰後已經被摧毀到所剩無幾，1950 

年代，工人就把巨岩剩下的部分切割開，成為今天的宋皇臺石碑。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屯馬綫宋皇臺站開通，令更多香港人重新了解香港古代史。相傳南宋時期皇帝

宋端宗趙昰曾逃難到今天九龍城、馬頭涌，並建立行宮。今天宋皇臺石碑就是

當地人為紀念皇帝到訪而豎立。其實兩位皇帝在香港的活動範圍十分廣闊，有

說法指宋端宗之弟、末代皇帝宋少帝趙昺正是在今天梅窩、馬灣一帶登基。 

 

在 13 世紀，蒙古領袖成吉思汗先後攻滅西遼、花剌子模等地，塑造出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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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亞帝國，他在 1227 年去世後，其子孫和親信繼承遺志，東征西討，領土

西至東歐、東至高麗，並吞併原本由金國統治的華北和滿州地區，建立了一套

貫通歐亞的世界體系。1260 年，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自立為帝，又在 1271 年

改國號為大元，定都於大都（即今天北京市）。忽必烈把目光投向南宋，1273 

年攻破襄陽、樊城，突破宋軍防線；1276 年攻陷首都臨安，宋恭帝趙㬎投降。 

 

當時，只有少數南宋餘部在福建和廣東一帶負隅頑抗，在福建擁立年僅 7 歲的

宋端宗。元軍加緊伐宋，宋端宗自登基以來已不斷逃命，1277 年福州淪陷後，

又跑到泉州、雷州等地，今天香港一帶就是其中一個落腳點，亦因而有了宋皇

臺的故事。「大清一統志」記載︰「宋行宮卅餘所，可考者四，其一為官富

場」，行宮換上現代講法即是流亡政府，官富場大致是今天九龍東，當地開發了

多片鹽田，因此比較富裕，並非只是小漁村，朝廷亦有常設的摧鋒軍。 

 

據說宋端宗落難官富場期間，曾經在白鶴山行朝，以大石為龍座。白鶴山大概

位於今天的樂富以南、九龍城以北，當時的大石被稱為交椅石，後來白鶴山被

削平，大石也不知所終。除了官富場，宋帝在香港逃亡期間曾經到過四個地

方，分別是淺灣、古塔、碙州和梅蔚山，淺灣即現在荃灣，學界有人認為古塔

大概是今天的東龍洲。至於碙州和梅蔚山更是別具重要性，而且學者們對其實

際位置亦一直爭論不休。 

 

港大史學家蔡思行分析指：「碙州是當時廣東沿海中島嶼較大、開發較早的一

個，人口較多。其次，和官富場一樣，碙州北部盛產海鹽，亦有一定的經濟基

礎」，故此宋朝遺臣遷移到碙州。有說法指碙州是今天廣東的吳川，但又有很多

說法指碙州其實是今天的大嶼山。「南海蹟記」就寫道：「大奚山在東莞南大海

中，一曰碙州」。宋端宗年紀幼小、出身高貴，逃命之旅奔波勞碌，又曾經遇

溺，故不幸染病，1278 年 5 月於碙州駕崩，並在當地下葬。 

 

至於梅蔚，則是宋朝末代皇帝宋少帝趙昺登基之地。宋端宗死後，朝野上下人

心散渙，忠臣陸秀夫為激勵士氣，指︰「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

有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以

為國耶？」於是在梅蔚奉趙昺為帝，改號祥興元年。史學大師羅香林在「宋王

臺與宋季之海上行朝」推斷梅蔚即是梅窩；國學大師饒宗頤則推測梅蔚應為青

衣島以南的馬灣。而今天馬灣仍有「梅蔚」石碑，或許是當日行宮遺址。 

 

宋少帝在香港建立的行宮，也只能支撐數個月，經歷 4、5 個月後又再次結

束。1279 年，宋室遺民逃難到新會崖山，陸秀夫有見大勢已去，背著少帝跳海

殉國。蒙古人成功把香港在內的華南最後一片土地，納入其歐亞帝國體系之

中，直到後來朱元璋推翻元朝，漢人才重掌華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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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當香港與海洋帝國相遇： 

荷蘭進犯 
2021年 6月 17日 BY BILLY TONG 

 

 

荷蘭戰艦進犯葡屬澳門。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6 世紀，葡萄牙人到達中國大陸，把澳門發展成他們的商貿基地，一海之隔的

香港亦與世界連接，其命運受到西方世界局勢變化牽引。到 17 世紀，荷蘭一

躍成為海洋帝國，挑戰葡萄牙在東南亞的霸權地位時，香港亦捲入戰火之中。 

 

17 世紀，荷蘭進入黃金時代，無論科學、人文、經濟發展成就都達到顛峰，並

矢志對外擴張。160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得到皇家特許，專責遠東貿易

市場。1609 年，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創立，是全球最古老的證券交易所，東

印度規模急速擴張。同年，法學家格老秀斯發表「海洋自由論」（Mare Lib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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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公海應人人擁有，各國船隻都享有航行自由，暗指葡萄牙人不能以各

種名目壟斷遠東航海權，該著作至今仍被奉為國際法始祖。 

 

與此同時，在葡萄牙人的經營下，澳門已經發展成富庶貿易港，中山大學歷史

學家江瀅河指出，當時澳門發揮了兩個重要角色，第一是全東亞和東南亞的天

主教傳教中心，而明朝在 1523 年寧波之變後，罷市舶司和關閉對外口岸，澳

門是唯一特例，於是成為西歐國家在東方貿易的中繼站，將近一個世紀裡對華

貿易都在澳門進行。而另一邊廂的香港，就是明朝政府的海防重地，其中今天

的九龍灣設有巡檢司，屯門和佛堂門有戰船巡邏，以防洋人或者倭寇來襲。 

 

1595 年，荷蘭沿著新發現的航道抵達今天印尼爪哇一帶，慢慢建立根據地，並

在 1601 到 1602 在爪哇和摩鹿加群島擊敗葡萄牙，儼如當時東南亞霸主。也

在這個時候，荷蘭想吞併澳門，搶奪唯一的對華貿易港，荷葡兩國衝突白熱

化。澳門大學歷史系教授湯開建提到，1601 年，荷蘭兩艘貿易船進入澳門時，

部分水手被扣留，其中 17 人被當作海盜處死，為後來一連串軍事衝突掀幕。 

 

