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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9月，筆者首次踏足香港。香港中區的繁華鬧市、維多利

亞海港的璀燦夜景，都給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時，筆者是應香港東南經濟信息中心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楊振漢先

生之聘，前往該公司任經濟分析員，從事香港經濟研究，聘任期是一

年。筆者以為這只是一次短期的旅程和考察，不料自此就在香港工作、

生活了整整七年。這期間，筆者在工作、研究之餘，幾乎走遍了港島中

區、灣仔、銅鑼灣、北角、筲箕灣，九龍半島的尖沙咀、油麻地、旺

角、九龍塘，乃至新界的沙田、屯門等新市鎮，觀看了不少香港電影、

追看了一批優秀的電視劇和綜藝節目，閱讀了大量的報刊乃至金庸、

梁羽生的武俠小說等，對香港這座國際大都會有了更多的感性認識和

了解。

回到廣州暨南大學工作後，我繼續從事香港經濟、香港資本與財

團、香港金融與地產等領域的研究，期間不斷往來於廣州與香港之間，

對香港這座獨特城市的諸多領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理性認識。記得

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兼總編輯趙斌先生在退休前曾對我談及：「馮教授，

你應該寫一本關於香港這座城市最獨特方面的專著！」此話引起我的共

鳴，一直銘記在心，並為此孜孜不倦收集相關資料、文獻。終於，2020

年全球性新冠疫情使得我有時間安心坐家、專心著作，經過一年多的努

力，終於寫成這部題為《香港城市掠影》的新書。

全書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城市風貌」，主要從港島中區、銅鑼

灣，九龍油尖旺，新市鎮發展，市區重建與公屋建設，乃至九龍東、明

日大嶼及北部都會區的規劃發展等方面，介紹香港這座國際大都會的演

變發展。香港的城市發展，最早從港島北岸的「維多利亞城」起步，擴

展至「四環九約」，乃至銅鑼灣、北角和九龍半島等，再發展至新界沙

田、屯門、天水圍等眾多新市鎮，形成城市的總體框架結構。其中，港

島中區成為香港的政治及經濟中樞，政府部門、金融機構、跨國公司總

部等均設於此，高聳入雲的著名大廈比比皆是，一切商業活動應有盡

有，高效便捷。而港島銅鑼灣、九龍油尖旺等地區則發展為香港的「銀

座」、「購物天堂」。有評論認為：「全世界沒有一個像香港的市中心區

如此濃縮、集中和多元化。」從九龍半島海傍南眺，維多利亞海港與港

島的天際線可以說是世界國際大都會中最壯觀、最迷人的景色之一。

中篇「文化色彩」，主要從風水玄學、電影、電視、流行樂壇、賽

馬、報業傳媒、武俠小說等方面介紹香港在文化領域的諸多獨特性和所

取得的成就。過去，香港曾被一些人認為是「文化沙漠」，這其實是一

個誤區。戰後以來，香港的繁榮，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方面，而且也體

現在眾多文化藝術領域。香港作為一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大都會的發

展，使得它在文化領域中獨樹一幟，色彩斑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

內，香港在文學、電影、電視、流行樂壇、賽馬、報業傳媒等諸多領域

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香港曾被譽為「東方好萊塢」、「馳名的夢工廠」；

香港流行樂壇的輝煌歲月，被後來稱為「神仙打架的年代」；金庸、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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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生、古龍、溫瑞安的武俠小說，至今仍在全球華語圈經久傳讀。有評

