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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是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出版的學與教資源套，旨在支援歷史科 (中一至中三 ) 修訂課程 (2019)

的學與教，協助學生追溯19至 20世紀期間居港不同族裔的歷史，從而認識他們的生活面貌、

文化以及其對香港作出的貢獻。

為提高教師對修訂課程中新增內容「歐美與其他少數族裔人士對香港的貢獻」的認識，

本局在 2017 年委託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麥勁生教授和鄺智文教授組成團隊，製作本資源

套。本教材選取了不同族裔包括猶太人 (Jews)、巴斯人 (Parsis)、歐洲人 (Europeans)、印度

人 (Indians)、錫克人 (Sikhs) 及菲律賓人 (Filipinos)	 等在港生活和經歷的歷史，說明他們對

香港發展的貢獻。

本資源套分三部分。甲部設有兩段短片 ( 附以字幕 ) 及短片摘要，由鄺智文教授介紹

如何運用圖像資料研習歷史。乙部共有 47 項原始史料，大部份來自政府或私人檔案，當中 3

項則為訪問摘要。每項史料均附有資料說明，協助教師和學生了解該史料的背景和內容。我

們希望歷史科教師閱覽並運用這些史料設計學與教活動，讓學生透過史料學習歷史。丙部共

有 6 份由前線教師選取乙部中的史料以及其他相關資料設計而成的課堂學習及考察活動示

例，教師可按校情及學生的能力和興趣，靈活運用和調適這些示例。我們亦建議教師閱讀使

用手冊，以了解本電子教材提供的電子學習功能。本電子教材內容已上載至教育局以下的網

頁供教師參考。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references-and-resources/
history/index.html

	 本資源套內容不得轉載以作商業用途。教材引用的資料，蒙有關機構准予使用，謹此

致謝。本組特別鳴謝「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The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慷慨允

許使用其藏品 ( 包括文字檔案、圖片及訪問摘錄等 )、Ms	 Amelia	 ALLSOP及香港猶太歷史

學會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本局已竭力追溯所用圖片 / 文字資料的版

權，如有遺漏，請有關的版權持有人聯絡本局，以便作出適當的安排。

	如對本教材有任何意見和建議，歡迎致函或電郵 :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13 樓	1319 室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收

或	

傳真	:	2573	5299	/	2575	4318	

電郵 :	infopshe@edb.gov.hk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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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資源套的製作旨在配合於 2020

年 9 月中一級實施的《歷史科課程指引 ( 中一至中三 )》，並支援有關課題 8「香港直至 19 世

紀末的成長與發展」及當中的延伸部分「歐美與其他少數族裔人士對香港的貢獻」的學與教。

透過本教材，學生可追溯19至 20 世紀期間居港不同族裔的歷史，從而認識他們的生活面貌、

文化以及其對香港作出的貢獻。

教師在使用本資源套前應先參閱上述指引，了解修訂課程的精神、宗旨和目標。有關課程文件

可在教育局的網址下載：

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Hist_Curr_Guide_
S1-3_Chi_final_10072019.pdf

《歷史科課程指引 ( 中一至中三 )》

課程宗旨

歷史科課程 ( 中一至中三 ) 宗旨是 :

(a) 提高和培養學生學習歷史的興趣 ;

(b) 幫助學生鑑古知今 ;

(c)	加強學生對社區及本地文化，以及對世界其他主要文化之認識 ;

(d)	建立學生歷史技能和共通能力，以供日後升學和生活之用 ;

(e) 培養學生成為具國際視野、有識見和責任感的公民。

學習目標

學生在完成初中歷史科課程後，應能 :

(a) 知識和理解方面

i.	 從不同的角度 ( 政治、經濟、科技、社會、宗教、藝術等 ) 認識和理解世界各文化在不
同時期的主要特徵 ;

ii.	 認識和理解香港發展的主要特徵，以及這些特徵與國家和世界歷史發展的關係 ;

iii.	掌握研習歷史的基本概念和辭彙 ;

iv.	 理解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 ;

v.	 掌握主要歷史事件的發展、轉變及延續 ;

vi.	明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觀點解釋歷史。

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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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技能方面

i.	 正確地使用歷史辭彙 ;

ii.	 準確排列歷史事件的次序 ;

iii.	 描述歷史地圖、模型、圖形、圖表、圖畫、表格和漫畫的特徵 ;

iv.	 從歷史資料中作出歸納和推論 ;

v.	 找出主要歷史事件和人物不同的解釋 ;

vi.	 分辨歷史事實與見解之間的不同 ;

vii.	掌握資料的含義，對資料的準確性及可信性進行合理的質疑與探究，從而建立持平
的個人觀點 ;

viii.	運用想像力重組往事 ;

ix.	 選取、組織和運用資料，並有條理地表達出來。

(c) 態度和價值觀方面

i.	 提高對過去的人和事的興趣及欣賞人類的成就和理想 ;

ii.	 掌握歷史研習與現今生活的密切關係 ;

iii.	 認識不同社會及不同時代所持的觀點、信念和價值觀，從而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
度 ;

iv.	 願意為古物古蹟的保護、文化傳承的保育，以及歷史文化的推廣盡一己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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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	短片 : 史料為本的歷史學習

此部份附有兩段關於如何透過運用歷史資料研習歷史的短片。鄺智文教授分別討論歷史與

過去，以及記憶的分別，並解釋一手史料在歷史研究上的價值及其局限。

教師可以此為導入和前測任務，讓學生掌握研習歷史的方法及態度；學生亦可自行觀看短片，

進行歷史科的自主學習。

有關詳情，請到以下網址

https://historye-learning.edb.hkedcity.net/ethnic_minority/intro.html
或掃描以下的二維碼	(QR	Code) 觀看以下的兩段短片。

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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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片摘要 *:

 研究歷史時使用甚麼資料 ? 
 鄺智文教授

甚麼是歷史 ?

●  歷史可讓我們了解過去發生的事件，令我們可以 :	

■  理解不同文化、各式各樣的歷史經驗

■  瞭解塑造當代世界的歷史背景

● 學習歷史時，我們應明白不同情況和事件的歷史背景往往不盡相同 :

■  不應簡化過去的事情，以致歪曲歷史

歷史與「過去」以及「記憶」有何分別 ?

●「記憶」是人對親身經歷的紀錄		

■  記憶及對經歷的理解可能隨著歲月而忘記，或因為不同原因而不斷改變

● 人們常有誤解—認為親歷其境的人的記憶就是歷史事實

■  兩個人對相同的事件的記憶可以不同

▲ 比較兩者的記憶可能找到不少矛盾之處

▲ 某些人亦可能有所隱瞞

◇ 分辨歷史與過去，以及記憶之間的分別，對學習歷史是非常重要

研究歷史只是為了重組過去 ?

● 研究歷史並不只是重組過去的事件

■  大部份的「過去」均未有以任何形式被記錄

■  所以，過去的所有細節不可能重現

● 歷史研究是選擇性地將過去構成一個有助分析過去的敘述

■  歷史研究者則需要判斷將甚麼資料納入到研究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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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第一手資料 ? 歷史研究者怎樣使用一手資料 ?

● 歷史研究者需要大量一手歷史資料，以便更透徹的瞭解過去

● 一手資料有助歷史研究者提出原創見解

■  以解釋個別的歷史事件或一些長時段的趨勢

■  闡釋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

■  討論不同因素的相對重要性

● 一手資料的種類繁多 : 歷史遺物例如歷史建築或遺跡等，包括政府公文或公私信函等

檔案資料、當時的出版刊物或文學創作、口述紀錄，以及照片、畫作等圖像資料

● 二手資料包括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

■ 可讓歷史研究者探究一些較為宏大的問題或較長的時段

是否所有一手史料均同樣可信 ? 如否，那我們應該如何利用它們 ?

● 一手史料的創造者有不同的動機，他們存在的歷史背景亦和今日的世界不盡相同

● 我們要抱著懷疑的態度研讀一手史料

■  緊記史料可能有所偏頗

■  應利用不同來源和種類的史料與之互相參照

●「不可靠」的資料亦有助我們瞭解當時的某些想法或行為，讓我們可以從時人或以前的

研究者未曾想到的角度研讀歷史資料	

* 請觀看短片以了解鄺智文教授的詳細解說。

根據以上的資料，你認為「一手資料」對學習歷史有多重要呢 ? 試解釋你

的答案。

（以下答案只供參考）

「一手資料」的重要性：
․一手資料可讓歷史研究者對過去有更透徹的瞭解，如過去遺留下來的物件、親歷

其境者的記憶等。

․一手資料有助歷史研究者就特定的題目提出原創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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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短片摘要 *:
 「有圖有真相」? 歷史圖片與歷史研習 
 鄺智文教授

攝影技術出現以前

●  人們早在文字出現之前已經使用圖像描述事件	

■  例如 : 原始人在洞穴繪畫的圖畫

● 近代印刷術普及後，畫報遂成為民眾了解時事的重要途徑 

■  畫報上的圖畫未必完全可靠，畫師繪製圖畫時存有一定限制

◇ 例如 : 畫師不清楚要繪畫的事物，有時只能根據含糊或零碎的資料來繪製，甚

至自行創作

● 雖然這些「不可靠」的歷史資料對我們瞭解所描述的事物沒有幫助，但卻有助我們了解

製作這些圖像的人以及他們所處的社會

照片中的歷史

●  世上第一張攝影照片在 1826 年於法國出現		

■  當時，拍攝一張照片面對非常多的困難

▲ 例如 : 拍攝所需時間太長，以至只能拍攝靜態物件

● 首次大規模使用照片進行紀錄的歷史事件是克里米亞戰爭 (1853-56)

■  當時記者帶著相機到前線拍攝戰場畫面以及官兵的肖像

▲ 照片均在各大報章出現

◇ 呈現戰場實際面貌及提供事實的資料

◇ 當中不少照片中的事物都經過佈置

◎ 令讀者難以分辨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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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圖」一定「有真相」嗎 ?

● 照片不一定中立而客觀地呈現過去

■  性質上照片亦不比其他歷史資料可靠

● 拍攝照片的人擁有不同偏好、立場及目的

■  攝影者能以取景、剪裁的手法使某一事物成為照片的焦點

● 人們甚至能以後期製作方法直接修改照片

■ 例如 : 併合不同照片、潤飾圖片或刪去不要之部份

留意細節，抱懷疑精神，從多方面求證相片的可信性

● 照片中的不同細節有時是攝影者無心把它們拍攝得來，但從中卻可以發現有趣的地方

● 研讀歷史照片時，除了注意拍攝者的角度，更要仔細觀察照片中的不同細節

● 增加對相關歷史背景的認識，從而發掘更多內容	

* 請觀看短片以了解鄺智文教授的詳細解說。

根據以上資料，你認為歷史圖片作為歷史資料有多可靠?試解釋你的答案。

學生可從以下方向思考：

․歷史圖像的製作人擁有不同偏好以及意見，而他們拍攝照片的目的亦不盡相同。

․歷史照片的拍攝者在記錄時佈置了拍攝的景觀以加強效果。

․歷史圖像可能經潤飾，當中某些內容或已被刪去。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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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乙部

內容

10

猶太 (Jews) 社群過新年

猶太遊樂會普珥節 (Purim) 舞會菜單 (1950)

1939 年 12 月 31日猶太教莉亞堂會員名單（猶太人）

猶太遊樂會

1902 年興建的猶太教莉亞堂 (Ohel Leah Synagogue) 照片（猶太人）

羅蘭士嘉道理戰時紀錄 1 ( 猶太人 )

1920 年 代 嘉 道 理 爵 士 (Sir Elly Kadoorie) 及 其 兒 子 ─ 賀 理 士 嘉 道 理 (Sir Horace 
Kadoorie)( 左 ) 及羅蘭士嘉道理 (Sir Lawrence Kadoorie)( 右 ) 的照片 ( 猶太人 )

大衛沙遜 (David Sasson) 及其兒子 ( 猶太人 )

香港一位猶太人港督─港督彌敦爵士 (Sir Matthew Nathan)，任期為 1904-1907 年

羅蘭士嘉道理戰時紀錄 2 ( 猶太人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1928 年香港半島酒店的華人、歐洲及印度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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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酒店猶太難民晚宴（1946）

香港半島酒店吉地士的菜單 ( 法國 / 瑞士人 )

1845 年 7 月港督戴維斯 (Sir John Daves) 致殖民地部大臣史丹利 (Lord Stanley)
有關在港巴斯人 (Parsi) 的信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培訓啹喀兵 (Gurkhas) 計劃支出表

駐港英軍啹喀退伍軍人重投社會訓練計劃信箋

駐港英軍啹喀退伍軍人使用的農業教材封面

駐港英軍啹喀官兵接受農業訓練

1905 年香港的印度廟宇 (Indian Temple) 及其社群

1870 年香港警察有關印度人（Indians)、錫克人 (Sikhs)、歐洲人 (Europeans)
及其他人士的報告

一位中電印度員工紀錄

些利街為穆斯林 (Muslims) 而設的清真寺照片

印籍警察與華籍警察合照，攝於 1900 年

印度教寺廟 (Hindu Temple)

一篇 1941 年出版關於印度在港商民的文章

在港印度人追悼甘地 (Gandhi)，1948 年 2 月13 日

中華電力總辦事處 ( 由猶太家族興建 )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4

25

26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1

42

在港猶太人準備移民澳洲的報導（1946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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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重要政商葡籍布力架 (J. P. Braga) 的剪報

德國禮和洋行在香港的分行，攝於 1906 年

建新營造有限公司有關聘用俄籍人員斯科索夫 (A. V. Skvorsov) 的信件

德國肥皂廠，攝於 1908 年

葡萄牙人捐獻興建的玫瑰堂照片

1871 年至 1931 年居港德籍人士 (Germans) 數目

德國美最時洋行的創辦人赫爾曼美最時 (Hermann Melchers) 及職員，攝於 1873 年

1930 年代香港俄籍水警

菲律賓人 (Filipinos)、泰國人 (Thais)、印尼人 (Indonesians) 在港居住人口數量，
1979-2011

古龍 (Sarbajit Gurung) 談及有關參與農業訓練課程的啹喀軍人的訪問內容

1983 年移民工牧民中心的文件系列封面 ( 菲籍 )

瑞士籍菲力比爾格 (Felix Bieger) 談及早期的吉地士餐廳的訪問內容

 菲律賓歌曲《孩兒》香港版本的歌詞摘要

拉瑪格（Christian Ramage）談及在香港法國社群的訪問內容

汎美航空「中國飛剪號」水上飛機的廣告 ( 香港及東南亞 )

1936 年香港政府憲報有關委任有華人血統的巴斯人羅旭龢 (Sir R. H. Kotewall)
成為議政局議員事宜（巴斯人） 

律敦治療養院 ( 巴斯人捐獻 )

天星小輪 ( 巴斯人創辦 )

巴斯商人麼地爵士 (Sir H. N. Mody) 照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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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社群過新年1.

猶太教的新年定於教曆七月、猶太民曆的首月的首日，也是逾越節後第 163 日。除了

改革派猶太教徒僅慶祝一日外，其餘普遍慶祝兩天。新年對猶太人來說是向上帝贖罪的

節日，其中一個慶祝方式便是到猶太會堂進行禱告。從照片中可以看到新年時猶太會堂

內的佈局：牆上及佈道台前均披上了帶有大衛星的布幕，在桌面正中擺放了一個猶太教

燭台。大衛星及燭台均為猶太教的重要標誌。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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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遊樂會	2.

猶太遊樂會（Jewish Recreation Club, JRC）成立於 1905 年，最初會址位於一間一房

的建築內。在 1909 年獲伊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資助而進行擴建。遊樂會旨在促

進不同族裔及文化社群的交流，因此開放給不同國籍的猶太人及來自不同文化及宗教背

景的社群成員。該會最初提供包括網球等遊樂服務，但在 1930 年代東亞及世界戰亂頻

仍下，性質漸漸轉為救濟抵港的猶太難民之用。在 1941 年 12 月日軍佔領香港後兩星

期，遊樂會被迫停辦，至 1949 年才告重建。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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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遊樂會普珥節舞會菜單	(1950)3.

普珥節（Purim）按希伯來聖經中《以斯帖記》（Book of Esther）記載，是一個紀念猶

太人自古波斯大臣哈曼（Haman）的滅絕計劃中解放的節日。普珥節是全世界猶太社群

每年都會慶祝的節日。1950 年在猶太遊樂會（Jewish Recreation Club）舉行的普珥節

舞會，更是該遊樂會重建完成後，在新會所中舉行的第一個社會活動。從上圖的餐單可

見，當晚的菜式不論主菜還是前菜均十分豐富，由此亦可得知普珥節對猶太人的重要

性。

菜單：

粟米忌廉湯

他他醬酥炸石斑魚

法式伯那西汁烤牛柳配
烤馬鈴薯及四季豆

蛋黃醬配冷蘆筍

法式雪糕

花色小蛋糕

咖啡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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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 年興建的猶太教莉亞堂照片（猶太人）4.

莉亞堂建於 1902 年，是香港首間正式的猶太會堂（Synagogue）。該堂建成實有賴於

雅各沙遜（Jacob Sassoon）及其兄弟的捐獻，因此亦以其母親莉亞（Leah）命名。由於

早期在港的猶太人大多數為來自巴格達的賽法迪猶太人（Sephardi Jews），因此儘管

外觀看來甚具殖民風格，但內部結構佈局均為典型的賽法迪風格，而且為遵守崇拜時男

女分坐的教規，二樓只供女性使用，男性均聚集在下層。除了日佔時期被日軍徵用外，

該堂是亞洲少數自建成起即一直用作禱告之用的猶太會堂。

資料來源：香港猶太歷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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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12 月 31日猶太教莉亞堂會員名單（猶太人）5.

30 年代香港的猶太社群既小且散。儘管社群的核心主要由來自巴格達的富有商人組

成，但亦包括十九世紀末反猶太風潮下來港的東歐猶太人（又稱阿什肯納茲猶太人 

Ashkenazi Jews）、原居於內地東北的俄羅斯猶太人，以及 1938 年希特勒迫害下的德、

奧猶太人。從莉亞堂的會員名單中除了可以看到這種社群特徵外，亦可以發現巴格達猶

太人的領導地位：名單中除了摩利亞泰蘭（Monia Talan）等非巴格達猶太人外，大衛

沙遜公司仍然居於會堂的捐獻名單之上，即使當時沙遜家族已經不再在港定居了。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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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位猶太人港督─港督彌敦爵士，任期為	1904-1907 年

( 照片年份為 1925	年，時任昆士蘭總督 )
6.

馬修彌敦爵士（Sir Matthew Nathan）是香港第一位以及唯一的一位猶太人港督，是

香港在英國管治時期猶太人社群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於 1862 年在倫敦出生，

先後出任非洲獅子山（Sierra Leone）及黃金海岸（Gold Coast）的總督，並於 1904

年以 42 歲之齡出任港督，任內大力發展九龍，以及推動九廣鐵路（Kowloon-Canton 

Railway）的計劃。彌敦出任港督期間，亦是莉亞堂的榮譽主席，對猶太人公墓的續租

出力不少。他於 1907 年離任，1939 年在英國去世。九龍其中一條最繁忙的街道彌敦

道即以他命名。

資料來源：Wikiped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Queensland_State_Archives_3769_Portrait_of_Sir_
Matthew_Nathan_Governor_of_Queensland_1925.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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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沙遜及其兒子 ( 猶太人 )7.