1601 年至 1627 年間，荷蘭先後 5 次入侵澳門。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是 

1622 年的葡荷澳門戰爭。戰局起初對葡萄牙極為不利，荷蘭與葡國殖民史學家 

C. R. Boxer 在著作中解釋，當時大部分澳門市民北上廣州交易，葡軍又受到明

朝政府邀請，帶同火炮協助防禦滿清入侵，以致澳門如同空城，守軍僅餘 50 

名火槍手，要徵召市民、修士、黑奴等協防。 

 

佔盡上風的荷蘭人除了要侵佔澳門，還希望開闢新的對華港口。澳門史學家關

俊雄指出，荷蘭人聯同日本人帶同共 17 隻戰船，登岸後與葡萄牙人激烈交

火。本來葡萄牙人寡不敵眾，但 Boxer 記述臨危上陣的耶穌會神父羅雅谷

（Giacomo Rho）負責在大炮台操炮，竟成功擊中荷軍的火藥桶，爆炸導致荷軍

死傷枕藉、陣腳大亂，戰局隨之逆轉，葡軍之後乘勝追擊，荷軍最終潰敗、估

計陣亡逾 300 人。荷蘭人也只能夠放眼中國其他沿海地區，例如澎湖、台灣。

以及鄰連澳門的珠江口岸，香港屬必經之路。 

 

已故港澳史專家霍啟昌就寫下 1623 年荷蘭在各地受挫，轉而進犯今天香港一

帶，荷蘭船隻入侵佛堂門水域，近岸停泊，企圖登陸香港的事件；歷史學家鄧

家宙則指，荷蘭人希望經九龍海（即維多利亞港）直逼南頭城。惟香港經歷過

葡萄牙入侵，以及無數次海盜劫掠，防備已十分充足。其時香港屬於新安縣，

知縣名為陶學修，「新安縣志」記載，他「親率鄉兵持兵器往溪西等處防守」，

到現場視察防務，最終在村民同心協力下，成功驅逐荷蘭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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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在澳門和香港軍事失利，卻變相改寫了台灣的命運。荷蘭人因而將眼光轉

向當年還未完全開發的台灣，開始歷時 38 年的荷屬台灣時期。有關荷蘭人進

犯香港佛堂門的事件，記載並不多，慢慢被遺忘，但葡荷澳門戰爭就被喻為澳

門史上最大型的戰爭，至今依然可以找到很多歷史痕跡，例如大炮台、得勝花

園、劏狗環等等。 

 

 

現時的澳門大炮台（Fortaleza do Monte）已改建成博物館及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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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當香港與海洋帝國相遇： 

倭寇來襲 
2021年 6月 16日 BY BILLY TONG 

 

 
繪於 16 世紀的「倭寇圖卷」，上面畫有明朝官兵與倭寇船隊交戰的畫面。 

圖片來源：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 

 

 

香港扼守珠江口，位處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運要道之中。當世界進入大航海時

代，香港也與各個海洋勢力相遇。在明代，香港除了應付來自葡萄牙的商旅和

軍隊，例如 1521 年的屯門海戰，也要面對日本倭寇來襲。 

 

明代嘉靖年間（1522 年至 1566 年），有所謂的「嘉靖大倭寇」：東部沿岸海盜

問題嚴重。那批海盜有一大部分來自日本，當時日本正值戰國時代，很多浪人

武士無以維生，於是拼死一搏，遠洋到中國掠劫。1523 年的寧波之亂是其中一

個轉捩點，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爭相遣使朝貢，結果在浙江寧波一帶爆發

衝突，禍及不少明朝官兵和百姓，朝廷一怒之下中斷與日本的貿易往來，令日

本物資更短缺，激發更多日人加入倭寇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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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史學家也指出，倭寇成因，甚至種族構成都十分複雜。明朝的海禁政策令

很多沿岸中國民眾三餐不繼，於是和日本倭寇合作，另外也有朝鮮半島的貧民

參與其中，到後來日本人可能只佔這班倭寇的少數，「明史日本傳」就有云：

「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香港海洋史學家譚廣濂提及，香港本來有

一些蜑家人在船上居住，後來遷往島嶼定居。他們平時捕魚為生，但偶爾也會

參與海盜活動。 

 

這些倭寇原來集中洗劫浙江一帶，後來向南慢慢擴展到廣東沿岸，當中包括香

港。有史學家考究指，早在 14 世紀，朝廷已經在東莞縣設立守禦千戶所，防

禦範圍涵蓋今天香港一帶。隨著倭寇日漸猖獗，香港地區亦成為廣東沿海邊防

體系的戰略要點，扮演前哨基地角色。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提到「海

寇有三路，設巡海備倭官軍以守之」，香港就屬於中路，「自東莞南頭城，出佛

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諸海澳」，佛堂門即今天清水灣半島以南一帶。 

 

有時候，倭寇經福建到廣東，一時無法登岸，會向東莞方向駛去，可能會經過

今天香港的屯門、大嶼山、佛堂門等地，這些地方甚至可能被倭寇用作泊岸潛

匿之地。這道中路防禦線就能截殺倭寇。史學家指出，1550 到 1570 年時，香

港方面的任務主要由駐紮東莞和大鵬的千戶所肩負。不過在 1570 年，明政府

就改立官富巡檢司，駐兵作防守。在宋朝時期，今天九龍灣沿岸已開發出多片

鹽田，古稱官富場，大概就是今日九龍灣一帶。 

 

在 16 世紀至 17 世紀初，時不時有倭寇劫掠中國沿海各地，他們甚至會和葡

萄牙勾結，並在雙嶼港一帶進行貿易。1614 年，兩廣總督張鳴岡曾上奏朝廷，

提及日本人在澳門得到葡萄牙人庇護，朝中亦有人建議把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一

併驅逐。不過 16 世紀末明朝解除海禁後，參與民眾減少，寇患也慢慢平息。

自從明政府確立在廣東沿海邊防體系後，屯門、佛堂門、大澳、東涌等地名亦

時常在朝廷文獻出現，不少明朝水師戰船平時會在今天屯門、佛堂門海面停

泊。香港海防體系在平息倭寇之後，還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包括在 17 世紀擊

退荷蘭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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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當香港與海洋帝國相遇：

葡佔屯門 
2021年 6月 15日 BY BILLY TONG 

 

