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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中國歷史科 教案 

 

課  題： 九龍城與宋史追認 

對  象： 新高中課程的中五學生（約二十人） 

課  節： • 兩課節（每節約 35 分鐘） 

• 半天考察（約三小時） 

已有知識： • 南宋偏安以至滅亡的歷史。 

• 宋端宗趙昰、趙昺與陸秀夫等南逃至香港的歷史。 

• 已吩咐學生搜尋一些香港與宋朝歷史有關的故事，在下次上課時與大家分享。 

教學目標： • 向學生介紹一些與宋朝歷史有關的香港古蹟。 

• 指出城市發展與古蹟保護的關係。 

• 指出「歷史追認與重建」在歷史研究中扮演了十分重要的角色。當人類努力發掘歷史真相的人，亦正在努力發現自己的身份。 

備  註： • 所有與該課節相關的資料已載於「附錄」部份。另燒碟一張。 

• 教材中紅字部份是給教師的一些授課建議，不會出現在學生版教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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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一：考察前背景簡介──九龍城與宋史遺事 

時間 教學方式 課堂活動 目的 教材 

10 分鐘 

• 學生發表 • 在上堂課，教師已把學生分為四人一組，並且要求他們回家

準備一些香港和宋朝歷史有關的故事，回校分享。 

• 分享時間：每組兩分鐘。 

• 引領學生發掘與歷史有關的身邊事

物。 

• 溫故知新。 

-- 

10 分鐘 
• 講授 • 教師分享中三時在啟德機場拍的一張照片，藉此引入宋王臺。

• 簡介考察地點宋王臺和上帝古廟。 

• 令學生對考察地點的歷史背景有所

了解。 

• 附件五 

10 分鐘 

• 提 供 考 察

資訊 

• 提醒學生各項考察注意事宜。 

• 簡介如何使用資料及工作紙。 

• 於考察前將附件一及二（宋王臺公

園和上帝古廟中兩塊碑文的資料）

和附件三（考察作業）派發給學生，

讓他們預先備課。 

• 附件一、二 

• 附件三 

 
 

課節二：考察 

時間 教學方式 課堂活動 目的 教材 

3 小時 

• 教 師 從 旁

指 導 學 生

考察 

• 考察路線：上帝古廟 宋王臺公園

北帝街一帶 

• 介紹「馬頭角道」、「馬頭涌道」及

「馬頭圍道」的名稱由來。 

• 加深學生對宋王臺、上帝古廟的了解。 

• 從實地考察讓學生感受歷史的真實感。 

• 藉著遊北帝街及附近一帶的老街，向學生介紹香港的傳統行

業（如當舖、中藥舖、涼茶舖等），以及「前舖後住」的特色。

• 附件一、二 

•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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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節三：考察總結──九龍城與歷史追認 
 

時間 教學方式 課堂活動 目的 教材 

15 分鐘 

• 答案分析 • 核對工作紙的答案。教師會花多些時間解釋甲(4)和丙部的

綜合問題。 

• 討論城市發展與古蹟保護的關係。 

• 考察回顧及鞏固知識 

• 附件三甲(4)和丙部的綜合問題乃用來

引入下個課題。 

• 指出城市發展與古蹟保護的關係。 

• 附件四（工作

紙教師用版） 

15 分鐘 

• 講授 • 教師就著已準備的投影片，向學生介紹學者對「歷史追認

與重建」的一些看法。 

• 指出「歷史追認與重建」在歷史研究中

扮演了十分重要的角色。當人類努力發

掘歷史真相的人，亦正在努力發現自己

的身份。 

• 附件六 

• 附件七 

5 分鐘 • 總結 • 總結整個宋朝歷史和考察活動 -- -- 

 



附件一 

請同學於考察前閱讀以下文章，並於考察當日帶回： 

 

九龍古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 

宋景炎二年春，端宗自惠州甲子門，次于梅蔚四月，幸官富場。嘉慶《新安縣志》

云：「官富山在佛堂門內，急水門之東，帝舟曾幸此，殿址尚存。又《官富駐蹕條》

引《行朝錄》稱，丁丑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土人

將其址改建北帝廟，今去嘉慶又百餘年，陵谷屢遷，舊日殿址已不知所在。陳伯

陶謂廟右有村名「二王殿」，其地亦難確指。勘以舊圖，似在聖山之西，而北帝廟

者，營構徒建，復非一次。今惟此上帝古廟之存耳。是廟曩有碑，記題乾隆重修

馬頭圍北帝廟。蓋自馬頭圍村遷來者，馬頭圍即昔之古瑾圍，或以《新安縣志》

北帝廟，與此為一址。雖難論之，惟此古廟相傳已久，且為古瑾圍耆老所崇祀，

其地東面蓋宋皇臺，橫亙一二里內，皆平疇田野，漢流浸灌，是為胥宇之豦意，

當日君臣倉黃之頃，迺慰迺止，其行在不難扵附近求之，則此廟之有助扵九龍史

蹟之研究可知矣。廟久傾圮，祗剩門額。香港政府念舊，構之就湮。即此僅存者，

恐歸泥滅謀，所以永之乃，即其地繚此瓦垣，植以卉木，闢公園，以為遊憩之所。

與宋皇臺公園相麗俾。登臨者得以咨嗟詠慕，元經世大典，所記尤備，惟此與彼

胥當日荒 窮海之際，其君臣流離奔迸，固知不可為而為之，雖事過境遷，其遺

聞軼響，猶播傳於弔古欷噓者之口，而敬慕之者，更千年而未有已。乃知是非之

心，歷今古而岡替斯。又闢是園者，有關教化之深意，夫豈遊賞而已耶？園於一

九六二年九月一日落成，啟用之日，市政局議員李有璇醫生實司其典禮。倡建園

之議扵政府者，新會簡又文，而潮安饒宗頤為之記。 

香港政府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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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The Story of this Rest Garden (English Version)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D. the Southern Sung Emperor Tuen Chung was 

attached by the Mongol conquerors of the North. Driven from his provisional 

capital at Hang Chow. The Emperor retreated southwards through Fukien and 

on to Kwangtung Province, stopping temporarily at more than thirty places on his 

way. Besides the well-know palace at Ngai Mun in the San Wui district of 

Kwangtung, that at Sau Shan by the Pearl River was been fully described in the 

Imperial Records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the Yuen Dynasty. Such buildings 

provide evidence of the effort of the Sung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to make 

that stand against their enemies which has long been cherished in the peoples’ 

minds. 