當英國殖民管治開始的時候，不少猶太人已經來香港定居。在這段期間最早也是最成

功的，非伊拉克猶太人社群領袖大衛沙遜（David Sassoon）的家族莫屬。在 1844 年到

達廣州後，短短五年間沙遜家族 (Sassoon Family) 已經在中國沿岸建立了穩固的商業

基礎。在 1857 年於香港建立辦公室後，幾乎大部分在內地及香港的猶太人均在沙遜家

族手下辦事。其兒子當中，亞瑟（Arthur Sassoon）為匯豐銀行（HSBC）創辦人之一，

弗里德里克（Frederick Sassoon）曾於 1884 年獲委任進定例局 ( 後稱立法局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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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嘉道理爵士及其兒子─賀理士嘉道理 ( 左 ) 及羅蘭士嘉道理

( 右 ) 的照片 ( 猶太人 )
8.

嘉道理家族 (Kadoorie Family) 是另一個在香港歷史上具有影響力的少數族裔家族，它

與沙遜家族淵源甚深，除了同樣來自巴格達外，其成員伊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最

初亦曾在孟買、香港及內地華北的商港為沙遜家族效力。在 1880 年代，伊利嘉道理回

到香港經營貿易中間人工作。在 1883 年其兄伊利斯嘉道理（Ellis Kadoorie）來港後，

進一步投資開設中華電力（CLP）、半島酒店（Peninsula Hotel）等項目，成為家族主

要的經營項目。其後伊利的長子羅蘭士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接手了家族的生意，

而賀理士嘉道理（Horace Kadoorie）則集中經營家族慈善事業，包括嘉道理農業輔助會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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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士嘉道理戰時紀錄 1	( 猶太人 )9.

這是 1941 年 12 月 9 日，香港管理分配住所委員公署（Auxiliary Quartering Corps）發

予羅蘭士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的紀錄。該公署隸屬於差餉物業估價處（Rating 

and Valuation Office），在戰時負責徵收民房使用。在紀錄上除了羅蘭士本人的照片外，

右方文字亦表明在日軍佔領香港時他是委員公署的成員之一。而在照片下方，可以看到

羅蘭士被安排到偉斯民咖啡廳（Café Wiseman）進餐的文字，相信這與香港保衛戰爆

發後進行的糧食配給不無關係。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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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士嘉道理戰時紀錄 2	( 猶太人 )10.

以上為日佔時期羅蘭士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以及其女兒麗塔嘉道理（Rita 

Kadoorie）的戰時疫苗紀錄，主要與防疫有關。日軍佔領香港後，旋即於 1942 年 1 月

建立了佔領地政府。當時總督部的首要任務是確保香港成為日本進攻東南亞的後勤基

地，因此衛生政策防止傳染病的散佈為主，特別是當時最流行的霍亂（虎疫）。以上為

包括霍亂、天花、傷寒等傳染病的疫苗注射紀錄，均與此政策有關。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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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年香港半島酒店的華人、歐洲及印度員工11.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23

香港半島酒店位於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於 1928 年 12 月 11 日正式開業，是香港

現存歷史最悠久的酒店，為一級歷史建築。酒店七層高，是 20 世紀 50 年代前九龍最

高的建築物，更有「遠東貴婦」的美譽，是當時全亞洲最先進及豪華的酒店之一，也是

當時富豪及社會精英的社交場所。圖中可見酒店員工包括華人、歐洲人及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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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酒店猶太難民晚宴（1946）12.

二戰結束後，香港成為了讓戰前逃至上海避難的猶太人前往西方國家新家園的中轉站。

在 1946 年，一批原定前往澳洲的猶太人，便因為原來乘搭的船隻被軍隊用作部隊回鄉

之用而滯留在香港，更因為不知道什麼時間才能安排下一艘船離開，而面臨住屋問題。

羅蘭士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見狀，即開放了半島酒店的宴會廳作臨時住所。這

批難民最終在 1946 年終成功出發前往澳洲。其後在香港仍有一個猶太社群。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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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猶太人準備移民澳洲的報導（1946 年 9 月 3日）13.

這篇剪報顯示，在 1946 年初因為交通問題未能前往澳洲，因而暫居於半島酒店宴會廳

內超過 200 名猶太人，直至當年 9 月仍然滯港，開始成為一個十分尷尬的問題。不過

在報導中亦顯示，一些進取的航空公司已經開始著手提案向澳洲當局申請許可，讓這些

有能力承擔更高交通費用的猶太人透過空運前往澳洲。有趣的是，從最後一段文字得

知，當時只有美國及菲律賓公司從事這項高回報的運輸工作。

資料來源：The Ar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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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島酒店吉地士的菜單	( 法國 / 瑞士人 )14.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菜單：

百里香鵝肝																																					

龍蝦沙律配松露																																			

螃蟹可麗餅

薄切鴿肉沙律

雪利酒特濃法式清湯

柯松夫人水魚湯

蠔湯

油炸小牛肉佐松露

厚切牛扒

威末酒佐白禽肉

博讓西榛子羊肩肉

吉地士千層麵

朱古力雪糕蛋糕

柑曼怡酒佐無花果

栗子忌廉



27

香港半島酒店的吉地士餐廳（Gaddi's）於 1953 年開業，作為吉地士在東方的第一間餐

廳，該處一直被譽為香港的正宗高級法國餐廳之一，亦對顧客的服飾有嚴格要求。不但

如此，從上圖吉地士的餐單可見，其餐單的菜式及酒水名稱亦一概以法文寫成。但另一

方面，餐單封面卻分別繪上了一名穿著中式服裝的童子及一身戎裝的武官，與內裏的法

式菜單相映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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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培訓啹喀兵計劃支出表15.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28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KAAA）由賀理士嘉道理爵

士（Sir Horace Kadoorie）、羅蘭士嘉道理勳爵（Lord Lawrence Kadoorie）於 1951 年

創立。輔助會主要提供農業培訓、免息貸款、修建及推廣農場、示範各種耕種和畜牧方

法，亦有進行育種改良工作。從照片當中的支出表細項，可以看到當年支出的項目包括

家禽、學校、果園、養蜂 / 禮物、安置費、社區中心、食水、橋樑、蔬菜種植等等，由

此可略知農業輔助會支援範圍甚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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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英軍啹喀退伍軍人重投社會訓練計劃信箋	16.

29

來自尼泊爾的啹喀兵是駐港英軍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主要負責在邊境堵截非法入境

者、協助維持公眾治安及秩序等。然而，長期受軍事訓練的啹喀兵，退伍後很容易因為

缺乏一技之長而無法維生。因此駐港英軍便與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洽商，合作推行啹喀退

伍軍人重投社會訓練計劃，圖為訓練計劃的信箋。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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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港英軍啹喀退伍軍人使用的農業教材封面17.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30

英軍特意邀請賀理士嘉道理爵士（Sir Horace Kadoorie）為即將退役的啹喀兵提供農業

訓練課程，向軍人們教授農業、畜牧業的知識，使其能與社會接軌，確保啹喀軍人退伍

後的生計。而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的教學內容，亦考慮到當地技術及資金水平，例如圖示

的農業教材內容中，便教授了成本不高的傳統中國孵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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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英軍啹喀官兵接受農業訓練18.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18.1

18.2

31

石崗第 48 啹喀步兵旅的陸軍准將貝內特（Brigadier-general Burnett）對回鄉及留港的

退役啹喀兵的生計頗為擔心，於是在賀理士嘉道理爵士的支持協助下，由 1968 年開始

了農業訓練課程，旨在提供現代化的農耕畜牧技能。圖 18.1 可以看到，一群啹喀兵正

圍在指導員身邊聽課，表情既好奇亦認真。他們身旁有一籠幼豬及一個頗大的白桶，相

信教授內容與餵飼豬隻技巧相關。圖 18.2 中的指導員蹲坐在地上，左右各有一籠雞鴨，

而他前方尚有數個小盤，相信與雞、鴨餵養不無關係。結合兩張照片，可以看到嘉道理

提供的農業訓練計劃是多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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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力總辦事處 ( 由猶太家族興建 )19.

中華電力公司（China Light & Power Company Syndicate）由嘉道理家族（Kadoorie 

Family）於 1901 年建立，為九龍及新界地區提供電力。在 1930 年代，為應付九龍地

區不停上升的人口，便在九龍何文田亞皆老街 139-147 號建立總辦事處，於 1938 年

奠基，1940 年落成，採用紅磚建成。樓宇屬於現代主義風格建築，樓高五層，兩翼對稱，

設計簡約，而大樓中軸線的鐘樓更為其主要特色。大樓於 2009 年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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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電印度員工紀錄20.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33

1920 年代末中華電力（China Light & Power Company Syndicate, CLP）的員工紀錄。

中華電力於 1901 年成立，是香港兩家電力供應商之一。這名員工在 1928 年 6 月 5 日

入職擔任看更（Watchman），月薪港幣 25 元。卡上備註一欄顯示這名員工入職僅兩日，

便因為兩名錫克教（Sikh）學生說服他前往上海，因而離職。因此，這名員工不獲發薪

之餘，亦需要支付六張相片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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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 年香港警察有關印度人、錫克人、歐洲人及其他人士的報告21.

資料來源：《香港轅門報》

34

香港警察於 1844 年由裁判官（Chief Magistrate）威廉堅（William Caine）成立，最

初只由歐籍人士組成，但翌年即有華人警員。1860 年代初，警隊亦開始招募印裔加入。

至 1870 年，警隊共有華、歐及印裔人士 634 人，其中來自歐洲及西印度者 123 人、

錫克人 182 人、印度人 126 人、華人 203 人（其中水警 131 人）。可見在早期香港，

各族裔均參與警隊維持公共秩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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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籍警察與華籍警察合照，攝於 1900 年22.

資料來源：Walk in Hong Kong

35

1900 年代的香港警察招募了不少印籍警員，當中亦有曾在英屬印度軍隊中服役者，其

制服式樣亦與當時歐洲軍隊的式樣十分相似，只是他們配戴頭巾而不用歐式帽子。由於

當時港人習慣稱印度人為摩羅，印籍警員亦因此被俗稱「摩羅差」。在殖民管治時期，

華人在警隊中的比例漸漸提高，服裝亦與印籍同僚不同：身穿綠色軍裝，頭戴斗笠，腳

上穿布鞋而非軍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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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 年香港的印度廟宇及其社群23.

資料來源：https://Gwulo.com

36

這張照片大概拍攝於 1905 年。這間同時為錫克教（Sikh）及印度教（Hindu）的廟宇在

1902 年開放使用，因此可以看到兩種不同打扮的信眾：除了入口左方數人外，幾乎全

部男性均為戴頭巾及留鬚的錫克教徒。在 1911 年的人口統計中顯示，香港印度人口約

為二千，錫克教徒則佔近四分一，印度教徒則只有 70 人。這張照片的內容正好反映出

這個人口分佈。



乙部 – 原始史料

37

些利街為穆斯林而設的清真寺照片24.

資料來源：由製作本教材的成員提供

37

位於中環些利街 30 號的 Jamia Mosque 是香港首座清真寺，又被稱為「摩羅廟」。該

廟最初為部分穆斯林於 1849 年興建的一座禮拜用的石屋。1870 年向政府申請撥地後，

才正式建成全港第一座清真寺。及至 1915 年，該寺又獲得印度孟買富商 Haji Mohamed 

Essack Elias 捐款重建。現時該寺佔地約四千平方呎，可以容納超過四百人；並於 2010

年成為一級歷史建築。基本上除了整座寺廟的顏色從灰白色轉為綠色以外，仍保留了

1915 年重建後的外貌，例如原有的尖塔和支柱等建築特色。



乙部 – 原始史料

38

	印度教寺廟25.

資料來源：香港印度教協會網址
     http://www.hinduassociationhk.com/4-1Photos.html

38

位於香港島快活谷（跑馬地）黃泥涌道 1B 的印度教廟，於 1953 年落成，是香港境

內歷史最悠久的印度教廟宇，其建成全賴始創於 1949 年的香港印度教協會（Hindu 

Association Hong Kong）一力促成。其建築風格屬於較簡約的「北印度式」，廟內主要

供奉印度教主神如毗濕奴、濕婆，以及象頭神等。每逢排燈節、鎮邪節和潑水節等印度

教傳統重要節日慶典，均會在該廟舉行節慶活動。在港定居的印度教徒如有需要，也可

依據《香港婚姻條例》在廟內按印度教的風俗禮儀，舉行訂婚和結婚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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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s contact with China goes back twenty-three centuries when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India, and India's association, mainly economic, with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dates from the very date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lony in 
1841.

Prior to this year (1841) Indian firms were carrying on business in Macao and Canton, 
the pioneer in recent Indo-Chinese trade being the late Sir Jameshetji Jeejeebhoy, 
Bart, a Parsee adventurer from India.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late Mr. Jardine, they 
carried on a lucrative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and the Parsee knight introduced 
into India Chinese bangles, glass bottles, silks, tea, cassia and sugar from China. 
He almost monopolised the bottle trade and even to this date his House is known in 
India as 'bottlewala' (owner of bottles). From India, they brought handwoven cotton 
piecegoods, cotton yarn, spices, and unfortunately also opium.

This trade was continued by other Indians who followed in his footsteps, and they 
carried on trade from Canton and Macao, but shifted to Hong Kong as soon as the 
Colony was founded by Great Britain in 1841. 

From 1841 to 1880, the firms which did a good deal of business in Hong Kong were 
N. Mody & Co. (1842), Abdoolally Ebrahim (1842), who are still carrying on their 
business in the Colony and will celebrate their centenary next year, Ghandy & Co. (with 
which were associated the brothers of Sir Pherozshaw Mehta, the great Indian leader 
of late nine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early years of the present century), Currimbhoy 
Ebrahim & Co., D. Naoroji & Co., Cawasji Pallonji & Co., Bomanjee Karanjia & 
Co. and others. Messrs. D. Naoroji & Co. were the original owners and pioneers 
of the ferry service beteen Hong Kong and Kowloon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is effort is the present Star Ferry.

一篇 1941 年出版關於印度在港商民的文章26.

資料來源：Vaidya, V.B, "Indian pioneers ," Hong Kong centenary commemorative talks, 1841-1941.
(World News Service, 1941), 108-110.a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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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譯自 Hong Kong Centenary Commemorative Talk, 1841-1941
 以上中文版本翻譯自英文原始史料。

40

這是印度商人在 1941 年為慶祝英國殖民管治香港 100 週年而撰寫的演說。印度商人

對內通常以宗教（如錫克教、伊斯蘭教） 或地區（如孟買）來建立群體，他們早在

1841 年已來港營商，當中知名的包括來自孟買的巴斯人何穆士治律敦治 ( Hormusjee 

Ruttonjee) 和來自加爾各答的阿美尼亞人吉席遮打爵士 ( 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當

時在港印度人有 4,745 人，但不同社群均各自為政。其後為整合社群力量，在 1940 年

終成立香港及南中國印度協會。印度商業社群於 1952 年成立香港印度商會，在香港經

濟方面作出貢獻。

印度與中國的接觸可以上溯二十三個世紀之前，當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時；而印度協會，

主要是經濟方面的，與香港的關係則可以上溯至 1841 年殖民管治的開始。

早在 1841 年前印度的公司已經在廣東及澳門營運，而最近印中貿易的推動者則為已經

去世的噫之皮爵士，一個來自印度的巴斯冒險家。在和已故的渣甸先生合作下，他們在

印度與中國之間建立了一個有利可圖的貿易，而巴斯人還自中國向印度引進了中國的手

鐲、玻璃瓶、絲綢、茶葉、肉桂以及糖。他幾乎壟斷了瓶子的貿易，以至時至今日他的

家族在印度仍然被稱為「瓶子華拉」（瓶子的擁有者）。自印度，他們（為中國）帶來

了手製棉織品、棉紗、香料，以及很不幸地還有鴉片。

這個貿易被跟隨著他步伐的印度人接手繼續經營，而且他們繼續貿易的同時，並當英國

於 1841 年開始在香港的殖民管治後，旋即轉移到香港。

 自 1841-1880，在香港經營得很好的企業包括有 N. 麼地公司（1842）及鴨都喇利

（1842）；干地公司（由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早期印度偉大的領袖人物，敏達兄

弟所聯合營運的），咖嚴邦易巴拉謙公司，D. 拿羅占公司，沙華占帕隆帕公司，波曼

止卡拉占亞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司，則屬於那些仍然在殖民管治的香港營運而且即將在明

年慶祝一百週年紀念的企業。而麥斯拉 . D. 拿羅占公司是來往香港島及九龍地區的小輪

服務的持有者及先驅，這些成就後來發展成為現今的天星小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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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印度人追悼甘地，1948	年 2	月 13	日27.

 資料來源：工商晚報，1948 年 2 月13 日

甘地在 1948 年 1 月 30 日遇刺身亡，在港印度人於 2 月 15 日為甘地舉行追悼會，追

悼消息刊登於 2 月 13 日的華文報紙，在當日起喼道摩羅廟有施飯和誦經。喼道 Gap 

Road 即灣仔峽道，在 1948 年前喼道在灣仔道以東的一段撥給皇后大道東，所以報紙所

說的喼道摩羅廟，應該是位於皇后大道東與司徒拔道附近的錫克廟。這所錫克廟在香港

有悠久的歷史，可追溯至 1901 年來港英軍內的錫克教徒。廟宇對在港印度人來說不單

是宗教活動的場所，更是社區中心，他們在香港的身份和社會生活圍繞著這些廟宇建立

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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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 年 7月港督戴維斯致殖民地部大臣史丹利有關在港巴斯人的信	28.

上文摘自 1845 年時任港督戴維斯向英國殖民地部大臣的匯報，當中便顯示不少巴斯裔

商人認為香港逐漸具備營商條件，於是陸續移居香港。這些巴斯裔商人早於 18 世紀末

英國東印度公司到廣州進行商貿活動時，便伴隨而至。後來當英國管治香港後，便開始

將商行遷往香港，在港從事商貿活動。這也顯出當時大部分在港生活的巴斯裔人士均為

商人。

資料來源：中文譯自 Letter from Sir John Davies to Lord Stanle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CO129/12, 10 July 1845.
以上中文版本翻譯自英文原始史料。

「我很高興地向你匯報，一群善於營商並曾在廣州經商

的巴斯人，有鑑於香港所具備的良好優勢，已移居本港。	

他們以團體的名義向我申請一幅離維多利亞城有些距離

的專用土地，以作為安葬他們族人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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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商人麼地爵士照片29.

麼地爵士（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 1838-1911）於 1838 年在孟買出生，是印度

巴斯人，信奉拜火教（祆教），是香港著名的印度商人，更是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1846-1926）的合夥人。遮打爵士是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重要主管。20 世紀

初，港督盧嘉（Sir 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 1858-1945）在香港開辦一所大學的

建議不獲英國政府批准，盧嘉便努力尋求內地和香港的資金。最終麼地捐出 15 萬元作

為大學的興建費和落成後的營運基金，使香港大學的本部大樓得以順利竣工。1912 年，

香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落成，香港西醫書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亦合併成為大學醫學院。

資料來源：由製作本教材的成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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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香港政府憲報有關委任有華人血統的巴斯人羅旭龢

(Sir	R.	H.	Kotewall) 成為議政局議員事宜（巴斯人）
30.

羅旭龢（Sir Robert Hormus Kotewall）於 1880 年在香港出生，是巴斯華人混血兒。他

曾在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和拔萃男書院（The Diocesan Boy's School）讀書，

曾任職香港政府多個部門，例如警隊、裁判署和布政司署，其後在 20 世紀初他踏足商

界，為多所公司的董事長和顧問，是二十世紀香港重要的政商人物。在 1925 年省港罷

工期間，他努力協助香港政府解決罷工事務，包括團結商界以維持經濟，並前往廣州進

行斡旋工作。後於 1936 年，獲港府委任為議政局 ( 後稱行政局 ) 非官守議員。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憲報 (1936)
以上中文版本翻譯自英文原始史料。

總督閣下很高興地暫時委任，並服從於陛下的意思，茲委任

羅旭龢爵士	 C.M.G,	 LL.D.	成為議政局非官守議員，任命將

在 1936 年 7月 9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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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小輪	( 巴斯人創辦 )31.