 
John Meares 於 1780 年代航海時繪製的大嶼山風景，收錄於著作 Voyages 

made in the years 1788 and 1789, from China to the N. W. coast of America；圖為法

文版本。 圖片來源：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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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在 1841 年到 1997 年期間，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而一海之隔的澳

門，殖民歷史更長，自 1553 年就成為葡萄牙的租界，是向遠東地區拓展商貿

網絡的重要據點。其實在葡萄牙佔領澳門之前，曾經與香港相遇，並短暫佔領

今天大嶼山、青山灣、葵涌一帶，建立「葡佔屯門」。 

 

15 世紀，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一躍成為當時的世界強國，在

各地建立殖民地和商貿基地。葡萄牙其中一條路線是沿著非洲大西洋海岸南

下，佔領今天亞速爾群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佛得角等地，一直繞過好

望角，到達亞洲大陸。1498 年，葡萄牙探險家達伽馬（Vasco de Gama）到達科

澤科德（Calicut），成為第一位由歐洲遠航到達印度的人。葡萄牙人自此急速擴

張遠東勢力，佔領果阿、馬六甲等地。 

 

當時中國正值明朝，國力昌盛。根據澳門大學湯開建教授的考究，大概在 1511 

年，葡萄牙於馬六甲遇到華商，然後把目光放眼到神秘的中國。1513 年，本來

在印度工作的葡萄牙探險家歐華利（Jorge Álvares），奉命前往中國探險，成為

首位經海路抵達廣州的歐洲人。海洋史學家譚廣濂指出，歐華利一行人航行至

今日萬山群島一帶，並在當地人稱為「屯門港」（Tamão）的地方錨泊，建立葡

萄牙人聚居地，他們按照葡萄牙探險家的傳統，豎立了石柱紀念此事。 

 

隨著歷史變遷，現在已經難以找到當年的石柱，歷史學家也一直爭論「屯門

港」的具體位置。日本史學家藤田豐八認為「屯門港」即是今天的屯門灣（又

稱青山灣），香港史學家林天蔚就估計「屯門港」並非今天狹義的屯門，而是泛

指當時的屯門島，即是今天的大嶼山。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的歷史學教授金國

平就推測赤鱲角是最有可能的地點，其地理和地形最適合錨泊。另外還有講法

「屯門港」是指龍鼓洲以西的內伶仃島，甚至是台山市的下川島。 

 

葡萄牙人以「屯門港」為基地，北上與廣州人做生意，出售果酒和香料，並買

入瓷器、珍珠、大黃、錦緞等當時在歐洲十分名貴的產物。歐華利了解明朝的

強盛，盡量避免衝突，維繫與本地華人的友好關係。可是，1519 年探險家安德

拉德（Simao de Andrade）接手「屯門港」後，破壞了原有秩序，他拒絕向明朝

繳稅，以高壓手段鎮壓村民，漠視當地習俗，後來更在「屯門港」建立軍事要

塞，令明朝政府認為葡萄牙人不再是普通商人，而是軍事侵略者。 

 

1521 年，明武宗病逝，中葡雙方在廣東再起貿易糾紛，加上當地官員和百姓早

已對葡萄牙人不滿，這次明朝政府決定就驅逐葡萄牙人，雙方爆發戰爭，史稱

「屯門海戰」。東海大學歷史學系鄭瑋杰指出，在會戰初期，雖然葡萄牙人以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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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眾，卻能以火炮、火槍等先進熱兵器擊退明軍。不過，及後明軍成功仿製出

葡萄牙人的「蜈蚣船」（類似划槳船）和佛朗機炮（類似後裝式火炮），加上龐

大的人數優勢，迫使葡萄牙人倉皇撤退。 

 

在大概 1522 年，葡萄牙人一度希望重返屯門一帶，雙方再次在今天大嶼山茜

草灣附近爆發戰爭，史稱「西草灣之戰」。葡萄牙人剛剛經歷屯門海戰慘敗，未

決定是否再戰，希望先與明朝談判。這時明軍已經有足夠的蜈蚣船與佛朗機

炮，他們突襲葡萄牙人，最終葡萄牙人又一次慘敗。於往後日子，葡萄牙再未

能染指香港一帶，到 1533 年，他們與明政府關係緩和，最終獲准租住澳門為

商貿基地，一直到 1999 年中國才全面收回澳門。 

 

據說大航海家歐華利在屯門海戰爆發前就因急病逝世，葬於今日香港的某處。

而現時大嶼山依然可以隱約看到葡萄牙人的痕跡，例如大澳就有名為「番鬼

塘」的地方，相傳當時是葡萄牙人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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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香港淪陷時的逃難狀態 
陶傑 

 

1941 年日軍進攻九龍的情形。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大舉進攻香港。直到 12 月 25 日聖誕，英軍正式

投降。即使有加拿大兵團援助，近半陣亡，英國在香港只守了十八天。 

 

戰爭一爆發，香港政府即禁止九龍居民去香港，凡欲渡海先要取得許可。 

 

由港島來九龍，則不必禁足。這是因為，港島有永久割讓給香港的特權，屬於

直接的英國領土。九龍人口複雜，若令港島增加人口，將來與日本談判，會增

加負擔。 

 

但此時日本轟炸機已經在香港上空濫炸。第一個被炸死的香港名人，是九龍青

年會幹事趙甘霖。他家居九龍深水埗，日本飛機在九龍投放第一枚炸彈，擊中

趙甘霖一家住的唐樓，全家斃命，惟子女早晨已經上學，得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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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是星期一，日軍入侵時正值 8、9 點鐘，有很多學童離家上學途中，豈

知半日不到，已跟父母痛成永訣。 

 

英軍在山頂的何東花園，借用了何東豪宅作集結地，未幾引來日本空襲花園。

英國向盟國呼救，駐韶關的余漢謀接電報，派軍南下，企圖由日軍後方進攻，

沿廣九鐵路南下，到了樟木頭，因為交通阻隔，無法救援。 

 

四日後，英國漸由前線向北撤退，警察也跟著英軍逃跑，九龍全區陷於無政府

狀態。此時九龍居民徬徨萬分，沒有政府、沒有警察、黑社會劫匪橫行。日軍

即將全面侵佔，其界內之絕望，無人能領會。 

 

