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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目標

本單元的教學對象為初中學生，當中選取了八種今天香港已式微的行業，搜

集了不少珍貴的圖片，帶領同學漫遊和遐想昔日的香港，從今昔對比中，找尋香

港歷史的痕跡，窺探當年的社會和民生面貌，了解當時勞動民眾的生活狀況，以

及這些行業的轉型或式微，與香港的社會經濟之關係。讓同學對香港的本土史多

一點的認識，對香港的情懷得以沉澱，並珍惜和學習香港人拼搏、刻苦耐勞的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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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介紹香港昔日的行業

   

考考你︰

1. 你知道「苦力」在廣東話中又稱為什麼？

咕喱

2. 據你所知，「苦力」是從事什麼工作？

搬運貨物

苦力是早期開發香港的重要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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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猜想這些苦力在什麼地方搬運貨物？你覺得他們的安全受到保障嗎？

碼頭 (圖攝於是西環海邊1957年)，他們的安全不受保障。

2. 苦力與當時香港的經濟有什麼關係？

   

早期香港以港開埠，貨船往來頻密，貨倉林立，苦力非常忙碌，吸納了珠江

三洲大量勞動力南來發展。

咕喱館的設立︰

以前香港盛設咕哩館，承辦搬運勞動，有「大記」、「發記」、「榮記」之類。

投靠咕喱館的人，要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竹片上反轉掛於牆，稱「掛牌」﹔咕喱每

天回館開工，把竹牌「掛正」，外露名字，讓咕喱頭點名。

咕喱館二十四小時分四工營業，每工四元，日薪計算。如果咕喱急需用錢，

大可馬不停蹄，連開四工，不眠不休，而所擔負之貨物非常沉重，偶一不慎，便

會釀成工業意外。

當時香港貨運日趨繁密，咕喱館如遇人手短缺，咕喱頭便會在碼頭區招請散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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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力長時間工作，從港口運送貨物到市內商店

                          守候著的苦力 (上海街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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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可通往昔日的旺角碼頭及油麻地果欄。這裏常有很多苦力聚集，從事搬運

工作。當時的苦力，不少是以「散工」形式受僱的，他們每天都要到工作地點守

候。

北角英皇道一名工人在搬運傢俬(1965)

你看這件傢俬也真的很巨大，與工人的身體不成合理比例，但他「噢」的一聲，

很快便搬到目的地。

今天我們所看見的搬運工人與昔日的咕喱相比，有什麼分別？

有工具幫助運輸，而且有福利保險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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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你︰

1. 今天我們所聽見的「擦鞋仔」一詞有什麼含意？

拍馬屁

原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1949年後)，「擦鞋」曾是香港盛極一時的街頭行業。

     

2. 從上圖可見，當時街頭擦鞋的行業是多由哪些人擔任？

小孩

3. 這與香港當年的經濟和社會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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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以後 … … ….

Ø 大量國內人民 ___湧進____香港，人口___激增___，社會貧民充斥。

Ø 戰爭結束不久，市面蕭條，工作機會___少_______。

Ø 為了生計，小孩沒有機會____讀書_______，更需要出外___工作

_______，除了上街替人擦鞋外，還有_____派報紙______、__開車門

______等。

Ø 五六十年代，大眾多「先敬__羅衣__後敬人」。西裝是男士必備之物，

自然不能夠配以傳統布鞋，一定要穿__皮鞋_____，打工仔注重衣冠，

鞋一定不能失禮人，於是對擦鞋服務有所需求。

Ø 五十年代，___韓戰____爆發，美國軍艦以香港作補給站，很多水手到

來。他們上街時愛找擦鞋仔擦鞋，出手就是美金兩角半(相等於港幣一

元二角五分)或者一角(相等港幣五角)，非常___闊綽_____，自然吸引

人加入此行。

一九六二年十月，天星碼頭附近出現了一個三呎高的鐵箱，上面用英文寫著

「Look at your shoes」，原來是一部吃角子老虎擦鞋機。想擦鞋者，先把腳伸

進一個長方形箱子裏，機器設有絨球，會自動在鞋面塗上鞋油。然後顧客需自動

把腳伸往機器旁邊的絨球處擦拭，整個過程限時一分半鐘。由於沒有經驗，顧客

都不知該怎樣分配時間把鞋子擦好。加上絨球分黃、黑兩色鞋油，顧客不知就裏，

黃鞋當黑鞋擦，往往令鞋子遭殃。

結果，你想客人最終會光顧擦鞋機或擦鞋仔？為什麼？

自由發揮

「擦鞋小鬼隊」的出現︰

老虎擦鞋機器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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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平時並不是靠擦鞋找生計的街童，也購備個擦鞋箱來搶這一碗飯吃，一