資料來源：Harrison Forman Collection,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https://collections.lib.uwm.edu/digital/collection/agsphoto/id/16317/rec/4

1860 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港府隨即開發新獲取的九龍半島，以舒緩港島區的土

地不足問題。九龍半島日見繁榮後，開始出現大量市民需要往返港島和九龍的情況。

1880 年，一名拜火教信徒創立「九龍渡輪公司」（Kowloon Ferry Company），展開了

蒸汽船載客渡輪服務，其蒸汽船均以「星」字命名。1895 年，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1846-1926）收購該公司，並成立「天星小輪公司」（Star Ferry Company）。

渡輪的服務帶動九龍地區的發展，加強了港島區和九龍半島的人口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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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敦治療養院	( 巴斯人捐獻 )32.

律 敦 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 1880-1960） 於 孟 買 出 生， 是 巴 斯 人， 於

1892 年到香港居住。他在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讀書，畢業後接手父親的洋

酒行工作。他熱心香港的防癆慈善事業，在 1948 年成立香港防癆會（The Hong Kong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另亦捐出 85 萬，將前皇家海軍醫院（Royal Naval 

Hospital）改建為律敦治療養院（Ruttonjee Sanatorium），專門接收由香港政府診所轉

介的肺結核患者，並配合香港政府的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erin, BCG）注射運

動，為市民提供免費的卡介苗接種，從而減低兒童患上肺結核的人數。

資料來源： 聖高隆龐外方傳教會網上資源

https://www.columban.org.au/media-and-publications/the-far-east-magazine/archive/2016/the-far-
east-may-2016/a-group-of-valiant-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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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重要政商葡籍布力架的剪報33.

布力架（José Pedro Braga，1871 － 1944）是香港戰前重要政商人物，在聖若瑟書院

接受教育，曾在士蔑西報（The Hongkong Telegraph）及路透社（Reuters）工作。他在

1919 年獲委任非官守太平紳士後，歷任潔淨局、定例局 ( 後稱立法局 )、遊樂場地委員

會（Playing Fields Committee）、廣播委員會委員等公職。布力架在商界亦非常活躍，

曾參與省港澳輪船公司（Hong Kong, Canton and Macau Steamboat Co., Ltd.）、香港麻

纜公司（Hong Kong Rope Manufacturing Co., Ltd.）等公司的營運，並與當時重要華洋

商人如何東等關係密切。1941 年香港淪陷後，布力架前往澳門，於 1944 年病逝。旺

角的布力架街即以他命名。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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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捐獻興建的玫瑰堂照片34.

九龍玫瑰堂是九龍區歷史最悠久的天主教聖堂。義和團事件期間，英國從印度調派數營

軍隊到九龍屯駐。為了軍隊中約一百名天主教徒及其他教友的需要，德若翰神父（Spada, 

Giovanni M. 1867—1950）借用嘉諾撒修會的場地進行彌撒，並於 1901 年間在該處

建築一所可容納八百人的小聖堂。其後教友人數不斷增加，小聖堂不敷應用。1903 年

10 月，葡萄牙籍教友甘曼斯醫生（Dr. Anthony Gomes）慷慨捐款，並獲得嘉諾撒修院

讓出土地後開始興建新聖堂。1904 年 12 月 10 日，由香港副代牧翟伯祿神父（Fr. De 

Maria）為新聖堂舉行奠基祝聖儀式，開始玫瑰堂的興建工程，並安放下建堂石碑。該

堂於 1905 年 5 月 8 日落成，由翟神父主持祝聖及開幕禮。

資料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乙部 – 原始史料

4949

建新營造有限公司有關聘用俄籍斯科索夫的信件	35.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以上中文版本翻譯自英文原始史料。

1946/47 為香港黃埔船塢有限公

司擔任營造商，包括圖

則準備工作。

總辦事處，主倉庫，大

制圖室及海堤等的復原

工作，均在太平洋戰爭

中被轟炸以至嚴重受損。

同上 為香港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擔任營造商，包括圖

則準備工作。

修復發電廠，海堤；重

建第八號 20,000 千瓦渦

輪發電機的地基及泵坑，

均在太平洋戰爭中被轟

炸以至嚴重受損。

1948/49 任職於建新營造有限公

司的物業管理部。

四座磚製—混凝土外框

加固住宅。

同上 為南洋紗廠有限公司擔

任建築師。

紗 廠 大 樓， 可 以 容 納

15,000	紡錘及共有 300

部織布機的紡織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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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索夫 1893 年生於俄屬波蘭，他在 1918 年在聖彼得堡取得工程學位後，到中東

鐵路（Chinese Eastern Railway）工作，然後到上海任職工程師。為避開戰亂，他在

1938 年到香港，加入於 1922 年創立，為當時香港最重要的工程公司之一的建新營造

有限公司，並加入香港義勇防衛軍，於 1941 年 12 月香港戰役期間被俘，在戰俘營中

渡過戰爭。戰後，他成為建新營造的總經理，並於 1952 年移民到美國。他的經歷，與

不少俄國內戰後到香港生活的俄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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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俄籍香港水警36.

十九世紀華南地區海盜活動頗為猖獗，雖然殖民政府在當時多次對海盜進行征剿，但始

終未有將之根治。直至 1920 年代，海盜活動再次死灰復燃，為免被皇家海軍或水警截

擊，他們先假扮乘客上船，待船隻駛至公海時才佔領並洗劫船隻，甚至把富有乘客綁架。

當時香港警隊招募了不少在港俄人為駐船的反海盜衛隊（Anti-Piracy Guard），以保護

來往輪船免受劫持。這些俄人部分曾為軍人，並在俄羅斯內戰中與紅軍作戰，被稱為「白

俄」（White Russians）。不少白俄在內戰後被迫流亡亞洲，部分定居香港。

資料來源：《警聲》，第 777 期，2004 年 6 月16 日至 6 月 29 日

https://www.police.gov.hk/offbeat/777/eng/f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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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 年至 1931 年居港德籍人士數目37.

十九世紀中後期以來的香港非華人社群當中，不少為德籍人士。從上表的統計數字可

見，儘管居港德籍男性人口在 1871-1881 年間稍有下降，至 1891 年才回升，但在

1906 年以前，數字整體而言可說是穩步上升。另一方面，表中可以看到 1911 年時男

性居民的數字才又一次略為下降，而 1921 年居港德籍人士數目更一度降至只餘下三名

女性，直至 1931 年才開始回復到正常水平，這個波幅與一次大戰的發生，政府沒收德

人資產不無關係。

資料來源：香港人口統計資料

Year Males Females Total

1871 152 18 170

1881 138 50 188

1891 149 59 208

1896 203 89 292

1901 232 105 337

1906 237 122 359

1911 214 128 342

1921 - 3 3

1931 95 61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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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肥皂廠，攝於 1908 年	38.

F. Blackhead & Co. 由在港德人斯華哥夫（F. Schwarzkopf）於 1890 年在筲箕灣建立。

斯華哥夫 1855 年到廣東西江經商，英法聯軍之役期間轉到香港，其業務以出售船艦

物資和煤炭，並供應經過香港的德、俄、奧三國軍艦為主（三國於 1873 至 1887 年

正處於同盟關係，稱三帝同盟 Dreikaiserbund）。斯華哥夫在香港的公司以其英文直譯

Blackhead & Co. 命名，例如訊號山的另一名稱「黑頭山」即為 Blackhead Point 的直譯。

斯華哥夫的兒子亦繼承父業，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政府沒收德裔居民產業為

止，因為當時德國和英國是處於敵對的關係。

資料來源：Walk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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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美最時洋行的創辦人赫爾曼美最時及職員，攝於 1873 年39.

美最時洋行（Melchers & Co.）是德國一間歷史悠久的大型貿易公司，由卡爾美最時

（Carl Melchers）及卡爾福克（Carl Focke）於 1806 年在德國不來梅（Bremen）成立，

從事國際進出口業務，是當時歐洲公司當中，最早開始對北美洲貿易的。到十九世紀中

葉，在赫爾曼美最時（Hermann Melchers）帶領下，美最時亦開始把業務擴張到東亞地

區，於 1866 年在香港建立了駐中國的首家分公司。這張赫爾曼與一眾華洋職員的合照，

正好反映了當時洋行一般都會僱用華洋職員的情況。

資料來源：Bard, Solomon, Traders of Hong Kong: Some Foreign Merchant Houses, 1841-1899, H.K. 
Urban Council, 1993,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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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禮和洋行在香港的分行，攝於 1906 年40.

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是東亞地區著名的德資企業之一，最初為 1845 年由普魯

士王國（Kingdom of Prussia）及薩克森王國（Kingdom of Saxony）駐廣州首任領事理

察德馮卡維茨（Richard von Carlowitz）與德國商人海谷德（Bernhard Harkort）一同創

立。卡維茨在 1855 年海谷德退出回國後獨立經營，並在 1866 年進入香港。禮和洋行

在當時以進口德製重型機械，採礦設備及軍火聞名，例如德國軍火商為克虜伯（Krupp）

及瑞典博福斯（Bofors）等擔任在華代理。在照片拍攝時，禮和洋行的總行已經搬遷到

上海。

資料來源：Carlowitz & Co., Hamburg, Hong Kong, New York, China and Japan,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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汎美航空「中國飛剪號」水上飛機的廣告	( 香港及東南亞 )41.

汎美航空（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在 1930 年代至 1990 年代，曾是美國的主

要航空公司。在 1930 年代，汎美旗下大部分飛機均以「飛剪」（clipper）命名，其中

之一便是往來中美兩地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lipper）。最初汎美航空採用馬丁 M-130

水上機（Martin M-130），但其後便換成圖中的波音 314（Boeing 314）。在當時汎美

航空的一個賣點，是擁有能進行洲際飛行的機隊，乘客飛抵香港後，即可換乘汎美營運

的中國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飛往其他城市。完善交通促使

香港成為各國人士在亞洲定居的理想之地。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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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人、泰國人、印尼人在港居住人口數量，1979-201142.

資料來源：《香港1980》（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81）；《香港1982》（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83）；《香
港1984》（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85）；《香港1986》（香港：香港政府印務局，1987）；《香港1988》（香港：
香港政府印務局，1989）；政府統計處，《香港 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政府
統計處，2012）網頁：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70_tc. jsp?productCode=B112006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印尼等國相繼獨立，其國民亦以移民身分在

香港定居。泰國未有成為殖民地，泰國人早於十九世紀末已在包括香港等亞洲各地定

居，建立獨特的社群。戰後香港經濟日漸發達，不少東南亞國家的國民選擇移居到香港，

其人數亦逐年增加。從上表可見，至 1970 年代末，菲律賓、泰國和印尼共有 18,400

人在港居住。這個數字在 2011 年已增加至近 280,000 人。這個增幅的最大原因是從印

尼與菲律賓來港的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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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歌曲《孩兒》香港版本的歌詞摘錄 (1979)43.

 資料來源：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

在 1950 年代，香港已有一批菲律賓樂手在夜總會等場所演奏歐西樂曲，菲律賓的音樂

亦影響亞洲流行歌曲的發展。《孩兒》一曲，改編自菲律賓歌曲 “Anak”，“Anak”

是由菲律賓歌手 Freddie Aguilar 作曲、作詞和演唱，內容是關於父母對兒女的愛，

Freddie Aguilar 第一次演唱該曲是在 1977 年馬尼拉的音樂比賽，之後大受歡迎，亦出

現不同語言的版本。中文版由鄭國江填詞，譚詠麟主唱，在 1979 年推出。

孩兒出生一聲哭叫

曾替你兩老慰寂寥

曾是願望夢幻的化身

時時刻刻關心相指引

教你養你已成人……

切記跌了你要快快起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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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移民工牧民中心的文件系列封面 ( 菲籍 )44.

資料來源：Mission for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Hong Kong

59

移民工牧民中心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註冊慈善組織，成立於 1981 年，是一項香港聖

公會聖約翰堂的外展服務，為在港的菲律賓移民傭工在宗教、社會福利和教育各方面提

供服務。此文件的其中一項目的是展示在港菲傭不斷增多的原因。在 1970 年代之前，

菲傭只有數百人，但之後人數急速增長，到 1982 年已超 19,000 人。在 1980 年代，

香港需要本港女性勞動力參與服務和製造業，故政府引入外地家庭傭工。自那時起，菲

律賓人漸漸成為香港社會的一份子，為香港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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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籍菲力比爾格 (Felix	Bieger) 談及早期的吉地士餐廳的訪問內容45.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以上中文版本翻譯自英文訪問內容。

我在吉地先生的吉地士餐廳開業後一個月入職，當時我們為客人提供瑞

士、英國、法國、俄國及中國菜。當時就是這樣，但這間餐廳被人稱為「那

間餐廳」。我意思是，餐廳被稱為蘇伊士以東最好的餐廳。不過在（半島）

酒店於 1928 年開業時，吉地士原本只是一間雞尾酒吧。大戰結束後，

它變成了馬克斯咖啡廳。馬克斯咖啡廳是以當時的主廚馬克斯來命名

的……然後在1953 年時，吉地先生說他不介意把咖啡廳變成一間餐廳。

他（馬克斯）跟他（吉地先生）說，你想怎樣命名這間餐廳？所以里奧吉

地便說，這個嘛，我當然要把它命名作「吉地士」。這實在是一個棒極了

的主意，你保證會得到美食和最好的服務。而且你也知道，即使在五十年

後的今天，我會說在香港，遠東以至是整個世上，它還是最頂級的餐廳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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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力比爾格（Felix Bieger）於 1945 年 7 月開始在半島酒店的吉地士餐廳任職廚師，

隨後還成為了餐廳的經理。在訪問內容中，可以增加我們對吉地士餐廳的認識。吉地士

在半島酒店於 1928 年開業時只是一間雞尾酒吧，在戰後則變成了一間以大廚馬克斯命

名的咖啡廳。直至 1953 年，在吉地（Gaddi）先生的意願下，轉型成為一間供應瑞士、

英國、法國、俄國及中國菜的餐廳。

詳情可細閱以下訪問片段，從而了解更多有關菲力比爾格談及早期的吉地士餐廳。

https://historye-learning.edb.hkedcity.net/video/source-51.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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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龍 (Sarbajit	Gurung) 談及有關參與農業訓練課程的啹喀軍人的訪

問內容
46.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以上中文版本翻譯自英文訪問內容。

實際上，啹喀他們並不懂得說英語。大多數，他們中的大多數，連廣東話

都不會，這是因為他們並不太熟悉外間的人。所以我們需要以啹喀語來教

他們……以尼泊爾語。（對）所以我們需要教他們怎樣飼養雞、豬，以及

一些園藝技巧，例如種植花卉以及一些水果，並製造軟黃豆及豆腐。還有

的是，我們還需要為他們提供一些和蜜蜂有關的課堂，怎樣製作蜂蜜。所

以每一門科目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導師，例如一旦他成為雞隻方面的導師，

代表他們要以尼泊爾語來教那些學生……

https://historye-learning.edb.hkedcity.net/video/source-52.mp4
詳情可細閱以下訪問片段，從而了解更多有關古龍及嘉道理農場提供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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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一位名叫古龍（Sarbajit Gurung）的退役啹喀軍人對退役踞喀農業訓練課程的回

憶。古龍在 1974 年加入英國陸軍，服役 20 年後於 1994 年退役。他在退役前曾參與

農場的訓練課程，而且還擔任課程的啹喀總講師（Gurkha Chief Instructor），在 1994

年接替去世的課程總監，直至 1996 年課程完結為止。從訪問中得知，課程除了雞、豬

的飼養技巧外，還會教授園藝及水果種植等商業耕種的技巧。由於啹喀軍人普遍中英文

不太熟練，因此課程往往需要像古龍等啹喀軍人出任導師來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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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瑪格（Christian	Ramage）談及在香港法國社群的訪問內容47.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以上中文版本翻譯自英文訪問內容。

						……在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在香港那裏（的法國人）要少得多。我

們覺得在 2008 年大概有八千名法國人住在香港，或許有一萬人。肯定的

是，有大約八千人已經向法國駐港領事館登記了。他們大多數……對，他

們大多數，他們在香港只有數年時間，因為他們大多數，他們在銀行中工

作，在法國銀行，在法國機構，小部分在金融機構以及在其他外國銀行工

作。他們不只限在法國銀行中工作。但他們大多數，他們在香港這裏停留，

大概三年，四年，或許五年。香港的法國人社群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把

餘生留在香港定居的。他們不會成為中國公民，這就是與紐約的法國人

社群的不同。他們在這裏（香港）是因為這裏有很多機遇…機遇，由於中

國的改革開放。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在 80 年代來到而且他們決定在這裏

停留，因為這裏擁有與中國合作的大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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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頓拉瑪格（Christian Ramage）在法國出生成長，在前往聯合國工作前曾入讀海

軍學院，在 2008 年接受訪問時，曾是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代理總領事（Acting Consul 

General of France in Hong Kong and Macao）。他指出香港的法國社群與紐約等國際大

城市的法國人群體有所不同，例如在紐約的法國人從事各行各業，而且以成為美國公民

為目標。但在香港的法國社群絕大多數從事銀行業工作，而且大多數因為職業問題留

港，只有很少數人成為公民。他們來到香港，主要與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帶來的

發展機會有關。在 2008 年，香港的法國社群大約有 8000 至 10000 人。

詳情可細閱以下訪問片段，從而了解更多有關拉瑪格（Christian Ramage）談及在香港的法國社群。

https://historye-learning.edb.hkedcity.net/video/source-53.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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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一

猶太人 (J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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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1

示例一 猶太人

中英文詞彙

認識在港猶太人的由來、在港著名猶太家族及他們

的貢獻

關注他人的福祉
欣賞不同族裔之間互助及包容的精神
接納文化上的不同和尊重他人

追溯歷史的發展、分析原因、結果及影響	
運用協作能力、慎思明辨能力、自學能力及資訊科技
能力	

猶太人 The Jews

沙遜家族 Sassoon Family

嘉道理家族 Kadoorie Family

猶太教莉亞堂 Ohel Leah Synagogue

集中營 Concentration Camps

賽法迪猶太人 Sephardi Jews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 Ashkenazi Jews

猶太新年 Rosh Hashanah

普珥節 Purim

啹喀 Gur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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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 a y e r 	模型

猶太人歷史發展時間線	( 資料 A)
猶太民族	( 資料 B)
猶太人來到香港的由來	( 資料 C)

預習：猶太人有什麼獨有的節日？與中國傳統節日有什麼
異同？

猶太教莉亞堂	( 資料 A)
香港在 1871-1921	年的猶太人口統計	( 資料 B)
猶太人的新年晚宴及儀式	( 資料 C)
猶太社群在香港過新年	( 資料 D)

中華電力公司與嘉道理家族	( 資料 A)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支出表	( 資料 B)
駐港英軍啹喀退伍軍人使用的農業教材	( 資料 C)	
一間女子中學的學校歷史	( 資料 D)

猶太人的貢獻—港督彌敦
香港華字日報於 1907 年的一篇報道	( 資料 A)
一篇有關港督彌敦的文章	( 資料 B)

前測活動

在港猶太人知多少

探究問題 1 

猶太人是誰？
他們為何來到香港？

探究問題 1 

猶太人如何在香港落地
生根？

探究問題 2 

猶太人怎樣貢獻香港？

延伸學習 ( 一 )  