就在英軍撤退、日軍未至時，劫匪打家劫舍，一進門大呼「勝利」，所以又稱為

「勝利友」。九龍彌敦道略有資產的樓宇，莫不被「勝利友」先劫一空。 

 

12 月 12 日清晨。日軍進佔整個九龍，大路交叉處有軍人站崗，維持秩序，遇

有搶掠者，立時格殺。 

 

香港只有 5,000 英國駐軍，加上印裔英兵、加拿大兵、華人英兵等，人數不足 

1.5 萬，飛機不過 4、5 架。而許多人認為：自日軍佔領華南，香港早成孤

島，印度新加坡即使有援軍，無能來助。日軍同時攻佔馬星，進佔泰國越南，

就是為了切斷英國的增援。 

 

十八日之間，英軍和加拿大羅遜准將，共為保衛香港而死者，超過 1,500 人，

他們為戰後香港的重生，付出了壯烈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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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遠東最美麗的城市： 

1879 年美國總統訪港記 

2022 年 8 月 2 日 BY BILLY TONG 

 
描繪格蘭特抵達香港的插圖；McCabe, James Dabney, A tour around the world by 

General Grant. 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incidents and events of his journey, 1879。 

 

 

香港在 1841 年開埠，短短數十年間發展成遠東地區重要的港口城市，吸引世

界各地名人到訪，帝王將相、革命戰士都曾留下足跡。其中最隆重其事的一

次，可算是 1879 年前美國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訪港，獲時任港督

軒尼詩（John Pope Hennessy）盛情招待，香港亦成為格蘭特口中「遠東最美麗

的城市」。 

 

格蘭特乃軍人出身，是南北戰爭中聯邦軍的戰爭英雄，曾經官拜陸軍上將。戰

爭結束後，年僅 46 歲的他代表共和黨出選 1868 年總統大選，成功入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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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成為美國結束奴隸制後第一位當選的總統。他繼承林肯的遺志，主張人人

享有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強硬對付奉行白人至上主義的恐怖組織「3K 

黨」，又推動美國戰後經濟重建，但共和黨在他任內後期飽受貪腐醜聞困擾。

1877 年，格蘭特完成兩屆總統任期，正式退休。 

 

離任後，格蘭特踏上了知名的世界之旅，是首位環遊世界的美國總統。他接受

繼任總統海斯（Rutherford B. Hayes）的委託，成為非官方外交代表，促進與各

國的友誼，同時展現美國為一個新興大國的風範。1877 年，他出訪歐洲，巡迴

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地，並與英國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德

國鐵血宰相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等世界領袖

會面，後輾轉到訪埃及、土耳其、印度、東南亞、東亞等地。 

 

根據「格蘭特書信集」，他從新加坡乘坐佛㘓西火輪船公司（Messageries Line）

的郵輪伊江號（Irraouaddy），於 1879 年 4 月 30 日抵達香港，打算在港停留

一星期多，再北上前往廣州。根據「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的報道，郵

輪在大約 1 點鐘於中環美利碼頭（Murray Pier）登岸，港督軒尼詩在登岸 10 

分鐘前趕到現場主持歡迎儀式，在場的還包括美國駐港大使莫斯（John S. 

Mosby）、駐華參贊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首名華人大律師伍廷芳，以及

一眾商賈代表。 

 

「德臣西報」詳細記載了這場盛大的歡迎儀式，當時政府築起一座臨時的凱旋

門（triumphal arch），以常綠植物作裝飾，掛上美國和英國的國徽，從登岸樓梯

到行人通道都鋪上紅地氈，又出動英國皇家陸軍第 27 步兵團列隊歡迎。與此

同時，香港名流仕紳和大批普通市民在通道兩旁迎接格蘭特。記者估計聚集的

群眾不少於三、四千人，事前軒尼詩已委託「中國通」、華人事務專家歐德理

（Ernest J. Eitel）聯絡各界領袖到場支持。 

 

格蘭特登岸後，軒尼詩熱情地上前歡迎，並逐一介紹隨行的主要官員、軍官、

立法會議員和社會領袖；到 5 月 3 日，軒尼詩再於香港總督府設宴招待。過

去也曾有英國王室成員和滿清官員到訪香港，但都遠不及這次格蘭特訪港來得

重要。根據史學家黃文江考究，軒尼詩在致詞時盛讚格蘭特於南北戰爭的貢

獻，並引用英國首相比更士菲伯爵（Lord Beaconsfield）之言：「將來萬國教化

之事，端賴美國之興衰，即武士釋其兵威，文臣存其雅度而專心致至所成就

者。」 

 

這次格蘭特到訪，曾與香港的華人領袖會面。當時美國反華情緒升溫，而香港

是遠東重要港口，從大陸前往美國的華工通常都會經過香港。故此，香港與美

國華人的聯系，不單是文化層面，更涉及龐大的商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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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特離開前，軒尼詩特別邀請他在香港總督府與 7 位華人領袖見面，當中以

伍廷芳大律師為首。他們向格蘭特陳情，希望美國政府能公平、不偏不倚地對

待美國人和外地人，並送上一幅絲綢畫卷，上面繡著「惠及華民」四字。 

 

根據「格蘭特書信錄」記載，當時格蘭特回應指感謝華人領袖們的盛情款待，

他會記得在港的華人群體，而在遊歷其他殖民地的時候，他也見識到華人的優

良品行，樸素、勤儉又有進取心。他祝願香港華人續享繁榮。他寫信予其出任

總統時期的國務卿沃什伯恩（Elihu Washburne）時提及：「這（香港）真是我在

遠東見過最美麗的城市。這個城市建築令人讚嘆，而且風光如畫。」 

 

5 月 12 日，格蘭特離開香港繼續其世界之旅，前往廈門、上海等地，並於天

津與直隸總督李鴻章碰面，建立起友誼。當時日本吞併了琉球，觸發滿清與日

本的外交衝突，格蘭特也幫忙調停，亦與明治天皇及伊藤博文會面。最終因為

思鄉情切，格蘭特放棄到訪澳洲，於 9 月 3 日從日本直接啟航回國，沿途由

日本軍艦護送跨越太平洋，並在 9 月 20 日抵達三藩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 

 

 
格蘭特與李鴻章。 圖片來源：Library of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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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自由港即是避難所 
2021 年 6 月 4 日 By 唐明 

 