 

In the spring of 1277 during the second year of his reign, the Emperor left 

Kap Tsz Mun of Wai Chau district in south Kwangtung, and reached Mui Wai. In 

the fourth moon he arrived at Kwun Fu Cheung, a district which included 

present-day Kowloon, the New Territories and neighboring areas. In this district 

there was a hill called Kwun Fu Shan, which is said to have been where Argyle 

Street now is. The San On District Records published during the reign of Ka Hing 

(A.D. 1796-1820) State. 

 

“Kwun Fu Shan lies to the east of Kap Shui Mun an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Fat Tong Mun. The royal barge anchored here, near wher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Emperor’s palace still stand.” 

 

Fat Tong Mun is the passage lying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Lam Tong Island, 

 5



附件一 

to the east of Lei Yue Mun. 

 

In the chapter “Kwun Fu Chu Pat”, meaning Kwun Fu where the Emperor 

halted when on tour, the same records contain this section under the heading 

“Court Circuit”. 

 

“In the fourth moon of the year Ting Chau (A.D. 1277) the royal barge arrived 

at this place. Where the imperial palace was erected. The plinths and pillars as 

well as the site of this palace were still extant, until the local residents built on 

the site a temple dedicated to Pak Tai.” 

 

It is now over a hundred years since this was written, and during that time 

old landmarks have long since been altered or removed. The true site of the 

imperial palace is now unknown, but the scholar Chan Pak-to has reported that 

there is know to have been a village called Yee Wong Tin, the palace of two 

kings, on the right of the Pak Tai Temple. But this temple has itself been at some 

time moved and rebuilt. The site of the village of the palace of two kings is also 

therefore uncertain, although an old map suggests that it way have been to the 

west of Sing Shan which lay south of the original Sung Wong Toi. There was 

however yet another temple nearby, once know as the Temple of the Supreme 

Ruler. It was built where this rest garden now is. 

 

This Temple of the Supreme Ruler had within it is a stone tablet recording 

that Pak Tai Temple in the old Ma Tau Wai Village, which used to be known as 

Kwu Kan Wai, was repaired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Kin Lung (A.D. 

1736-1796). That Pak Tai Temple is believed by some to have been the sam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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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the one mentioned in the San On District Records and built on the site or the 

original palace at Kwun Fu. Whether this is so or not, it later disappeared from 

within the old Ma Tau Wai Village, and thereafter the village elders used to 

perform their sacrifices at the Temple of the Supreme Ruler. 

 

To the east of Temple of the Supreme Ruler was the former Sung Wong Toi, 

a rock from which has been preserved in the Sung Wong Toi Garden. The land 

for several miles around used to be arable plain, and contained rice fields 

watered by streams. This would have been an agreeable place for the 

hard-pressed Emperor Tuen Chung to stop. Traces may well be lef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halts made by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in their retreat 

before the Mongols, and the former Temple of the Supreme Ruler may indeed be 

one of these traces and thus provide a link in the history of Kowloon. 

 

The temple itself fell into ruin long ago, leaving only the lintel of its main 

door, which was here intact in commemoratio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made this rest garden which, like the nearby Sung Wong Toi Garden, provides in 

its reminder of past history more than a place of rest. 

 

Mr. Kan Yau-man of Sun Wui was first to recommend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ancient temple lintel and the creation of this 

rest garden. 

 

Mr. Yiu Chung-yee, whose name is also spelled Jao Tsung-I, of Chiu On 

prepared the Chinese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this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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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rden was completed on September 1st 1962 and opened by Dr. R. H. 

S. Lee M. B. E.  



附件二 

請同學於考察前閱讀以下文章，並於考察當日帶回： 

 

宋皇臺遺址碑記 

宋皇台遺址，在九龍灣西岸。原有小阜名聖山者，巨石巍峨，矗峙其上。西面橫

列元刻「宋王臺」牓書，旁綴「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字。一九一五年，香港大學

教授賴際熙籲請政府劃地數畝，永作斯臺遺址，港紳李瑞琴贊勷其事，捐建石垣

繚焉。迨日軍陷港，擴築飛機場，爆石裂而為三，中一石摩崖諸字完整如故。香

港光復後，有司仍本保存古蹟之旨，在機場之西南，距原址可三百尺，闢地建公

園，削其石為長方形，移實園內，藉作標識，亦從眾意也。考臺址明清屬廣州府

新安縣，宋時則屬廣州郡東莞縣，稱官富場。端宗正位福州，以元兵追迫，遂入

海，由是而泉州而潮州，而惠州之甲子門，以景炎二年春入廣州治，二月舟次於

梅蔚，四月進駐場地。嘗建行宮於此，世稱宋皇臺。或謂端宗每每憩於石下洞中，

故名，非所知矣。其年六月移蹕古塔，九月如淺灣、即今之荃灣也；十一月元兵

來襲，乃復乘舟遷秀山。計駐於九龍者凡十閱月焉。肴宋一代，邊患迭興，西夏

而外，抗遼、抗金、抗元，無寧歲。洎夫末葉，顛沛蒙塵，暫止於海澨一隅，圖

匡復興。後此厓山，君臣所踐履者，同為九州南盡之一寸宋土，供後人憑弔而已。

石刻宜稱「皇」，其作「王」實沿元修宋史之謬，於本紀附「二王」致誤。今名是

園曰宋皇臺公園，園前大道曰宋皇臺道，皆作「皇」，正名也。方端宗之流離播越

也，宗室隨而南者甚眾，後乃散居各邑，趙氏譜牒，彰彰可稽。抑又聞之：聖山

之西南有二王殿村，以端宗偕弟衛王昺同次其地得名。其北有金夫人墓，相傳為

楊太后女晉國公主，先溺於水至是鑄金身以葬者。西北之侯王廟，則東莞陳伯陶

碑文疑為楊太后弟亮節道死葬此，土人立廟以祀，昭忠也。至白鶴山之遊仙巖畔

有交椅石，據故老傳聞，端宗嘗設行朝，以此為御座云。是皆有關斯臺史跡，因

並及之，以備考證。一九五七年歲次丁酉冬月，新會簡又文撰文，臺山趙超書丹，

而選材監刻，力助建碑，復刊行專集，以長留紀念者，則香港趙族宗親總會也。  

                       一九五九年香港政府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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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Sung Wong Toi (English Version) 

 

Sung Wong Toi, or Terrace of the Sung Emperor, was originally situated on 

the western shore of Kowloon Bay. The small mound there was known as the 

sacred hill, and on its summit there was a great rock.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of 

there characters “Sung Wong Toi” were engraved horizontally upon the western 

face of this rock. Later a further seven characters were added vertically, 

recording that repairs had been carried ont in 1807 A.D., in the Ting Mau Year of 

the Ching Emperor Ka Hing. 