時間，中環及尖沙咀兩地，街上滿是擦鞋仔。人多了，利益衝突頻生，擦鞋仔為

了保護自己，唯有組織「小鬼隊」，三五成隊推舉一個蠱惑「大佬」，連群結隊的

出擊爭取生意。

看看下文，然後回答問題︰

1. 看完以上一段實錄後，你有什麼感想？今天香港的小孩，和昔日的小孩的生

活有什麼分別？

自由發揮

2. 為什麼擦鞋仔的行業會日漸式微？

教育普及

「小鬼隊」對付美水兵的手段刁鑽，如果有不肯

擦鞋者，他們在街頭和街尾佈好伏兵﹔當水兵在街頭

向擦鞋仔指指亮晶晶之黑皮鞋，搖頭講聲「NO」之際，

擦鞋仔把預先準備好的「白鞋水」(用來塗帆布鞋的)

潑在黑鞋上，跟著發足狂奔，往街尾逃遁，水兵追至，

已不見所 ，再看看腳上的黑皮鞋，連繩都染白了，

抹得鞋頭，抹不了鞋繩，返戰艦恐怕遭長官責罵。

到此時，街尾的「小鬼隊」接應，施施然的登場，

上前兜搭擦鞋，水兵不知他們乃同謀，唯有付錢擦

鞋，之後「小鬼隊」如何分錢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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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曾一度是很普遍的街頭行業，主要原因是以往工業尚未發展，物質供應

____缺乏_______，加上生活不富裕，每樣東西都矜貴，人們儘量物盡其用，日

常用品損壞了便拿去__修補________，繼續使用。

以下是昔日可以修補的日常用品︰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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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的工匠經常提著一箱工具上門替人家修補家庭用品，試運用聯想，把下列的修補行

業和相關工具配對起來︰

考考你︰

1. 磨刀生意有旺淡季之分，在大節日前後，像農曆新年、端午節、中秋節、冬

至等，生意特別好，為什麼？

因為這些節日人們多用刀斬雞慶祝

原來「補鑊」一詞源於昔日

專門上門替人修補飯鑊的

行業。以前的鑊全是由生鐵打造。生鐵本身不耐用，加上煮食用柴火熊熊，

鐵鑊很容易穿孔，漏水，於是要給補鑊佬修補。

補鑊方法︰裂孔輕微的，可用鐵粉修補。首先把鐵粉煮熔，燒成鐵水，然後

澆在鑊內的穿孔處。在穿孔的下面，平鋪一塊濕布，用意是冷卻澆下來的鐵水，

將裂孔填補。補好之後，再把鑊燒紅，用鎚子敲打，使其平滑。手工好的，不容

圖一 磨刀 l l 1. 鐵線、鉗

圖二 補鑊 l l 2. 半圓形刮刀

圖三 箍煲 l l 3. 、一罐水、石一塊

圖四 修理洗衫板 l l 4. 鐵粉、濕布、鎚子

2. 今天「補鑊」一詞有什麼含意？

做錯事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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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察覺曾修補。如果裂孔太大，便要用鋸鋸出一塊生鐵補上，並打鍋釘，再用鐵

水澆補。足見補鑊是一門手藝技術很高的職業。

3. 今天「箍煲」一詞有什麼含意？

修補關係

4. 「箍煲」小販所箍的多是什麼煲？

這種煲有什麼特性？

多是瓦煲，容易爆裂

木桶、鐵盆也是過去的主要用品，經過多

年風吹日曬，桶外的竹箍或鐵箍容易鬆脫

或斷裂，於是給有關工匠，用竹蔑或鐵線
重新箍好。

5. 洗衣板主要以杉木製造，十分耐用，為什麼也要修理？(提示︰試從修理用的

圓形刮刀聯想)

因為板上的坑紋經長期浸在 水中，加上衣服不斷磨擦，會被磨蝕，變淺，
以

致衣服洗不乾淨。

     (補鞋業至今仍有需求)

6.為什麼以上的修補行業今天已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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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今天物質豐裕而質素也提升了

轎子︰

汽車從1908年開始輸入本港，以後逐年增加，但汽車的數量仍是很少，直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本港市區，除電車外，仍是以人力車和轎為主要交通

工具。而運貨的交通工具則是木頭車。

考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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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中環雲咸街的轎子長龍陣

1. 根據上圖，你猜想轎子的使用與地理有什麼關係？

人們多乘轎子登山

2. 轎伕能憑自己一人做生意嗎？ 為什麼？

不能，要兩人合作才能抬起轎子

轎的興衰︰

當人力車出現時，已將一半的轎子淘汰去了。原因是轎伕多轉業為人力車

伕，雖然拉人力車也是出賣勞力，但拉人力車不用找一個合夥人。抬轎要兩個人

合作，如果兩個有什麼爭拗或不合作，抬轎是特別吃力的。人力車只用__一____

人來拉，車資較__便宜____，而且又比轎子為快，故此人們都乘人力車，很多轎

伕也轉業為車伕。但人力車不能上__山_______，轎子卻可以，加上當時山頂纜

車(1888年5月通車)的分站不多，故轎子在本世紀初期，多作登上__山________

區的交通工具。到了汽車在香港路面行駛漸多時，住在半山的富人有汽車代步，

轎子更加少了。1952年仍然有小量轎子，到了1954年才先後絕跡。

人力車︰

人力車是在清末時候從日本傳到中國及東南亞地區來的，1883年，人力車

在香港出現，正式註冊成為合法和流行的交通工具。

1. 人力車又稱為什麼？

黃包車、車仔、東洋車(因為由日本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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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班車」—人力車風光史︰

