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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導致世界的資訊迅速流通，真假和誤導的訊息廣泛流傳。相對上，歷史照片不論時間經過

有多久，仍然保持着當時的影像，照片中的情景正是當時的實錄，沒有必要為後世的取向而預早

說謊，或製造特定的立場。故不論時代的轉變，舊照片都能扮演更正歪曲歷史論據的佐證，它的

重要性，愈來愈受到不同階層的注視。

英國思考大師愛德華．德．波諾（Edwa r d  De  Bono）於 1960 年代開創的橫向思考（ l a t e r a l 

thinking）方法，正是有系統、科學化地培訓個人的創意思考。他其中的一課，是鼓勵人們多看報

章上的圖片，但要遮蓋文字的註述，並將每一張照片，逐一分析圖片內每一細節所帶出的訊息，

從而訓練出敏銳的觀察力和多層次的分析力，這正是創意思考重要的基本訓練和元素。德．波諾

利用照片作出訓練的理念，正正說明了每一張照片都會說話，也是考驗翻閱照片的人從中得出多

少領悟。

早於 1845 年，香港已有美國攝影師喬治．韋斯特 (George West) 在維多利亞城區開設攝影樓，為

居民拍攝個人和團體的影樓照片。收費以人頭計算，個人微縮照片收港幣三元，團體每加一個人

頭多收二元，從現存的照片看，在 1860 年代之前，駐香港的西方攝影師未見有外景拍攝的實物。

至於早期照片的製作手法，是用水銀鍍板玻璃作為底片，使用碘敏化和汞氣技術，拍攝後將大張

的玻璃影像沖洗成正片或負片，再以感光相紙或一種刻板印刷技術（daguerreo type )，曬印於紙

張上。因為拍攝時的玻璃底片尺寸相對大張，所以在曬製個人或團體照片時，是將影像縮小，而

不是放大。不少收藏舊照片的人，不明白為什麼香港早期的照片都是影樓拍攝的人物造型照片。

會說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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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理解，是當年的香港居民，特別是洋人，希望到影樓拍攝留念。但這個推測，並沒有得到

確實的認證。筆者一直對這個解釋有懸念，直到早年翻閱匯豐銀行在英國的檔案，查看他們最早

入職員工的記錄時，發現不少 1860 年代末至在 1870 年代初期匯豐銀行員工人事檔案的照片，

正是來自這些影樓，以站立或坐姿拍攝的全身個人照片。也說明當時的影樓最重要的業務，就是

拍攝個人或團體的照片，而這些照片除了作為一種留念記錄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身份證明的

