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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與歷史--街道大串燒

身為香港人怎樣可以對香港的過去毫無認識呢! 何況歷史科已加入

香港史的內容, 大家都好應該認識多些香港古今。 其實要了解香港史, 有

好多途徑, 譬如各位同學平日行街時, 有冇兩頭望, 留意那些街道名? 有冇

諗過點解呢條街叫呢個名呢? 究竟香港街道名稱係點命名呢? 很多有趣的

歷史典故, 亦反映不同年代的社會, 讓我們現在來回顧一下香港街道背後

的歷史啦!

開埠以前冇街道

唔係呃你, 如果你身處 157年前的香港, 你根本冇可能企在一條「街

道」上! 點解? 事關開埠以前的香港地, 既冇「街」(street) 亦冇「道」(road),

只有「里」和「坊」。 所謂「里」是清朝的區域行政單位, 大抵同「村」

同義; 「坊」則是指市鎮內的小空地或狹窄的通路。

有說香港未開埠時, 港島已有第一條, 名叫「裙帶路」。 不過, 由於

道路只是一條小山路, 所以算不上是道路。

街道命名分三個時期

講到香港街道的發展, 要到英國人接管香港以後才真正開始。 咪以

為街道命名係亂咁黎, 其實每條街道的得名多多少少反映了社會發展的各

個階般。 就連街道命名都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時代, 等我們逐一睇真些啦!

第一期: 開埠~十九世紀末

以重要人物中譯名作街名

這時期的香港街道大都先擬定英文街名, 之後再譯成中文。 而這些英

文名字多為紀念以下幾類港英重要人物, 包括:

一. 歷任總督: 譬如紀念首任總督撲鼎查(Henry Pottinger, 1843-1844) 的

砵甸乍街, 紀念第二任總督戴維斯(John Davis, 1844-1848)的爹核士

街。

二. 政府高官: 譬如駱克道(Lockhart Road) 是紀念在英國接管新界時扮

演重要角色的輔政司駱克; 馬師道(Marsh Road) 則是以輔政司威廉

馬殊(William Marsh) 命名。

三. 英廷顯重: 例如本港海旁第一條街道后大道, 就係為紀念維多利亞

女皇; 而位於中區的伊利近街(Elgin Street) 則是紀念一位先後與滿

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額爾金伯爵(Eart Elgin)。

四. 英商巨賈: 好似銅鑼灣怡和街的得名是因為這條是怡和洋行早期發

展地產時建成的街道; 又例如畢街, 其實是是以一間叫”Burd”的洋



行命名。

從以上可知, 早期街道命名有濃厚的英國殖民地色彩。 除此之外, 這

時期亦有部分街道是由發展商命名的, 這些發展商通常會用一些帶有

祈福意味的吉祥語來命名, 例如中區永樂街的命名是取永久安居樂業

之意, 而鄰近的永勝街則是寓意永遠勝利。

據說, 這是由於當時的發展商希望用這類吉祥街名, 來吸引人們購

買位於該街道的物業, 果真有生意頭腦!

第二期: 1900~1945

開始有華人姓名作街名

進入廿世紀的香港, 人口不斷增加, 地區發展加快, 於是出現大規模新

填海區和不少新建街道。 由於這時政府會把新填海區先規劃道路, 才批地

給發展商建屋, 所以街道大都由政府命名, 絕少由發展商命名。 另外, 街

道命名亦由以先擬定英文名為主漸漸變成以先擬定中文為主。 廿十世紀

早期, 華人的地位開始變得重要, 香港的旭龢街, 就是取名於華人太平紳士

羅旭龢的。

至於街道命名類別, 同樣有用總督和政府高官員的名字命名, 例如彌

敦道(紀念第十三任港督彌敦 1904~1907), 司徒拔道(紀念第十六任港督司徒

拔1919~1925)等。 此外, 政府亦會用當時舉足輕重的名人來替街道命名。

第三期: 戰後~現在

街道命名變得多元化

戰後的香港發展愈來愈快, 有更多新街道成立。 此時, 街道的命名已

經放棄用政府官員的名字, 所以今日你們找不到一條以戰後總督命名的街

道名。 雖然如此, 但街道命名變得多元化好多, 其中又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 以植物命名: 例如大角咀的埃華街(Ivy street) 是以常春滕命名; 詩