彌敦只是一條街道的名
稱嗎？

課題一 : 在港猶太人的由來

課題二：猶太人在香港的生活及其貢獻

探究問題 2 

哪些是香港著名的猶太裔
家族與人士？

沙遜家族	( 資料 D)
嘉道理家族	( 資料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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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昔圖片比較
建議觀看影片「中華電力的建立」	( 香港百人第三十二集 )

網上搜尋關鍵詞
觀看有關莉亞堂的短片
瀏覽兩個網頁，了解多一點猶太新年的習俗

延伸學習 ( 二 ) 

飲水思源：電從何來？

延伸學習 ( 四 )  

何處尋找在港猶太人的足
跡？	

延伸學習 ( 三 ) 

非一般的農場：嘉道理農
場如何助人自助？

一則描述嘉道理農業輔助會運作的資料，以及嘉道理爵士與

其兒子的合照	( 資料 A)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發明的灑水灌溉系統	( 資料 B)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紀錄片 ( 電子學習 )	( 資料 C)

駐港英軍啹喀退伍軍人重投社會訓練計劃信箋	( 資料 D)

一幀啹喀兵正在嘉道理農場接受養豬訓練的照片	( 資料 E)

一幀啹喀兵正在嘉道理農場接受養雞鴨訓練的照片	( 資料 F)

一段有關啹喀退伍軍人古龍的錄影訪問	( 資料 G)

甚麼個人因素促使伊利
嘉道理發展慈善事業？

香港當時的社會環境又
如何促使嘉道理家族落
實慈善事業計劃呢？

試指出「嘉道理農業輔
助會」如何實踐其「助人
自助」的理念。



《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70

在港猶太人知多少

試以個人所知完成下表 :

名門望族

嘉道理家族
沙遜家族

猶太教莉亞堂

在港尋找發展機會

( 建議答案 )

 嘉道理農場
中電集團

居港猶太人

到港的由來

廟宇及宗教服飾 對香港的貢獻

課題一	在港猶太人的由來

1.	猶太人是誰？他們為何來到香港？

2.	哪些是香港著名的猶太裔家族與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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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是誰？他們為何來到香港？

猶太人歷史發展時間線資料 A

1

猶太人流散於世界各地，但仍保持着獨有的宗教與文化傳統，亦因此猶太人與當地族群經

常產生矛盾。二十世紀前後，歐洲已發生多次反猶太人浪潮，其中最嚴重的發生於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

在二戰期間，德國佔領歐洲大部份領土，並且在本國及佔領地逮捕猶太人。德軍以協助猶太人

建立「新家園」為名，將猶太人送到「隔離區」，並有組織地建立起集中營，將猶太人有系統地

屠殺。德軍常會以「洗澡」為名，將猶太人困於集中營的毒氣室內，再釋放毒氣將他們殺死。居

於集中營的這些猶太人會被強制勞動、虐待，根據倖存者的憶述，集中營內生活如煉獄。整個

大戰期間有近 600 萬名猶太人被殺害，包括近 150 萬兒童。

資料來源 : 整理自以色列駐華大使館網頁

ht tp://embassies.gov.i l /bei j ing/AboutIsrael /history/Pages/%E9%87%8D%E8%A6%81%E5
%8E%86%E5%8F%B2%E4%BA%8B%E4%BB%B6.aspx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猶大王國被巴比倫征服
耶路撒冷被毁 ;
多數猶太人流亡

猶太民族的祖先定居
在以色列故土

耶路撒冷和第二
聖殿被毀

第二次世界大戰 , 歐洲
猶太人遭大屠殺

猶太君主國建立，

掃羅為第一位國王 耶穌出生

羅馬征服耶路

撒冷

猶太人起義反

對羅馬

......

以色列宣佈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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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民族

19 世紀居港猶太人的由來

資料 B

資料 C

猶太人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從公元前 63 年猶太民族建立的最後一個國家被羅馬所吞併，至以

色列立國的兩千多年以來，他們沒有自己的國家，常因遭受歧視或迫害而顛沛流離。長年累月

寄人籬下，但這不單沒有減低了他們的民族身份認同，反而把他們磨練得更堅忍，凝聚力更強。

猶太人精於計算，是天生的商人，故往往能在寓居地脫穎而出，成為社會上的領袖人物。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經濟方面

社會方面

1) 根據資料 B 及 C，來到香港的猶太人對香港帶來什麼影響？試從經濟及社會兩方面解釋。

有開小型餐館的、有從事 
娛樂事業為生的

建立商業王國

逃亡，受歐洲政治運動迫
害，被香港局勢安定所吸引

看中英國管治下的香港發 
展商貿的優勢

歐洲中東

略有資金，部分為專業人士有豐厚的資金

猶太人精於計算 ( 資料 B)，部份有豐厚的資金及豐富的商業貿易經驗 ( 資料 C)
，為香港帶來商機

猶太民族特性堅忍勤奮 ( 資料 B)，而且部份是專業人士 ( 資料 C)，為香港帶來
優秀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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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可分為賽法廸 (Sephardi Jews) 與阿什肯納茲 (Askanazi Jews) 。賽法廸主要生活於中

亞，而阿什肯納茲則主要定居於歐洲。來到香港的首批猶太人是來自中東、印度的賽法廸猶太

人。當時英國人向中國進口鴉片獲利，而這批猶太人就有份參與其中，鴉片戰爭後英國佔領香港，

他們就成為了本港第一批猶太移民。十九世紀中後期，他們挾資金及豐富營商經驗，在香港建

立商業王國，例如沙遜及嘉道理家族。

1917 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俄國內戰隨即爆發，戰敗一方的軍人、家屬支持者南逃到中國，當

中即包括大批俄羅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其中不少到達中國東北、上海，亦有人南下到達香港。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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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香港著名的猶太裔家族與人士？

沙遜家族（Sassoon Family）

嘉道理家族 (Kadoorie Family)

資料 D

資料 E

1844 年，大衛沙遜（David Sassoon）到達廣州後，短短五

年間沙遜家族已經在中國沿岸建立了穩固的商業基礎。在

1857 年於香港建立辦公室後，幾乎大部分在內地及香港的

猶太人均在沙遜家族手下辦事。其兒子當中，亞瑟（Arthur 

Sassoon）為 匯 豐 銀 行（HSBC）創 辦 人 之一，弗 里 德 里 克

（Frederick Sassoon）曾獲委任進立法局。

伊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圖中）最初曾在孟買、香港及內

地華北的條約港為沙遜家族效力。在 1880 年代，伊利嘉道

理回到香港經營貿易中間人工作。1883 年進一步投資，開

設中華電力（China Light & Power Company Syndicate）及

半島酒店（Peninsula Hotel）等項目，成為家族主要的經營項

目。其後伊利的長子羅蘭士嘉道理（Lawrence Kadoorie，圖

右）接手了家族的生意，而賀理士嘉道理（Horace Kadoorie，

圖左）則集中經營家族慈善事業，包括嘉道理農業輔助會

（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7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8

1) 細閱資料 D 及 E，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猶太人如何促進香港的發展？試參考資料 D	及 E，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沙遜家族的成功促進了猶太人到香港投資營商，並且個別參與了立法局。( 資料 D)
嘉道理家族除了在投資香港的公營事業 - 中華電力外，更參與在香港的慈善事業，包括嘉道
理農業輔助會。( 資料 E) 1890 年，猶太商人庇理羅士 (Emanuel Raphael Belilios) 捐助
當時香港政府用以建立一所女子書院，使學校得以建成，並設立了若干為中學生而設的獎學
金，該學校今日仍以他的名字命名。( 個人所知 )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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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沙遜家族 有關嘉道理家族

時至今日，沙遜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在香港留下很多的歷史足跡。除了上述提

及的，試搜尋其他的資料，例如與他們相關的香港街名、設施、機構等，向

組員匯報，並把其他同學的匯報記錄下來。

參考資料：

沙遜洋行：初期從事貿易，然後投資

地產、航運及銀行。

猶太廟莉亞堂：猶太教莉亞堂建於 

1901 年，是全中國唯一現存的猶太

教堂。沙遜兄弟為了紀念其母親莉亞

(Leah Elias Sassoon)，特別捐出土地

獨力資助興建這座教堂。

沙宣道：位於香港島南區的道路，連

接西高山薄扶林道瑪麗醫院一帶及域

多利道近沙灣一帶。

參考資料：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嘉道理兄弟在

1951 年創立，研究及開發農業技術。

加多利山：是嘉道理的另一個譯法。

有兩條主要道路，其中一條命名為嘉

道理道。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1890 年，嘉道

理家族撥款興建。1916 年，香港政府

接手管理該校。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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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

猶太人有什麼獨有的節日？與中國傳統節日有什麼異同？試搜尋相關資
料，然後與同學分享。

猶太教莉亞堂資料 A

莉亞堂建於 1902 年，是香港首間正式猶太會堂

（Synagogue）。該堂建成實有賴於雅各沙遜（Jacob 

Sassoon）及其兄弟的捐獻，以其母親莉亞（Leah）

命名。由於早期在港的猶太人大多數為來自巴格

達的賽法迪猶太人（Sephardi Jews），因此儘管

外觀看來甚具殖民地風格，但內部結構佈局均為

典型的賽法迪風格，而且為遵守崇拜時男女分坐

的教規，二樓只供女性使用，男性均聚集在下層。

除了日佔時期被日軍徵用外，該堂是亞洲少數自

建成起即一直用作禱告之用的猶太會堂。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4

課題二	猶太人在香港的生活與貢獻

1.	猶太人如何在香港落地生根？

2.	猶太人怎樣貢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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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猶太人口統計資料 B

1)

2)

根據資料 A 及 B，試指出莉亞堂興建的兩項原因。

猶太人堅持自己的傳統並且努力維持。除了上述的建築外，香港還有沒有其他建築能反映猶太
人對自己傳統的堅持？試舉一例，並加以解釋。

年份 人數

1871 65

1881 71

1897 163

1911 231

1921 126

猶 太 遊 樂 會（Jewish Recreation Club, JRC）成 立 於

1905 年，最初會址位於一間一房的建築內，在 1909 年

獲伊利嘉道理（Elly Kadoorie）資助而進行擴建。遊樂會

旨在促進不同族裔及文化社群的交流，因此開放予不同

國籍的猶太人及來自不同文化及宗教背景的社群成員。

該會最初提供包括網球等遊樂服務，但在 30 年代戰亂

頻仍下，漸漸轉為救濟抵港的猶太難民之用。在 1941 年

12 月日軍佔領香港後兩星期，遊樂會被迫停辦，至 1949

年才告重建。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2

雅各沙遜（Jacob Sassoon）及其兄弟的捐獻以紀念母親莉亞。( 資料 A)

隨著猶太人在香港的人口不斷增長，有需要興建一個固定的會堂以供禱告。( 資料 B)

1855 年，伊利士嘉道理於黃泥涌村購買土地，興建猶太人墳場。1857 年獲政府批出土地，

並且出現首個入葬。猶太人有一套獨有的喪葬儀式，猶太人規定猶太墳場只能葬猶太人，興

建自己的墳場就反映猶太人對維護自己文化的重視。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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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猶太新年的問與答

猶太社群在香港過新年

資料 C

資料 D

問：猶太新年 (Rosh Hashanah) 在以色列都是維持兩天的嗎？

答：是的，即使在以色列，猶太新年也是兩天，兩天都是同等重要。

問：吹響多少次號角 (shofar)？

答：在猶太新年會吹響上百次的號角。其中最重要的是首三十次。

問：在猶太新年前還有什麼其他習俗嗎？

答：我們還會做慈善的事，修剪頭髮和鬍子。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新年時猶太會堂

內的佈局：牆上及佈道台前均披上

了帶有大衛星的布幕，在桌面正中

擺放了一個猶太教燭台。大衛星及

燭台均為猶太教的重要標誌。

資料 D資料 C

1) 即使遠離自己的家鄉，猶太人在香港依然會慶祝新年。試參考資料 C 及 D，填寫下表有關在港
猶太人新年的傳統習俗。

資料來源：節錄及整理自香港猶太教莉亞堂的假期指引 (5779/2018)

https://ohelleah.org/ols/wp-content /uploads/2018/08/HH-booklet-5779-Revised.pdf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1

 猶太會堂內的大衛星布幕。

 在桌面正中擺放了一個猶太教燭台。

 整齊排列的椅子方便進行禱告。

 猶太新年是兩天的。

 會吹響號角，其中首三十次最重要。

 做慈善的事，修剪頭髮和鬍子。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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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珥節（Purim）按希伯來聖經中《以斯帖記》（Book of Esther）記載，是一個紀念猶太人自古

波斯大臣哈曼（Haman）的滅絕計劃中解放的節日。普珥節是全世界猶太社群每年都會慶祝的節

日。在 1950 年在猶太遊樂會（Jewish Recreation Club）舉行的普珥節舞會，更是該遊樂會重

建完成後，在新會所中舉行的第一個社會活動。從圖中的餐單可見，當晚的菜式不論主菜還是

前菜均十分豐富，由此亦可得知普珥節對猶太人的重要性。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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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怎樣貢獻香港？

中華電力公司與嘉道理家族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支出表

資料 A

資料 B

中華電力公司（China Light & Power 

Company Syndicate）由嘉道理家族

（Kadoorie Family）於1901 年建立，

為九龍及新界地區提供電力。

在 1930 年代，為應付九龍地區不停

上 升的人口，便在 九龍何文田亞皆

老街 139-147 號建 立 總辦事處，於

1938 年奠基，1940 年落成，採用紅

磚建成。樓宇屬於現代主義風格建

築，樓高五層，兩翼對稱，設計簡約，

而大樓中軸線的鐘樓更為其主要特

色。大樓於 2009 年被評為一級歷史

建築。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KAAA）由賀理士嘉道理

爵士（Sir Horace Kadoorie）、羅蘭士嘉道理

勳爵（Lord Lawrence Kadoorie）於 1951 年

創立。輔助會主要提供農業培訓、免息貸款、

修建及推廣農場、示範各種耕種和畜牧方

法，亦有進行育種改良工作。從照片當中的

支出表細項，可以看到當年支出的

項目包括了家禽、果園、蔬菜種植甚至是養

蜂等等，由此可略知農業輔助會支援範圍之

廣。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19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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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英軍啹喀退伍軍人使用的農業教材封面資料 C

英軍特意邀請賀理士嘉道理爵士 (Sir Horace Kadoorie)

為即將退役的啹喀兵提供農業訓練課程，向軍人們教授農

業、畜牧業的知識，使其能與社會接軌，確保啹喀軍人退 

伍後的生計。而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的教學內容，亦考慮到 

當地技術及資金水平，例如圖示的農業教材內容中，便教 

授了成本及科技水平不高的傳統中國孵蛋法。

貢獻證據 / 例子資料來源

1) 參考資料 A、B	及 C，你認為嘉道理家族對香港有什麼重要的貢獻？試解釋你的答案。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17

為九龍及新界地區提供電力嘉道理家族於 1901 年建立中華電力
公司。

提供農業培訓、免息貸款、修建及推
廣農場、示範各種耕種畜牧方法，亦
有進行育種改良工作。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由嘉道理家族於
1951 年創立。

使啹喀軍人能與社會接軌，確保退伍
後的生計。

英軍特意邀請賀理士嘉道理為即將退
役的啹喀兵提供農業訓練課程。

資料 A

資料 B

資料 C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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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間女子中學的學校歷史資料 D

庇理羅士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慈善家。在捐贈 $ 25,000 予

我們學校建設一座新的三層高校舍之前，他捐贈了

$5000，用以設立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是總費用

的三分之一。 該醫院為香港西醫書院學生的主要教學醫

院，後來成為香港大學醫學系。

為拯救因貧困而被迫犯法或賣淫的中國女孩，改善她們的

福利和教育，庇理羅士先生還提供了為她們設立的感化院

舍。庇理羅士先生還設立豐富的獎學金，讓有需要的學生

在大學接受教育。

2) 參考資料 D，試指出庇理羅士先生對香港的貢獻。

1900 年代的學校相片

資料來源 :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學校網頁 (ht tps://www.belil ios.edu.hk)

1) 捐款興辦學校

2) 捐款興建醫院

3) 設立女孩感化院舍

4) 設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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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彌敦只是一條
街道的名稱嗎？

( 二 ) 飲水思源：電
從何來？

( 三 ) 非 一 般 的 農
場：嘉道理農場如
何助人自助？

( 四 ) 何處尋找在港
猶太人的足跡？

延伸學習 ( 一 )： 彌敦只是一條街道的名稱嗎？

港督彌敦

馬修彌敦爵士（Sir Matthew Nathan）是香港第一位以及唯一一位猶太裔

港督，是香港在英國殖民管治時代猶太人社群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

於 1862 年在倫敦出生，先後出任非洲獅子山（Sierra Leone）及黃金海岸

（Gold Coast）的總督，並於 1904 年以 42 歲之齡出任港督，任內大力發

展九龍，以及推動九廣鐵路（Kowloon-Canton Railway）的計劃。彌敦出任

港督期間，亦是莉亞堂（香港首間猶太教堂）的榮譽主席，對猶太人公墓的

續租出力不少。他於 1907 年離任，1939 年在英國去世。

下文選自香港華字日報於 1907 年 4 月 22 日的一篇報道。這是關於彌
敦爵士在離開香港前往南非納塔爾做總督之前的講話。資料 A

彌督起節情況

本月二十日，港督彌敦聯同隨員於下午由港督府前往大會堂接受離任頌詞。中西各界人士亦派代 

表到大會堂，向即將離任的彌督呈送頌詞。在各代表宣讀完頌詞之後，港督彌敦於掌聲中發表離 

任感言。他指出自己滿意在港期間的工作，但遺憾未能親眼目睹將在三年後落成的九廣鐵路通車。 

該鐵路的英段工程由彌督大力倡建，預計於 1910 年三月竣工，屆時華段亦可同時完工。彌督表示日

後鐵路通車後將與中國南北鐵路網連接上，對於人員往來、交通運輸大有幫助。演說完畢後，港督

隨即在各人歡呼下離開大會堂。並在十七響禮炮的伴隨下，登上郵輪，離開本港。

閱讀以下兩則史料，並回答以下問題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6

下文輯自一篇有關彌敦道的文章。資料 B

彌敦（Matthew Nathan）於 1904 年就任港督，對九龍發展作出很多貢獻。他提出夷平柯士甸道北

面的山丘，使羅便臣道伸展至加士居道口，同時擴闊路面。鑑於港九兩地有多條街道同名，1909 年

當局將九龍半島一批街道重新命名，當中包括將羅便臣道改名「彌敦道」，此舉亦是為了紀念彌敦

對開發九龍的貢獻。1904 年中英雙方就興建九廣鐵路達成共識，港府在尖沙咀填海造地，開闢漆

咸道和梳利士巴利道。1910 年九廣鐵路英段開通，1911 年 10 月 5 日全線通車，促進香港與大陸

的連繫。當時尖沙咀和紅磡設有臨時車站，直至 1916 年火車站大樓才建成，標誌着一個交通時代

的開始。

資料來源：整理自思考香港 〈彌敦道百年變遷〉

http://www.thinkhk.com/ar ticle/2017-07/11/21927.html



《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84

資料 B—思考問題

資料 B

資料 A—思考問題

資料 A

試指出這篇史料為一手史料，還是二手史料。

二手資料。因為資料選自一篇有關彌敦的研
究文章。

改善交通。因為總督當時決定延伸並擴闊道
路。

因為彌敦總督對九龍發展貢獻甚大，故以此
紀念。

在他任內建造九廣鐵路，長遠促進兩地交流。

為甚麼「羅便臣道」要更名為「彌敦道」？

試指出港督彌敦對本港發展的一項貢獻。

試指出港督彌敦就推進內地與香港交流的一
項貢獻。

試指出這篇史料為一手史料，還是二手史料。

一手史料。因為資料取自一份當時刊行的報
章對彌敦總督的直接記錄。

因為他未能目睹九廣鐵路通車便要離任。

因為此鐵路為他大力提倡興建的。

他為內地與香港的交通發展作出貢獻，九廣
鐵路的建造造福兩地交流。

為甚麼他的遺憾感會如此強烈？

試指出令彌敦感到遺憾的事情。

試於文中綜合一項港督彌敦的貢獻。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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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 二 )： 飲水思源：電從何來？