照片。在求職時，大公司的人事記錄上，便需要這種穿着整潔的全身個人照片，比現在只影大頭

照，考慮更為全面和進取。細看其他 1860 年代的影樓照片，除了華裔富商和貴婦外，不少人物是

華裔女性或一些華人習俗表演的場景照片，因為洋人影樓拍照收費昂貴，不難理解，能付出這個

費用的華裔女性，應該是那些青樓女子或妓女的拍照，用作個人形象和服務推廣的照片。至於華

人習俗表演的照片，是攝影師特別安排，出售給洋人，滿足其獵奇心態的特別製作。

到了 1860 年代，西方的攝影師在香港已開始拍攝戶外實景，以香港的建設和建築物為主題，其中

亦出現人物在戶外的照片。到了 1870 年代後期，香港湧現了一批學習西方攝影的華人攝影師，拍

攝手法和製作均師承西方早期在香港的攝影師，其中一些更是承接西方攝影師的影樓繼續經營。

這段時期出現很多香港實景拍攝的蛋白大張照片，不少華人攝影師各處拍攝取景，再製作原大的

照片，出售給旅港的洋人，作為收藏留念之用，情況有點像近代的名信片。因為這些照片採用大

張玻璃底片直接曬印於相紙上，所以大型照片質素極其清晰。早期外景拍攝受制於光源和大型木

箱相機，在應用上未能普及。直到 1888 年，美國柯達公司生產出新的感光膠卷材料，才改變了玻

璃底片容易破損的情況，亦令相機在設計上作可攜帶的改進。不同環境的攝影，都是依賴充足的

光源，所以不少影像在白天拍攝時，也須要比較長時間的曝光，至於部分移動不定的人物影像，

便出現模糊的情景。所以真正令攝影開始普及，是和閃光燈發明有關。1906 年美國人發明了閃光

燈後，從此可攜相機到處拍照，不分光暗晝夜，便成為大眾普遍使用的錄像工具。拍攝的底片和

相機的發展，直接影響攝影的普及化，也導致拍攝的題材產生根本的變化。踏入 1910 年代，細小

可攜帶的相機，配合不同環境光源使用的閃光燈作補光，攝影師的取景便更加靈活，不少街頭隨

意拍攝的人物和情景記錄大量出現，新聞攝影更是重要的實景資訊來源。

這一本歷史圖冊，橫跨 1860 至 1960 年代香港的百年圖片記錄，是繼 2019 年 7 月出版了第一部

《百載香江·殖民印象》圖冊，相隔兩年動盪不安的社會狀態後，特別以華人為主體的全新歷史圖

冊，與前一部集中展現港英殖民管治時期，香港的建設和西方人士的生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本圖冊收集的照片出自不同的拍攝者，影像展示出多元化的視覺效果，不同年代拍攝影像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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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與個別攝影師的攝影集不同，拍攝者的背景有專業的攝影師、雜誌或新聞記者、來港的歐

美旅遊人士和五六十年代香港一些攝影愛好者。拍攝取景的形式和角度，亦因應時代的不同各具

特色，在本圖冊中表現無遺。二戰前後，相機開始普及，遊客手中的相機成為歷史見證的工具，

將那些瞬間消失的光影和日常生活的時刻，給香港留下重要的記憶。

本圖冊是編者從個人多年收藏千多張香港舊照片中，精選了二百八十多張橫跨一百年的影像，經

過嚴格篩選、編輯和歷史註述後的最新作品，其中不少是清末時期製作的玻璃投映正片，極之罕

見，希望在芸芸眾多的歷史著作中，提供一些圖片實物作佐證，彌補一些消失了的影像。圖冊取

名《香江情懷》，主要是反映來自內地的華人抵達香港後，落地生根，以香港為居所，生活點滴，

生榮死哀，處於動盪和災難的實際境況。書中展現了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景象，香港版圖拓展

後，九龍以北和新界離島的罕見照片。內容分為八個章節：香港人、新生一代、活在香港、住在

香港、哀與樂、大都會、新版圖和工商百業。每個章節橫跨不同的年代，以生動的人物和背景，

展示了華人在屬土上的生活實況。

香港現正處於多事之秋：2019 年的社會政治動亂、2020 年爆發人類傳染性極高的致命冠狀病毒、

仍未受到控制的全球性疫情蔓延等問題，將會改變整個世界的局勢，對香港的影響至為深遠，這

一段歷史，將記錄和成為香港發展重要的一章。我們有幸或不幸地遇着這個歷史轉捩點，見證了

和參與之後的發展，每個人都感覺有點無奈。回看香港不同年代的照片，也曾出現過不少災難、

戰爭和政治衝擊，但每次都能排除萬難，開創更美好的一頁。照片中的香港人，在逆境和艱苦的

歲月下，身體和面上都展現出樂觀和堅毅的精神，積極地迎接新的挑戰，為更好的香港作出貢獻。

林準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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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孩子。1945 年的冬天，一名漁家小女孩，面露笑容，戴上竹帽、象牙手鐲和戒指，赤腳蹲在地上，拍照時仍不忘提着盛滿寶貝的鐵