歌舞街(Sycamore Street) 則以西克員樹命名。

二. 以建築物命名: 例如北角銀幕街(紀念1923年成立的民新電影廠)、

東院道(紀念1929年開幕的東華東院)。

三. 以舊村落命名: 例如九龍城福佬村道的得名, 是因為以前這裏有一

條叫鶴佬村。 另外, 馬頭圈道、 蒲崗村道的命名都是這樣來的。

四. 以其它世界名地方命名: 以國內地方命名的, 有上海街、 漢口道

等; 以英國地名命名的, 有牛津道(Oxford Road); 而美國地名命名

的有百德新街(Paterson Street), 百老匯街(Broadway Street)。

五. 以吉祥文雅字詞命名: 例如鴻圖道、鳳儀街、鷹揚街等。



邊條係香港第一條街道

香港開埠後第一條街道是位於今日上環區的荷李活道, 它早在 1844年

便已開路。聽到「荷李活」這個名字, 相信大家都會聯想起位於美國洛杉

機西北的電影名城荷里活。 不過, 大家千祈不要誤會以為荷李活道的命名

是來自美國荷李活, 不怕說你知, 這條街道開闢比起美國荷李活的開發還

要早四十多年呢! 其實, 荷李活道的得名是由於開發這條道路時, 沿路都是

一些冬青樹林(Hollywood), 才稱這條街道為Hollywood Road。

節錄《東方日報》1998年10月1日及10月2日



教學目的

    透過閱讀剪報, 串字遊戲學習香港史。

教學目標:

1. 讀完香港 街道 的課題後, 加強學生對 街道 名稱的了解與香港史的

關係。

2. 讓學生以活動形式------ 剪報, 串字遊戲學習香港史, 提高學歷史的趣

味性。

教學形式:

閱讀剪報, 完成串字工作紙。

教學時間: 15-20分鐘

步驟:

1. 向學生派發 街道 剪報, 著令閱讀有關資料。

2. 著令學生以最快速度完成串字工作紙。

3. 最後由老師帶出主題: 行街睇路學歷史。

註: 若時間許可, 可在閱讀剪報後, 先讓學生熱身 —“指牌話街”。

老師舉起街牌, 讓學生說出有該街的歷史或有關的資料。

(需時約 10-15分鐘)



歷史科串字遊戲(街名大串燒)

中 英 街 行 平 安 里 牛

道 德 干 街 坊 陂 二 津

水 坑 口 街 睇
 
鴻 圖 道

通 道 界 炮 路 學 吉 埃

菜 主 限 台 三 歷 慶 華

街 公 街 街 多
  
史 街 街

軒 尼 詩 道 里 銀 幕 街

上述的字表中, 有很多香港的街道名稱, 你能指出多少條街道, 請用線把你

所知的串起來, 最後剩下的那幾個字是: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注意選取答案時, 可由左至右,上至下, 亦可由右至左及下至上。

貼士

街道名稱有:                            例子:

英國管統前(即 158年前)的 XX里, XX坊

以歷任港督或紀念英國皇室到港命名

富有歷史意義(與某些條約有關)而命名

以植物命名

以建築物命名

以其他世界名地方命名

以吉祥文雅字詞命名

以地區用途命名



教學目的:

    籍著地圖(街道)使學生認識香港歷史與中英條約關係。

教學目標:

    完成 “街道” 的課題後, 加強學生了解街道命名與歷史的關係。

教學形式: 看地圖完成工作紙。

教學時間:  10分鐘

步驟:

1. 派地圖, 讓學生二人一小組討論。

2. 著令學生完成工作紙。



歷史街

以下三條街道均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 請填上有關的資料:

街道名稱 有關條約 年份

1. 中英街
2. 界限街
3. 佔領角 “水坑口街”

在地圖上以 "X1"代表中英街的位置

"X2"代表界限街的位置

"X3"代表佔領角的位置

請填上 紅色 à 代表 1842年給英國割佔的地區 (香港島)