「長班車」即「私人包車」，那時富人名流向人力車公司長期包用車仔，並

僱用車夫服務。包車的車夫都穿上「號衣」，即是拉車制服，上印有「周」、「黃」

之類，代表主人的姓氏，也有繡上某某洋行，某某領事館之類。有時甚至會僱用

三個車伕拉一輛車，很有排場。

1956年灣仔駱克道的街頭上，這位人力車車伕冒著大雨等客

車伕在濕滑的路面上飛奔，分秒必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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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車的衰落︰

在三十年代以後，有錢人紛紛購置私家汽車代步，已沒有人再需要擁有私家

人力車了﹔而普通的人力車，由於道路繁忙和

人道問題，香港政府在1968年宣布停發人力

車牌照，人力車在此年正式被淘汰。今天在山

頂、中環天星碼頭和尖沙咀還可見到人力車的

影蹤，但只供遊人拍照或試坐而已。

2. 以人力車代步有什麼限制？

1. 人的力氣有限，2. 速度不快，3. 下雨時沒有遮擋，4. 上落暗斜地方有困

難

3. 今天，香港的交通發展得怎麼樣？對於這兩種古老交通工具的歷史和車伕的工作片

段，你有什麼感受？

自由發揮

    在中國封建時代的婚姻裏，媒婆和大妗姐是兩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前者負責

撮合因緣，後者負責安排整個婚禮儀式。然而，在現今這個開放、戀愛婚姻自由

的社會中，兩者已日漸式微。現在就讓我們認識認識她們吧！

熱身遊戲

你有沒有聽過「三姑六婆」這個詞語？在你的腦海中，可能會立即浮現一個巿井、

諸事八卦的女性形象。原來，以前的「三姑六婆」是指九種婦女職業，差不多照

顧了人生各個階段──生老病死婚嫁。但由於這九種身份可以自由出入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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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立心不良者便借這些身分幹不法的事，結果後來變成形容好事八卦的婦女。

而你對她們的認識又有多少？試完成以下的配對，將英文字母填上適當的橫線

上！

              A‧早期為宮廷官府裏的接生

               婦，後來在民間做助產婦，又稱

               「老娘」、「執媽」。

                                              

                        

                       B‧即賊婆，後借指

                          不正派的老婦人、

                             妓院龜婆。

三姑──尼姑： G             

                          C‧珠寶首飾的經紀

                             或是奴婢買賣

                             介紹人。

        道姑： I                                 

        卦姑： D                                      

六婆──牙婆： C        D‧負責問卜占卦。

        媒婆： E      

        師婆： H                                        E‧負責提親。

        虔婆： B

        藥婆： F           F‧用土製藥方或

        穩婆： A           鬼神方式替人治病。

                                                    H‧裝神弄鬼的巫婆。

            G‧佛教徒請她們為

                去世者打齋。

 I‧信奉道教者，請她

                                       們在道觀內做法事。

畫畫看

由此可見，媒婆乃「三姑六婆」之一。那麼，在你的心目中，媒婆的形象是怎樣

的？試把她畫下來，並以數十字略作描寫。

我心目中媒婆的樣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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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答案：

梳髻、頭插木梳、手執大葵扇、年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書六禮

你知道媒婆的職責是甚麼嗎？在回答這條問題之前，先介紹一下何謂「三書六

禮」！

這是中國傳統婚禮的儀式，其目的是鞏固和實踐「父母之命」、「明媒正娶」這些

倫理觀念。

即現在訂婚時的 (  聘書  )。

過大禮、送禮金的 (  禮書   )。三書

男女雙方互相

交換的書柬

迎親時男家送給女家的 (  迎書  )。

納采 男家發現某家女兒可作提親對象，便託 (  媒人  ) 帶備禮
物上門提親。

(   問名  )如果女家認為男家是門當戶對的，會讓媒人把女兒的 ( 年庚

  八字  ) 帶返男家合算。

納吉 男家請 (  算命先生  ) 推算男女雙方的年庚八字是否相

配，以決定這門婚事是否吉利。如果相配，男家便請媒人到

女家商談 (  訂婚條件  )。若果相沖，婚議中止。

納徵 男家按照議定的條件，送 (    聘禮     ) 往女家，並交換

(  訂婚書帖  )。至此，婚約正式成立。

(  請期   )男家擇定迎娶之良辰吉日。

六禮

(  親迎   )新郎率儀仗隊前往女家，以 (  大紅花轎   ) 迎娶新娘。

媒婆的職責

    她們首先要打探大戶人家有沒有待嫁姑娘或要成親的少爺，一打探得到，便

立即上門  游說  。因此，消息要十分靈通。

    接著，就是看看雙方的  時辰八字  是否配合。若然配對，便繼續商談；相

沖 或不夾，自然拉倒，另覓目標。然後關於禮金、禮物等事宜，自然由  媒婆  穿

梭男女家之間交涉。雙方一旦成事，便會封回媒人  利是  作酬金。至於有關婚

(讓學生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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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細節，則由  大妗姐  處理。