 

In 1915 Professor Lai Chai-hei (better known as Lai Chi-hi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ppealed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reserve 

forever this area ad this Terrace. Mr. Li Sui-kam, a leading Hong Kong citizen 

lent his support and paid for the erection of an encircling stone balustrade when 

the Japanese armed forces occupied Hong Kong in 1941-5 and enlarged the 

airport. They blasted the great rock which broke into three. One part retained the 

original inscription intact. 

 

After the liberation in 1945,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eld to its former 

desire to preserve this ancient monument. A park was created to the south-west 

of the airfield. About three hundred feet from the site of the original Sung Wong 

Toi, and the inscribed rock was dressed and placed within that park this too, 

fulfilled a public wish.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this area 

was a part of the San On Distric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efectur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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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Kwong Chow.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this area was part of the Tung Kwun 

District of the same prefecture, and was known as Kwun Foo Cheung. 

 

When the Sung Emperor Yuen Chung ascended to the throne in Foo Chow, 

the armies of the Mongols pressed upon him and he fled by sea to Chuen Chow, 

thence to Chiu Chow and Kap Tsz Mun in Wai Ch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year of his reign (1277), the Emperor entered Kwong Chow territory. 

Thence, in the second moon, he salted to Mui Wai. In the fourth moon, he landed 

here at Kwun Foo Cheung and set up his temporary palace near the place now 

known as the Sung Wong Toi. Some say that the Emperor Tuen Chung from 

time to time took his rest in a space beneath the great rock, and this legend is 

given as the reason for the name “Sung Wong Toi”. 

 

In the sixth moon of the same year, the Emperor moved to Kwu Tap and in 

the ninth moon to Tsin Wan, which is now known as Tsuen Wan. In the eleventh 

moon, the Mongol armies attached and the Emperor sailed away to Sau Shan. 

Thus having camped in Kowloon for about ten months. 

 

Throughout the Sung Dynasty, foreign invasions frequently occurred in 

almost every year. There was war against not only the Tangut, but also in turn, 

the invading Khitan, Nuchen and Mongols at the close of the Sung Dynasty. The 

Emperor himself had to flee and seek refuge by the shores of the sea from 

where he endeavored to secure the restoration of his empire. But this mound 

and this spot commemorate one of the last portions of Sung territory on which 

the Emperor 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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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The character “Wong” on the great rock should be that for Emperor and not 

the character for “King”. The mistake was first made in the Yuan (Mongol)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ung Dynasty, where it was recorded that there were two Kings. 

Now this park is called the “Garden of the Sung Emperor’s Terrace” and road 

before it is named the “Sung Emperor’s Terrace Road”. This use of the title 

“Emperor” is correct. 

 

When the Emperor Tuen Chung fled to the south, many of his clansmen 

followed him. Later they scattered and settled in various districts. The ancestral 

records of the Chiu clan confirm this. 

 

It is said that to the south-west of the Sung Wong Toi, there was once a 

village called “The Two Kings’ Palace”, which was so named because the 

Emperor Tuen Chung and his brother Wai Wong Ping who succeeded him 

visited that village together. To the north, there was the tomb of the Lady Kam. It 

is recorded that the Princess of Chun, daughter of the Queen Mother Yeung, 

was drowned nearby and a golden image of her was buried in that tomb. To the 

north-west is the Temple of Hau Wong, a tablet erected by Mr. Chan Pak-to of 

Tung Kwun district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that Yeung Leung-chit, brother of the 

Queen Mother, was buried at this spot and that local people built the Temple in 

memory of his loyalty. There is also a stone called the “Armchair Stone” near Yau 

Sin Ngam on the White Crane Mountain. A story tells how the Emperor 

occasionally established his court there, using the stone as his temporary throne. 

All these legends connected with history of the Sung Wong Toi are recorded 

here to facilitat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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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57, during the winter of the Ting Yau Year, Mr. Kan Yau-man of San 

Wui composed the original Chinese text of this record, which was inscribed by 

Mr. Chiu Chiu of Toi Shan for engraving the Chiu clansme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Besides publishing a special book in commemoration of this historic spot, 

assisted in selecting the stone and supervising the preparation of these 

memorial tablets. 

 

Erec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Hong Kong, 1959. 



附件三 

中五級中國歷史科 

野外考察工作紙（學生用版） 

 

學生姓名：＿＿＿＿＿＿＿＿＿__ (   )   班別：＿＿＿＿＿＿＿＿＿ 

 

野外考察注意事項 

1. 請同學帶備文具、筆記簿、已派發的工作紙和資料紙、帽子、雨傘、水、

乾糧等；有需要時，亦可帶備相機拍照。 
2. 同學在參觀北帝街一帶的傳統行業時，可以四人一組自行考察，惟以安全

為重，並需要於集合時間前返回「②宋王臺花園」集合。 
3. 「野外考察工作紙」請於考察完結之後的上課日提交。 
 
考察路線（請參閱下附地圖）： 

［①上帝古廟遺址、「九龍古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石碑（位於露明

道花園內） ②宋王臺花園、「宋王臺遺址碑記」石碑 ③北帝街一帶的傳統

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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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試根據考察和課堂所學，完成以下各題： 

 

(甲) 宋王臺公園 

1. 宋王臺遺址，原位於九龍灣     ，     機場附近的一座    

上。曾於        重修，後於 1959 年遷址至現今       ，

藉此紀念南宋最後兩位皇帝     、     南逃至九龍城的史事。 

 