論認為：「可以自豪地說，在世界文化大百科全書的每一卷裏，香港都

有值得書寫的章節。」

下篇「商業都會」，主要從貿易洋行、海港碼頭、航空、股市、交

通運輸、電力供應等方面，介紹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大都會的演變發展。

香港開埠後，作為「自由港」和溝通海內外市場的貿易轉口商埠起步發

展，期間，洋行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時至今日，人們仍然可以看到

昔日洋行的身影。二戰之後，在種種內外部因素的推動下，香港經濟邁

向工業化，並迅速崛起，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進而發展成為亞太

區的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航空中心、國際金融中心，成

為國際著名的商業大都會，以及聯繫中國內地與海外市場的橋樑和樞

紐。香港這個資源匱乏的海隅小島創造了眾多的「經濟奇蹟」，其所取

得的商業成就令全球矚目。

誠然，香港作為貫通中西的國際商業大都會，其城市面貌、文化色

彩及商業都會的風采，還表現在眾多方面，本書只是選取了其中最為突

出的或筆者比較熟悉的方面加以敘述，難免掛一漏萬，衷心希望識者指

正。筆者期望透過本書，使得讀者對這座被譽為「東方之珠」的城市，

有一個概貌式的了解和總體性的印象。

本書在順利出版之際，筆者首先要衷心感謝中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總經理兼總編輯侯明女士、副總編輯黎耀強先生的全力支持，衷心

感謝本書責任編輯白靜薇女士的精心編輯和細緻勘正！衷心感謝尊貴的

朋友、各位前輩和相關機構慷慨提供珍貴的圖片，他們的芳名是：香港

大學榮休教授薛鳳旋博士、香港史專家高添強先生、張順光先生、吳邦

謀先生、吳貴龍先生、邱健恩先生、許日彤先生、山頂纜車有限公司、

天星小輪、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香港電燈有限公司、香港社會發展回顧

項目、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等。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援、熱情

幫助、專業精神和辛勤工作，並得以配上珍貴的圖片，本書實難以出版

成現在這個模樣！

誠然，由於筆者水平所限，對香港的深入了解有限，所掌握的資料

有限，本書所涉及的領域亦較為寬廣，其中定有不少疵誤之處，懇請識

者批評指正，並給予理解和原諒！

馮邦彥謹識

2022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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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世界，與中區對望，人人眾口稱讚輝煌，

紫荊花旁，獅山腳下，是世間的美食堂。

讓我自由自愛，讓我衝勁向上，與你做世間新偶像。

願這一曲歌罷，香港千秋百歲，永不會將快樂忘。

紅黃藍世界，紫青黑與雪白，叢叢獻彩色天堂，

燈飾光芒，繽紛兩岸，是我的驚世劇場。

願美夢陪熱愛，願歡聲襯笑浪，永遠望見新希望，

願這一曲歌罷，香港千秋百歲，永不會將快樂忘。

Hong Kong，我愛 Hong Kong！

—影視巨星張國榮演唱的《這是我家》

上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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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區舊城：

