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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 8 月 1 日報章刊登
天和金舖的廣告，除了出售
金飾、錶鏈、戒指和珠鐲外，
還有當時在華人社會尚未流
行的鑽石。

1931 年 10 月 12 日《 工 商
晚報》報道上環各金舖決辦
聯防，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強
調睦鄰友好、互相幫助和相
互照應的精神。

1937 年 1 月 21 日《天光報》報道中和金舖的劫案，
警方懸紅緝拿逃匪。

2021 年的上海街，這裏在上世紀中葉曾經金舖林立，是九龍區重要的
商業地段。

屹立於上海街超過一個世紀的胡和盛金行。攝於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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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到今，黃金是最為人所喜愛的貴金屬，被視為「五

金為首」，有「金屬之王」的美譽。它擁有金黃色的外表，

光亮閃耀，耀眼奪目。黃金是稀有的資源，藏量少，估計全

球只有約二十萬公噸，已被人類開採的有大約八、九萬公噸

左右。 1 在古代，黃金曾被廣泛應用於商品交易中，作為量

度貨物價值的工具。 2 古往今來，不論在東方或西方社會，

黃金皆被視為財富的代名詞，也是權力的象徵，在傳統社

會，更是帝王家的專屬顏色。

人類何時發現黃金，歷史學家至今仍未能給出確切的

答案，但考古學家在古埃及墓穴的牆上發現一些壁畫，繪畫

金匠將黃金溶化為液體後澆鑄入模具裏，證明古埃及人早

在距今數千年前已經發現黃金，並掌握利用黃金鑄物的技

1 唐羽：〈黃金的歷史與金瓜石礦山的興替（上）〉，《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學刊》，

第 6 期（2018 年）：9。

2 根據文獻和考古證據，位於小亞細亞西北部地區的呂底亞（Lydia）是現時歷

史學家所知最早使用由黃金鑄造的貨幣作商品交易的地區，考古學家在上世紀

五十年代在位於今日土耳其塞爾丘克市的阿爾特彌斯神廟（Temple of Artemis）

的廢墟裏發掘出很多屬於呂底亞的古錢幣，證實是在距今二千六百多年前在當

地流通的貨幣。中國使用黃金作貨幣也有悠久的歷史，近代在長江流域春秋戰

國楚國故土上發掘出數量不少的金鈑，上面皆刻有「郢爰」二字，故這些金鈑

又稱「郢爰」。「爰」古作金，每件重大約 250 克，含金量一般在九成以上，是

在戰國晚期楚國地區流通的金幣。

術。 3 中國先秦時期的文獻如《山海經》、《管子》等也不乏

黃金的記錄，考古人員在今日河南和河北商代遺址中，發現

不少漆器、棺木及祭祀用具，上有金箔、金葉或金片作裝

飾，證明中華民族早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已懂得利用黃金裝飾

器物。4

黃金很早已被用於製作首飾。考古學家在位於今日伊

拉克境內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區屬於古代蘇美文

明的王室墓穴裏，發掘出用黃金打造相信是屬於國王的頭

盔，及皇后所用的頭飾、耳環、項鍊、手鐲等，全部都是以

黃金製造，反映距今五千多年的古蘇美爾人已經使用黃金製

造首飾，供王室貴族佩戴。 在歐洲大陸，距今三千多年前出

現在愛琴海地區的邁錫尼文明，已經有金匠、銀匠等職業，

他們隸屬宮廷，為王室貴族服務。 5 中華民族早在先秦時期

已懂得製作金飾，從山西、陝西、河北、北京、天津、甘肅

和內蒙古等地殷商和西周時期的墓穴中，考古人員發現了各

式各樣利用黃金製成的人體金飾，包括耳環、單環或雙環手

鐲（古稱「釧」）、髮簪（古稱「笄」)、胸飾及腰帶等。6

在古代，不論東方或西方，金飾是奢侈品，只有皇室貴胄和

達官貴人才有能力購買，因此，佩戴金飾在古代社會象徵

3 Fathi Habashi, “Gold -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in Gold Ore Processing: Project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edited by Mike D. Adams (2nd ed.,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2016), 2. 

4 安志敏、安志爰：〈中國早期黃金制品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報》，2008 年

3 期：292-294。

5 Mark Cartwright, “Gold in Antiquity,” in World History Encyclopaedia , https://www.

worldhistory.org/gold/ (assessed on 19 March 2022).