2. 從「宋王臺遺址碑記」得知，九龍城土瓜灣一帶的舊稱是：           。 

 

3. 位於宋王臺公園中央的巨石上刻有「宋王臺」三字，但是宋王臺公園前的道路

的稱呼卻是「宋皇臺道」。試解釋為何會有「王」、「皇」之別？ 

                                  

                                  

                                  

                                  

 

4. 在保護宋王臺的過程中，何啟佔了重要地位。試根據以下資料（及你所識），

分析何啟以至當時的港英政府在決定保留宋王臺背後的種種原因。 

1. On the shores of Kowloon Bay a few hundred yards South of the present ~ 
Boundary line…called by the ~ Chinese Sung Wang-Toi… 

2. A Chinese inscription is engraved on one of these stones…the only links with 
the past which exist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Tradition states that the last of 
the Sung dynasty took refuge here some 600 years ago… 

… 
4.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have unanimously passed a resolution 

that the ~ whole of this well defined Knoll of 5.9 acre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ever as a ~ place of popular resort ~ and of antiquarian interest… 
資料來源：英殖民地部有關《宋王臺保留法案》報告（節錄）（Sung Wong Toi Reservation 

Ordinance, CO129/285, pp18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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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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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北帝街一帶 

1. 試搜尋一下位於北帝街及附近街道的一些香港傳統行業。 

                                    

 

(丙) 綜合問題 

1. 隨著城市發展，聖山被夷平，宋王臺和上帝古廟只剩下一個小小的花園，傳統

行業亦有可能面臨消失的境地。試談談你對城市發展與歷史保育之間的看法。 

                                                             

                                    

                                    

                                    

                                    

                                    

                                    

                                    

 



附件四 

中五級中國歷史科 

野外考察工作紙（教師用版） 

 

學生姓名：＿＿＿＿＿＿＿＿＿__ (   )   班別：＿＿＿＿＿＿＿＿＿ 

 

野外考察注意事項 

1. 請同學帶備文具、筆記簿、已派發的工作紙和資料紙、帽子、雨傘、水、

乾糧等；有需要時，亦可帶備相機拍照。 
2. 同學在參觀北帝街一帶的傳統行業時，可以四人一組自行考察，惟以安全

為重，並需要於集合時間前返回「②宋王臺花園」集合。 
3. 「野外考察工作紙」請於考察完結之後的上課日提交。 
 
考察路線（請參閱下附地圖）： 

［①上帝古廟遺址、「九龍古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石碑（位於露明

道花園內） ②宋王臺花園、「宋王臺遺址碑記」石碑 ③北帝街一帶的傳統

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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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試根據考察和課堂所學，完成以下各題： 

 

(甲) 宋王臺公園 

1. 宋王臺遺址，原位於九龍灣 西岸 ， 啟德 機場附近的一座 聖山 上。

曾於 清嘉慶丁卯年（1807 年） 重修，後於 1959 年遷址至現今 宋王臺公

園 ，藉此紀念南宋最後兩位皇帝 帝昰 、 帝昺 南逃至九龍城的史事。 

 

2. 從「宋王臺遺址碑記」得知，九龍城土瓜灣一帶的舊稱是：  官富場  。 

 

3. 位於宋王臺公園中央的巨石上刻有「宋王臺」三字，但是宋王臺公園前的道路

的稱呼卻是「宋皇臺道」。試解釋為何會有「王」、「皇」之別？ 

• 避諱：元朝立碑時，稱「王」而不稱「皇」是為了避諱。這是改朝換代時經

常出現的現象。                                 

• 元修宋史之謬：元修宋史之時，於本紀附「二王」，亦可解釋為何稱「宋王

臺」，而不是「宋皇臺」。                             

 

4. 在保護宋王臺的過程中，何啟佔了重要地位。試根據以下資料（及你所識），

分析何啟以至當時的港英政府在決定保留宋王臺背後的種種原因。 

1. On the shores of Kowloon Bay a few hundred yards South of the present ~ 
Boundary line…called by the ~ Chinese Sung Wang-Toi… 

2. A Chinese inscription is engraved on one of these stones…the only links with 
the past which exist in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Tradition states that the last of 
the Sung dynasty took refuge here some 600 years ago… 

… 
4.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have unanimously passed a resolution 

that the ~ whole of this well defined Knoll of 5.9 acre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ever as a ~ place of popular resort ~ and of antiquarian interest… 
資料來源：英殖民地部有關《宋王臺保留法案》報告（節錄）（Sung Wong Toi Reservation 

Ordinance, CO129/285, pp18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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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龍在 1898 年人口尚算稀少，但在新界租借後，人口與經濟發展一日千里，

為免九龍重蹈 1894 年上環爆發的大鼠疫時失控的情況，何啟認為政府宜在

九龍預留土地作公共用途。                           

• 至 1898 年，英國統治香港已近五十年，但香港仍未有任何較具歷史意義的

古蹟或遺址，何啟認為港府應趁九龍與新界開發之初，發掘歷史遺址，替香

港這英國殖民地增添一點古遠的歷史傳統。                  

 

(乙) 北帝街一帶 

1. 試搜尋一下位於北帝街及附近街道的一些香港傳統行業。 

當舖、涼茶舖、中藥舖等。                          

 