 
描繪 1847 年香港的畫像，香港還是一片荒蕪，許多人留在船上過夜。 

圖片來源：The Print Collector／Print Collector／Getty Images 

 

 

1841 年 6 月 7 日，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 Elliot）發佈公告，宣佈香

港是自由港。 

 

首先，這份公告的對象是廣州以及「大清帝國」其他地區的商人和交易員，他

們的船隻可以自由進入香港做生意，並將受到英國官方代表的全面保護（full 

protection）。 

 

香港位處中國沿海，英國政府不會在此徵收任何進出口的費用；如果在香港的

自由貿易受到任何阻撓，將立即對廣州以及大清帝國其他重要港口實施禁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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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向英國官員舉報海盜或者提供有力線索者，將獲得獎賞；海盜則交由大

清朝廷發落。 

 

這份公告最有趣之處，在於它的對象其實是在華的各地商人。不知當初發佈的

時候，在廣州、上海、寧波、廈門等地引起的反應如何，這應該是破天荒聞所

未聞之事。尤其是可獲英國官方的保護，他們會不會難以置信？ 

 

尤其是華商，在中國歷史上，何時受到過「官府」的保護呢？此前林則徐在廣

東雷厲風行，查辦鴉片貿易，無論是洋商、華人的買辦、當地低級官員，還是

基層勞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身家性命的威脅和損失，簡直觸目驚心。這一

來，終於可以挺直腰板做人了，再也不必向官員點頭哈腰，匍匐打點。 

 

英國的洋槍洋炮，已經證實能有效提供保護，因此這份公告中「全面保護」的

字樣，應該不難起到安定人心的效果。 

 

另外公告中明確表示，英國政府不會在香港徵收進出口費用，即使在今日香港

海事處網頁（當然是英文版）還保留文字說明：自由港之公告，是向商人發出

的一份慷慨邀請。中國的歷史課本但凡提及「殖民」，都想當然套上罪惡的角

度，認為是殖民者對當地人敲骨吸髓，但實情是，至少在香港貿易的商船，並

沒有向英國政府繳納甚麼費用。 

 

然後就耐人尋味了：如果在香港的自由貿易受到阻撓，立即向大清一眾重要港

口實施禁運，反過來推理：最有可能阻撓香港自由貿易的，便是大清政府，但

凡在香港的商船遇上搶劫、勒索、破壞等事故，便要入大清政府的數，向大清

實施報復。 

 

這會不會有一點武斷呢？也許，這份聲明是在警告廣東和其他地方政府，務必

管好自己治下的「刁民」，不可以姑息他們四處為禍。雖然時隔 180 年，但是

不難想像，以英國派駐到香港的區區人員，管理這個海港，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何況當時九龍還在大清管治範圍內，干擾這些去香港貿易的商船，簡直易

如反掌。因此公告中又加上一條，鼓勵民眾舉報海盜，這樣推論，所謂海盜，

除了為生活所迫鋌而走險，甚至有可能是大清政府的卒子，旨在打擊自由貿

易，所以抓到這些海盜，義律上校也不管，只交回給他們的主子。 

 

這份公告發佈之際，香港還是一片荒蕪，生活甚為艱苦 —— 不知是否這個原

因，義律發公告時身在澳門，但已迅速預告了日後香港的興起，而九龍只在咫

尺之遙，難道不想加入這個自由港的範圍嗎？即使當時兩國剛打完仗，即使島

上連住宿的地方也極少，許多人只能留在船上過夜，但是海港裡的船隻與日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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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入夜後漁火點點，倒映在水上，予人安全、自由的氛圍，這個還未建起的

海港，儼然已是很多人的 refuge。 

 

1858 年，一位「泰晤士報」記者初到香港，驚訝於環境的匱乏，他這樣描述：

「我們必須想像在水邊和山坡上建造一座美麗的城市，華燈璀璨、建築寬敞；

想像港灣裡集齊萬國船隻，美國、荷蘭船上的旗幟，與英國國旗一起迎風飄

揚，各類船隻都驕傲歡欣地展示自己的身份…… 但最重要的是，在鴉片、大

米、絲綢、白銀的商船之間，還有戰艦在穿行。」 

 

他的字裡行間，不免流露出一絲諷刺，包括當時的英國首相 Lord Palmerston，

也認為香港沒有甚麼價值，因為距離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太遙遠，他們做夢也

沒有想到，多少年後，這一切都變成香港的真實寫照。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記者最後的一句補充，和義律上校在公告中提到的「全面

保護」相吻合，保障自由，在法律、協議、講道理的背後，都需要力量的支

持。180 年過去了，香港變成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一切的一切，都是拜

這份公告所賜。當初的大政治家嫌棄香港距離北京太遙遠，對於一個多世紀之

後的中國人，倒方便了他們成功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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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香港開埠早期的一大支柱： 

苦力貿易 

2022年 8月 26日 BY BILLY TONG 

 
一名苦力在山上休息。 圖片來源：Bettmann／Getty Images 

 

19 世紀，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已慢慢發展成為一個貫通中西的重要港口。

不過開埠早期，香港產業仍然相對單調，倚賴轉口生意。當時香港所轉口的不

單單是貨物，更加包括「工人」，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其實就是人口販賣，當時

俗稱「豬仔館」的招工局，在香港成行成市，更撐起早年經濟。 

 

1833 年，英國國會廢除各殖民地的奴隸制，各地殖民政府就引進大量「契約勞

工」（indentured labour），初時主要來自印度，鴉片戰爭後轉而招募華工，目的

地不單是東南亞、澳洲、加拿大，還有牙買加、圭亞那、千里達、肯雅等地。

後來美國廢奴，對華工需求亦急切。這班「契約勞工」又稱「Coolie」，音譯

「苦力」，粵語稱為「咕喱」。他們主要在種植場、碼頭、貨倉、地盤和煤礦等

地，進行極需要體力勞動的搬運工作。 

 

史學家劉蜀永在「簡明香港史」形容，苦力貿易是「推動近代香港經濟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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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從 1840 年代後期起，香港便是與澳門齊名的苦力貿

易中心」。工運史家梁寶龍則考究，在 1851 至 72 年間，從香港運往美、澳和

東南亞的華工總數多達 32 萬餘人，僅僅在 1854 年 11 月到 55 年 9 月就有 

128 艘苦力船結關登載。在 1850 年代，如果由香港前往美國太平洋，每人運

費成本大約為 5 元，但每張船票卻可賣 55 元。承運華工出洋，是當時的大生

意。 

 