「大妗姐」的由來

     中國傳統嫁娶習俗禮儀多，有時連雙方父母都記不完全，因此需要一位有

權威、重要的專門人士負責提點，避免有所錯漏，貽笑大方。由於這個人很重要，

故稱呼不能太低。廣東人稱舅母為「大妗」。既然那人在婚禮中如此重要，所以

稱作「大妗」，以示尊敬。但因為不是正式的長輩，便以「姐」稱呼，亦表示屬

僱傭關係。於是就有了「大妗姐」的名稱。

              (資料來源：吳昊、張建浩：《香港老花鏡之民情話舊》,頁77。)

成為大妗姐的條件

你知道從前要成為大妗姐，要具備哪些條件？試從下面的短文，將答案歸納出

來！

          新娘出閣前，大妗姐已要陪伴在側。出嫁前一晚要替新娘「上頭」，

      即梳頭，並說一些吉利語──「一梳梳到老，二梳白髮齊眉，三梳兒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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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地。」最後，要把紅繩與柏葉插在新娘頭上，表示她已長大成人，從

此嫁為人婦。整個上頭儀式才算完成。

    出嫁當日，大妗姐會打著紅傘送新娘上花轎。花轎到達男家大門，

新娘不准落地，要由大妗姐揹進去。遇上身型較胖的新娘，亦一樣要這

樣做。

    婚宴上，遇上賓客打碎杯碗之類(中國人認為兆頭不好)，要懂得立

即「執生」，說一些好意頭的話，如「落地開花，富貴榮華」。

    大妗姐專責提點有關婚禮事宜，不單要熟悉整個婚禮過程的細節，

甚至各鄉各族不同的婚嫁習俗，也要瞭如指掌。

    (取材自吳昊、張建浩編：《香港老花鏡之民情話舊》，頁76-78。)

 口齒伶利、記憶力佳、體魄強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識多一點點

    由於大妗姐屬於專業人士，所以收費也不便宜。八十年代末，大
妗姐基本收費六百元一天，大約工作十多小時；一些收費較貴的要一
千多元一天。

    另外，有規矩是大妗姐與新娘對分斟茶利是，這項收入，隨時比
基本收費多。

    原來，國貨公司亦曾有過代客聘請大妗姐的服務。隨著國貨公司
業務多元化，設有專業性結婚綜合服務部門，其中一項是代聘大妗姐，
取價四百元。或者因與出租裙褂、其他雜項攤分，所以取價較廉。不過，

這種服務只維持了一段短暫時期。

         (取材自吳昊、張建浩編：《香港老花鏡之民情話舊》，頁78-79。)

大妗姐的末落

時至今天，大妗姐這行業已日漸式微，試分析背後的原因。

參考答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 以前大妗姐有收徒弟的制度，教授婚禮禮儀、禁忌、倫理尊卑次序等知識，

並會攜同徒弟到真實婚禮中實習。但由於徒弟自立門戶後，竟把師傅的顧客也搶

去，遂令大妗姐不想收徒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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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社會經濟繁榮，可供婦女選擇的職業越來越多，於是入行者減少。________

3 ) 社會風氣開放，今天人們不太講求繁文褥節，結婚形式亦有多項選擇，如旅

行結婚，根本不再需要有大妗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社會經濟富裕，加上相機價格豐儉由人，拍照已是隨時隨地可進行的

事。但在世紀初，香港人要拍照卻是一件困難的事，非要到影相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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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昊：《懷舊香港地》,頁45。)

早期影相舖的生意

    百多年前，相機發明不久，便已傳到香港來，但到影相舖拍照這玩意並不普

遍，你知道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甚麼？試從下面「琪興照相館」(設於大馬路八

號A)於1895年2月在《華字日報》上刊登的一則廣告中找出答案。

「琪興照相館」廣告
映相之神法，近始自泰西，已盛行中國，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凡小而

盈咫，大而逾尺者，均伸縮得法⋯⋯面目如生，形容畢肖，歷久不變。

 (取材自吳昊：《懷舊香港地》，頁43。)

1‧廣告中以甚麼詞語形容映相這門技術？   神法     

2‧以上的資料將拍照寫成一件很詭秘的事，何以見得？

   廣告中形容相機之能將照片放大縮小為「伸縮得法」，而且可以令小的東西放

大到有尺之大；此外，更可以保留人們俊俏生動的面容，更歷久不衰，這對

當時的人民來說，實為一件很詭秘的事。

3‧執業者將攝影當作「江湖秘技」，人們則視之為「勾魂攝魄」的巫術，認為「元

神」一旦被攝，就會萬劫不復。由此可見當時的民風如何？為甚麼會這樣的？

   迷信無知的民風。 因為當時的教育並不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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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民眾都認為影相是一件與鬼神有關的神秘事情，所以很少人敢於拍照，