(丙) 綜合問題 

1. 隨著城市發展，聖山被夷平，宋王臺和上帝古廟只剩下一個小小的花園，傳統

行業亦有可能面臨消失的境地。試談談你對城市發展與歷史保育之間的看法。 

學生可自由回答，以下部份僅供參考。                                   

• 在「城市發展」和「古蹟保留」兩者之間作出取捨時，我們可以依循以下幾

點考慮，如該建築物的歷史價值、集體回憶、經濟、社會、是否有其它代替

方法等。                                

• 在討論這個問題時，亦可結合中環天星碼頭搬遷和皇后碼頭拆卸等時事一起

討論。讓學生明白就算是在現化生活中，面對城市發展，仍然有許多具意義

的歷史古蹟被犧牲了。                          



1



2



3

九龍城與宋史遺事九龍城與宋史遺事

－－考察宋王臺、上帝古廟、－－考察宋王臺、上帝古廟、

北帝街一帶北帝街一帶



4

地點一：宋王臺地點一：宋王臺



5

位置的轉變位置的轉變

聖山

宋王臺巨石

以前聖山及宋王臺巨石的位置 現今宋王臺公園的位置

宋王臺公園



6



7

宋帝與香港的邂逅宋帝與香港的邂逅

12761276年，南宋臨安失守，恭帝被俘。年，南宋臨安失守，恭帝被俘。

帝昰、帝昺南逃路經九龍。帝昰、帝昺南逃路經九龍。

二帝在九龍城馬頭涌的一座山崗上休息。二帝在九龍城馬頭涌的一座山崗上休息。



8

位於馬頭涌聖山上的宋王臺巨石

巨石與後期加建的石垣
及登山石階

石垣

登山石階



9

宋王臺的波折宋王臺的波折

保「臺」者：何啟保「臺」者：何啟

日本侵華：為擴建啟德機場而日本侵華：為擴建啟德機場而

將聖山東面一部份將聖山東面一部份夷夷為平地為平地

戰後修茸戰後修茸



10

巨石上刻滿了字 戰後修茸殘石



11

宋王臺公園建成始末宋王臺公園建成始末

19451945年，趙聿修函請港府建立「宋王臺公年，趙聿修函請港府建立「宋王臺公
園」。園」。

19531953年，民航處長因計劃擴展啟德機場，年，民航處長因計劃擴展啟德機場，
要求將聖山要求將聖山夷夷為平地。為平地。

19541954年，華民政務司於視察後建議將刻有年，華民政務司於視察後建議將刻有
題字部份鑿出，予以保存。題字部份鑿出，予以保存。

19591959年，宋王臺公園建成，＜九龍宋王臺年，宋王臺公園建成，＜九龍宋王臺
遺址碑記＞正式豎立於園內。遺址碑記＞正式豎立於園內。



12

刻有＜九龍宋王臺遺址碑記＞的石碑刻有＜九龍宋王臺遺址碑記＞的石碑

立於宋王臺公園入口處立於宋王臺公園入口處



13

地點二：上帝古廟地點二：上帝古廟



14

上帝古廟簡介上帝古廟簡介

位於九龍城，與宋史遺事有關的古蹟。位於九龍城，與宋史遺事有關的古蹟。

元代時為供奉趙氏先祖的廟宇。元代時為供奉趙氏先祖的廟宇。

乾隆年間變為北帝廟。乾隆年間變為北帝廟。

上帝古廟與古瑾圍的關係。上帝古廟與古瑾圍的關係。

二十世紀初，城市化與上帝古廟沒落的關二十世紀初，城市化與上帝古廟沒落的關
係。係。



15

現今的上帝古廟現今的上帝古廟



16

地點三：北帝街一帶地點三：北帝街一帶



17

北帝街一帶北帝街一帶
九龍填海後，港府刻意為九龍城新闢街道注九龍填海後，港府刻意為九龍城新闢街道注
入「中國特色」：入「中國特色」：

如長安街、宋街、帝街、昺街、北帝街等。如長安街、宋街、帝街、昺街、北帝街等。

北帝街為僅存保留此特色的街道。北帝街為僅存保留此特色的街道。

學生可留意北帝街一帶的傳統行業：學生可留意北帝街一帶的傳統行業：

當舖、中藥舖、涼茶舖當舖、中藥舖、涼茶舖



18



九龍城與宋史追認九龍城與宋史追認



2

18401840--18601860年代年代

對宋王臺的記錄僅一條小目，宋王臺未享對宋王臺的記錄僅一條小目，宋王臺未享
有任何超然歷史身份：有任何超然歷史身份：

18461846 ：「宋王臺在官富山之東，九龍城寨之：「宋王臺在官富山之東，九龍城寨之
 西南角，離城寨一二里。志書內載，山頂有盤西南角，離城寨一二里。志書內載，山頂有盤
 石，方平數丈，宋帝昺駐蹕於此。臺側巨石有石，方平數丈，宋帝昺駐蹕於此。臺側巨石有
 「宋王臺」三字。」（顧炳章、喬應庾）「宋王臺」三字。」（顧炳章、喬應庾）

18541854--6666：九龍寨城大鵬副協張玉堂及旗下官員：九龍寨城大鵬副協張玉堂及旗下官員
 沒有察覺到九龍有特別的宋史遺事。沒有察覺到九龍有特別的宋史遺事。



轉折點：轉折點：18981898年年

九龍與宋史遺事的關係正式得到港英政府官九龍與宋史遺事的關係正式得到港英政府官
方的認可。方的認可。

立法局議員何啟的推動立法局議員何啟的推動

歐德理（歐德理（18951895））《《歐洲在中歐洲在中

國：從起初至一八八二年的國：從起初至一八八二年的

香港歷史香港歷史》》的影響的影響



何啟動議的理據何啟動議的理據

18941894年上環發生大鼠疫。為免九龍重蹈上年上環發生大鼠疫。為免九龍重蹈上
環的復轍，政府宜在九龍預留公眾用地。環的復轍，政府宜在九龍預留公眾用地。

在英國統治香港五十年之際應為香港增添在英國統治香港五十年之際應為香港增添
一點歷史傳統。一點歷史傳統。

聲稱英方未執行中英簽署有關九龍割讓條聲稱英方未執行中英簽署有關九龍割讓條
文時保留宋王臺的條款。文時保留宋王臺的條款。



九龍城與宋史追認九龍城與宋史追認

前清學者陳伯陶、區大典、賴際熙進一步前清學者陳伯陶、區大典、賴際熙進一步
推動九龍與宋史遺事的關係。推動九龍與宋史遺事的關係。

陳伯陶將侯王廟的「侯王」追溯為楊亮節陳伯陶將侯王廟的「侯王」追溯為楊亮節

19171917年重修廟宇時立新碑年重修廟宇時立新碑

推展新的祭祀方式推展新的祭祀方式

創作圍繞宋室南逃、楊亮創作圍繞宋室南逃、楊亮

節烈事的「迎神送神之曲」節烈事的「迎神送神之曲」



九龍城與宋史追認（續）九龍城與宋史追認（續）

19041904--19241924：九龍大規模填海後，新街道的命名具中：九龍大規模填海後，新街道的命名具中
國特色，如長安街、宋街、帝街、昺街、北帝街等。國特色，如長安街、宋街、帝街、昺街、北帝街等。