1.	根據課堂所學，哪一間電力供應商的歷史與一個猶太家族有關？

細閱以下與該電力公司有關的圖片，然後填寫表格。

1.	香港電燈

2.	中華電力

今昔對照：位於今日 _______________，電

廠於 1921	年遷至紅磡鶴園

下圖所示為 1903	年落成並投入服務，位於

紅磡漆咸道的首座發電廠。

下圖所示為 1940 年落成的電力公司總辦事處

今昔對照：位於今日 ______________ 豪宅區 ______ 與該總辦事處有歷史淵源

下圖所示為 1925 年的鶴園發電廠。

今昔對照：即今日紅磡 ______ 所在地。你

知道日佔時期有關該發電廠的故事嗎？

在此貼上今日總部大樓的圖片

資料來源 : 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https://www.hongkongheritage.org/Pages/picture_ gallery.aspx?F1JHFosXlJv2cuRBxeowd
v3kQcI+d0hTVlBuvjGXo67R5B3MdswK7Q==

中華電力

漆咸道和公主道迴旋處

九龍何文田亞皆老街 加多利山

海逸豪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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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觀看影片「中華電力的建立」	( 香港百人第三十二集 )，並根據影片內容完成
下表。

詳情可細閱片段，從而了解更多有關中華電力的歷史。

實業家名稱

是否在香港發跡

日佔時期的處境

種族

實業名稱

其建立的事業如何推動香港發展

伊利嘉道理、羅蘭士嘉道理、賀里士嘉道理

中華電力，大酒店集團，嘉道理農業輔助會

是

伊利嘉道理被指示炸毀發電機組，後離港往內地

猶太 

1. 中華電力為香港提供能源

2. 半島酒店接待無數訪港賓客

3. 嘉道理農輔會為新界村民提供協助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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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 三 )： 非一般的農場：嘉道理農場如何助人自助？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是一個環境保育教育中心及植物園，佔地 148	 公頃，範

圍橫跨了大埔區和元朗區。前稱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研究及開發農業技術，讓

1949	年來自內地的人士可以務農維生。

你可選擇閱讀以下文字資料或透過平板電腦觀看影片，有助加深對「嘉道理農業輔助

會」的了解。

甚麼個人因素促使伊利嘉道理發展慈善事業？

香港當時的社會環境又如何促使嘉道理家族落實慈善事業計劃呢？

試指出「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如何實踐其「助人自助」的理念。

下列一則資料描述了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的運作，並附嘉道理爵士及其
兒子合照乙張。

資料 A

1951 年，賀理士嘉道理爵士 ( 圖左 ) 和羅蘭士嘉道理勳爵 ( 圖右 )

兩兄弟創立了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為今天的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播

下了發展的種子。1941 年，香港共有 125 萬人居住，到了1945 年，

經歷過被日軍佔領的歲月後，全港人口只剩下約 60 萬。然而在這— 

年，國共內戰爆發，大批內地人士為逃避戰火而湧入香港，令香港人 

口在 1946 年底已激增至 150 萬。看著這些貧困來港人士，賀理士和

羅蘭士決意要幫助他們自力更生，讓他們可以過獨立和有尊嚴的生

活，同時生計亦得到保障。由於大部分來港人士在家鄉以務農維生，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給他們資源建立自己的生計。這個想法孕育出

一個目標宏大的農業輔助計劃。1951 年 9 月 28 日，嘉道理農業輔

助會正式成立，創辦人除了賀理士嘉道理和羅蘭士嘉道理外，還有胡

禮和胡挺生。

及至 1956 年，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在白牛石 ( 本園現址 ) 修建試驗

及推廣農場，示範高效及可創造盈利的耕種和畜牧方法，同時致力

改善牲口品種，以及向本地農民和駐港啹喀兵提供訓練，讓他們返

回尼泊爾都仍然會有收入。此外，農場會挑選特別混種的豬和雞進

行配種，藉此改善香港的糧食安全，這不但促進了本地經濟復甦，還

重新燃亮了新界居民的希望和夢想。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8

資料來源 : 節錄及整理自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的「關於我們–歷史」

https://www.kfbg.org/tc/history-and-heritage/the-early-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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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展示了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發明的灑水灌溉系統。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回顧項目

https://www.hongkongheritage.org/Pages/picture_gallery.
aspx?dh4U5h1j14WVrdGiBM5Y4vbS/gdsjOl79B1q0Lg1/hQ78WH+zHPD1g

甚麼因素促使嘉道理家族發展慈善事業？

香港當時的社會環境如何促使嘉道理家族落實慈善事業計劃？

試指出「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如何實踐其「助人自助」的理念？

為甚麼嘉道理家族決定以發展農業方式以協助戰後來港人士？

試指出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在協助農民上的一項特點。

你認為嘉道理農業輔助會能怎樣協助農民及香港社會？

資料 B

因為賀里士以及羅蘭士嘉道理希望協助那些在二戰後來港的人自力更生。

由於二次大戰後大量人口湧入香港，顯得慈善事業更有需要。

農輔會並不會直接向受助人提供農作物，而是透過技術以及物資援助，協助受助
人提升收成。

因為當時戰後來港人士在家鄉以務農為生。

引入科技輔助農業發展。農輔會修建試驗農場，又發明灑水灌溉系統，可見其特
點是引入與農業相關的科技。

農民：農輔會為香港農民提供協助，以提升產量及增加農民收入。
香港社會：農輔會的協助提升香港糧食安全水平，又發展了新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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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紀錄片加入了相關問題，進行電子學習活動。

資料來源：https://edpuzzle.com/media/5a2740aa6dfd4140f fd02d96

資料 C

內容簡介：1940 年代末內地政局不穩，大批內地人士湧入香港，散居新界，並多以務農為生。嘉道

理兄弟羅蘭士及賀理士於 1951 年成立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協助農戶「助人自助」，自力更生。

1.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如何改善農民的生產力？ (05’43”)

2.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對香港的農業發展有何貢獻？ (10’12”)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提供物資，建設灌溉系統，向客家婦女示範更多的農耕技術，贈送不少

基本的農具，如兩百台打穀機及超過二千部滅蟲噴霧機等。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在農業灌溉、畜牧技術，以及建設道路和小徑方面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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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答案只供參考。)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少內地來港人士均為農民，在香港難以找到工作，以致無以維生，生活

艱苦。相反，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成立後，大力資助來港人士建立農場，數百個家庭因而受惠。他們於新

的農地耕作，生活日漸改善。其後，他們更參加試驗農場，實習農耕及畜牧。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成立後，

農業發展加快，漸漸改善農村的生活，是香港戰後農業發展的轉捩點。

根據資料 C	的短片，你認為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在 1951	年的成立，是香港戰後

農業發展的轉捩點嗎？試完成以下圖表，並回答有關問題。

3.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
成立前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
成立後

扶貧工作 不少內地來港人士無處維生

農業灌溉 沒有現代化的灌溉設施

農耕技術 農耕技術較為落後，如以人手
打穀，以燒爆竹的方式滅蟲
等。

畜牧技術 當時廣東豬隻一般賣相及肉味
欠佳。

農村對外
交通

新社區沒有道路，對外交通不
便。

我認為嘉道理農業輔助會的成立，		是	/	不是		香港戰後農業發展的轉捩點，因為

資助來港人士建立農場，數百個家
庭於新開的農地安頓下來。他們參
加試驗農場，實習農耕及畜牧。

提供物資，建設灌溉系統，改善農
田產量，農民收入提高。

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將最壯健的豬與
進口豬配種，培育出白牛石品種的
豬。

以水泥建設道路、小徑。村民與外
界加強了聯繫，農民出入市集、孩
子往返學校更加便利。

1955 年賀理士嘉道理贈送不少基
本的農具，如兩百台打穀機、超過
二千部滅蟲噴霧機等，減省了不少
人力成本，亦提升農產效率。把在
白牛石試驗場進行高地種植、養殖
牲畜的技巧傳授給農民，最終有利
香港的農業發展。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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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英軍啹喀退伍軍人重投社會訓練計劃信箋資料 D

來自尼泊爾的啹喀兵是駐港英軍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堵截非法入境者，以

及在港府要求下維持公眾秩序。然而，那些曾長期受軍事訓練的啹喀老兵，或因其未受其他職業

訓練，故於退伍後很容易因為缺乏一技之長而無法維生。因此駐港英軍便與嘉道理農業輔助會洽

商，合作推行啹喀退伍軍人重投社會訓練計劃，上圖為訓練計劃的信箋。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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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幀啹喀兵正在嘉道理農場接受養豬訓練的照片。

一幀啹喀兵正在嘉道理農場接受養雞鴨訓練的照片。

資料 E

資料 F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18.1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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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有關啹喀退伍軍人古龍的訪問。他曾受惠於嘉道理農場提供的訓練。資料 G

詳情可細閱以下訪問片段，從需了解更多有關古龍及嘉道理農場提供的訓練。

1)

2)

3)

根據資料 D	至 F，嘉道理農場協助提供的重投社會訓練計劃主要提供哪方面的訓練？

詳情可細閱以下訪問片段，從而了解更多有關古龍及嘉道理農場提供的訓練。

https://historye- learning.edb.hkedcity.net /video/source-52.mp4

根據資料 G，古龍指出約有多少名踞喀軍人受惠於重投社會訓練計劃？

你會如何評價嘉道理農場協助提供的重投社會訓練計劃的重要性？試參考以上資料，加以
說明。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46

農業及養殖訓練。

約有 7677 人曾經接受訓練。

可引導學生利用古龍的訪問找出答案。片段中提及由成為導師的學員訓練其他學員的做法

及曾受該計劃訓練的踞喀兵在返回尼泊爾後可以透過農業及養殖維生。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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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 四 )： 何處尋找在港猶太人的足跡？

1. 除本課所提及的資料外，試搜尋更多有關生活於香港的猶太社群在香港的建設

及其他貢獻，然後與同學分享。( 搜尋字眼：少數族裔墓園研究及考察計劃、香

港上海匯豐銀行、海底隧道、半島酒店 )

2.	觀看以下短片，了解猶太教莉亞堂的歷史。

3.	瀏覽以下網址，了解多一點猶太新年的習俗

莉亞堂	

https://youtu.be/BPfWgbX04yc

(a)	Tashlich:	A	Rosh	Hashanah	Tradition

(b)	猶太新年的習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lPBP3fC1k

https://www.dw.com/zh/ 猶太新年大盤点 /g-17068723

天星小輪、山頂纜車和海底隧道的建設也由猶太人工程師所負責。

嘉道理家族在香港發跡，建立其商業王國，中華電力、半島酒店、山頂纜車、凌霄閣皆為嘉

道理家族所建立或有份持有。

庇理羅士是前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董事。

1)

2)

3)

( 建議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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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人（Par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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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1

示例二 巴斯人

中英文詞彙

認識巴斯人的由來、在港著名巴斯人及他們的貢獻

關注他人的福祉
欣賞不同族裔的宗教和文化
學習堅毅和承擔的精神

理解歷史事件的不同詮釋	
運用協作能力、慎思明辨能力、自學能力及資訊科技
能力	

巴斯人 The Parsis

羅旭龢爵士 Sir Kotewall, R.H.

米泰華拉 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

麼地爵士 Sir Mody, H.N.

J.	H.	律敦治 Ruttonjee, J.H.

香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律敦治療養院 Ruttonjee Sanatorium

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 Zoroast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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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活動 : 配對

1936 年的《香港轅門報》( 資料 A)
香港華僑日報於 1949 年的一篇報導 ( 資料 B)
一篇有關羅旭龢的報導 ( 資料 C)
香港大學網站有關本部大樓的介紹及一張麼地的相片 ( 資
料 D)
兩張攝於香港大學本部大樓的照片 ( 資料 E)
1960 年 2 月 12日華僑日報的報導 ( 資料 F)
一篇關於律敦治醫院的文件 ( 資料 G)
米泰華拉在港事業小檔案 ( 資料 H)
關於創立「九龍渡輪公司」的描述	( 資料 I)
天星小輪公司的輪船圖片 ( 資料 J)

羅旭龢銅像的相片

考察工作紙

探究問題 1 

巴斯人是誰？他們為何來到
香港？

探究問題 2 

巴斯人在港有何貢獻？

延伸學習 1 

為什麼香港中央圖書館
放置羅旭龢的銅像？

延伸學習 2 

香港有拜火教嗎？

課題一 : 在港巴斯人的由來

課題二：巴斯人在香港的貢獻



《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98

課題一	在港巴斯人的由來

巴斯人是誰？他們為何來到香港？

配對

1. 捐 款 建 造 療 養 院  
A. 羅 旭 龢     

Robert Kotewall

2. 捐 款 擴 建 香 港 大 學
本 部 大 樓

3. 作 為 殖 民 政 府 與 華
人 的 橋 樑

麼 地
Hormusjee 

Naorojee Mody

4. 創 辦九 龍 渡 海 小 輪
公 司

J . H .  律 敦 治     
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

米 泰 華 拉     
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

C.

B.

D.

試為羅旭龢、米泰華拉、麼地、J.H.	律敦治等幾位巴斯人配以其相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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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巴斯人大多來自印度西岸的孟買，他們祖籍波斯 ( 今伊朗 )，世代信奉瑣羅亞斯德教 ( 俗

稱拜火教 )。在七世紀，大食人滅掉波斯的薩珊皇朝後，一些波斯人在八至十世紀浮海逃難至

印度西海岸，聚居在孟買附近……十八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到廣州進行商貿活動，一些巴斯商

人亦隨之而來……。

1841 年 1 月 26 日英軍佔領香港島；同年 6 月，在澳門舉行首次港島土地拍賣，有四位巴斯商

人購入了七幅沿海地皮，包括 D. 律斯敦治 (D. Rustonjee)、H. 律斯敦治 (H. Rustonjee)、P. 高

華治 (P. Cowasjee)、F. 詹塞治 (F. Jamsetjee)。隨著香港營商條件漸備，巴斯人陸續定居香港。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頁 18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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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譯自 1936 年的《香港轅門報》。

下文選自香港華僑日報於 1949 年 5 月 24 日的一篇報道。

資料 A

資料 B

課題二	巴斯人在香港的貢獻

巴斯人在港有何貢獻？

閱讀以下資料並完成羅旭龢的個人檔案。

1. 巴斯華人羅旭龢及其貢獻

總督閣下很高興地暫時委任，並服從於陛下的意思，茲委任

羅旭龢爵士 C.M.G, LL.D. 成為議政局非官守議員，任命

將在 1936 年 7 月 9 日生效。

當

1
9
2
5

年
時
，
香
港
各
業
大
鬧
不

景
氣
，
羅
爵
士
舌
燦
蓮
花
，
力
主
政

府
向
英
人
借
款
以
挽
救
危
機
，
幸
而

成
功
，
於
是
本
港
得
以
回
復
穩
定
，

當
時
香
港
居
民
深
德
羅
爵
士
之
功
，

故
當
時
輿
論
界
對
羅
爵
士
推
崇
備

致
，
西
報
更
譽
之
為
「
銀
舌
」
，
可

概
見
矣
…
他
更
於

1
9
3
8

年
獲
英
封

為
爵
士
…
他
為
社
會
福
利
，
如
華
商

總
會
、
東
華
三
院
、
保
良
局
及
保
護

兒
童
會
等
發
力
，
更
書
不
勝
書
。
又

當
香
港
淪
陷
時
期
，
羅
爵
士
為
旅
港

華
僑
福
利
殫
精
竭
力
，
致
患
嚴
重
心

臟
病
。
久
居
家
中
養
病
，
光
復
後
心

臟
病
仍
時
有
發
作
，
至
昨
晚
終
告
不

治
，
誠
社
會
之
一
大
損
失
。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0



《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101

羅旭龢小檔案

種族

外號

榮譽

加入議政局 ( 後
稱行政局 ) 年份

1936

參與之社會機構

辭世年分

巴斯

1938 年獲英國政府封為爵士

銀舌

東華三院、保良局及保護兒童會等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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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關羅旭龢在 1920 至 1940 年代香港的事跡。資料 C

下列一則資料與巴斯人羅旭龢有關。

到 1940 年，羅旭龢一直以政府的華人代表的身份，作為中英及官民之間的橋樑。1925 年省港

大罷工期間，羅旭龢不辭勞苦，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又到廣州斡旋，最終使粵港恢復交通。罷工

平息之後，香港元氣大傷，羅旭龢挺身而出，代表香港市民向英國政府商借三千萬元解困，並

在商議此事的會議上痛陳利害。羅旭龢這篇演詞獲得在場的官紳一致讚許，民間稱之為「三千

萬元代價之演說」，又稱羅旭龢其舌為「銀舌」。到了 1930 年代，香港受世界不景氣影響，民生

日苦。羅旭龢於是向政府提出減收差餉的請求。最終政府同意取消以前全幢樓宇繳納差餉的

規定，改為每層樓獨立徵收；小業主能夠紓解困難，羅旭龢居功至偉。

資料來源：節錄及整理自劉智鵬：《香港華人菁英的冒起》( 香港：中華書局，2013 年 )

羅旭龢在中英之間擔當甚麼角色？

試指出羅旭龢於省港大罷工中作出了甚麼貢獻。

為甚麼羅旭龢得了「銀舌」的美譽？

試根據資料 C 的內容完成下表：

羅旭龢在中英之間

擔當的角色 :

以政府的華人代表的身份，作為中英及官民之間的橋樑

羅旭龢於省港大罷

工中作出的貢獻 :

․ 協助政府維持治安，到廣州斡旋，使粵港恢復交通

․ 罷工平息之後，代表香港市民向英國政府商借三千

   萬元解困

․ 向政府提出減收差餉的請求、紓解小業主的困難

羅旭龢得到「銀舌」

美譽的原因 :

代表香港市民向英國政府商借三千萬元解困，並在商議 

此事的會議上痛陳利害。他的演詞獲得在場的官紳讚 

許，民間稱之為「三千萬元代價之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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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1： 為什麼香港中央圖書館放置羅旭龢的銅像？

資料來源 : 整理自香港公共圖書館「羅旭龢爵士特藏」簡介

https://www.hkpl.gov.hk /tc/reference/special/kc.html 

照片由製作本教材的成員提供

銅像是紀念羅旭龢對推廣教育不遺餘力的貢獻，原本是放在中環大會堂公共圖書

館，後來搬到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九樓直至現在。羅旭龢博覽群書，珍藏大批中

英文書籍，其後人在 1957	年將藏書捐贈香港政府，並於 1962	年其藏書存放在中

環大會堂公共圖書館供市民閱讀。羅旭龢家族建立特別基金保存及進一步整理藏

書，於 2001年把所有藏書搬到香港中央圖書館的中央參考圖書館供市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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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輯自香港大學網站有關本部大樓的介紹，並附麼地相片一張。