故此，這時期的影相舖大部分時間都在「拍烏蠅」。

    為了吸引民眾光顧，好些影相舖開始在報紙上刊登廣告以招徠人客。翻開早

年的報紙，可找到香港其中一間最老歷史的影相舖──「華真映相館」(設於大

馬路中環街巿對面)，因生意冷淡，在1895年2月的《華字日報》刊登了以下一

則廣告：

「華真」廣告
本樓在香港大馬路中環街巿對面開設有年，樓上陳設雅潔，琴棋書畫園景花

木無所不有。如要映袍褂禮服，泰西服裝，僧尼道袍，班中戲服，本樓俱有，

分文不取。

(取材自吳昊：《懷舊香港地》，頁43-44。)

試根據以上的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1‧影相舖內的佈置如何？它會為客人提供甚麼？

   佈置：陳設雅潔、琴棋書畫、園景花木

為客人提供的東西：袍褂禮服、泰西服裝、僧尼道袍、班中戲服

2‧本來，影相的目的是要傳真，但從以上的資料看來，當時人們對拍照抱持的

態度是怎樣的？

寫實意味少，玩樂味道大。

影相舖的形式

    當時大部分的影相舖，形式格局大致相同，樓下為營業部，廣置畫片，招徠

人客，樓上為攝影部，略植花木，配以大幅彩畫作為背景。此外，還有一個很特

別的地方，你能從下面的漫畫中找出答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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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吳昊：《懷舊香港地》,頁45。)

特別之處是：瓦片設有活動天窗，有客人光顧時，就會拉開窗口，讓陽光射入，

作為天然光源(其時未懂利用電光)。

就漫畫所見，客人身後有椏叉支撐其頭，箇中原因是甚麼？

早年照相科技是用玻璃塗上感光藥水作底片，(尚未發明如今之菲林膠片)，玻璃

片感極慢，怕一張相需時五至十分鐘，生怕客人坐久了會亂動，只好以椏叉支撐

其頭，免得客人亂動。

戰後的影相舖

    二次大戰後，影相舖的生意還不錯，但1952年，美國對東南亞實施物資禁

運，連帶菲林、攝影器材也停止供應，很多影相舖無法經營下去，唯有倒閉。結

果，很多影相佬失業。那麼，他們可依靠甚麼維生呢？試從下圖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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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露天影相檔   

(資料來源：吳昊、張建浩：《香港老花鏡之民情

話舊》,頁45。)

    60至70年代初，在移民局附近的橫街，有不少由失業影相佬開設的露天影

相檔，專門替那些趕著申請護照、回港證的巿民服務，標榜的是「一小時內有相

取」，因為光顧影相舖要花兩三天功夫。

    到了1972年，由一位名叫鄧伯的影相佬發明即影即有相機，他是全港首創

最原始的「相機連黑房」。這是一個八寶箱，四四方方，前面有兩塊鏡片作鏡頭

用。拍照時，讓顧客對準鏡頭，計算好距離，一眨眼功夫，便完成。照片拍好後，

伸手入箱內進行沖曬，再用清水洗乾淨，約莫十五分鐘左右便有相取，這在當時

已是很快的速度。

今昔對比

我們可以知道，現今與從前的香港影相業差別很大，現就以下的圖片資料及你光

顧照相舖的經驗，將兩者作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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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百業回眸》)         (資料來源：吳昊：《老香港‧歲月留情》,頁96。)

昔日的街頭影相舖 今天的影相舖

環境/佈置

街頭巷尾，沒瓦遮頭

沒有室內佈置

固定舖位

光線充足的室內舖位、具裝修
多元化連鎖店

攝影師 男性

具適度的攝影技術

男女均有

部分為專業人士，但亦因為攝影
技術的發達，所以普遍來說，未

必需要太高的技能

設備、器材
簡單
如：影相機、佈景布、木箱作

椅子

設備齊全、豐富
如：高質素的相機、打光燈、不

同顏色的背景、黑房或沖曬機、

電腦等

顧客類型 比較富有的人 普羅大眾

時間 較長(約十分鐘) 短(只而幾十秒的時間，且即影即

有)

價錢 較貴 普遍較便宜

其他服務 拍攝全家福或證件相兼曬相 影相、沖曬、修改相片、售買照

相機、相架、相簿等

就以上所學，你能歸納出一些昔日照相業面對著的困難嗎？影相佬又如何面對?