梁寶龍續指，當時參與苦力貿易的主要有 3 類人：船舶船長、殖民政府的「移

民代辦」、英美商人及其本地買辦。著名的英美商人例子有怡和洋行和寶順洋

行，本地商人方面，被喻為 19 世紀末香港華人首富的李陞也被指有份參與

「賣豬仔」。今天仍然叱咤港澳的何東家族，何東生父何仕文的「谷文霎及波士

文公司」（Koopmanchap & Bosman & Co.）亦主要從事苦力貿易業務，只是後來

生意不景，未能提供足夠華工付運美國，而被迫結業。 

 

劉蜀永指，當時被「賣豬仔」的華工通常是來自廣東四邑地區的貧民。在販運

過程中，船主為了榨取更多利潤，通常會刻扣食水和藥物，華工要在極為擠迫

的環境生活數十甚至數百日，苦力船於是又被稱為「浮動地獄」。劉蜀永舉例，

在 1848 到 57 年間，由香港運往古巴的苦力平均死亡率達 14%，最高時更達 

45%。當時的華工多為「賒單苦力」，意即是賒欠船票，要押身抵債，安全到埗

後還要償還船費和伙食費。 

 

苦力貿易不單振興香港殖民早期的船運業，香港當時有所謂的「金山莊」，替家

人把生活物品託運給在北美工作的華工，又幫華工辦理床位。另外，華工賺錢

後自然會希望匯款給家人，龐大的兌匯需求就刺激了香港銀行業的發展。滙豐

銀行在華工集中地，例如美國三藩市、馬來西亞馬六甲、新加坡等地都設有分

行辦理華僑匯款。梁寶龍形容，香港早在 19 世紀就與新加坡雙雙成為東南亞

華僑匯款中心。 

 

在 1858 年，英國通過「中國乘客法」（Chinese Passengers’ Act）修正案，加強

規管苦力船，令很多生意流向澳門。港英亦有人對苦力貿易不滿，例如香港首

席按察司司馬理（John Smale）指斥苦力貿易是一門「可恥的生意」，認為是對

人類文明造成玷污，並上書港督麥當奴（Richard MacDonnell）要求禁止。到 

1882 年，美國通過具有歧視色彩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

絕華工進入當地，加速苦力貿易衰落。到 20 世紀上半葉，苦力貿易基本上已

經消失。 

 

到今天，香港仍然可以找到少數昔日苦力貿易的蹤跡，位於荔枝角的「饒宗頤

文化館」，從前就稱為「華工屯舍」，是 19 世紀時期其中一間「豬仔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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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香港戰前經濟史： 

土木工程篇（一） 
2022年 3月 18日 BY BILLY TONG 

 
 

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股災、移民潮、清零政策、環球政局動

盪…… 昔日「東方之珠」、「亞洲四小龍」的風采或者難以復再，但無論你我身

處何方，也可以牢記香港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並將故事傳承下去。這次回顧

就香港二戰前的經濟史，不少人知道香港是東亞重要的轉口港，其實轉口港不

單是搬貨運貨，背後還有一個個重要的土木工程項目。 

 

旅港 57 年、曾參與啟德機場等重大項目的已故工程師 Colin Michael Guilford 

曾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發表研究文章，細訴香港土木工程史。

1841 年，英方公佈「穿鼻條約」後，英國皇家海軍炮艦硫磺號（HMS 

Sulphur）船長卑路乍（Captain Belcher）圍繞港島及周邊水域進行海道測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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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水深程度和海岸線長度。英國後來加以利用香港得天獨厚的自然深水港，發

展成遠東貿易港口，到 19、20 世紀交界，中國 40% 的外貿都經過香港。 

 

避風塘和船塢 

為了支援港口運作，港英政府展開了大量工程項目。香港經常受到颱風吹襲，

令大量船隻被摧毀。1841 年，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義律從澳門返回香港期間，乘

坐的帆船都因為颱風受損了。為了保護帆船、舢板等細小船隻，政府建造了很

多避風塘，並在外圍加設以石塊堆塞的防波堤，最出名的是 1883 年落成的銅

鑼灣避風塘和 1915 年的油麻地避風塘。1885 年，港英政府在尖沙咀為水警建

造了一個小港口。1905 年，金鐘海軍船塢也加設了蓄潮池和小港口，以保護軍

艦。 

 

除了避風塘，一個世界級港口亦需要船塢。1857 年英法聯軍之役期間，廣州黃

埔造船廠的柯拜船塢（Couper Dock）被毀。因此，英國人在香港建造自己的船

塢，位於香港仔的那蒙船塢（Lamont Dock）在 1860 年落成，可以容納長 110 

米、配置 50 支船炮的蒸氣巡防艦。後來英法聯軍之役結束，柯拜船塢重新運

作，但始終未能容納戰船。在香港的英國商人於是再於那蒙船塢附近，加建一

個 125 米長、水面 30 米闊（水底 15 米）、可容納 6,000 噸船隻的合普船塢

（Hope Dock）。 

 

與此同時，英國人也建造更多船塢來容納商用船。有名的當數 1860 年代落成

的黃埔船塢（Whampoa Dock），為 100 米長的旱塢。到了 1876 年，黃埔公司

又在大角咀興建 140 米長的大同船塢（Cosmopolitan Dock）；1888 年再增建紅

磡軍塢（Admiralty Dock），總長 168 米，而且 1903、1911、1931 年均再度擴

充。香港規模最大的是鰂魚涌太古船塢（Taikoo Dockyard），在 1907 年建成，

長 238 米，入口闊 27 米，可以容納當時世上最大型的船隻，員工數一度逾 

5,000 人。 

 

碼頭、渡頭和突堤 

當然，一個世界級的港口也需要碼頭。在 1843 年時，香港只在上環和東角設

有小碼頭和突堤。開埠後，香港最早期的碼頭有畢打碼頭（Pedder’s Wharf），

初時只以木頭簡單搭建而成，後來因為填海而搬遷重建，到後期被卜公碼頭

（Blake Pier）取代。1920 年代，中環區的三大碼頭，皇后碼頭、天星碼頭和卜

公碼頭已經全面運作。據說在 1930 年，香港島依然有大約 30 個碼頭、渡頭

和突堤，讓人和貨物可以快速進入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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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方面，到 1887 年，有三個長度界乎 110 米到 145 米的主要突堤，位於