6 白黎璠：〈夏商西周金器研究〉，《中原文物》，2006 年 5 期：39-40。

https://www.worldhistory.org/gold/
https://www.worldhistory.org/g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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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財富，是彰顯身份和家族在社會上的等級地位的一

種方式。

金飾在中國人的傳統婚嫁習俗中是不可或缺的。在傳

統社會，男家在向女家下聘禮時要準備「三金」—即金

釧、金鐲及金帔墜。 7 在廣東地區，有「小聘」（或稱「起

媒」）的婚俗，即訂親，除聘金和禮餅外，其他聘禮還包括

一隻金戒指、一對金耳環、一對金石榴等。 8 在現代社會，

新娘在出嫁當天佩戴金飾不單是為了美觀，當中更蘊含很多

傳統文化意義。新娘在奉茶後都會獲得夫家長輩送贈龍鳳手

鐲，以示對新媳的寵愛和祝福，龍鳳手鐲必須是一對，有吉

祥的意思，象徵陰陽平衡，和睦和諧，寓意婚姻美滿。在潮

汕人的家庭，還有「四飾金」—即項鍊、手鐲、耳環和戒

指，象徵婚後生活美滿富足。在傳統觀念上，新娘佩戴金器

的多寡，象徵了夫家的財富和社會地位，數量愈多代表夫家

愈富有，所以新娘在婚禮進行期間是必須戴上全部獲長輩送

贈的金器，以示尊重和維護夫家的面子。

香港雖然是國際城市，強調中西匯粹，華洋雜處，與

世界接軌，但九成以上的人口是華人，整個社會仍然深受中

華文化所影響，傳統中國文化對黃金和金飾的態度與看法，

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在香港本地華人的身上。

7 盛義：《中國婚俗文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135。

8 馬之驌：《中國的婚俗》（長沙：岳麓書社，1988），292。

	} 緣起

2019 年 1 月，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推出種子研

究補助計劃（Seed Grant），鼓勵有志進行學術研究的教學

人員申請，筆者的丈人是從事金飾製作多年的老工匠，筆

者不時也會聽到他講述行業內的人和事，考慮到香港金飾

製造業（又稱打金業）的歷史仍未受到學術界廣泛注意，

相關學術著作仍然付之闕如，於是萌生研究的念頭，並

以「Retracing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Jewelry Production in 

Hong Kong」為題申請種子研究補助，幸運地獲得學院的支

持。同年 9 月，為期一年的研究計劃正式展開，筆者邀請

了幾位有興趣參與學術研究的浸大國際學院歷史及香港研究

副學士專修的學生加入組成研究小組，協助筆者進行前期的

研究工作，包括搜集文獻資料、進行口述歷史訪問、編寫訪

問稿等。他們盡心盡力，辛勤工作，在繁重的學業中仍然能

夠按時完成各項工作。他們的努力對筆者後續的研究和本書

的撰述貢獻良多。

打金其實是整個金飾行業的一部分，前者負責生產各

類金銀鑽石首飾，通過金舖作為銷售平台，將產品出售予顧

客。有見及此，筆者修訂了研究計劃，將範圍擴大至整個香

港金飾業的歷史，獲得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的撥款資助。整個研究計劃為期兩年，由

2020 年開始，直至 2022 年完成，研究成果編輯成書出版。

首年，筆者不僅整理了早前搜集的各種文獻和口述訪問資

料，還將蒐集資料的範圍擴展至金舖零售、商會及其他行業

組織。筆者走訪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檔案處、香港大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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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等，盡力

搜集有關金飾買賣和生產的政府法令、行業記錄、剪報、出

版刊物、廣告、照片、公司年報等文本資料。

其次，筆者進行口述歷史訪問及田野考察。由於筆者

是「外行人」，與金飾業和打金業沾不上半點關係，所以在

找尋受訪對象時，必須依靠「內行人」的幫助。筆者的丈人

鄺添合師傅給予了很大幫助，除了接受筆者與研究小組成員

的訪談，還介紹了多名相熟的業內人士，讓筆者可以向他們

請益，獲得更多有用的資料。此外，筆者透過九龍珠石玉器

金銀首飾業商會蕭翠文秘書居中協助，成功聯繫多位在香港

金飾業內重要的人物進行口述歷史訪談。九龍珠石玉器金銀

首飾業商會更向筆者提供珍貴的《香港唐裝首飾商業會草

章》及該會的公司註冊文件及章程，以及近年的紀念刊物

等。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張淑賢秘書幫助筆者聯絡

該會會長黃紹基先生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向筆者提供一些

該會的舊照片。香港金銀首飾工商總會霍玉梅秘書則幫助筆

者聯繫上該會的榮譽理事長郭明義先生進行簡短的電話傾

談。另外，筆者也沒有放過任何到金飾製造廠及打金工場作

實地考察的機會，希望從中了解金飾製作的步驟與工序。

	} 香港金飾與打金業研究

戰後，香港逐步發展成為工業城市，產品出口與對外

貿易的表現成為當時香港政府關注的焦點，因此，早期有關

香港金飾買賣與出口的研究，主要來自成立於 1966 年的香

港貿易發展局（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它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先後出版多份研究報告，包括 Hong 