皮罐手提包，天真可愛中，顯露出堅毅的精神。小女孩成長於日治淪陷時期艱苦的香港。英國攝影師指出她代表「不朽的中國精神，為什麼

日本人永遠不能征服中國」（the indefectible spirit of China and why the Japanese will never conqu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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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人踏足香港島時，全島人口只有 4,350 人，從事漁業和耕作的農村生活。但開

埠不足一年的 1841 年 12 月，跑到香港尋找新機會的華人已急增至不少於 15 ,000

人。其中有打石的客家勞工、從事船運貨物的蜑家艇戶、開店舖的商戶，並吸引不

少來自潮州、新會、開平、南番順、香山和澳門一帶的華人，他們是組成早期香港

人的重要部分。

每次大規模的人口增加，都與內地政局動盪不安有關。最早是 1850 年代中後期，

太平天國活動在廣東造成的破壞，使大批富裕的華人帶同家眷溜走香港。人口

由 1851 年的 32 ,983 人，增加到 1861 年的 119 ,321 人，約為 10 年前的 3 .6 倍。

1898 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約，新界和離島被拼入了香港的版圖，原屬新

安管轄新界地區的 85 ,000 餘人，以廣東人和客家人為主，一下子便成為新的香港

人，到了有統計的 1901 年，香港總人口為 368,987 人。

1912 年，滿清政府倒台和民國成立，民國成立 10 年後的 1921 年，香港總人口數

目達 625 ,166 人。1931 年再增加至 864 ,117 人。隨着內地政局的不穩定、內戰和

抗日戰爭爆發，逃難到香港的人口大增，在香港淪陷前的 1941 年，人口高達 160

萬人。二戰後到 1950 年，因大量內地人逃到香港，香港人口急增至高峰時期的

236 萬人。1958 至 1960 年，國內大躍進時間，又一大批內地人湧進香港，人口在

1960 年已達 319 萬人。此外，擁有資本和專業知識的工業資本家和文化人，從上

海及北方各省逃至香港。居港華人中，多了不少來自北方上海、蘇浙、北京等地外

省人。在 1960 年代中後期，內地政治鬥爭不斷，香港便成為尋求安穩生活的避難

所，1969 年底，香港人口已增至 404 萬人的，華人佔了 98 .5%，來自南北不同的

省份匯聚於香港。故香港在 1950 年代前後，出現了大小不同的同鄉會，不同組合

的華人團體，數量之多，是世界上任何華人社區之冠。

從人口數量的比例看，香港的華人長期佔 95% 以上。作為殖民地，香港只是英國

人東亞通商的橋頭堡，英國僑民移居的數目強差人意，反而成為內地華人心目中的

避難港。其中有不少把香港當作跳板，暫居一段時間後，便遷居世界其他地區。至

於沒有離開的，落地生根，從此以香港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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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影樓拍攝的中國女子敲擊樂器的習俗照片。此照片出自英國攝影師 John Thomson 製作於

1868 年前，也是現存香港早期以感光刻板印刷技術（daguerreotype）曬印於紙張上的照片。這

種製作方法，方便大量複製，但製作出來的影像微粒比較粗糙，像今天半灰級影印效果。這張影

樓習俗照片，是攝影師特別安排模特兒拍攝，出售給好奇的洋人。

估計拍攝於 1865 年的影樓照片。照片中的婦人，應該是在香港商人的妻子，

因為照片曾寄到海外的親友手中。



1514  第 一 章    香 港 人香江情懷•光影百年

這張是經典的影樓拍攝母與子香港

民族服裝的照片，曾廣泛複製流傳

於洋人的影集中，拍攝於 1880 年

代，十分清澈細緻。

拍攝於 1860 年代末至 1870 年代

初的影樓照片。照片中的婦女穿上

一般的香雲紗衣服，沒有華麗的服

飾，其中一人像是歐亞混血兒。至

於她們的職業是否與青樓有關，仍

有待考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