19451945--19591959：在香港趙氏親總會主席趙聿修的要求：在香港趙氏親總會主席趙聿修的要求
下，香港政府在九龍地區建立「宋王臺公園」。下，香港政府在九龍地區建立「宋王臺公園」。

將九龍地方認為宋帝南逃海上的末站，並把這段「遺將九龍地方認為宋帝南逃海上的末站，並把這段「遺
史」納入官方認可的「正史」內。史」納入官方認可的「正史」內。



總總  結結

港府土地經營政策的改變：港府土地經營政策的改變：

為香港市中心預留公眾休憩地（這些預留公眾土地，為香港市中心預留公眾休憩地（這些預留公眾土地，
 日後可輕易收回或改變用途）日後可輕易收回或改變用途）

為香港增添一點歷史傳統為香港增添一點歷史傳統

學者的觀點：學者的觀點：

顧頡剛：九龍與宋史的聯繫顯示顧頡剛：九龍與宋史的聯繫顯示1919世紀末官方、學界世紀末官方、學界
 和商界努力「追認與重建」歷史的結果和商界努力「追認與重建」歷史的結果

鍾寶賢：追溯者在歷史的追溯過程中，發掘自己的身鍾寶賢：追溯者在歷史的追溯過程中，發掘自己的身
 份（身份認同）份（身份認同）



其它與宋史有關的古蹟其它與宋史有關的古蹟

侯王廟侯王廟

屯門龍鼓灘皇帝巖屯門龍鼓灘皇帝巖

上水華山皇帝坳上水華山皇帝坳



附件七 

 

 

 

 

 

1. 將學生分為四人一組，要求他們回家準備一些香港與宋朝歷史有關的故事，在課堂

上與大家分享。 
這項活動除了可以幫助學生溫故知新之外，更引導學生發掘身邊的歷史事物。 

2. 老師亦可以與學生分享任何有九龍城有關的歷史事件。（例如啟德機場搬遷等） 

 
◆舊啟德機場客運大樓。可曾想過以前這里有座「聖山」，宋末二帝到此一遊？ 

（《啓德機場紀念號，1924-1998》） 

3. 教師可安排學生前往宋王臺、上帝古廟等與南宋歷史有關的九龍城古蹟考察。  
由於宋王臺和上帝古廟距離不遠，而且又與宋史遺事有關，故此建議安排於同一天考察這兩個古蹟。另外，教

師亦可鼓勵學生自行前往其它與宋朝歷史有關的古蹟考察。（部份例子可參考「延伸活動二」。） 

教師可在展開整個課題之前安排這項考察活動。在考察活動之前，教師可以利用附件五的投影片，向學生簡介

宋王臺和上帝古廟的歷史背景，以及整個考察路線；並在考察完結後，利用附件六的投影片作總結。希望通過

考察以及資料搜集，鼓勵學生發掘前人追認歷史背後的種種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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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位於九龍城的宋王臺、侯王廟、上帝古廟，以及位於屯門龍鼓灘的皇帝巖、

上水華山的皇帝坳都是與宋史遺事有關的古蹟。在這個課題里，我們主要集中

探討九龍城的古蹟。 

 

清末民初以至抗戰結束後，清朝遺臣、立法居議員、學者以至趙氏後代對

與宋數遺事有關的古蹟的進行追認，從這些歷史追認和重建的過程中，我們能

發現些甚麼？ 

 

1276 年，元軍攻陷南宋都城臨安，恭帝被俘。南宋最後兩位君主帝昰和帝昺

為了逃避元兵的追殺流竄南下。他們經過泉州、潮州、惠州、虎門，輾轉至官富

場（即今九龍城土瓜灣一帶），在馬頭涌的一座山上（「聖山」）休息。後人為了紀

念此事，在山上刻了一個「宋王臺」的石碑，供後人參觀遊覽。 

◆宋官富行官遺址全圖（《我和香港 60 年》） 

1. 土瓜灣村（東北海岸為宋帝登陸處） 

2. 聖山 

3. 宋皇台巨石 

4. 珓杯石 

5. 譚公爺山金夫人墓 

6. 馬頭涌村 

7. 馬頭角村 

8. 二皇殿村 

9. 二皇殿山 

10. 官富山 

11. 馬頭圍村 

12. 馬頭圍上帝古廟 

 

 

1840 年代，九龍寨城開發之初，駐寨清朝官員未有把九龍與任何宋代歷史連

上關係。1846 年，有見九龍的重要性日益增加，兩廣總督耆英奏請中央批準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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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龍寨城」。為營建寨城，同年又派顧炳章、喬應庾二人南下九龍，繪圖造冊，

作實地查勘。顧、喬詳細記錄了九龍地方的地理風物，但有關宋史遺址的資料卻

極少，只附有一條小目提到： 

「宋王臺在官富山之東，九龍城寨之西南角，離城寨一二里。志書內載，山頂有盤石，方平

數丈，宋帝昺駐蹕於此。臺側巨石有「宋王臺」三字。」 

文中既沒有透露志書的出處，亦沒有提及石上所刻的「嘉慶十四年重修」之字樣。

學者鍾寶賢依文理推敲，顧、喬二人可能未親前往，只是把王崇熙《新安縣志》

勝蹟略中一條相似的資料移了過來。清廷官員自 1846 年經營九龍寨城後，沒有把

顧、喬這條小資料放在心上。在 1840 年代，就算宋王臺石刻真的存在，它在清廷

官員當中也未享有任何超然的歷史身份。 

 

由 1854 至 1866 十三年間，九龍寨城是在大鵬副協張玉堂的領導下由清廷官

員駐守。在張玉堂的年代，張氏及旗下的官員都沒有察覺到九龍地方有甚麼值得

著墨的宋史遺事；許多人認為與宋史有關的侯王廟亦未被視為與宋室有關，張氏

祭祀侯王是出於感謝神明「默授機宜」、「折洋鋤盜」，這亦是外來官員對地方宗教

文化表達認可的一種途徑，用以穩定官民關係。 

 