下列兩張照片攝於香港大學本部大樓。

資料 D

資料 E

試分組參考有關麼地及律敦治的資料，並完成相關問題。

下列兩則資料皆與巴斯人麼地有關。

2. 麼地與律敦治的貢獻

麼地爵士為巴斯拜火教商人。他在興建香港大學的計劃快將付諸流水的

情況之下拔刀相助，為大學提供了財政上的支援。他跟港督盧嘉爵士於 

1910 年舉行的本部大樓奠基典禮上，將港大興建的計劃落實。麼地爵士

把金灰匙交予當時的港督盧嘉爵士，由他以金灰匙為本部大樓奠基。而

麼地爵士亦因此被封為勳爵。麼地爵士的頭像現在仍擺放於陸佑堂外。

麼地爵士對興建香港大學有何重要性？

你認為麼地爵士的重要性受到當時香港政府重視嗎？

你認為麼地爵士對香港大學的貢獻至今仍備受尊重嗎？

資料來源 : 整理自香港大學有關本部大樓的網頁

https://www.hku.hk /visit /campusbuilding.
php?m=heritage&t=dm&bdg=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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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選自 1960 年 2 月 12 日的華僑日報。

下文選自一篇關於律敦治醫院的說明。

資料 F

資料 G

下列兩則資料皆與巴斯人律敦治有關。

大慈善家 J.H. 律敦治先生享壽 81 歲。他生平榮獲 C.B.E 榮銜，任香港太平紳士，為律敦治父子公

司董事主席及律敦治置業公司董事主席。他宅心慈善，舉凡教育及公益事業，莫不出財出力，其

尤著者為 1949 年 2 月 14 日開幕之律敦治療養院。他個人慨捐 85 萬元；其後在 1956 年 8 月間，

又慨捐 20 萬元，以成立新療養院，藉以紀念其已故愛女；其他慈善機構得其資助者，不勝枚舉。

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 1880-1960）於 1880 年在孟買出生，是巴斯人，於

1892 年到香港居住。他在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讀書，畢業後接手父親的洋酒行工作。

他熱心香港的防癆慈善事業，在 1948 年成立香港防癆會（The Hong Kong Anti-Tuberculosis 

Association）。另亦捐出 85 萬，將前皇家海軍醫院（Royal Naval Hospital）改建為律敦治療

養院（Ruttonjee Sanatorium），專門接收由香港政府診所轉介的肺結核患者，並配合香港政府

的卡介苗（Bacillus Calmette-Guerin , BCG）注射運動，為市民提供免費的卡介苗接種，從而減

低兒童患上肺結核的人數。

試指出哪一方面的慈善事業最受律敦治關注。

你認為香港政府認同律敦治的貢獻嗎？

律敦治所捐助建立的醫院，在香港的醫護體系裡扮演了甚麼角色？

試根據資料 D 至 G 的內容完成下表：

姓名：

種族：

主要貢獻範疇：

主要貢獻：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2

香港大學本部大樓

教育

麼地

巴斯

律敦治療養院

醫療

律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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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泰華拉在港事業小檔案資料 H

3. 米泰華拉的貢獻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頁 188

年份 事業 相關資料 備註

1852 從孟買來港 任職於都嗲利洋行

1863 自行開設麵包店 與軍部簽訂合約，為其提供
所需食品，其公司業務蒸蒸
日上，更投資酒店業

1880 開辦來往港九兩地
的渡海小輪

成立九龍渡海小輪公司，擁
有四艘小輪

1895 年阿美尼亞人遮
打接手發展為天星小輪

1)

2)

根據資料 H，你會怎樣形容米泰華拉在港的事業？

他開設麵包店成功之處是什麼？

下文是關於創立「九龍渡輪公司」的描述。資料 I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1

3)

4)

根據資料 H 及 I，米泰華拉在港的最大貢獻是什麼？解釋你的答案。

根據資料 I，遮打接手發展為渡海小輪公司，保留了「九龍渡輪公司」什麼傳統？

1860 年《北京條約》簽訂後，港府隨即開發新割讓的九龍半島，以舒緩港島區的土地不足問題。

九龍半島日見繁榮後，開始出現大量市民需要往返港島和九龍的情況。1880 年，一名拜火教信

徒 (即米泰華拉 ) 創立「九龍渡輪公司」（Kowloon Ferry Company），展開了蒸汽船載客渡輪服務，

其蒸汽船均以「星」字命名。1895 年，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1846-1926）收購該公司，

並成立「天星小輪公司」（Star Ferry Company）。渡輪的服務帶動九龍地區的發展，加強了港島

區和九龍半島的人口流動。

下列兩則資料皆與巴斯人米泰華拉有關。

多元化，包括麵包店、酒店業及渡海小輪。

1870 在港島及九龍擁有
數間高級酒店

他與軍部簽訂合約，為其提供所需食品，保證有持續穩定的市場。

創辦來往港九兩地的渡海小輪，解決了市民需要往返港島和九龍的交通問題。

「九龍渡輪公司」的蒸汽船均以「星」字命名。遮打收購該公司後，以「天星小輪公司」命名，

保留了「星」的品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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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天星小輪公司的輪船昔日照片。資料 J

資料來源 : Harrison Forman Collection,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ht tps://collect ions.l ib.uwm.edu/digital /collect ion /agsphoto/id /16317/rec/4

根據資料 J，你認為這照片是攝於哪一年代的？試提供一項線索，支持你的答案。

建議答案 :

這 照 片可能攝 於 1920 年代後期，照 片所見天星小輪的型號 與「天星小輪公司」曉 星號

(1904-1928 年 ) 的外型相似。此外，對岸是九龍半島尖沙咀並可看到半島酒店，該酒店在

1924 年動工興建，於 1928 年開始營業，時間也很吻合。

拍攝一張今日天星渡輪的圖
片，與資料 J 作一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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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2： 香港有拜火教嗎？

參考資料：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頁185-193

Mogul, Rhea. (2020, August 16). Parsis in Hong Kong: what's the secret behind their 
growing popul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long-reads/article/3097231/parsis-
hong-kong-whats-secret-behind-their?utm_source=copy_link&utm_medium=share_
widget&utm_campaign=3097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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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01號善樂施大廈五樓祈禱禮堂

方法：教師可聯絡瑣羅亞斯德教群體祭司預約團體參觀時間

香港的瑣羅亞斯德教 ( 又稱拜火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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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工作紙

香港的瑣羅亞斯德教 ( 又稱拜火教 )

1. 在善樂施大廈，你在哪裡看見這個標誌？它代表甚麼？

1

4

2

5

3

6

地下大堂及大廈外牆都可以見到。它是拜火教的標誌。每個人要善思、善言、善行、揚棄惡思、
惡言、惡行。

善思

惡思

善言

惡言

善行

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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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祈禱禮堂內有什麼擺設？

3. 誰負責守護神火不會熄滅？負責人穿著什麼服飾？

4. 根據你的觀察，拜火教與香港其他宗教有何異同？

祭台、畫像、經文以及點燃神火的工具，包括炭、火盆等。

祭司。他身穿白色潔淨衣服，在處理神火時戴著口罩。

拜火教與香港其他宗教一樣，信徒有進行宗教儀式和聚會的地方。他們都會誦經及遵守
教義，不同之處就是他們的群體相對較小，不會接納其他族裔加入。

每年 10 月 12日麼地爵士的忌辰，本地瑣羅亞斯德教團體為了紀念他慷慨捐款興建香港大
學，特意派出祭師向麼地爵士半身銅像獻花，以表敬意。詳情可循以下連結，瀏覽香港大學
相關網頁：
https://www.giving.hku.hk/honouring-the-first-benefactor-of-hku-sir-h-n-mody/



示例三

歐洲人 (Europeans)

(以德籍、俄籍及葡籍人士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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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1

示例三 歐洲人
( 以德籍、俄籍及葡籍人士為例 )

認識歐洲人來港的目的、在港的生活及他們的貢獻

包容和尊重其他文化	
欣賞不同族裔在港的貢獻	
發展同理心和關愛精神

歸納特徵
發揮協作、慎思明辨能力、自學能力及資訊科技能力

郭士立 Gützlaff, K. F. A.

沙皇尼古拉二世 Czar Nicholas II

布力架 Braga, Jose Pedro

德國人 the Germans

葡萄牙人 the Portuguese

俄羅斯人 the Russians

九龍玫瑰堂 Rosary Church, Kowloon

中英文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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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活動：來港的目的

1871年至1931年居港德籍、葡籍及俄籍人士數目(資料A)
1859 年至 1938 年居港德籍、葡籍及俄籍人士的消閒活動
( 資料 B)
香港半島酒店吉地士	(Gaddi’s)	的菜單封面及菜單內容	
( 資料	C)
玫瑰堂照片 ( 資料 D)

從互聯網搜尋在中環堅道至卑利街一帶由葡籍人士出資
興建的學校例子

香港水警，攝於 1930 年代	( 俄籍 )	( 資料	A)
肥皂廠，攝於 1908 年（德籍）( 資料 B)
美最時洋行 (Melchers	&	Co.) 的創辦人 Hermann	
Melchers 及職員，（德籍）攝於 1873 年 ( 資料 C)
禮和洋行 (Carlowitz	&	Co.) 建築（德籍），攝於 1906 年
( 資料 D)
葡萄牙人的商業活動 ( 資料 E)

葡人布力架	(JP	Braga)	( 資料 F)
1935 年 11月香港工商日報有關布力架的訪問 ( 資料 G)

從互聯網搜尋居港歐洲人的其他貢獻

探究問題 1 

歐洲人為何在 19 世紀中來
到香港？

延伸學習

探究問題 2 

早期歐洲人在港的人數及
生活概況是怎樣的？

探究問題 1 

早期歐洲人在港從事什麼
工作？	

探究問題 2 

早期歐洲人在港有什麼貢
獻？

延伸學習

課題一 : 認識不同族裔的居港歐洲人

課題二：探討不同居港歐洲人的工作及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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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一	認識不同族裔的居港歐洲人

來港的目的

歐洲人為何在 19 世紀中來到香港？

細閱早期居港非英語歐洲人在香港的經歷，然後在左方圈出他們來港的動機。

我們大多數人在 1840 至 1860 年代在廣州創立洋行，然後在香港開設
分行，以下是部分在港分店的名稱及年份：

禮和洋行	Carlowitz	&	Co.	(1866)	
瑞記洋行	Arnhold	Karberg	&	Co.	(1867)
美最時洋行	Melchers	&	Co.	(1866)
捷成洋行	Jebsen	&	Co.	(1895) 至今仍活躍於香港及內地市場

我們也有傳教士來港傳道，例如郭士立	(Karl	F.	A.	Gützlaff)	是傳教士，
也是翻譯員和官員。他在 1851年病逝香港。葬於香港墳場，其墓碑稱
他為第一個來華的信義宗傳教士。

 德國人

經濟

政治

宗教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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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	年代初期，澳門的商業一落千丈，我們部分家庭決定來港發
展，其後由於在 1849 年澳門政局不穩及 1874 年颱風襲擊帶來的嚴重
破壞，引發兩次遷居香港潮。我們在港有著名商人及家族。其中布力架	
(Braga)，曾於 1929 年至 1937 年間任立法局議員。
在 19 世紀後期，我們都有任職多個政府部門，而從商的也不少。我們大
部份在英美或巴斯人開設的洋行任職，也有在港創業。在 1861年有 14
間葡人開設的商行。
我們是早期興建天主堂的主要捐助者，包括位於威靈頓街的首間天主
堂、第二代聖母無原罪大堂的雲石祭台及興建玫瑰堂的資金都是我們
捐獻的。

 葡萄牙人

經濟

政治

宗教

我們最後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曾在 1891年 ( 當時仍是俄國皇子 ) 到
訪香港。香港是我們在亞洲理想的海軍基地，但英國政府在港防俄措施
嚴密。繼沙皇在 1917 年 2 月被推翻後，同年十月革命，列寧成立共產政
權，隨即發生內戰。我們反對新政權，組成白軍，俗稱「白俄」，對抗「紅
俄」。紅俄勝出，我們只有逃到哈爾濱及香港等地，尋找就業機會。至於
我們在港的東正教社群到1930 年代才形成。

  俄國人

經濟

政治

宗教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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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歐洲人在港的人數及生活概況是怎樣的？

1871 年至 1931 年居港德籍、葡籍及俄籍人士數目資料 A

年份 1871 1876 1881 1891 1897 1901 1906 1911 1921 1931

德國 170 154 188 208 366 445 738 342 3 179

葡萄牙 1,367 1,718 1,869 2,089 2,267 1,956 2,310 2,558 2,609 3,198

俄羅斯 6 1 7 14 15 15 29 10 36 127

1)

3)

2)

4)

根據資料	A，哪個國籍的居港歐洲人佔大多數 ? 為什麼 ? 參考本部分前測活動中有關葡萄牙人
的資料，解釋你的答案。

根據資料 A，試描述 1871 年至 1931 年居港德籍人士數目發展的趨勢。( 提示：上升 /	下跌 )

根據資料 A，哪個國籍的居港歐洲人佔最少數？為什麼？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參考資料 A，哪一年居港德籍人數是最少？就你所知，解釋當中人數轉變的原因。( 提示：試
從當時歐洲局勢而推斷。)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葡萄牙人。自 1840 年代初期，澳門的商業一落千丈，部分葡萄牙人決定來港發

展，其後由於在 1849 年澳門政局不穩及 1874 年颱風襲擊帶來的嚴重破壞，

引發兩次遷居香港潮。

從資料 A 的統計數字可見，在 1906 年以前，居港德籍人數是穩步上升。但在

一戰前夕數字大幅回落。

俄羅斯人是最少數的。英政府一直防範俄國的野心。縱使一戰前夕英俄是盟友，

但雙方關係並不密切。因此在 1921 年前俄人數目很少，其後只因部份白俄逃避

內戰而來到香港。

1921 年居港德籍人士數目一度降至只有三人，直至 1931 年才開始回升。這個波

幅相信與第一次大戰的發生及德國於 1918 年戰敗投降，政府沒收德人資產不無

關係。當時德國是英國的敵人，他們在港的財產被充公，德國商行也受重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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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 年至 1938 年居港德籍、葡籍及俄籍人士的消閒活動資料 B

1)

2)

根據資料 B，居港德籍、葡籍及俄籍人士有什麼共同的消閒活動？

根據資料 A	及 B，哪個歐洲族群在港有持續穩定的社交生活？

德人 葡人 俄人

1859 年於灣仔成立第一間
會所。1899 年在堅尼地道興
建會所大樓，內有餐廳、圖書
館、桌球室及保齡球道等。

1866 年成立西洋會所 (Club	
Lusitano)，以 聯 誼 為 宗 旨。
1925 年開設西洋波會 (Club	
Recreio)，內有木球、網球、曲
棍球及草地滾球場。

二戰前沒有自己的會所。1938
年成立業餘體育協會 (Amateur	
Sporting	 Association)	 與初級
海軍隊 (Navy	 Junior	 Team) 進
行木球友誼賽。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他們大都以會所作為聯誼及消遣康樂的地方，喜愛進行各種球類活動。即使俄

人沒有自己的會所，也會組織業餘體育協會及球隊。

根據資料 A，葡人的人數持續上升，而資料 B 顯示他們自 1866 年已經成立西洋

會所，並且在 1925 年開設西洋波會，為僑民提供互通消息及維持在葡萄牙社交

生活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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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半島酒店吉地士的菜單封面

菜單內容

資料 C

香港半島酒店的吉地士餐廳（Gaddi’s）於 1953 年開業，

作為吉地士在東方的第一間餐廳，該處一直被譽為香港

的正宗高級法國餐廳之一，亦是達官貴人首選的法國

餐廳。吉地士餐廳對顧客的服飾有嚴格要求。

菜單內容 ( 中譯本 )

百里香鵝肝

龍蝦沙律配松露

螃蟹可麗餅

薄切鴿肉沙律

雪利酒特濃法式清湯

柯松夫人水魚湯

蠔湯

油炸小牛肉佐松露

厚切牛扒

威末酒佐白禽肉

博釀西榛子羊肩肉

吉地士千層麵

朱古力雪糕蛋糕

柑曼怡酒佐無花果

栗子忌廉

1)

2)

根據資料 C，餐牌的封面設計與餐牌的內容有什麼不同？

根據資料 C，哪些外籍人士會是這間餐廳的顧客？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14

封面其中一位人物是穿著中式服裝的童子，與餐牌內全是法式的食物完全不同。

法國人、英國人及能閱讀法文的其他歐洲人。因為這是一間高級法國餐廳，餐牌

是以法文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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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堂照片資料 D

九龍玫瑰堂是九龍區歷史最悠久的天主教聖堂。義和團事件期間，英國從印度調派數營軍隊

到九龍屯駐。為了軍隊中約一百名天主教徒及其他教友的需要，德若翰神父（Spada, Giovanni 

M. 1867—1950）借用嘉諾撒修會的場地進行彌撒，並於 1901 年間在該處建築一所可容納

八百人的小聖堂。其後教友人數不斷增加，小聖堂不敷應用。1903 年 10 月，葡萄牙籍教友甘

曼斯醫生（Dr. Anthony Gomes）慷慨捐款，並獲得嘉諾撒修院讓出土地後開始興建新聖堂。

1904 年 12 月 10 日，由香港副代牧翟伯祿神父（Fr. De Maria）為新聖堂舉行奠基祝聖儀式，

開始玫瑰堂的興建工程，並安放下這塊建堂石碑。該堂於 1905 年 5 月 8 日落成，由翟神父主

持祝聖及開幕禮。

3)

4)

參考資料 D，九龍玫瑰堂的前身是什麼？ 1905 年興建的新教堂是由哪國人士資助的？

資料來源：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4

除資料 D 提及的宗教以外，香港還有什麼由外地傳入的宗教？試提供兩個例子。

前身是在 1901 年間在嘉諾撒修會的場地上建築的小聖堂。其後新教堂是獲得

嘉諾撒修院讓出土地及葡萄牙籍教友甘曼斯醫生捐款資助興建的。

伊斯蘭教、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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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 C 至 D 如何反映 1900 年代至 1950 年代部分在港歐洲人的生活面貌 ?