半島的西南端。而九龍西的船塢區域亦有 12 公里長的水路系統，連接碼頭和

貨倉。1904 年，荔枝角增建了泊船位，連接附近的油庫；據說在不久之後，界

限街的盡頭也加設一個 36 米長、2 米闊的渡頭。不過，1906 年丙午風災奪去 

1 萬人的性命（佔當時總人口超過 2%），亦摧毀主要碼頭，因而需要大規模重

建。到 1925 年，九龍大約有 18 個深水泊船位。 

 

在此之後，九龍西曾經出現多個往來港島的碼頭，例如佐敦道碼頭、旺角碼

頭、大角咀碼頭、深水埗碼頭和美孚碼頭，但因為多次填海，以及海上渡輪服

務式微而一一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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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香港戰前經濟史： 

土木工程篇（二） 
2022 年 3 月 21 日 BY BILLY TONG 

 
20 世紀早期的皇后大道。 圖片來源：Culture Club／Getty Images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香港憑藉對華轉口貿易，搖身一變成為國際知名的港口

城市，但要支撐整個港口發展，除了有賴前線物流貨運工人，還需要工程師和

建築工人在背後鋪橋搭路，令人流貨流可以貫通整個區域。已故資深工程師 

Colin Michael Guilford 曾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發表研究文章，細訴

香港戰前土木工程史，這次我們就談談連接香港各地的道路網絡。 

 

就在 1841 年 5 月，香港才剛開埠四個月，英國皇家工兵部隊（Royal 

Engineers）就著手興建本港第一條主要幹道。這條道路原稱大馬路（Main 

Road），後來改稱皇后大道（Queen’s Road，原意應為女皇大道），以記念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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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多利亞女皇。工兵們沿著英軍登陸的沙灘對上的一條纖路（towpath）修

建，全長接近 7 公里，西端是今天的堅尼地城，東端則是跑馬地，貫穿當時的

維多利亞城。開埠早期，大部分商業活動都圍繞皇后大道進行。 

 

港英政府也逐步拓展道路網絡，例如增設一條接通黃泥涌和筲箕灣的路，該路

有一條分支的路堤（causeway）穿過銅鑼灣，接通東角，銅鑼灣的英文也變成

今天的「Causeway Bay」。1845 年，有一條新路連接筲箕灣和西灣河，後來延伸

至赤柱。翌年，另一條路從維多利亞城接駁到香港仔；到 1848 年，再有新路

駁通香港仔和赤柱。這些道路都記載於知名的皇家工兵部隊測量師哥連臣

（Thomas Collison），在開埠早年所製的測繪地圖上。 

 

不過，當時很多道路未有加設排水系統，容易因為夏季暴雨而變成泥濘，木橋

則被洪水沖走，現在已難找到道路留下的痕跡。後來，政府為道路鋪上硬面，

橋樑以砌體結構（masonry）取代木結構；不過直到 1890 年，依然可以從報紙

社評找到皇后大道在大雨過後變成泥潭的新聞。縱受技術所限，到 1908 年，

香港島亦已修建總長 153 公里的公路網絡，背後的土木工程師和建築工人要克

服山勢，包括很多斜度達 75 度的山坡。 

 

至於對岸的九龍半島，在 1887 年，比較健全的公路網絡集中於柯士甸道

（Austin Road）以南一帶，例如北至柯士甸道、南至中間道（Middle Road），長 

850 米的羅便臣道（Robinson Road，後稱彌敦道）。位於九龍倉碼頭，長 1.1 公

里的麥當奴道（MacDonnell Road，後稱廣東道），而沿著紅磡灣興建的德輔道

（Des Voeux Road，後稱漆咸道）亦已經開始動工。柯士甸道以北也有一條 1.6 

公里長的差館街（Station Road，後稱上海街）連接旺角咀；紅磡的船埠一帶則

有較零散的道路，如寶其利街（Bulkeley Street）和機利士北路（Gillies 

Avenue）。 

 

踏入 20 世紀時，九龍半島的公路大約總長 35 公里，包括連接九龍城寨和塘

尾的兩條道路。不過，紅磡區的公路系統已經完成擴張，並接駁起當時的德

輔，而油麻地的道路發展工程亦正在進行。有趣的是，在 1901 年，船政廳曾

提議興建跨海港大橋，連接港島的砵典乍街和九龍當時的羅便臣道，報告指計

劃不會阻礙船隻運行，工程學角度來說難度亦不高，可是計劃最終不了了之。

直到 1972 年紅磡海底隧道落成，才有陸路交通貫通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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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香港戰前經濟史： 

土木工程篇（三） 
2022年 3月 24日 BY BILLY TONG 

 
改建成暗渠前的寶靈頓運河（Bowrington Canal）。 圖片來源：香港渠務署 

 

 

香港憑藉得天獨厚的深水港，在港英時期慢慢發展成世界級的港口城市。可在

開埠早年，沿海的地理位置既是香港優勢所在，同時也是連場惡夢的根源，每

逢風季雨季都洪水不絕，不單破壞房屋基建，更造成人命傷亡。已故資深工程

師 Colin Michael Guilford 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學報」發表的研究文章，

就講述港英政府早期如何構建水系統。 

 

1843 年，即開埠第三年，當時香港衛生環境非常惡劣，建築物都是匆忙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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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做好配套設施。4 月時，港英政府因為要釐清土地所有權，煞停所有工程

項目，地盤在雨季形成多個大水氹，滋長蚊蟲，成為疫病助力。5 月，香港爆

發十分嚴重的瘟疫「香港熱」，奪去城內逾 700 人性命，佔當時總人口超過 1 

成。疫後港英政府痛定思痛，開始進行城市改革，改善通風和遮陰。根據 

Guilford 的考究，當年開始，港英政府亦著力建造排水設施，提升城市衛生水

平。 

 

到 1847 年，維多利亞城已經鋪設總長 740 米的排水道。為了保護低窪地區，

港英政府特別開通多條主排水明渠（drainage nullahs），最早一條設於美利兵房

附近，Guilford 指該渠名為「美利兵房明渠」（Murray Barracks Nullah），坊間另

一說法為「雅賓利明渠」（Albany Nullah）；同時期又有另一條明渠設於域多利兵

房，兩條水道皆貫穿海軍的專用船廠區。而今天灣仔的石水渠街，據說早年曾

經有一條石水渠，流經醫院山山腳。 

 