 

◆二十世紀初宋王臺

（ 小 丘 近 中 央 的 巨

石）及其下方的馬頭

涌村，前方的小河即

為馬頭「涌」的由來。

這是有關宋王臺較早

照片之一，當時宋王

臺尚未建有石垣、登

山石階及牌坊。 

（《九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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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龍與宋史遺事的關係能得到官方認可要下推至 1898 年。諷刺地，這項官方

認可並非來自中國官員，而是港英政府。 

 

1898 年，港英政府剛好取得新界租地，計劃如何經營九龍、新九龍和新界各

處土地。鑑於 1894 年上環爆發的大鼠疫，給了港府一個警號1，知道不可以再行

放任不干預政策。於是便提出將新開發的銅鑼灣和九龍南端留作政府用地。其中

要求立法保留宋王臺的正是何啟。 

 

何啟動議背後的理據是來自歐德理（E. J. Eitel）在 1895 年出版的《歐洲在

中國：從起初至一八八二年的香港歷史》（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該書記述了九龍與宋史遺事的微妙

關連。於是，何啟更提出三大理由，要求立法追認遺史及保護遺蹟： 

 

 

 

 

 

 

 

 

 

◆何啟 

1. 九龍在 1898 年人口尚算稀少，但在新界租借後，人口與經濟發

展將一日千里，為免九龍重蹈上環市政發展失控的例子，政府宜

在九龍預留土地作公共用途。 

2. 至 1898 年，英國統治香港已近五十年，但香港仍未有任何較具

歷史意義的古蹟或遺址，港府應趁九龍與新界開發之初，發掘歷

史遺址，替香港地增添一點古遠的歷史傳統。 

3. 據歐德理的《歐洲在中國》所載，中英簽署有關九龍割讓條文時，

英方曾承諾會保留宋王臺，但這條款卻「不知何故」未有被執行。

何啟在提議後即獲立法居議員 Thomas Henderson Whitehead 及華人議員韋

玉和議，公務局長亦表示支持。1899 年 9 月，律政司正式致函倫敦討論這條有關

                                                 
1 Simpson, W. J., Report on the Cause and Continuance of Plague in Hong Kong and Suggestions as to 

Remedial Measure, London: Waterlow and Sons Ltd.,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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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留宋王臺的法案，隨後更於同年通過法案。 

 

何啟爭取在九龍半島闢留土地，保留歷史遺址並非一件孤立事件，同樣在 1899

年 8 月的議事記錄中，在討論就銅鑼灣保留作公共用地之議時，九龍宋王臺和銅

鑼灣公園用地被議員相提並論。另外，追認宋王臺與當時的港督軒尼詩的親民（目

標是華人）政策，努力緩和港府與居港華人的關係亦有很大關係。 

 

 

廿世紀初，九龍與宋史遺事的關係再被一群旅港前清學者推前一大步。其中

著名的有陳伯陶、區大典、賴際熙等。例如，陳伯陶以前清遺臣自許，將懷念前

清的心情寄託在發掘九龍宋末忠烈遺史上。他把侯王廟所祀之「侯王」追溯為宋

末幼帝舅父楊亮節，並在 1917 年重修時另立新碑，歌頌「楊侯王」匡扶宋室之忠

烈義舉；又推展一套新的祭祀方式；更創作出一首「迎神送神之曲」，繪聲繪影地

把宋末遺史的舞台搬到九龍。這種宋史論述對九龍地方的都市規劃亦有莫大影

響，就連當時著名華人地產及建築商李瑞琴亦在陳伯陶的薰陶下投入資金及資源

保存侯王廟。 

 

1904 至 1924 年，九龍進行了一次大規模的填海工程，由太子道東至觀塘的

海面皆由滄海變成陸地。在這些新開闢的土地上，港府發展出新的華人社區，並

因陳伯陶等前清遺老的文教活動，刻意地把「中國特色」注入九龍地區，我們從

街道的命名便可知一二，如長安街、宋街、帝街、昺街、北帝街等名字，相繼在

九龍這些新填地中出現。在英國的統治下，九龍地方的宋史特色變得倍加確鑿。 

 

 

    1941 年 12 月，日本侵佔香港後，為了擴大侵略基地，宋王臺被劃入啟

德機場範圍，更於 1943 年炸毀聖山，刻有「宋王臺」那塊巨石亦被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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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年，香港光復後，香港趙氏親總會在主席趙聿修的領導下，函請香港政

府在九龍建立「宋王臺公園」。趙氏親總會不但宣稱其先世為宋室趙氏，還撥出資

源，又邀得香港大學中文系簡又文執筆，刊行《宋皇臺紀念集》，把九龍的宋史淵

源大力彰顯。港府於 1959 年把＜九龍宋王臺遺址碑記＞正式豎立在宋王臺公園

內。這塊由香港政府批核樹立的碑文，把九龍地方重認為宋帝南逃海上的末站，

並把這段「遺史」進一步納入官方認可的「正史」內。 

 

 

 

 

 

 

 

 

◆早期的宋王臺公園 

（《我和香港 60 年》） 

 

 

我們從清末至抗戰勝利後眾人對宋王臺以至九龍城眾多與宋史有關的古蹟追

認過程中，可以總結出以下兩點： 

(一) 港府經營土地政策的轉變 

  鑑於 1894 年上環的大鼠疫，港府不再施行放任不干預政策。當時的立法局議

員（如何啟）等人均認為應於新開發的土地中保留一些作公共用途，宋王臺正是

其中的例子。這些保留正好為香港帶來三種好處：首先，讓香港市區中心能預留

土地作市肺及公眾休憩地；其次，港府在日後亦可輕易收回這些公眾土地，改變

用途；再者，中西議員皆認為香港是一個年輕的新殖民地，港府應為這年輕殖民

地頭上增添一具「古遠的歷史光環」。2 

 

                                                 
2 Hong Kong Hansard, Aug 15 1898, pp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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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歷史追認與身份認同 