這反映這群勞動巿民怎樣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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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如：顧客不多，生意冷淡。成本高，利潤低。政局問題方面，1952年，

美國對東南亞實施物資禁運，連帶菲林、攝影器材也停止供應，很多影相舖無法

經營下去，唯有倒閉。

影相佬如何面對──雖遇上困境，但仍想盡辦法謀生，另僻新路，如發明「相機

連黑房」、將影相業「街頭化」。

勞動巿民的特徵──刻苦耐勞、生命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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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髮者，港人愛稱「剃頭」、「飛髮」、「剪髮」之類，屬民國成立後的新興手

藝行業，期間由剪辮到剃頭，由剃頭到陸軍裝(即「平頭裝」)，由陸軍裝到花旗

裝，修髮的次數越加頻密，飛髮舖生意越是成行成巿。其時之髮型，通常長得三

兩星期，毛髮參差，被迫又要光顧理髮店，因此香港淪陷前吃這門飯者，已有一

萬之數。

                     (資料來源：吳昊：《懷舊香港地》,頁131。)

飛髮佬的生涯

    雖然許多人以當飛髮佬賺錢糊口，但這行業停留於傳統制度。

    剪髮這種手藝無專門學校訓練，要學的話就要拜師，先替師傅做些雜務和在

旁觀察，看久了積些心得，再獲師傅略作指點，如是者最少三年始算滿師。學師

期間沒有薪金，只有兩餐，但如未滿師而擅自離去的話，則可能被追補伙食。滿

師後，皆接受低微薪金在原店工作，吸收「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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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出版的《美髮特刊》曾訪問一位飛髮佬並有這樣的記述：

「我們這種職業，自二十歲至四十五歲是工作時間，二十歲前是學習，四

十五歲後便因眼力與體力的關係，不得不停止工作了，所以很多同業年老

無力或染病而不壽⋯⋯ (原因) 工作時間太長，差不多整天的光陰也放在

店中，以致精神不足⋯⋯又因工作的時候，不敢呼吸，恐怕呵氣在顧客臉

上和吸收顧客所呵的氣，身子漸漸衰弱下去，到四十五歲的年紀，那裏還

能工作呢。工資方面⋯⋯唉⋯⋯老闆佔收入七成，我們就只得三成⋯⋯」

(取材自吳昊：《懷舊香港地》，頁130。)

以下是另一位飛髮佬的經歷：

剛學滿師後，一遇到剃面，尤其見顧客有鬍鬚者，就會手騰腳震，不知如何落力。

於是，我唯有用自己做實驗，日日操刀剃自己的大腿、小腿及其他有毛部分，直

至練到手非常定了，才有膽再度操刀子上場。

(取材自吳昊：《懷舊香港地》，頁130。)

1‧從以上一些從事理髮的人的經歷來看，你覺得他們當時的生活怎樣？

   貧窮艱苦、辛勤勞碌

2‧承上題，又何以見得？

學師時

替師傅做些雜務，而且要最少三年始算滿師。學師期間沒有薪

金，只有兩餐，但如未滿師而擅自離去的話，則可能被追補伙食。

新手時

練習剃面時，用自己做實驗，日日操刀剃自己的大腿、小腿及其

他有毛部分，直至練到手非常定了，才有膽再度操刀子上場。

老手時

工作時間太長，差不多整天的光陰也放在店中，以致精神不足。

工作的時候，不敢呼吸，恐怕呵氣在顧客臉上和吸收顧客所呵的

氣，身子漸漸衰弱下去。

工資方面，飛髮佬就只得總收入的三成作薪金。

3‧既然理髮業是這樣難熬，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從事/堅守這項工作？

   因為當時可供選擇的工作不多。而且需時三年才能學滿師，若就此放棄的話，

實在可惜，所以即使辛苦，很多飛髮佬仍會堅持從事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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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承上題，由此可見當時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狀況是怎樣的？

   社會上可供選擇的職業不多，薪金亦很低，民眾要很勤力刻苦才可以生存。

普遍的民眾活於貧困之中，物質生活不多。

有見理髮師工作辛勞而回報極少，未能得到保障，於1939年3月15日，就

成立第一個飛髮佬工會──「港九美髮業工會」，以此為理髮工人爭取福利，更

創辦了《美髮特刊》作為喉舌，反擊「封建」。

假設你是這個工會的委員，負責為飛髮佬謀福利，你會制定甚麼條例，試從收費、

待遇、工資等方面著手，然後將建議寫在下面。

            ☺ __________(讓學生自由發揮，言之成理即可。)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年的美髮業工會，經過多次勞資雙方的會議後，達成「九美髮業東西家公訂協

約」，其中幾條是這樣的：

² 工資計算，以生意進入額，東家佔六成五，西家佔三成五之分數。
² 凡店號須夥伴穿著西服者，其洗西服費用，甲等理髮以下應由東西兩家平均
負擔，特等則全由東家負擔。

² 凡店號夥伴膳宿，全由東家供給。
² 規定東家供膳兩次，每次 錢四仙，端午節粽錢五仙，中秋節餅果錢二毫，

歲晚每人臘味錢四毫等。

(取材自吳昊：《懷舊香港地》，頁133。)

但好景不常，戰後香港的理髮業再度陷於自相殘殺的競爭局面，一向揚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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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上海理髮匠大軍殺到，他們西裝筆挺，剪髮時戴口罩，幾個小時服侍一個各