延伸學習 

在 19 世紀末，葡萄牙人在中環堅道至卑利街一帶居住並出資興建學校，試從
互聯網搜尋這帶一所由葡萄牙人興建的學校例子。

資料 C 反映香港半島酒店的客人是能夠閱讀法文餐牌的顧客，以歐洲人居多。

九龍玫瑰堂 ( 資料 D) 最初都是為由英國調派到香港駐守的天主教軍人而設。

如聖約瑟書院 ( 早期在堅道 9 號 )、嘉諾撒聖心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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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	探討不同居港歐洲人的工作及其貢獻

早期歐洲人在港從事什麼工作？

香港水警，1930 年代（俄籍）資料 A

在十九世紀華南地區海盜活動頗為猖獗，雖然殖

民政府在當時多次對海盜進行征剿，但始終未有將

之根治。直至 1920 年代，海盜活動再次死灰復燃，

並化整為零，先假扮乘客上船，待船隻駛至公海時

才佔領並洗劫船隻，甚至把富有乘客綁架。當時香

港警隊招募了不少在港俄人為駐船的反海盜衛隊

（Anti-Piracy Guard），以保護來往輪船免受劫持。

這些俄人部分曾為軍人，並在俄羅斯內戰中與紅軍

作戰，被稱為「白俄」（White Russians）。不少白俄

在內戰後被迫流亡亞洲，部分定居香港。

資料來源：《警聲》，第 777 期，2004 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29 日

ht tps://www.police.gov.hk /off beat /777/eng/f03.htm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6

1) 根據資料 A，1930 年代在港俄人的職業是什麼？香港警隊為何招募他們在此崗位工作？

不少在港俄人的職業是駐船的反海盜衛隊（Anti-Piracy Guard）成員，負責保

護來往輪船免受劫持。他們曾為軍人，在俄羅斯內戰時與紅軍對抗，有作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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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資料 C，指出圖中在港德資洋行的兩個特色。

美最時洋行 (Melchers & Co.) 的創辦人 Hermann Melchers 及職員

（德籍），攝於 1873 年

資料 C

美最時洋行（Melchers & Co.）是德國一

間歷 史悠久的大 型貿易公司，由卡爾美

最 時（Carl Melchers）及 卡 爾 福 克（Carl 

Focke）於 1806 年在德國不來梅（Bremen）

成立，從事國際進出口業務，是當時歐洲

公司當中，最早開始對北美洲貿易的。

到十九世紀中葉，在赫爾曼美最時（Hermann Melchers）帶領下，美最時亦開始把業務擴張到東

亞地區，於 1866 年在香港建立了在中國的首家分公司。這張赫爾曼與一眾職員的合照，正好反映

當時洋行一般都會僱用華洋職員。

肥皂廠，攝於 1908 年（德籍）資料 B

F. Blackhead & Co. 由 在 港 德 人 斯 華 哥 夫（F. 

Schwarzkopf）於 1890 年在筲箕灣建立。該公司也經營船

舶用品及倉庫生意。斯華哥夫 1855 年到廣東西江經商，

英法聯軍之役期間轉到香港，其業務以出售船艦物資和煤

炭為主，並供應經過香港的德、俄、奧三國軍艦為主。斯華

哥夫在香港的公司以其英文直譯 Blackhead & Co. 命名，

例如訊號山的另一名稱「黑頭山」即為 Blackhead Point 的

直譯。斯華哥夫兒子亦繼承父業，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

間香港政府沒收德裔居民產業為止。

2) 根據資料 B，這間德資公司是經營什麼業務？

資料來源：Walk in Hong Kong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8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9

這間洋行歷史悠久，母公司早在 1806 年在德國不來梅成立。此外，在港的分公

司聘用了華洋職員，反映當時一般洋行的運作。

這是一間肥皂廠，也是一間作多元投資的德資商行，其業務以出售船艦物資和

煤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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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的商業活動 資料 E

5) 根據資料 E，葡萄牙人在港從事什麼工作？

從商人數

1849 35 人在 22 間商行任職

1861 113 人在 46 間商行工作 14 間葡人開設的商行

著名商行

1844 洛郎也印刷公司
(Noronha	&	Co.)

香港首間印刷公司，從 1859 年
開始為政府印刷憲報及官方刊
物，為政府印務局前身。	

1857 老沙路洋行
(Rozario	&	Co.)

從事出口日用品往三藩市及檀
香山的生意。

1904 告魯士巴士圖洋行
(Cruz,	Basto	&	Co.)

從澳洲進口麵粉及牛奶製品，也
從事絲綢及檀香生意。

禮和洋行 (Carlowitz & Co.) 建築（德籍），攝於 1906 年資料 D

禮和洋行（Carlowitz & Co.）是東亞地區著名的德資

企業之一，最初為 1845 年由普魯士王國（Kingdom 

of Prussia）及 薩 克 森 王 國（Kingdom of Saxony）

駐 廣 州 首 任 領 事 理 察 德 馮 卡 維 茨（Richard von 

Carlowitz）與德國商人海谷德（Bernhard Harkort）

一同創立，並在1855 年海谷德退出回國後獨立經營，

1866 年進入香港。

禮和洋行在當時以進口德製重型機械，採礦設備及軍火聞名，例如為克虜伯（Krupp）及瑞典博

福斯（Bofors）等擔任在華代理。在照片拍攝時，禮和洋行的總行已經搬遷到上海。

4) 根據資料 C 及 D，比較兩間在港德資洋行的異同。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40

資料來源：整理自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 香港：三聯書店，2014 年 )

資料顯示從商的葡人也不少，他們在商行工作或自行創業。

兩間洋行都是歷史悠久的公司，同時在 1866 年在港開設分行。不過經營的業

務有所不同。美最時洋行從事進出口國際貿易，而禮和洋行以進口德製重型機

械、採礦設備及軍火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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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歐洲人在港有什麼貢獻？

葡人布力架資料 F

布力架太平紳士是九龍區資深定例局成員，九龍半島盡在他掌握之中。

布力架（José Pedro Braga，1871 － 1944）是香港二戰前政商人物，在聖若瑟書院接受教育，

曾在士蔑西報（The Hongkong Telegraph）及路透社（Reuters）任記者工作。他在 1919 年獲委

任非官守太平紳士後，歷任潔淨局、定例局 ( 後稱立法局 )、遊樂場地委員會（Playing Fields 

Committee）、廣播委員會委員等公職。布力架在商界亦非常活躍，曾參與省港澳輪船公司

（Hong Kong, Canton and Macau Steamboat Co. , Ltd.）、香 港 麻 纜 公 司（Hong Kong Rope 

Manufacturing Co. , Ltd.）等公司的營運，並與當時重要華洋商人如何東等關係密切。旺角的布

力架街即以他命名。1941 香港淪陷後，布力架前往澳門，但於 1944 年病逝。

6) 根據資料	F，布力架是「香港二戰前的政商人物」。試從政商兩方面各提供一個例子說明你的
答案。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3

政界 : 他是九龍區資深立法局成員

商界 : 他曾參與省港澳輪船公司 (Hong Kong , Canton and Macau Steamboat 

         Co., Ltd.) 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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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根據資料 F 及 G，設計一張海報表揚布力架的貢獻。

參考課題資料 A 至 G，在下表填寫不同居港歐洲人對香港的貢獻。

以下文字選自 1935 年 11 月的香港工商日報。布力架於文中回應記者
就他一手設立的新界農產會的訪問。

資料 G

現在該地農業及農產品質之改善，有相當成績，農業會誠不負設立使命。本人雖遠居尖沙咀，然

每星期最低限度抽暇往遊一次、或個人獨往、或偕二三知己同往，常流連忘返。至農產展覽會舉

辦數次，於 1932 年首屆展覽會開幕時，加拿大商務專員會贈予大批加拿大薯種子，旋在二屆展

覽會時已有加拿大薯產品陳列，且品質極佳，又與舶來品媲美。此外該地本土農產以芥菜蘿白芥

蘭花生楊梅為大宗，多運往本港及九龍銷售。其次如木瓜產量極豐，菠蘿蜜除生吃外，亦可製成

罐頭，運銷外地。木瓜為西人最喜吃，銷路亦廣。亦有人在大埔築果園從事種植。其所種之橙及

荔枝達數千株以上。該地養雞及養豬亦頗不乏人，且多養英國之白毛雞，查因白毛雞能多生蛋，

可獲厚利也。以上述情形看來，該地農民之生活，似頗豐裕；然事實並不如是，因農民類多貧困，

凡一切所需皆告貸於人，是故終年辛勤所得，除一都償債外，僅堪餬口而已。

資料 證據 / 例子 意義

資料 A
香港警隊招募了不少在港俄人為駐

船的反海盜衛隊

重要的海防力量，保護來往輪船免受

劫持

資料 B 在港德人建立肥皂廠 提供就業機會給予香港人

資料 C
德資美最時洋行在香港建立了在中

國的首家分公司

提供工作給予香港人，推動香港進出

口業務

資料 D 德資禮和洋行 推動香港進出口業務

資料 E 葡資洛郎也印刷公司 香港首間印刷公司

資料 F 葡人布力架從政亦從商

歷任潔淨局、定例局 ( 後稱立法局 ) 等公

職及參與省港澳輪船公司及香港麻纜等

公司的營運

資料 G 葡人布力架設立新界農產會 農業及農產品質得以改善

資料來源：香港工商日報，1935 年 11月

( 以下答案只供參考。) 

海報設計必須同時包括資料 F 及 G 有關布力架貢獻的例子。



《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127

延伸學習 

除上述的資料外，試從互聯網搜尋居港歐洲人的其他貢獻。

 ( 以下答案只供參考。)

  歐洲人的其他貢獻 

 •帶動香港的商業發展，如建立銀行、興建碼頭及貨倉、發展航運事業等 

 •提供社會福利，如興辦學校及教堂、接濟貧苦人士等



示例四

印度人 (Indians)丶錫克人 (Sikhs) 及

菲律賓人 (Filipin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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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1

示例四 印度人、錫克人及菲律賓人

認識不同時期居港的族裔社群如何維持生計及他們

的歷史與文化

關注他人的福祉	
欣賞不同族裔的文化
包容及關心別人、珍惜今天的所有	

掌握歷史資料的用處及局限	
運用慎思明辨能力、自學能力及資訊科技能力	

中英文詞彙

印度人 the Indians

錫克人 the Sikhs

菲律賓人 the Filipinos

錫克教 Sikhism

中區警署（大館） Central Police Station (Tai Kwun)



《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130130

在《香港轅門報》出版的《1870年香港警察報告》	(資料A)
一幀 1885 年香港警官的合照	( 資料 B)
印籍警察與華籍警察合照	( 資料 C)
中電員工紀錄 ( 資料 D)

哪裡可以尋找香港早期錫克警員的足跡？

探究問題 1 

早期居港印度人及錫克人曾
從事什麼工作？

延伸學習 1

課題 : 不同時期的不同族裔如何維持他們的生計？

有關菲律賓歌曲 Kowloon Hong Kong的描述 ( 資料 E)
有關菲律賓歌曲 Anak 的描述 ( 資料 F)
1983 年移民工牧民中心的調查報告（菲籍）( 資料 G)
在港菲律賓、泰國、印尼居住人口數量	(1979-2011 年 )	
( 資料 H)

二戰期間至 1970 年代，有什麼關於菲律賓音樂在香	港的
人和事？

延伸學習 2 

探究問題 2 

早期居港菲律賓人曾從事什
麼工作 ?



《各遂其志—不同族裔在香港的歷史及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131

早期居港印度人及錫克人曾從事什麼工作？

一、資料 A 至 D 是有助認識早期印度人及錫克人在港曾
從事的工作。

在《香港轅門報》（The Hongkong Government Gazette）出版的《1870
年香港警察報告》

資料 A

香港警察（Hong Kong Police）於 1844 年由裁判官（Chief Magistrate）威廉堅（William Caine）成立，

最初只是由歐籍人士組成，但翌年即有華人警員。1860 年代初開始，警隊亦開始招募印裔加入。至

1870 年，警隊共有華、歐及印裔人士 634 人，其中來自歐洲及西印度者 123 人、錫克人182 人、印度

人126 人、華人 203 人（其中水警 131人）。

註︰
Europeans — 歐洲人 
West Indians — 英屬西印度人，即巴哈馬群島、巴巴多斯、英屬奎亞那、洪都拉斯、牙買加、千里達和多巴哥等地
Sikhs — 錫克人，主要來自印度西北部旁遮普邦
Indians — 印度人，來自印度其他地區
Chinese — Land — 華籍警察
Chinese — Water — 華籍水上警察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21

課題：不同時期的不同族裔如何維持他們的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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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資料 B 所見，早期香港警察的警官主要由哪些族裔人士擔任？

一幀香港警官的合照，攝於 1885 年左右。中坐者為警察司甸尼。資料 B

資料來源：Solomon Bard, Voices from the Past: Hong Kong 1842-1918,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根據資料 A，不同族裔在當時的香港社會擔當甚麼角色？

1) 根據資料 A，描述 1870 年香港警察隊伍組成的特徵。

英籍或歐洲籍

他們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大部份的香港警察隊伍由錫克人和印度人組成。

香港警察隊伍是由多個族裔組成的。來自英屬印度的錫克人和印度人共有 308 人

( 分別是 182 及 126 人 )，約佔警隊成員的一半。華人則佔約三分一，有 203 人，以

水警為主，有 131 人。歐洲人和來自西印度者則佔最少，只有約五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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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籍警察與華籍警察合照，攝於 1900 年資料 C

1900 年代的香港警察招募了不少印籍錫克警員，當中亦有曾在英屬印度軍隊中服役者，其制服式

樣亦與當時歐洲軍隊的式樣十分相似。由於當時港人習慣稱印度人為摩羅，印籍警員亦因此被俗稱

「摩羅差」。在本地化的方針下，華人在警隊中的比例漸漸提高，服裝亦與印籍同僚不同：身穿綠色

軍裝，頭戴斗笠，腳上穿布鞋而非軍靴。

資料來源：Walk in Hong Kong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22

4)

5)

參考資料 C，分析印籍警察與華籍警察各自有何優勢。

參考資料 C，印籍錫克警察與華籍警察在服裝上有何不同？

印籍警員體格較強壯和高大，而華籍警員則在語言和文化方面與一般民眾較容易溝

通。

印籍錫克警員服飾近似歐洲軍隊，由於他們曾在英屬印度軍隊服役。而他們的頭巾

則是其宗教信仰的象徵 ( 錫克教 )。華藉警察則戴中式斗笠及穿傳統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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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員工紀錄（印度裔）資料 D

照片當中展示了一名在 1920 年代末的中華電力（China Light & Power Company Syndicate, 

CLP）員工紀錄。中華電力於 1901 年成立，是香港兩家電力供應商之一。這名員工在 1928 年 6

月 5 日入職擔任看守人（Watchman），月薪港幣 25 元。有趣的是，卡上備註一欄顯示這名員工

入職僅兩日，便因為兩名錫克教（Sikhism）學生促使其前往上海，因而離職。因此之故，這名員

工不獲發薪之餘，亦需要為六張相片支付費用，身份證亦告注銷，不獲發還。

6)

7)

根據資料 D，這名員工為甚麼突然離職？

根據資料 A、C 及 D，部分印度人及錫克人是如何維持生計？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20

卡上顯示這員工因為有錫克教學生說服他離開香港，他突然離職可能是這原因。

他們主要從事維持治安及保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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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大館的「大館故事」介紹錫克教警員祈禱室。雖然室內已改裝為早期中式茶室
供遊客參觀，但門外所掛的相片及說明甚有參考價值。

哪裡可以尋找香港早期錫克警員的足跡？

香港警隊自 1861 年起從印度招募警員，最初在孟買進行招募，後來更加入旁遮普
邦的錫克教印度人。
警隊批准錫克教警員保留習俗和宗教傳統，他們可繼續以頭巾包裹頭髮，而不用
戴上警帽。警署並特別設有專用祈禱室，讓他們先沐浴、後祈禱。這裡的雙層空間
相信曾經用作祈禱室，也曾用作室內體育場及無線電控制室。

延伸學習 1
(* 可供教師參考，或提供給能力較高的學生作進一步探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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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居港菲律賓人曾從事什麼工作？

三、資料 E 至 H 是有關在港菲律賓人的工作。

有關菲律賓歌曲Kowloon Hong Kong 的描述。

有關菲律賓歌曲Anak 的描述。

資料 E

資料 F

在 1843 至 1974 年，英文是香港的官方語言，踏入 20 世紀，英文成為社交或隆重場合的常

用語言。社會亦流行英文歌曲。在二戰前大部份流行樂隊和音樂人都是菲律賓人。例如 Lobing 

Samson, Fred Carpio 及 Vic Cristobal。以樂隊 The Reynettes (1960 年 ) 為例，其著名歌曲

Kowloon Hong Kong 十分暢銷，除了歌曲朗朗上口外，內容亦能反映香港特色。香港旅遊發展

局也用這首歌來宣傳香港。

資料來源：整理自以下網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ng_Kong_English_pop

 資料來源：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43

8)

9)

10)

根據資料 E，菲律賓歌曲 Kowloon	Hong	Kong 為何在港大受歡迎？

根據資料 F，菲律賓歌曲 Anak《孩兒》為何在港大受歡迎？

根據資料 E 及 F，在二戰前後菲律賓人在港從事什麼工作？為什麼？

《孩兒》一曲，改編自菲律賓歌曲 “Anak ”， “Anak ”是由菲律賓歌手 Freddie Aguilar 作曲、

作詞和演唱，內容是關於父母對兒女的愛，Freddie Aguilar 第一次演唱該曲是在 1977 年馬尼

拉的音樂比賽，之後大受歡迎，亦出現不同語言的版本。中文版由鄭國江填詞，譚詠麟主唱，在

1979 年推出。在 1950 年代，香港已有一批菲律賓樂手在夜總會等場所演奏歐西樂曲，而隨著

資訊科技的進步和潮流文化的普及，《孩兒》可算是另一種有影響力的菲律賓音樂的例子。

除了歌曲朗朗上口外，內容亦能反映香港特色。

因為歌詞內容是關於父母對兒女的愛，並且由著名填詞人及歌手主唱，容易引起共鳴。

在二戰前部份菲律賓人在港是從事音樂的工作，他們組成流行樂隊及創作歌曲。

1950 年代英文是香港的官方語言，也是社交或隆重場合的常用語言，因此，英文歌曲會有一

定的市場。( 資料 E) 

在 1950 年代，一批菲律賓樂手在夜總會等場所演奏歐西樂曲。( 資料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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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以下網頁尋找相關資料：

2)

1)

黃湛森：〈菲律賓音樂人	–	技藝〉，《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
香港：香港大學，2003 年。頁	47-49

〈大上海飯店廣告〉，《華僑日報》，1942 年 5 月 1 日

http://www.hkmemory.org/jameswong/wjs/web/upload/book/8077phdthesis_p47-49.pdf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id=20CrCgAAQBAJ&pg=PA105&lpg=PA105&dq=%E8
%8F%B2%E5%BE%8B%E8%B3%93%E9%9F%B3%E6%A8%82%E7%89%B9%E8%89%B
2&source=bl&ots=B8pGO9_AEa&sig=lwYeyL888rRQIzIYDMNYLqhU0M0&hl=zh-TW&sa=
X&ved=0ahUKEwidybGhuObZAhUfT48KHQNsAjA4ChDoAQhUMAs#v=onepage&q=%E8%8F
%B2%E5%BE%8B%E8%B3%93%E9%9F%B3%E6%A8%82%E7%89%B9%E8%89%B2&f=
false

延伸學習 2 ：
二戰期間至 1970 年代，有什麼關於菲律賓音樂在香港的人和事？

(* 可供教師參考，或提供給能力較高的學生作進一步探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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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移民工牧民中心的調查報告資料 G

移民工牧民中心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註冊慈善組織，成立於 1981 年，是一項香港聖公會聖約 

翰堂的外展服務，為在港的菲律賓移民傭工在宗教、社會福利和教育各方面提供服務。此文件的

其中—項目的是展示在港菲傭不斷增多的原因。在 1970 年代之前，菲傭只有數百人，但之後人 

數急速增長，到 1982 年已超 19,000 人。在 1980 年代，香港需要本港女性勞動力參與服務和製

造業，故政府引入外地家庭傭工。自那時起，菲律賓人漸漸成為香港社會的一份子，為香港發展

作出貢獻。

資料來源：Mission for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Hong Kong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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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菲律賓、泰國、印尼居住人口數量 (1979-2011 年 )資料 H

資料來源：《香港 1980》、《香港 1982》、《香港 1984》、《香港 1986》、《香港 1988》、《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
少數族裔人士》

1979 1981 1983 1985 1987 2001 2006 2011

菲律賓 9,500 15,100 24,200 32,200 39,100 142,556 112,453 133,018

泰國 6,200 8,600 9,200 9,600 10,100 14,342 11,900 11,213

印尼 2,700 3,500 3,700 3,900 3,300 50,494 87,840 133,37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印尼等國相繼獨立，其國民亦以移民身分在香港定居。

泰國未有成為殖民地，泰國人早於十九世紀末已在包括香港等亞洲各地定居，建立獨特的社群。

戰後香港經濟日漸發達，不少東南亞國家的國民選擇移居到香港，其人數亦逐年增加。

11)

12)

根據資料 G，香港為甚麼在 1980 年代引入菲律賓傭工？

根據資料 G 和 H，在港菲律賓、泰國、印尼的人口出現怎樣的變化趨勢？其中的主因是甚麼？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42

香港正值工業化年代，本地女性勞動力投入市場，政府於是引入菲律賓女性任家庭傭工，以補
充家庭照顧人手不足的情況。

從上表可見，至 1980 年代初，菲律賓、泰國和印尼共有 18,400 人在港居住。這個數字在
2011 年已增加至近 280,000 人。這個增幅的最大原因是從印尼與菲律賓來港的家庭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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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地 (Mody)、遮打 (Chater)、

彌敦 (Nathan)、嘉道理家族	

(Kadoorie	Family)

與九龍半島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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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1

延伸學習 麼地、遮打、彌敦、嘉道理家族與九
龍半島的建設

九龍半島的街道、建築物與少數族裔	( 工作紙一）

世紀交界的九龍半島	( 工作紙二）

《北京條約》（1860 年）簽署後不久的香港地圖（資料 A）

1907 年的九龍半島地圖（資料 B）

麼地、遮打、彌敦、嘉道理家族與九龍半島 ( 工作紙三 )

附錄

九龍半島街道名稱源由知多少	?