  根據學者顧頡剛和鍾寶賢的觀點，九龍地區與宋史的連繫是官方、學界和商

界努力「追認與重建」歷史的結果。「歷史追認與重建」在歷史研究中扮演了重要

的角色。在歷史的追溯過程中揭示出來的正是追溯者本身的歷史。努力發掘歷史

真相的人，亦正在努力發現並創造自己的歷史身份。 

 

上帝古廟在元代原是一座小廟。廟內放置的男女神像狀如帝王與皇后，據說此即

該村趙氏之祖。至清初，小廟只剩下基址柱石。乾隆年間，村民把廟基改建北帝廟。

據嘉慶王崇熙《新安縣志》卷十八勝蹟略載： 

「丁丑年（1277）四月，帝舟次于此，即其地營宮殿，基址柱石猶存。今土人將其址改建北帝廟。」

 

相傳古瑾圍趙氏村民原為宋之宗室後裔，當帝昰等離官富場時，因宗室人眾，不

能隨行的，部份於馬頭角一帶，建古瑾村而居。後村的四周因築有牆垣圍繞，故亦稱

古瑾圍。清初雍正之後，外姓村民陸續自廣東內地遷入古瑾圍，原來趙氏則於光緒末

年遷居東莞。古瑾圍這個古名，自此漸漸隱沒，馬頭圍這個名字至今尚存。 

 

上帝古廟原建於古瑾圍村後的山坡下，不過經過二十世紀的發展，原來的山坡已

大都分給削平，然而在露明道公園的後方以至九龍醫院一帶，仍可見到山坡地的痕

跡。1921 年，隨著城市化的影響，北帝廟先後被遷至譚公道、八年後，紅磡的坊眾

復把其建於今天所見的紅磡北拱街近馬頭圍道交界處。1962 年，港府因應市民及學

者的建議，把上帝古廟的遺址築成露明道公園，並邀得學者饒宗頤為公園撰＜九龍古

瑾圍上帝古廟遺址闢建公園記＞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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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龍城土瓜灣一帶的街道以「碼頭」兩字為首，如馬頭

角道、馬頭涌道、馬頭圍道等。這個「碼頭」指的是船隻停泊

的「龍津碼頭」。以前人們稱「碼頭」時不用「碼」而簡寫為「馬」。

 

以前九龍寨城外全都是耕地。耕地主要依靠一條從新蒲崗

流下來的涌水灌溉。這條小涌流經龍津碼頭至九龍灣出海，於

是「馬頭涌」之名便由此而生。後來移山堆海，馬頭涌被堆平

了，新建的道路便被命名為「馬頭涌道」。 

教師可以在帶領學生考察宋王臺公園及上帝古廟的同

時，介紹這些附近街道的趣聞。 

◆前方的小河即為馬頭「涌」的由來。（《九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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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書籍閱讀 

1. 趙雨樂，鍾寶賢主編(2001)。《九龍城》。（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

司）。 

2. ＜宋王臺滄桑史＞，載白福臻編(1999)。《我和香港 60 年》。（香港：出

版者不詳）。 

 

活動一：史蹟考察 

除了宋王臺和上帝古廟之外，同學還可自行前往以下地點考察。看看你可以

發現它們與宋朝的哪段歷史有關？ 

 
 
 
 
 
 
 
  ◆ 侯王廟（福山堂網站）        ◆ 屯門龍鼓灘皇帝巖

（http://www.pbase.com/oldcrazy/kingrock） 

 

備註：以上資料，主要依據趙雨樂和鍾寶賢主編的《九龍城》書中＜緒論：宋末帝王如何走進九龍

近代史？＞一文，並佐以其它史書資料集合而成。詳細參考資料可參閱「參考資料」部份。 



參考書目 

 

（甲） 報章 

1. ＜這一篇：宋王台公園昔日是山丘＞，載《新報》，2001 年 11 月 2 日。 

2. 楊渭生，＜宋王台與古香港＞，載《大公報》，2003 年 11 月 24 日。 

3. ＜宋王台＞，載《文匯報》，2003 年 12 月 3 日。 

4. 葉迅中，＜遊「宋皇台」追朔宋代歷史＞，載《澳門日報》，2005 年 10

月 9 日。 

5. 黃家樑，＜古瑾圍上帝古廟＞，載《文匯報》，2006 年 3 月 15 日。 

6. ＜建「宋宮」帶旺舊區＞，載《星島日報》，2006 年 4 月 19 日。 

7. 梁勇，＜暢遊皇帝巖＞，載《大公報》，2007 年 3 月 9 日。 

 

（乙） 書籍 

1. 謝永光(1995)。《香港淪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纪實》。（香港：商務印書

館）。 

2. 陳志華，黃家樑(1998)。《簡明香港歷史》。（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3. 陳自瑜編著(1998)。《香港飛機年鑑》。（香港：Northcord Transport）。 

4. 明報周刊編輯委員會編(1998)。《啓德機場紀念號，1924-1998》。（香港：

明報雜誌有限公司）。 

5. 白福臻編(1999)。《我和香港 60 年》。（香港：出版者不詳）。 

6. 陳志華，黃家樑，羅國潤編著(1999)。《香港古跡考察指南》。（香港：現代

敎育硏究社）。 

7. 趙雨樂，鍾寶賢主編(2001)。《九龍城》。（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8. 宋軒麟編著(2003)。《香港航空百年》。（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 何佩然(2004)。《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六十年》。（香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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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印書館）。 

 

（丙） 網站 

1. 古物古蹟辦事處：http://www.amo.gov.hk/。 

2. 福山堂：http://www.fushantang.com/1005/e1010.html。 

3. http://www.pbase.com/oldcrazy/kingrock  

http://www.amo.gov.hk/
http://www.fushantang.com/1005/e1010.html
http://www.pbase.com/oldcrazy/kingrock


讓我們一同進入時光隧道

尋找或許已被遺忘的……

都市回憶





啟德的流金歲月





◄大笪地

小型賽車場►



高爾夫球場▼

萬人盤菜宴▲



於是……

八個寒暑過去了



巨型停車場？！



雜草叢生！





啟德的未來怎樣？



政府的建議

團體的建議



發展啟德應留意
• 環境問題：填海？

• 社區：九龍城區的發展

• 舊區居民

• 集體回憶



他們曾經到訪過啟德



啟德曾經歷的大事



它帶給我們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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