香港的「經濟中樞」

香港的城市發展過程中，以港島中區舊城的歷史最悠久，也最為重要。

中區舊城的發展，可追溯到香港開埠初期「維多利亞城」的建設與拓展。20

世紀 80年代以後，隨着香港崛起為亞太區國際金融中心，跨國公司大舉進

入香港發展，中區舊城以中環為核心向東西兩側擴展，成為香港的「經濟中

樞」和核心商業區（CBD），香港交易所、香港主要的大銀行、國際金融機

構、跨國公司的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大型高級購物商場等，均設於此。

此外，在摩天大廈林立、聞名於世的天際線背面，中區舊城又有其華洋雜

處、多元文化融合的斑斕色彩。有評論認為：中區是「濃縮的香港」。了解

這一活力四射的中區舊城，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了解了香港，了解了香港

的歷史和現狀。

香港「維多利亞城」的建設

1841年 1月 26日，英國赴華遠征軍總司令伯麥率領英軍在香港島上環

附近登陸，並沿着一條小路登上一座小山崗，在那裏舉行了升旗儀式，佔領

香港。這條小路後來建成為「波些臣街」（Possession	Street），即日後的水坑

口街，小山崗則稱為「佔領角」（Possession	Point）。同年 6月 7日，英國駐

華商務監督義律（C.	Elliot）代表殖民當局宣佈將香港開闢為「自由港」，

允許船隻自由出入，香港正式開埠。

香港位處中國東南沿海，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及附近 230多個

大小島嶼，陸地總面積約 1,100平方公里。其中，以香港島最為重要，是香

港最早發展起來的城區。開埠前的香港島，約有 20條村落，其中，位於北

岸的有 8條，即黃泥涌、筲箕灣、群帶路、紅香爐、西灣、石塘咀、掃桿

埔、亞公岩等。香港開埠以後，隨着大批外資洋行、外國商船的湧入、人口

大量增加，對土地和房屋的需求也相應急增，推動了香港早期城區的開發和

建設。最初，英國殖民者曾計劃將城市建在港島南部的赤柱，因為該處遠離

九龍半島，北面又有高山屏障，在防衛上較為有利；而且面向南中國海，是

遠洋輪船進出港口的必經之地。然而，後來發覺赤柱瘴氣嚴重，加上東南風

猛烈，屆時人貨皆損，得不償失，只好放棄，改選港島北岸今日中環一帶。

在英軍堅船利炮的保護下，廣州、澳門一批與鴉片走私密切相關的英資

洋行相繼進入香港，搶先在香港島北岸從銅鑼灣到中環地段建立據點。原先

停泊在伶仃洋海面的鴉片躉船也紛紛開進維多利亞海港。一時間，這個偏僻

的漁港開始熱鬧起來。當時，部分財雄勢大的英資洋行搶佔港島沿海地段，

如怡和洋行很快在海岸邊搭建起一座大型的草屋，作為倉庫，並派了一名經

理駐守在怡和停泊在港灣的接貨船「伍德將軍號」（General	Wood）上。不

少洋商向港島原居民收購合適的地皮作為立足點，不過，這些土地的擁有和

買賣都沒有徵得殖民當局的同意，也沒有經過適當的註冊程序以使購買者確

認所有權。為了制止這種混亂情況，1841年 5月，義律代表香港殖民當局

首次公佈土地拍賣原則，實行公開拍賣，價高者得。

1841年 6月 14日，義律代表香港殖民當局首次拍賣香港沿海土地，他

在港島北岸劃出 35幅地段公開拍賣，每幅地段約佔有 100呎海岸，面積則

因海岸線與皇后大道的距離而各不相等，但均以底價 10英鎊開投。結果，

競投激烈，除一幅土地外，其餘 34幅土地全部成功出售，最低價為 20英

鎊，最高價為 265英鎊。中標者包括 25家洋行，絕大部分是英資洋行。其

中，「顛地洋行奪得了臨水又當街的最佳地皮，怡和洋行打算買一塊更大的

地皮，可這塊地皮被政府強行獲得。作為補償，怡和洋行在（銅鑼灣）東角

附近獲得一塊（筆者按：應為「三塊」）土地」。

在侵佔香港島之初，英國人對香港的城市發展，並沒有一個長遠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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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規劃，只是按照一貫的殖民地政策進行部署。1841年 11月，港英政府