Kong’s Precious Jewellery Industry and the Precious Jewellery 

Market in Switzerland（1980）、9The Precious Jewellery Market 

in the United Kingdom（1980）、10Hong Kong Jewellery 

Industry（1984）、11 Hong Kong’s Jewellery Industry and Export

（1986）、12 Hong Kong’s Jewellery Industry and Export  （1987）13

等，內容除了探討香港各類珠寶產品在本地銷售及出口海外

的概況，也有論及行業內的生產結構和產品的種類。

有關香港金飾買賣的研究，最早可見於胡漢輝（1922 - 

1985）的《香港黃金市場》，該書出版於 1986 年，是胡氏

的遺作，主要輯錄了他過去在出席不同場合所作的演講文

稿，當中收錄了數篇關於香港的黃金與金飾買賣的文章。14

鄭寶鴻的《幾許風雨──香港早期社會影像 1911 - 1950》15

及《香港華洋行業百年—貿易與金融篇》16 對十九世紀末及

9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s precious jewellery industry 
and the precious jewellery market in Switzerland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Research Department, 1980).

10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he Precious Jewellery Market in the United 
Kingdom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Research Department, 

1980), 7.

11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s jewellery industry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Research Department, 1984).

12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s jewellery industry and export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Research Department, 1986).

13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Hong Kong’s jewellery industry and export 
(Hong Kong: Hong Kong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Research Department, 1987).

14 胡漢輝：《香港黃金市場》（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86）。

15 鄭寶鴻：《幾許風雨──香港早期社會影像 1911-1950》（香港：商務印書館，

2014），第七章。

16 鄭寶鴻：《香港華洋行業百年 — 貿易與金融篇》（香港：商務印書館，

2016），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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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香港金銀業的概況作了精要論述。黃際昌根據自

己多年來對香港社會的所見所聞及各行各業的面貌寫成《香

港市場探奇》一書，其中收錄了〈金舖多於米舖〉一文，談

及金飾店內的貨品種類及描述店舖零售的具體情況。17 錢華

的博士論文《因時而變：戰後香港珠寶業之發展與轉型》系

統地論述香港珠寶產業的歷史發展，雖然錢氏主要是從對外

貿易的視野去論述香港珠寶業的發展，但也有介紹南盛、謝

利源等香港金飾業的「老字號」。 18 歐陽偉廉所著的《流金

歲月：香港金業史百年解讀》對香港金飾業作了簡要的回

顧，並通過口述歷史，闡述行業中人的故事。19

有關本港個別金飾珠寶企業的歷史，主要見於各公司

自己的網站，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華．周大福

八十年發展之旅》是近年少數在這個領域上的作品。該書是

為了慶祝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八十週年慶而出版的。全

書由兩部分構成，上部由單忠東教授撰寫，以現代企業管理

的角度闡述周大福的企業文化內涵。下部則收錄了由馬木池

博士所編撰的〈伴我成長的故事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

公司史略〉，透過訪問多位在周大福工作的老員工，重構不

同時期周大福的歷史面貌。20 

有學者以企業家作為切入點，通過研究他們的生平

17 黃際昌：《香港市場探奇》（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3），80-82。

18 錢華：《因時而變：戰後香港珠寶業之發展與轉型（1945-2005）》（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6）。