探究問題 

少數族裔如何參與九龍半島的
建設？

延伸學習

課題：麼地、遮打、彌敦、嘉道理家族與九龍半島的建設

中英文詞彙

麼地爵士 Sir Mody, H. N.
遮打爵士 Sir Chater, Catchick Paul
彌敦爵士 Sir Nathan, Matthew
嘉道理家族 Kadoorie Family
九龍半島 Kowloon Peninsula
亞美尼亞 Armenia

認識早期居港不同族裔對九龍半島建設的貢獻	

分析轉變與延續	
運用慎思明辨能力及資訊科技能力	

明瞭歷史研習與現今生活息息相關	
欣賞少數族裔對香港的貢獻	
從不同族裔對香港的貢獻學習開拓與創新精神
傳承歷史及保育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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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半島有不少的街道與建築物與香港的不同族裔有關，你能夠舉出一些例子嗎？

試在下方繪出一幅腦圖，指出位於九龍半島的建築物和與之相關的不同族裔。

與不同族裔有關的街道

與不同族裔有關的建築物

工作紙（一）

九龍半龍的街道、建築物與不同族裔

與不同族裔有關

的街道與建築物

不同族裔如何參與九龍半島的建設？

建議答案	:	
街道	:	布力架街、嘉道理道、彌敦道及麼地道等。

建築物	:	九龍清真寺、九龍木球會及中電大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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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閱資料 A及 B，比較九龍半島在二十世紀前後的演變。

資料 A︰《北京條約》（1860 年）簽署後不久的香港地圖

工作紙（二）

世紀交界的九龍半島

資料來源 :

ht tps: //commons.m.wik imedia.org/wik i /Fi le:Map _of_Hong _Kong _ in_First_
Convention_of_Peking_in_186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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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B︰ 1907 年的九龍半島地圖

1)

2)

根據資料 A 及 B，試指出九龍半島在 1860 年至 1907 年出現了甚麼的變化。

承上題，試指出那些出現明顯變動的地方是位於今日哪些地區。

資料來源 : Japan Centre for Asian Historical Records

https://www.jacar.go.jp/english/

九龍半島的西、南部均出現大規模填海，因為資料 B 中顯示九龍半島的西邊、南邊及東南邊
的海岸線平直，由此可知在 20 世紀初九龍半島已進行填海工程。因此，九龍半島由「不毛之
地」演變成初具規模的小城市，不但出現了基本的道路網絡，沿海地帶亦開始初步的城市建
設。

尖沙咀、紅磡、油麻地及大角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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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地、遮打、彌敦、嘉道理家族均在九龍半島的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試參考乙

部資料及到互聯網和圖書館搜尋相關資料，並在下表填寫有關他們對九龍半島發展

的貢獻。

( 工作紙三 )

麼地、遮打、彌敦、嘉道理家族與九龍半島

姓名 族裔 對九龍半島的貢獻

巴斯人

亞美尼亞人

猶太人

猶太人

麼地

彌敦

遮打

嘉道理家族

1.
2.
3.

1.
2.

3.
4.

1.
2.

大力投資尖沙咀一帶的地產發展；
促成九龍半島西南部的填海；
創立香港九龍倉有限公司，促進香港航運與外貿
發展。

修整並擴展九龍半島的道路網絡；
大力發展九龍半島南端，發展成航運、鐵路、陸上
公共交通輸紐；
促成九廣鐵路的建造；
建立無線電站，接收天氣報告，以作預警之用。

成立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為九龍提供電力；
大力投資香港大酒店有限公司，建造半島酒店，成
為世界知名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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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 九龍半島街道名稱源由知多少 ?

1)

2)

哪些九龍半島街道的名稱是與香港少數族裔有關	?

為什麼會選用他們的名字作為街道名稱 ?

建議答案	:	

布力架街、嘉道理道、彌敦道及麼地道等。

因為他們對九龍半島的發展都有不同的貢獻，例如布力架是香港戰前重要的政商人物，
曾參與九龍地區的發展 ; 嘉道理家族經營重要商業項目如投資開設中華電力及半島酒
店，以及經營慈善事業包括嘉道理農業輔助會 ;	彌敦曾任香港總督，銳意發展九龍半島
及大幅度建設道路網絡 ; 而麼地則大力投資尖沙咀一帶的地產發展。



考察篇

香港不同族裔的宗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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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B1

香港不同族裔的宗教建築

( 考察篇 )

認識不同族裔的宗教及其相關的建築物，以及各考
察路線的特色

關注歷史與文化	
欣賞及尊重不同族裔的宗教文化	

追溯歷史的發展、分析轉變與延續	
運用協作能力、慎思明辨能力、自學能力及資訊科技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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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簡介

自 19 世紀初以來，中外貿易逐漸興起，令不少外商來華。及至 1842 年後，不少外國人士
移居香港，形成不同的族群。透過實地考察不同族裔的宗教建築，學生可以體驗香港對不

同文化的包容及尊重。

本設計包括 1 節課作考察前準備，1-2 節讓學生就考察見聞進行匯報及總結，另外設有兩
條實地考察的建議路線。

本設計亦附有二維碼，連結該宗教建築所屬的團體、古物古蹟辦事處或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
相關網頁，以深化學生對與本考察路線相關宗教建築的認識。

1. 事前準備︰直至19 世紀末不同族裔對香港的貢獻與隨之而來的宗教文化（35分鐘）

2. 實地考察︰不同族裔的宗教與文化（2小時）

3. 總結活動︰不同族裔的宗教建築與香港文化的多元性（35-70 分鐘）

香港不同族裔的宗教建築

建議路線（1）中區半山線 ( 建議學生預習各站資料，配合

考察見聞，完成工作紙四）

地圖路線（一）及路線（二）

建議路線（2）銅鑼灣線 ( 建議學生預習各站資料，配合考

察見聞，完成工作紙五）

從香港不同族裔與其宗教文化看香港的文化多元性

考察總結

實地考察

總結活動

我所認識的香港不同族裔

簡介流程表		

Frayer	Model	( 工作紙一）

簡介開埠早期不同少數族裔在香港主要從事的行業 (附錄一)	

香港不同族裔	—	人物與行業篇 ( 工作紙二）

簡介香港不同族裔信奉的宗教與設立的宗教設施 (附錄二）

香港不同族裔	—	宗教篇 ( 工作紙三）

考察前準備

考察流程

安排考察時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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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埠初期不同族裔對香港的貢獻及其宗教文化

對象︰初中學生

需時︰ 35 分鐘

課堂目標︰
進行課堂前，學生應具備︰

學生在完成本課堂後，應能︰

1. 有關香港直至 19 世紀末的基本歷史認識；

2. 對於香港直至 19 世紀末的社會結構的基本認識。

1.

2.

了解直至 19 世紀末來港的不同族裔人士與他們主要從事的行業，以及他們對香港的貢獻；

初步認識少數族裔帶進香港的不同宗教文化及因此形成的多元文化。

需時 課堂內容

10	分鐘 啟發學生思考並描述他們所認識的香港不同族裔（包括他們的來源、特徵、職業

及語言）( 工作紙一 )

10 分鐘 簡介開埠初期不同族裔在香港主要從事的行業 ( 附錄一 )

			1. 政府官員

			2. 政商人物

			3. 紀律部隊

			4. 商人

			5. 工人、海員

學生記錄部分不同族裔代表人物和他們對香港的貢獻 ( 工作紙二）

15 分鐘 以不同族裔信奉的宗教作切入點，簡介他們在香港的主要宗教建築 ( 附錄二）

1. 基督宗教	–	天主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瑪加利大堂（天主教）;	中華基督教
																			會合一堂、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2. 伊斯蘭教	–	回教清真禮拜堂、愛群清真寺林士德伊斯蘭中心、九龍清真寺

3. 猶太教	–	猶太教莉亞堂

4. 瑣羅亞斯德教	–	善樂施大廈

5. 錫克教	–	錫克廟

6. 印度教	–	印度廟

協助學生整合對不同宗教的初步認知 ( 工作紙三）

相關課題：香港直至 19 世紀末的成長與發展	/	20 世紀香港的成長與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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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香港有哪些不同族裔嗎？你又知道他們來自哪裡嗎？試在下表以文字及 / 或

圖畫描繪你所知道的香港不同族裔。

工作紙（一）

我所認識的香港不同族裔

他們來自哪裡？

他們從事什麼行業？

他們大多信奉什麼宗教？

他們說什麼語言？

香港的不同族裔

例如 :	

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爾	

菲律賓	

印尼	

泰國

從事多元化工作 , 例如 :

記者、外籍英語教師、工程師、

保安員、速遞員、家庭傭工等

例如 :	信奉印度教、伊斯蘭教、	

天主教等宗教

例如 :	

印度語、烏都語、尼泊爾語、

菲律賓語、印尼語、泰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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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政

府

官

員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6

馬修彌敦

（英籍）猶太人

香港總督（1904-1907）

政

商

人

物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3

布力架

葡萄牙人

曾任潔淨局、定例局 ( 後稱立法局 )、

遊樂場地委員會、廣播委員會、香港

義勇防衛軍顧問委員會

不同族裔人士曾經為香港的發展作出貢獻。試寫下一些有關他們的生活及成就的觀

察。

1.	他們的行業屬於哪個類別？試在左方一欄適當位置填寫答案。

2.	你較熟悉哪一個人物或資料？為什麼？

工作紙 ( 二 )

香港不同族裔 — 人物與行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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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36

俄羅斯人

香港警察

反海盜任務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29

麼地

巴斯人

銀行業、拍賣、股票與黃金交易、地產

投資

捐款給香港大學

參考本教材乙部資料 8

嘉道理家族

猶太人

擁有電力供應公司、酒店

紀

律

部

隊

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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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族裔在香港均有其信奉的宗教及宗教建築。你認識以下哪些宗教建築 ?

試在下表填上這些宗教建築所代表的宗教。

工作紙（三）

香港不同族裔 — 宗教篇

在港的
不同族裔

信奉宗教 宗教派別 宗教建築

英國人 聖公會
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

葡萄牙人

愛爾蘭人

新教	/	基督教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羅馬天主教
天主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聖瑪加利大堂

南亞穆斯林

中東穆斯林

回教清真禮拜堂

愛群清真寺林士德伊斯蘭中心

九龍清真寺

中東猶太人 猶太教莉亞堂

巴斯人 善樂施大廈

印度人 錫克廟

印度人 印度廟

基督宗教

伊斯蘭教

瑣羅亞斯德教

印度教

猶太教

錫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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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同族裔的宗教建築

對象︰初中學生

需時︰全程約 3-4 小時，選擇其中三站約 2	小時

考察站：共有 6	個

建議：選擇其中三站用作考察前預習，其餘三站進行實地考察，然後作比較。

相關課堂內容︰ 香港直至十九世紀末的成長與發展	 /	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成

長和發展

考察目標︰

進行考察前，學生應初步認識︰

安排考察時須注意之事項︰

進行考察後，學生應能掌握︰

1. 不同族裔在港生活和經歷的歷史 ( 參考本教材乙部的相關原始史料 )；

2. 不同族裔的宗教建築的名稱 ;

3. 考察路線及各考察地點的位置 ( 參考本篇的地圖 )。

1. 本考察之設計重點在於利用代表不同宗教的建築讓學生了解香港的

			文化多元性。

2. 教師可因應校情，安排跨科合作，進一步擴闊考察之範疇與學生的視野。

3. 各建議路線的路程均較長，教師可自行調適。

4. 各建議路線位於交通繁忙之地區，考察時請注意安全。

5. 建議路線（一）附近沒有適合大型車輛的停泊處，宜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

6. 部分宗教建築並不對外開放。

7. 個別宗教建築設有導賞服務，但須事前聯絡相關機構，以作安排及預約。

1. 不同族裔的宗教建築的特色；

2. 各宗教建築與社區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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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路線（1）中區半山線 [ 建議學生預習各站資料，配合考察見聞，完成工作紙 ( 四 ) ]

B 站︰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地址︰香港半山般咸道 2 號

堅道 西摩道 羅便臣道衛城道

A 站︰

上環摩羅街
地址︰上環摩羅下街

樂古道 差館上街 居賢坊太平山街 堅道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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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站︰

聖公會聖約翰座堂
地址︰香港中環花園道 4-8 號

E 站︰

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地址︰香港中環堅道16 號

己連拿利 上亞厘畢道 花園道

D 站︰

回教清真禮拜總堂	 ( 又稱些

利街清真寺）
地址︰香港中環些利街 30 號

些利街 堅道 聖約瑟台己連拿利

C 站︰

猶太教莉亞堂
地址︰香港半山羅便臣道 70 號

羅便臣道 卑利街 些利街摩羅廟交加街

以上的二維碼連結該宗教建築所屬的團體、古物古蹟辦事處或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相關網頁，以深化學

生對與本考察路線相關宗教建築的認識。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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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圖片 今日照片 觀察重點

上

環

摩

羅

街

俗稱「摩羅」的印籍

警員與華籍警員合照

中
華
基
督
教
會
合
一
堂 建成於 1888 年的道

濟會堂

猶
太
教
莉
亞
堂 建成於 1902 年的莉

亞堂

在考察這些宗教建築時，可了解直至十九世紀末居港不同族裔的故事；整理活動中

的所見所聞，並完成工作紙及張貼相關照片，以作比較。

工作紙 ( 四 )

宗教、宗教建築與文化多元性（中區半山線）

非常接近原貌

跟原貌完全不同

1
2
3
4
5
6
7
8
9

10

˙試指出該建築物所屬的宗教。

˙試指出是哪個族裔的人士將該宗教引

入香港。

˙試用文字或繪圖方式，指出該建築物展

現的建築特色。

˙試指出該建築物附近的環境	/ 社區的

特徵。

˙你認為該建築物有多接近落成時的原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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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圖片 今日照片 觀察重點

回
教
清
真
禮
拜
堂

1915 年擴建完成的

回教清真禮拜總堂

天
主
聖
母
無
原
罪
主
教
座
堂

1897 年

聖
公
會
聖
約
翰
座
堂

1897 年

從考察活動的所見所聞中，你認為香港的文化是否具有多元性？試舉出一個你在活

動中所見的例子加以說明。

非常接近原貌

跟原貌完全不同

1
2
3
4
5
6
7
8
9

10

˙試指出該建築物所屬的宗教。

˙試指出是哪個族裔的人士將該宗教引

入香港。

˙試用文字或繪圖方式，指出該建築物展

現的建築特色。

˙試指出該建築物附近的環境	/ 社區的

特徵。

˙你認為該建築物有多接近落成時的原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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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路線（2）銅鑼灣線 [ 建議學生預習各站資料，配合考察見聞，完成工作紙 ( 五 ) ]

B 站︰

善樂施大廈
地點︰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01號

A 站︰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
地點︰香港銅鑼灣大坑道 2號 A

銅鑼灣道 禮頓道

禮頓道 黃泥涌道

資料來源：Google maps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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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站︰

聖瑪加利大堂
地址：禮頓山樂活道 2A號

黃泥涌道

D 站︰

印度廟
地點︰香港黃泥涌道1號 B

黃泥涌道

E 站︰

波斯墳場
地點︰香港跑馬地黃泥涌道

黃泥涌道 皇后大道東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只有英文版本 )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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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站︰

錫克廟
地點︰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371號

G 站︰

愛群清真寺林士德伊斯蘭中心
地點︰香港灣仔愛群道 40 號

黃泥涌道 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 愛群道

以上的二維碼連結該宗教建築所屬的團體、古物古蹟辦事處或衞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相關網頁，以深化學

生對與本考察路線相關宗教建築的認識。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只有英文版本 )

可掃描二維碼，

以瀏覽相關資訊

(只有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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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圖片 今日照片 觀察重點

聖
公
會
聖
馬
利
亞
堂

	

1952 年的聖馬利亞堂

善
樂
施
大
廈

建成初期的善樂施大廈

聖
瑪
加
利
大
堂

1950 年代的聖瑪加利

大堂

印
度
廟

印度廟今貌

在考察這些地點及宗教建築時，可了解直至十九世紀末居港不同族裔的故事；整理

活動中的所見所聞，並完成工作紙及張貼相關照片，以作比較。

工作紙 ( 五 )

宗教、宗教建築與華洋共處（銅鑼灣線）

非常接近原貌

跟原貌完全不同

1
2
3
4
5
6
7
8
9

10

˙試指出該建築物所屬的宗教。

˙試指出是哪個族裔的人士將該宗教引

入香港。

˙試用文字或繪圖方式，指出該建築物展

現的建築特色。

˙試指出該建築物附近的環境	/ 社區的

特徵。

˙你認為該建築物有多接近落成時的原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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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斯

墳

場

波斯墳場內麼地爵士

之墓

錫
克
廟

建成初期的錫克廟

愛
群
清
真
寺
林
士
德
伊
斯
蘭
中
心

愛群清真寺林士德

伊斯蘭中心今貌

從考察活動的所見所聞中，你認為香港的文化是否具有多元性？試舉出一個你

在活動中所見的例子加以說明。

非常接近原貌

跟原貌完全不同

1
2
3
4
5
6
7
8
9

10

˙試指出該建築物所屬的宗教。

˙試指出是哪個族裔的人士將該宗教引

入香港。

˙試用文字或繪圖方式，指出該建築物展

現的建築特色。

˙試指出該建築物附近的環境	/ 社區的

特徵。

˙你認為該建築物有多接近落成時的原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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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不同族裔與其宗教文化看香港的文化多元性

對象︰初中學生

需時︰ 35-70 分鐘（視乎學生人數而定）

相關課堂內容︰ 香港直至十九世紀末的成長與發展	 /	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成

長和發展

課堂目標︰

進行課堂前，學生應具備︰

學生在完成本課堂後，應能掌握︰

1. 對香港主要不同族裔及其對香港貢獻的認識；

2. 對於各主要不同族裔相關的宗教文化的認識；

3. 對華洋文化並存的觀察。

1. 從探索各不同族裔對香港的貢獻，了解香港對各族裔文化的包容性；

2.	從觀察各不同族裔文化在香港和平並存，了解香港的文化多元性。

需時 課堂內容

25-60

分鐘

利用工作紙（四）/（五），讓學生分組並就各自在考察中的所見所聞進行匯報，

繼而引導學生思考以下問題︰

	 •	 香港政府如何尊重不同族裔與他們的文化 ?

	 •	 香港的華人如何接納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化，與之並存 ?

10 分鐘 老師可以利用學生的匯報結果，歸納出香港的文化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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