把雅賓利渠和忌連拿利渠之間的山坡，劃為政府專用地區，定名為「政府

山」（即後來開闢的花園道、上亞厘畢道、忌連拿利道及炮台里所圍繞的一

帶山坡），後來的郵政局（1842年）、輔政司署（1848年）、港督府（1855

年），以及英國國教聖公會的聖約翰教堂（1849年）都建築在這個山坡上。

而英軍軍營「域多利兵房」和「威靈頓兵房」則設立在政府山以東至灣仔的

大片土地。這種早期的佈局對港島北部的城區開發產生深遠影響：一百多年

間，英軍軍營橫梗在港島北岸心臟地帶，商業及住宅區只能循政府山以西，

以及軍營以東的地區拓展，形成相互分隔的中環和灣仔兩區。這種情況直至

1960年位於海軍船塢舊址一帶的夏愨道通車，才解決中環至灣仔的交通「樽

頸」問題。

開埠初期，為了連接佔領角和西營盤軍營、域多利兵房、威靈頓兵房，

港府於 1841年建成第一條街道，它與佔領角的高度平衡，由於那一帶種植

了不少冬青樹（Hollywood），因而該道路被命名為「荷李活道」（Hollywood	

Road）。其後，港府又修築從中環半山直下海岸連接荷李活道的「雲咸街」，

接近碼頭的一段則命名為「畢打街」。接着，沿太平山腳海岸線附近分東西

兩路開闢「皇后大道」（Queen’s	Road）。1842年，皇后大道建成，由西環的

石塘咀一直延伸到灣仔的跑馬地，全長約 4英里，分為大道西、大道中和大

道東，將怡和洋行經營的銅鑼灣東角、林賽洋行經營的灣仔春園，與孟加拉

志願軍駐紮的西營盤連結起來。皇后大道至海面的沿海地區是洋行、貨倉、

碼頭的聚集地。其後，當局又先後修建多條從皇后大道或荷李活道通往半山

的道路，包括德忌笠街、砵典乍街、閣麟街、嘉咸街、卑利街、鴨巴甸街、

樓梯街等。

1843 年 6 月 29 日，港英政府正式把這座日漸繁榮的新城市命名為

「維多利亞城」（Victoria’s	City）。據說，最初這座城市被命名為「皇后城」

（Queen’s	Town），其後，當局以香港在英國女皇維多利亞在朝時代成為英國

1843-1855 年港島規劃圖
資料來源：薛鳳旋編著：《香港發展地圖集》（香港：三聯書店，2010 年）

中環砵典乍街，又稱為「石板街」（馮邦彥攝於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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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理由，正式將其命名為「維多利亞城」。維多利亞城依山勢不同的

特點，分成海岸、半山和山頂三個區域。海岸區是商業區，包括上環、中環

和下環（灣仔）一帶。半山區屬高尚住宅區，依山而建，錯落有致，別具一

種寧靜、安謐的氛圍，是洋人和華人買辦（後期）的府邸。至於山頂，更屬

禁區，華人不能在此建築房舍，這一禁令直到 1945年二戰結束後，才逐步

撤銷。

1843年底，即中英《南京條約》批文交換後不久，首任港督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為了維護西方殖民者的利益，將中環維多利亞城中心劃為

洋人專屬居住區和商業區，東西兩側為華人區，跑馬地一帶則供華洋上流社

會打獵、郊遊之用。自此，域多利皇后街與花園道之間，包括威靈頓街、雲

咸街、雪廠街和畢打街等的中環地區，逐漸發展為洋行、銀行的集中地，成

為香港的核心商業區。數年間，貨倉、洋行和各類中西式住宅如雨後春筍般

湧現。那些洋行的房子，大部分是三層建築，上層住人，下層辦公，前臨皇

后大道，後對維多利亞海港。在臨海的那一邊則自設碼頭以便貨運。一些富

有的英商，則在較高的山地建造別墅居住。據記載，1844年，維多利亞城

僅有建築物 100幢，但到 1846年已增加到 1,874幢，初具規模。港英政府

建設香港的費用，最初幾年主要依靠鴉片戰爭賠款，此外，賣地收入也成為

重要來源。

「維多利亞城」的拓展與「四環九約」

1851年，港督寶靈（Sir	 John	Bowring）上任後，制定了第一個填海計

劃，計劃從西環至銅鑼灣，貫穿整個城市的海邊，修築海堤，並命名為「寶

靈總督堤岸」，通過填海將港島北岸海岸線全面向北推移，以拓展城區。不

過，這個計劃因遭到立法局和以寶順洋行為首的外籍業權所有者反對，推延

至 1854年 11月才正式公佈，公告稱凡因此受到損失的業權所有者可用延長

租地權的辦法來抵償。1857年，英國殖民地部批覆港府，指令港督在經費

落實的情況下，不妨實行。

寶靈的填海計劃因為受到種種阻撓和困難，只能斷斷續續地開展。最初

的填海工程，是在維多利亞城西東兩側展開，先後建成上環、西環的「寶靈

海旁西」和銅鑼灣黃泥涌入海處的「寶靈城」，即今日鵝頸橋地區。19世紀

五六十年代，由於香港人口驟增，港英政府又在下環，即灣仔一帶開發石水

渠街、醫院山以南，即後來灣仔道及春園以東地區，從而形成一個新的華人

居住區。1876年，香港人口急增到 13.9萬人，比寶靈時代翻了一番。香港

政府為解決殷切的土地需求，遂在石塘咀以西地區展開填海工程，十數年間

開闢成後來的「堅尼地城」，成為又一個新華人居住區。

1887年，具有敏銳商業眼光的著名英商保羅．遮打爵士（Catchick	Paul	

Chater）向港府提出規模龐大的中區填海計劃，結果獲得港督德輔（Sir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接納。中區填海工程由港府主持，從西營盤的屈