人(洗頭、刮面等皆分工)，派頭十足。

    廣東理髮匠奮勇「抗戰」，甚而使出「奉送 骨」絕招亦難挽頹勢，結果迫

到「靠邊站」，淪為「街邊檔」，還要給巿政局徵收「靠牆檔位牌費」，納不起牌

照就實行「走鬼」，時人稱之為  走鬼飛髮舖  。(見下圖)

                   (資料來源：吳昊：《懷舊香港地》,頁134。)

理髮趣話

    今天的理髮店愈來愈專業，店內環境舒適，服務周到，上理髮店理髮可以說

是一種享受。但早期上理髮店理髮，尤其對小孩子來說，卻視為畏途。但由於以

往的學校規定小學生一定要剪「平頭裝」，故大約每兩星期便要到理髮店去，以

下是幾個小朋友的「慘痛」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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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甲

                                                            小童乙

   小童丙

聽完當日一些小童的體驗後，你有何感想？相比於今日你到理髮店剪髮的經歷，

有何分別？

__________________(讓學生自由發揮，言之成理即可。)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百業回眸》)

剃面的過程很難受啊！飛髮佬把肥皂泡塗上我的臉，然後用剃刀把泡

沫刮走，再用一條熱毛巾將餘下的泡沫抹掉，使我的臉變得紅通通的。

⋯⋯洗頭時，要彎著身子，俯身向前，低著頭，在水槽中清洗頭髮，

很不舒服⋯⋯記得有一次，離開理髮店時，兩隻耳朵好像失聰似的，

急用手摸，原來兩粒洗頭塞耳的濕淋淋的棉花衰未摘下，嚇得我⋯⋯

⋯⋯風筒的熱風已很強勁，飛髮佬還要用毛巾把熱氣「兜」向頭部，，

不但頭皮疼痛，連面部也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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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融資方法五花八門，如果一時周轉不靈，可以找銀行或財務。但

幾十年前的香港，生活貧困，借貸又不易，故民眾有急需時，惟有將貴重物件押

予當舖，取錢應急。粵語片中常見與當舖有關的情節，正是當時大眾生活的縮寫。

(資料來源：張志義：《圖說香港昔日風情》，頁61。

當舖的起源

    原來，當舖這行業，已有千多年的歷史。最早開設當舖的，並不是中國人，

而是印度僧人。他們開設當舖的目的，原是予人方便，供周轉不靈的窮人得解燃

眉之急。

    及至南北朝， 佛教   傳入中國，設有廟宇，廟宇以濟世為目的，貧者如果

在別處借不到錢，可以到廟宇借  「長生庫」 ，讓人們不會餓死，繼續生存。

借錢者可用屋契、 田契  給廟宇做抵押。

    唐、宋以後，經營當舖者，已不限佛門中人，不少 富商巨賈 ，均有開設當

舖，以賺取金錢。

    至於僻處南方邊陲的  香港 ，早在開埠前已有當舖開設。有學者考究，明、

清時，在  元朗  一帶已有當舖，故典當業早年流行一句說話：「未有香港，已

有  當舖  」。

    除鐘錶、玉石、金器等貴重物品，早年當舖接受典當的東西，還包括西裝

棉胎  、  鞋襪  等不值錢之物，那自然押得的錢也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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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舖設計的特色

    在香港，目前還不難發現當舖的蹤影，你有留意到它們的存在嗎？你知不知

道它們的格局設計有何特別之處？試看看下圖。

(資料來源：張志義：《圖說香港昔日風情》，頁62。

� 從上圖可見，當舖門測懸有一個葫蘆形的招牌(紅色箭咀者)，這是由一隻蝙

蝠和一個含著金錢的圖案組成，你知道當中的寓意嗎？

  吉祥意思，中國人做生意，十分講求好意頭。

� 當舖進門處設有一塊大木板，俗稱「遮醜板」，作用為何？

    作用是不讓街上行人看見誰在典當。

� 當舖特意把櫃台做得很高，連成年人踮高腳亦未必看得見坐在裏面的朝奉。

為甚麼要有這樣的設計？

   這種設計有少許打心理戰。朝奉高高在上，來典當者則地位卑微，只求朝奉

肯接受典當，付錢就行，慘被壓價亦無可奈何。

成為朝奉的過程

    朝奉可以說是當舖的靈魂人物，當舖是虧是盈，全賴朝奉的眼光。如果他的

眼光欠準，用高價買進低價貨，當舖便要賠本。所以要在當舖工作了十多年，累

積了經驗，才可當朝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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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成為朝奉的幾個程序，試將有關的名詞與相對的工作內容配搭起來，並將

它們依次排列。

估值    ‧             ‧學習估量典當東西的價值

查票    ‧             ‧學寫當票用的傳統字體

朝奉先生‧             ‧用雞皮紙包好典當之物、編號

後生    ‧             ‧正式負責鑑別典當物，掌管當舖之盈虧

寫票    ‧             ‧負責當舖的一切雜務

                                          

                             

      