19 歐陽偉廉：《流金歲月：香港金業史百年解讀》（香港：新人才文化，2013）。

20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編：《華．周大福八十年發展之旅》（香港：周大福珠

寶集團有限公司，2011）。

事跡，從側面展示個別金飾珠寶企業的歷史面貌。鄭裕彤

（1925 - 2016）是最早受到關注的企業家，他雖然不是周大

福的創辦人，但周大福卻在他的經營下逐步發展成為今日本

港金飾業界的龍頭企業之一，他後來創立的新世界集團在香

港地產界也享負盛名。有關鄭氏的傳記及研究頗為豐富，先

後有祝春亭、21 藍潮、22 陳雨、23 鄭宏泰和高皓、24 王惠玲和莫健

偉等人的著作，25 闡述了鄭氏如何由金舖的小學徒，逐步成

為周大福的掌舵人，及金舖創辦人周至元的乘龍快婿，從中

展示周大福在戰前和戰後初期的歷史發展狀況。謝瑞麟珠寶

有限公司創辦人謝瑞麟先生（1936 -）一生充滿傳奇，他是

打金師傅出身，後來創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金飾珠寶公司，

到後來公司上市，他搖身一變成為上市集團主席。王向華和

周凌楓認為謝瑞麟的成功除了是因小時候的經歷培養出賺錢

至上的心態及敢於冒險的性格，還因為他在每一個階段的經

營策略都能夠配合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香港社會和

經濟大環境的需要。26 近年，有「香港金王」之稱的胡漢輝

也進入了學者的眼簾。鄭宏泰和周文港合著《文咸街里：

東南西北利四方》談及胡氏的一生及其於上環文咸東街的

21 祝春亭：《鯊膽大亨：鄭裕彤傳》（廣州：廣州出版社，1996）。

22 藍潮：《鄭裕彤傳》（香港：名流出版社，1997）。

23 陳雨：《黃金歲月：鄭裕彤傳》（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2003）。

24 鄭宏泰、高皓：《可繼之道：華人家族企業發展挑戰與出路》（香港：中華書局，

2017），第四章。

25 王惠玲、莫健偉：《鄭裕彤傳：勤、誠、義的人生實踐》（香港：三聯書店，

2020）。

26 Wong Heung-Wah and Chau Ling-Fung,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London: Routledg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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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昌金號的早期發展歷程。27 利昌金舖專門從事黃金買賣與

鑄造，曾經是戰後重要的金號之一；胡氏於 1970 年起擔任

香港金銀業貿易場理事長，是戰後香港金飾珠寶業界的重量

級人物。

現時本港學界對打金師傅及金飾製造工藝的研究還處

於起始的階段，除了上述歐陽偉廉、馬木池的著作，及由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編的《珍飾鑲傳：香江珠寶印記》28

有所談論外，具體研究並不多見。反觀台灣已有學者撰文探

討，王慧珍〈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金工匠師的養成與變遷初

探〉闡述台灣打金師傅的入行與培育方式、日常工作與收入

概況等。 29 張家瑀《二次大戰爭後南台灣金工首飾工藝變遷》

不僅談及台灣金銀工藝的特色與發展，還將打金學徒的學習

生涯整理出不同階段。30 雖然這兩篇文章所探討的是台灣的

情況，但有本港打金師傅向筆者表示，台、港兩地的金銀工

藝技術大同小異，學徒的學習進度儘管因人而異，但也有相

近之處。因此，兩文對筆者了解本港打金工藝和打金學徒的

生涯，提供了很大幫助。

27 鄭宏泰、周文港編：《文咸街里：東西南北利四方》（香港：中華書局，

2020），第六章。

28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 30 周年紀念編輯委員會編：《珍飾鑲傳：香江珠寶印記》

（香港：傳承出版社，2018）。

29 王慧珍：〈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金工匠師的養成與變遷初探〉，《新北市立黃金博

物館學刊》，第五期（2017 年）：52-66。

30 張家禹：《二次大戰爭後南臺灣金工首飾工藝變遷》（高雄：樹德科技大學碩士

論文，2006）。

	} 研究方法

文獻檔案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石，現時有關香港金飾

行業的主要文獻記錄來自香港政府檔案處。該處現時收藏了

部分已經清盤的金舖檔案，內有註冊章程、股東名單、貨物

資產表、政府公函等，有助筆者分析戰後初期金舖的業務範

圍、股東背景及經營狀況。此外，筆者在館內找到了香港珠

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九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港

九珠寶首飾業文員會及港九金銀首飾器皿總工會的檔案，內

有包括組織章程、營商細則、理監事職員名單及所屬商號、

會議記錄、財政收支、往來信函、報章剪報、照片、會刊

等，這些資料有助筆者闡述有關商會及行業組織的歷史及其

在戰後初期的發展概況。此外，香港政府檔案處也收藏了一

些由當時香港政府頒佈與黃金買賣相關的法令，對了解戰後

香港金舖的經營，甚有裨益。

企業的年報不單可用於研究個別企業的經營狀況，還

可從中得知整個行業的發展軌跡。現時，香港大學圖書館特

藏部收藏了不少香港金飾企業的年報資料，當中包括周生生

集團有限公司、六福集團（國際）有限公司、謝瑞麟珠寶

（集團）有限公司等。由於三間企業與周大福珠寶集團皆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上市，所以它們在千禧年以後的年報也

可以通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網上平台（HKEX）取得。筆者

於本著裏利用這些上市企業的年報資料，討論香港金飾業近

年的發展態勢及北上發展時所運用的商業策略。

其他主要的文獻資料來源還包括香港中央圖書館，它

們收藏了多份本地中文報章，包括《華僑日報》、《香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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