地街到中環的海軍船塢全線展開，全長 3公里多，前後歷時 15年，從 1889

年開始，到 1903年完成，共獲得 59英畝新填海地，耗資 325萬港元。填海

工程的費用由各沿海地段持有人聯合負擔，條件是工程完成後他們可以每英

19 世紀中的皇后大道
圖片來源：Queen’s	road,	Hong	Kong.	Photograph	by	John	Thomson,	
ca.	1869.	Wellcome	Collection.	Public	Domain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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畝	800港元的價格購買連接其原有地段的新填地。

填海工程展開的第二年，適逢英國王子干諾（Connaught）公爵夫婦訪

港，並為該工程勒石紀念。填海工程完成後，「德輔道中」（Des	Voeux	Road	

Central）成為新建成的街道，原有的寶靈海旁西經拓展和擴建後改名為「德

輔道西」（Des	Voeux	Road	West）；而新填地所興建的海濱道則命名為「干諾

道」（Connaught	Road），分為中西兩段，干諾道中東起金鐘美利道，西至

上環安泰街；干諾道西東起上環安泰街，西至石塘咀山道，成為貫穿港島中

區東西沿岸的交通要道。此外，橫過中區皇后像廣場的遮打道，也在同期完

成。這樣，港島中區的交通樞紐框架基本建成。

19 世紀 70 年代後期，華商勢力崛起，港督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同意華人逐步超越過去的種族隔離線，華人勢力沿荷李活道和威

靈頓街向中環洋商傳統商業區推進，部分富裕華商在皇后大道中、雲咸街、

荷李活道和鴨巴甸街之間的區域購置原屬洋商的房地產，並投資房地產業。

90年代初，廣東台山籍華商金利源向港府購買中區新填海土地，並興建街

道，在道路兩側建造樓房，樓房底層則開闢為店舖。該街道於	1894	年建

成，共有 31間店舖，即後來的「利源東街」。利源東街在早期又被稱為「報

紙街」，不少印刷行都在此開業至抗戰期間，內地來港辦報的人士，也大都

將報館設於此。利源東街建成後，金利源資金不足，於是由另一台山籍富商

李迺晉接手。李迺晉作風較穩健，他將利源東街的樓宇基本售罄後，才繼續

向西拓展，於	1906	年建成「利源西街」。有評論認為：「這個具象徵意義的

舉動表明，華資已衝破港府此前實行的種族隔離政策，開始在中區謀求發

展。」

隨着維多利亞城的拓展，港英政府於 1857 年將維多利亞城範圍劃分

為四環，即西環、上環、中環和下環。1903年，港英政府正式在憲報刊登

經拓展後的維多利亞城範圍，並在維多利亞城邊緣樹立一組「維多利亞城

界碑」，以作界定。界碑為一四方柱體，頂部呈錐形，高 98厘米，並刻有

「CITY	BOUNDARY	1903」字樣，至今尚存 6塊。新拓展的維多利亞城，即

當時華人所稱的「四環九約」。這裏的「環」，是形容港島北岸地區如迴繞

環圓的地形，而「約」則表示地段的起迄。其中，四環分別是：（1）西環：

堅尼地城至西營盤國家醫院（今西營盤賽馬會分科診所）；（2）上環：西營

盤國家醫院至威靈頓街與皇后大道中交匯處；（3）中環：威靈頓街與皇后大

道中交匯處至美利操場（今中銀大廈）；（4）下環：美利操場至銅鑼灣。「九

約 1868 年的港島中環海旁
圖片來源：Waterfront,	Hong	Kong.	
Photograph	by	John	Thomson,	ca.	
1868/1871.	Wellcome	Collection.	
Public	Domain	Mark.

1903 年的維多利亞城，即華人俗稱的「四環九約」
圖片來源：馮邦彥：《香港地產史（1841-2020）》（香港：三聯書店，2021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