     藍色 à 代表 1860年給英國割佔的地區 (九龍)

       綠色 à 代表 1898年給英國租借的地區 (新界)



教學目的:

透過剪報讓學生認識街道名稱與歷史的關係。

教學目標:

(1) 完成 英國在香港建立統治權的經過 的課題後, 加強學生了解中英戰

爭對社會(如街道名稱)的影響。

(2) 向學生指出香港街道名稱與英國管治香港的關係。

教學形式:

閱讀剪報、討論, 完成工作紙

步驟:

(1) 派發剪報, 著令學生略讀。

(2) 簡短的討論, 引起學生的興趣, 再著令學生回家細心思考, 完成工作

紙。

(3) 改畢學生工作紙後, 由老師將同學的意見歸納。



中英街剪報一則(工作紙)

先細閱下列一文, 然後回答各題:

《文匯報》1994年 11月 11日

(1) 中英街是將哪處劃分為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新界是指哪些地區? 它是哪條條約後租給英國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覺得中英街的命名是貼切嗎?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西營盤與佔領角工作紙

節錄《香島滄桑錄》

1. 英軍最早(1841年 1月)佔領香港島的那一區, 並在此設立軍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那處的街道名稱是什麼? 此街還有什麼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這條街有什麼歷史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覺得哪一個名稱最貼切? (你亦可建議一個更貼切的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水坑口街(Possession Street)------ 以前這條街中文名叫「波些臣街」, 英文

Possession, 即「佔領」之意。 這裏是英國初佔領香港時開闢的道路, 所以英文稱

為「Possession Street」。 不過, 由於早期這條街旁邊有條大水坑, 好多華人都來此

打水用, 所以當時華人稱此條街做水坑口街, 久而久之, 政府亦將此街的中文名改

做「水坑口街」。



界限街工作紙

節錄《九龍街道命名考源》

1. 界限街位於哪裏 (香港島、九龍、新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界限街名稱是怎樣來的?命名的年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界限街見證了一八六一年的什麼歷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deo

《一起走過的日子》

劇目: 褪色的界限  (25mins)

目的 : 讓學生認識界限街的歷史意義(經濟發展, 社會面貌的變化)

教學形式: 播放錄影帶

教學需時: 25分鐘 (5分鐘 – 開端; 5分鐘 –總結 )

劇目大概內容

1860s:   1. 界限: 菜田(Br. Soldiers) -----歷史意義

  2. 花墟à 花園道/喇沙書院(曾伯)à 經濟, 社會生活化,

實用性

      

1980s: 賣金魚

       九龍聖芳濟(球場)

       花墟球場à改為橄球場

       球場à 搬至旺角



Video

《一起走過的日子》(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

劇目: 褪色的界限  (25mins)

工作紙

1. 在哪年哪條條約割讓給英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最初(十九世紀中後期)的界限街主要的作用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今日界限街有什麼經濟活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今日界限街面貌:

書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球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對那裡有沒有特別感受?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道背後的港督

香港一些街道是以港督名字命名的,請寫出有關的街道及所屬的區

任期 名字 年份 街名 所屬區(香港區

九龍 新界)

1 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1843~1844__________________

2

3

戴維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

般含(Sir Samuel George

    Bonham)

1844~1848

1848~1854

爹核士街

般咸道、文咸東街、文咸

西街

4

5

寶靈(Sir John Bowring

羅便臣(Sir Hercules Robinson)

1854~1859

1859~1865

_________________

羅便臣道、 樂善美道

6

7

麥當勞(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堅尼地(Sir Arthur Kennedy)

1866~1872

1872~1877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堅尼地城海旁

8

9

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

寶雲(Sir George Ferguson

    Bowen)

1877~1882

1883~1885

________________

寶雲道

10

11

德輔(Sir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羅便臣(Sir William Robinson)

1887~1891

1891~1898

德輔道西、 德輔道中

------

12

13

布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

彌敦(Sir Mathew Nathan)

1898~1903

1904~1907

布力徑

________________

14

15

盧嘉(Sir Frederick Lugard)