 

摩理臣山下，寶靈頓運河將快活谷一帶積水引導出海。 圖片來源：Thomson, 

J. (John)／Wellcome Library 

 

可是，港英政府早年的排水系統，遠不能滿足港島日漸膨脹的城市規模，當中

快活谷是重災區，該區的稻米和蕃薯農地被買斷後，荒廢的平地經常被淹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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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大雨，泥水從山丘經黃泥涌（字面意思正是黃色泥水形成的溪流）湧進快

活谷一帶，令當地變成沼澤，成為公共衛生的隱患。疾病依然困擾軍營，特別

是歐洲來的士兵。1851 年，白人軍人的死亡率高達 24%，而平民死亡率亦達 

10%，當中包括不少水手。 

 

香港早年建設的排水體系工程質素亦參差。1860 年，一次大暴雨就沖毀大部分

引水設施，廣州市場（Canton Bazaar，亦即中環街市前身）很多房屋倒塌。後

來，政府建造了一條闊 6 米、深 3.6 米，由東角流入維多利亞港的明渠「寶

靈頓運河」（Bowrington Canal），引走快活谷集水區的河水。可是到 1874 年甲

戌風災，香港再次面對狂風暴雨，明渠氾濫，把洪水連捲起的泥土沖毀周邊民

居。 

 

1877 年到 1882 年軒尼詩出任港督期間，港英政府認為香港衛生問題源於本地

華人更常用傳統的堆肥式廁所，而非西式的沖水式廁所。1883 年，香港曾爆發

霍亂，令政府更有決心要重整全港排水系統，然而到 1894 年又出現一波鼠疫

大流行，令香港猶如死城，市區的主要排水系統要在此之後才完成建設。1896 

年，政府立法規定所有房屋都要連接排水系統，同時陸續興建更多明渠，1924 

年後鼠疫基本上消失，而瘧疾的死亡數字也持續下降。到 20 世紀後期，香港

已經成為衛生水平偏高的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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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物語】➤ 開埠記 II. 

 

 

50 年代的香港 

「第三勢力」 
2021年 3月 18日 By 陶傑 

 

 

1950 年代的九龍。圖片來源：Pictorial Parade／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香港進入動盪期，美國被指為「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所謂顏色革命。 

 

連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幾個職員確診所謂冠狀 19 病毒，也被描述成抗拒隔離，

但美國領事館隨即發表聲明，指為造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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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初期，香港曾經是美國介入台灣政治的策劃基地。1948 年起，國軍大

陸內戰節節敗退，國府高層、報人、工商界，有不願追隨蔣介石者流亡香港，

在移民地苦雨淒風中棲身。 

 

但由於英國殖民地這批高級難民，有顯赫人物，海內外有影響力，國共兩黨隨

即競相「爭取」。中國現代史上最奇特的一次政治運動，即在香港上演。 

 

其中青年黨領袖李璜、共軍粵系將領張發奎、民社黨領袖張君勱（詩人徐志摩

原配張幼儀之兄），有意在香港另起爐灶，建立國共兩黨之外的另一支在野反對

力量。 

 

香港第三勢力運動之興衰，美國政府為幕後主導者。華府以白宮的中國政策為

藍本，國務院和中情局執行，各種派系由浙江出身的前行政院副院長、曾留學

過德國、又加入過同盟會的學術官僚顧孟餘為主要策劃人。 

 

顧孟餘先在廣州與代總統李宗仁商談。同期李宗仁已與蔣介石決裂，幕後贊同

顧孟餘與其他黨派在香港另立勢力。顧孟餘成立了一個「自由民主大同盟」，李

宗仁由以特別渠道先打本 20 萬港幣，另資助顧孟餘 3 萬港幣、一年後又加贈 

6,000 美元。 

 

但「大同盟」一在香港設辦事處，由於手頭現金充裕，先在九龍租了一層樓為

寓所，賬目開始不清不楚。顧孟餘並無領導能力，大同盟中人也對於李宗仁的

桂系聯手，表示懷疑。 

 

1950 年，美國國務院巡迴大使翟士普由台北飛抵香港，指使美國總領事館支持

香港華人建立第三勢力組織，並會見大同盟會員，與顧孟餘 Connect，正式由

美國國務院認可。 

 

從此，美國即向「大同盟」發放資金，「第三勢力」與其時在美國不得意的胡

適、已去台灣的雷震等，遙相呼應。招攬了左舜生、司馬長風、許冠三、董時

進等開辦刊物，翻譯大陸情資，並聯絡了逃亡香港的中共第一代領袖張國燾，

由美國領事館政治部主任領導，報備殖民地政府政治部。 

 

但英國人要面對深圳河以北的中共，葛量洪政府對此有一定戒心，生怕「第三

勢力」在美國扶植下聲勢浩大，弄假為真。但在東京的麥克阿瑟也加入意見，

號召香港民主反共人士團結，必要時在華南舉事起義，東京盟國總部遙相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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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香港隱居的還有一名國民黨元老、蔣介石的老長官許崇智，許氏已歸

隱多年，美國慫恿其領銜出山，但在張發奎的杯葛下，許崇智沒有出來。 

 

香港「第三勢力」之失敗，在於一群中國人發生權力內鬥。顧孟餘先排斥張發

奎和張君勱，張國燾亦退出同盟。蔣介石又向香港派出特務潛入組織。一時

「第三勢力」內不知是人是鬼。顧孟餘率先退到柏克萊半退休。 

 

但主要責任在於領導者的美國，不懂組織人事與中國人的文化性格。在香港派

錢的官員級別過低，胡亂派發。 

 

李璜去台灣寫回憶錄，指出香港的第三勢力良莠不齊。美國人派錢有時三五

萬、有時十萬八萬，並無計劃。有一個叫劉震寰的人，騙取 6 萬美元，聲稱去

廣東打游擊，其人卻在九龍新界未動。許崇智則拿了美國的錢，在石塘咀開飲

宴。 

 

美國 50 年代被「第三勢力」人士蒙騙，除了花冤枉錢、所託非人，英國人看

在眼裡，一清二楚，不得不介入，向美國表示：中情局在香港資助的第三勢力

活動，必需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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