何謂「種蟲友」

    「種蟲友」是專門想辦法在當舖中混飯吃的人，俗稱「搵當舖笨」。他們的

拿手戲是「化腐朽為神奇」。以舊手錶為例，他們用三十元買下一隻舊手錶，再

花十元換錶帶、玻璃，清潔外殼使其光潔，或略作修理，使它能暫時行走，便拿

去當舖，加上美言幾句，隨時可押得百元。其他像西裝等東西，也可以略做手腳，

騙當舖金錢。

    此外，朝奉估價，是既看貨式，亦看物主。如果顧客表現得是有當有贖，不

當斷，朝奉會給高些價錢，因為有當有贖才可多賺利息。相反，如果是當斷，便

會壓價。所以，如果種蟲友富有演技細胞，經驗豐富的朝奉都會被騙。

    在六十年代初，眾多當舖朝奉就曾遭遇滑鐵盧。話說那時候，種蟲友用針把

綠色液體注進廉價白玉內，過了一些時間，白玉便會變成像翡翠般。由於朝奉都

是上了年紀的人，較保守，並不知道發明了這種新科技。到他們知道時，已發生

了多宗「假翡翠」騙案。

假如你是一個當舖朝奉，試想想有何方法避免墮入「種蟲友」的騙局中？

________________(讓學生自由發揮，言之成理即可。)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朝奉先生寫票查票估值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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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實，後來政府就立例，凡當物者一定要出示身分證，以防賊人典當賊贓。

識多一點點

    你知道甚麼是「九出十三歸」嗎？

    當舖是一種以吃利為生的行業，故收取的利息十分高，俗稱「九出十三歸」。
以所當物品值十元為例，當票上不是寫十元，而是寫十三元，但實際只付九元給當

物者。若要贖回，便要付十三元，由此可見利息之高。

(取材自吳昊、張建浩編：《香港老花鏡之民情話舊》，頁15。)

(資料來源：魯言：《香港掌故》第四集，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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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舖的式微

    到了七十年代，光顧當舖的人大大減少，資料顯示，1988年，全港當舖數
目約一百六十間，而到現時為止，更所剩無幾，試分析一下當舖業日漸式微的原

因，這又與香港的社會經濟有何關係？

參考答案：

原因：後來出現大量銀行、財務公司，人們有急需時，已不須再倚賴當舖。___

      政府為巿民提供很多福利和服務，改善了民眾的生活水平，於是，很少人

______再需要將家中錢財物品典當換錢維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輕一輩的人不願意入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社會經濟的關係：經濟轉型，香港由一個本來以手工漁農業為主的社會，再過

____________     渡到轉口港、工業城巿，繼而發展成一個國際商業化的大都

_________________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由一個以勞動為主的社會轉化為一個知識型的社會。__

                 對教育素求的提高，民眾得到普及教育。________________

                 社會越益重視民生福利。                             _

(資料來源：魯言：《香港掌故》第四集，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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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完成一系列有關香港昔日的行業的工作紙後，相信大家對這些行業都有了初

步的認識，而且，從中亦能了解到當時勞動民眾的生活狀況和特徵，以及這些行

業的轉型或式微，與香港的社會經濟之關係。

現在，試完成以下兩表，歸納所學，並作出總結。

香港勞動人口的生活狀況/特徵之今昔對比

昔日 今天

貧困艱苦
收入( 不穩定 )

富裕 ( 舒適 )
收入穩定

刻苦 ( 耐勞 )、具 ( 拼搏 )精神 刻苦耐勞、具拼搏精神、( 頭腦 )靈活

出賣 ( 勞力 ) 以知識維生

教育水平低 教育水平相對大大 ( 提高 )

沒有勞工保障 有勞工( 福利 )和保障

香港昔日行業的轉型/式微與香港的社會經濟之關係

u 從前的民眾多數是文盲，( 知識水平 )很低；如今教育普及，實施九年 ( 強
迫免費教育 )，全民的教育水平大為提高。

v 由於知識水平低的關係，人們只能夠出賣 (勞力 )維持生計，如苦力、(人力
車伕 )、( 擦鞋仔)等；但由於教育的普及，令香港變成一個( 知識型 )的發

達社會，人們主要依靠 ( 腦力 )維生，而且也由以手工業為主的經濟轉化為

以商業、( 服務業 )的都巿，更促使一些舊有的行業逐漸式微，如 (當舖 )。

w 從前，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小 ( 漁村 )；但由於商業化及對外的交易往來越趨
頻繁，香港也變成了一個國際的商業 ( 大都會 )，更從外國引入各種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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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如 ( 汽車 )的輸入就令到拉人力車的行業的式微。而香港走向 (國

際化 )，亦令本地傳統的文化卻日漸淡薄，令昔日由媒婆撮合的婚姻，變成
如今的 ( 自由戀愛 )。

x 社會的商業化，令人們的 ( 物質生活 )也豐裕起來，他們有能力去購買自己
喜歡和需要的物品，而無需「死慳死抵」，繼續使用破舊之物，這使昔日好些

行業就此式微，如 ( 修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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