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

1907~1912

1912~1918

盧吉道

________________

16

17

司徒拔(Sir Reginald Stubbs)

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1919~1925

1925~1930

司徒拔道

金文泰道

18

19

貝璐(Sir William Peel)

郝德傑(Sir Andrew Caldecott)

1930~1935

1935~1937

卑利街、貝璐道

郝德傑道

20

….
….
28

羅富國(Sir Geoffry  Stafford

      Northcote)

彭定康 (Cristopher Patten)

1937~1941

1992-1997

_______________、

施他佛道

討論問題

1. 由那時(一個港督)開始,香港街道名不再以政府官員名字(包括港督)命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期後香港街道名稱用什麼來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大多數的以港督名字命名的街道多位於那一區? 這反映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從街道名稱來看，你覺得那一個港督最受歡迎?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街名背後的統治者

假如你以為中區半山的麥當勞道是紀念賣漢堡包那位麥當勞叔叔, 又或

者以為梅道(May Road) 是紀念一位英文名叫阿May的女孩, 你真的要認真讀

下香港史, 否則實給人笑到面黃!

說回香港的街道命名, 很多是取自英國政府的軍政官員。 像卑路乍街是

紀念英國軍官 Edward Belcher, 原來他是 1841年最先率領英軍登陸香港的指

揮官。 又好似鴨巴甸街是紀念英國首相 George Hamilton-Gorden, 4th Earl of

Aberdeen, 這位於1841年 9月至1846年 6月出任英國首相的仁兄, 負責制定

香港開埠最初期政策, 對早期香港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至於以港英政府官員名字命名的街名就更多, 譬如紀念本港首任副港督

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 的莊士敦道; 紀念本港首位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Catchick Paul Charter 的遮打道; 紀念本港首位海事處長(當時職銜叫港務局長

兼海事裁判司)威廉畢打的畢打街(Pedder Street)等。 至於紀念歷任港督的街

道, 可詳見附表。

文咸西街又名南北行街

你見有三條街是紀念這位文咸爵士, 就知他有幾好人緣啦! 他治港的原

則就是盡少做刺激居民的事, 所以他深受港人擁戴。

講到文咸東街同文咸西街, 有一樣好特別的現象, 就是兩條街的路牌都

不用 Street, 而用 Strand(海灘)這個英文字。 為甚麼? 原來這兩條街的位置在

開埠初期是一個海灘, 後來文咸總督將海灘填平, 建成這兩條街道。 所以

「Bonham Strand」有著雙重的紀念意義! 此外, 昔日的文咸西街, 建有好多經

營南貨和北貨的商行, 而街上更有座南北行公所, 因此這條街有個俗名叫「南

北行街」。

節錄《東方日報》1998年 10月 1日



香港總督任期年表(附表)

1. 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 1843-1844

2. 戴維斯(Sir John Francis Davis)1844-1848

3. 般含(Sir Samuel George Bonham) 1849-1854

4. 寶靈(Sir John Bowring) 1854-1859

5. 羅便臣(Sir Hercules Robinson)1859-1865

6. 麥當勞(Sir 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1866-1872

7. 堅尼地(Sir Arthur Kennedy)1972-1877

8. 軒尼詩(Sir John Pope Hennessy) 1877-1882

9. 寶雲(Sir George Ferguson Bowen)1883-1885

10. 德輔(Sir 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87-1891

11. 羅便臣(Sir William Robinson)1891-1898

12. 布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1898-1903

13. 彌敦(Sir Mathew Nathan) 1904-1907

14. 盧嘉(Sir Frederick Lugard) 1907-1912

15. 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1912-1918

16. 司徒拔(Sir Reginald Stubbs) 1919-1925

17. 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1925-1930

18. 貝璐(Sir William Peel) 1930-1935

19. 郝德傑(Sir Andrew Caldecott) 1935-1937

20. 羅富國(Sir Geoffry Stafford Northcote) 1937-1941

21. 楊慕琦 (Mark A. Young) 1941-1947

22. 葛亮洪 (Alexander W.G.H.Grantham)1947-1957

23. 柏立基 (Robert B. Black) 1958-1964

24. 戴麟趾 (David C.C. Trench)1964-1971

25. 麥理浩 (Crawford M. Maclehose) 1971-1982

26. 尤德 (Edward Youde) 1982-1986

27. 衛奕信 (David Wilson) 1987-1992

28. 彭定康 (Cristopher Patten) 1992-1997



教學目的:

讓學生透過 “街名花名”  “街道背後的港督”, 認識該街道的社會生活

面貌。

教學形式:

    閱讀剪報完成工作紙。

教學時間:

    20-30 分鐘。

步驟:

1. 向學生派剪報

2. 與學生討論

3. 然後著令學生完成工作紙



"街名"花名

先細閱下列一文，然後回答各題：

人類有花名, 街道一樣有。 你聽過「二奶巷」、「師姑街」、「長命斜」、「諸

事哩」這類騎呢街名嗎? 以下就為你逐一逛逛吧!

鴨蛋街------上環永勝街。 原來以前這條街的舖通通都是賣蛋的, 至於為何

叫鴨蛋街, 不叫雞蛋街、 皮蛋街, 甚至鹹蛋街呢? 誰叫鴨蛋最賣得, 跟紅頂白

嘛! 相信你都知道十九世紀中葉的香港, 居民多以捕魚維生, 當時漁民經常走

來這條永勝街買鴨蛋返屋企, 將鴨蛋蛋白用作臘染魚網, 以保持勒力。 由於這

班漁民大都不識字, 只知道此條街有鴨蛋賣, 便乾脆叫此街做鴨蛋街囉!

長命街------ 中環奧卑利街。 當你走到此街看看, 就知道這個花名無改錯!

至於這個花名是否由當年轎夫的口頭禪而起, 就不得而知喇! 講起奧卑利街,

此名原來是以倫敦老城區一座建於十六世紀的奧卑利監獄來命名。 當年香港

最古老的維多利亞監獄亦是建築在今日奧卑利街的位置上。

貓街------ 中環摩羅上街及摩羅下街。 長久以來, 香港人都將這兩條街合

稱做「摩囉街」。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裏是以出售古物的商鋪多而出名, 以前更

以賣「老鼠貨」(講得再難聽些, 即是賊贓)著稱, 而來執平貨的就好似貓捉老鼠

一樣, 所以摩囉街又叫貓街。 至於摩囉街的英文名「Lascar Row」, 背後亦有

個故事。 好多人都會稱來自印度的朋友做「摩囉差」, 有咁巧合, 這裏以前就

是一班印度勤務員(Lascar)的宿舍(Row), 所以這條街就乾脆叫摩囉街啦!

二奶巷------ 中環安和里和九如坊。 很多香港男人在大陸包二奶, 搞到大

陸出現不少二奶村, 但原來百年前的香港都有條二奶巷。 不過, 舊時的二奶似

乎矜貴好多, 事關兩個關於二奶巷的傳說, 都是話有個有錢佬為了個二奶, 居然

分別買起成條九如坊和安和里送給她, 做二奶做到好似她這樣, 你都不可不說

巴閉!

諸事里------ 中環美輪街。 如果你自問是個諸事八卦的人, 點可以不走去

諸事里八卦一番呢? 據講這條中環舊街, 以前是一個出售酒家殘渣給一班貧民

做飯菜的地方, 難怪那些抱住「各家自掃門前雪」的香港人會稱這裏做諸事里

喇!

除了以上幾條街道外, 還有好多街道俗名, 好似俗稱電車路的德輔道, 俗稱

師姑街的士丹頓街, 俗稱雀仔街的閣麟街, 俗稱泥街的伊利近街等等, 要數真的

有排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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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覺得哪一條街道的花名最貼切? 有甚麼貼切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它反映什麼的生活情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若你要找一條街, 給它一個花名, 你會給哪條街哪個花名,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街學歷史

(總結篇)

1) 香港那條街道使你有最深刻的印象,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能找出它的名稱的來源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1997年回歸後, 你覺得哪條街最能夠見證殖民香港的歷史?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 若要你命名一條街名, 你會命名什麼, 那條街

會在哪裏? 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