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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檔案處所藏檔案類地圖簡介
香港歷史檔案處

歷史檔案處除收藏案卷、私人手稿、照片、政

府出版物外，還收藏了一批為數不少的地圖，當中

早的藏品甚至可遠溯至香港開埠初年。這類地圖

藏品可為學者提供一種非純文字類資料，幫助他們

研究。

　　歷史檔案處所藏的地圖可分為檔案地圖及非檔

案地圖兩大類。檔案地圖是指政府部門、組織機關

甚至個人在公事過程中產生和接收的，而又保留下

來作日後參考和公務佐證之用的地圖。歷史檔案處

的檔案地圖主要是來自下列兩個部門：

一、英國軍部及軍事人員──主要為皇家工兵軍團

（Royal Engineer）所繪製的地圖，為數近400

張；

二、香港工務司署（Public Works Department）及

其前身──測量總長辦事處（Surveyor -

General’s Office）所負責測繪的地圖或圖

則，為數346張。

　　眾所週知，大部分的政府檔案在香港淪陷期間

已經被銷毀，而檔案地圖亦不能倖免。為了填補這

方面的缺陷，歷史檔案處從英國公共檔案館

（Public Record Office）購買和複印了很多繪於

二次大戰前的香港地圖。此外，檔案處亦從「港督

與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The Secretaries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來往公文」（CO129）這檔案類

別中複製了不少的地圖出來，方便研究者使用。

　　非檔案類地圖是指一些非在公事過程中產生的

地圖，或者該地圖並不屬於檔案系統內，又或者與

原本所屬的檔案失去了脈絡關係的地圖。檔案處藏

有的非檔案地圖約有1300多張，它們主要是地政署

下的測繪處（The Survey’s Mapping Office of

the Lands Department）作銷售用途而印製的地

圖。

　　除由政府部門移交的地圖外，歷史檔案處也收

藏不少私人機構和組織（如地下鐵路公司、牛奶公

司）所捐贈或托管的地圖。

　　歷史檔案處的檔案類的地圖所涵蓋的地域範圍

很多樣化，有些是香港全境地圖，以至包括香港鄰

近區域的地圖，有些是香港某個區域，甚至小至某

個鄉村或某條街道的地圖，這些不同地域範圍的地

圖可用於宏觀性的區域研究或個別地區的微觀性研

究。歸納來說，檔案類地圖的內容可分為以下6大

類：

一、開埠早期之地形勘察圖：

　　本處所藏 早的地圖可追溯至1841年（編號二

246、207、163和289等）。其中較為人熟知者包

括 1 8 4 5 年由皇家工兵軍團的哥連臣中尉

（Lieutenant T. B. Collinson）負責繪製的香港

地形圖（編號53至 57）。該圖是香港首張的地形

圖，內容詳盡，除載有道路、小徑、水道、耕地、

鄉村和主要建築物外，地圖更以垂直間距100呎的

等高線來顯示地勢，開創了以等高線條來繪畫香港

地圖的先河。這些地圖對於了解香港開埠初期的人

文地理和自然地貌有很大幫助。

二、新界地圖：

　　檔案處另有一些由英國測量局及軍部在1898年

中英兩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繪製的新界

界址地圖。這批地圖是研究新界歷史的重要資料，

我們從中可以明瞭新界內的區域劃分、村落分佈和

某些地方原來之名稱等。

三、軍事地圖：

　　這類由英國軍部及軍事人員所繪製的軍事地圖

為數接近400張。這類地圖中約佔一半是有關英國

軍方在香港海陸防守據點的地圖（如編號 113 、

124、 172、 308和 351），其中以1891至 1900年

間繪製的地圖為數 多，達104張，而1901至1910

年以及1921至 1930零年所繪製的地圖，則分別有

57和 58張。此外，在這類地圖中又有大量有關香

港軍事用地、軍營和軍事設施（如軍火庫、船塢，

甚至戰艦等）的地圖及平面圖。它們是研究英軍在

香港軍事部署之重要資料。

四、填海及海岸線變化圖：

　　香港自19 世紀後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填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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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原來的海岸線也因而產生巨大的變化，不

過，藉 一些有關不同時期的填海區域的地圖和填

海計劃及工程圖，我們便可了解箇中的變化 (如編

號4、138、163 )。此外，檔案處也藏有一些有關

修建香港沿岸堤壩的地圖。以港島北面的堤壩為

例，對照一幅平面圖（編號146）和另一幅（編號

153）後，便可以知道該在1867年颱風吹襲後的損

壞情況，以及其後在1890至 1904年所興建的堤壩

的模樣，而有關較近期的香港海岸圖，則有地下鐵

路公司捐贈的數幅海港沿岸地圖（編號207至 207

ａ）。這些有關不同時期的填海區域的地圖和填海

計劃及工程圖，對於我們研究香港填海工程之發展

及香港海岸線的變化，幫助很大。

五、市區發展與地段標示圖：

　　檔案處的地圖藏品中，有很多是個別鄉村或區

域之地圖，包括有大角咀（編號37）、旺角（編號

38）、土瓜灣（編號39）、荔枝角（編號234）、

香港仔（編號6-12）、長洲（編號62）等地區。這

些地區在經過都市化和工業化的洗禮後，現在已經

喪失了原有之鄉村格局，變成為市區或人口密集的

區域。不過，我們透過這些地圖，仍可找到昔日這

些地區的一鱗半爪。

六、建築物平面圖：

　　檔案處的地圖收藏中，有不少是一些歷史建築

物的平面圖，譬如港督府、 高法院、域多利監

獄、香港大學、中央郵局、警察總部等。這些建築

物的平面圖，可以讓我們知道這些已拆掉或經過改

建的歷史建築物的原貌。

　　顯而易見，如果學者可以在使用文字類檔案

或資料的同時，亦兼及使用地圖類資料，相信對

他們的研究會裨益莫大。

Introduction
 The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as established in November
1996 in recognition of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business
traditions of Asia. Its primary aim is to strengthen links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res as well as with the
business community in both Australia and Asia.
Moreover, the Centre will help the Australian business
community to understand the Asian way of doing
business.

The Centre is a cooperative venture involving
academ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nd other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ies.  It brings together historians,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who have undertaken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projects examining aspects of the
business culture of East Asia. Although the Centre is a
newly established institute, several international eminent
business historians are already affiliated with it.

Asian Business History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Lai Chi-kwong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ublications
The Centre is currently sponsoring an electronic

journal the Journal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and
proposes to develop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s: Papers
on Overseas Chinese, trade, business networks and
emigration, East Asian Business History discussion
paper,  and Asian Business History Series.  The Centre’s
Associates serve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entre’s
publications.

Collections
The Centre collects research materials related to

Asian business history studies.  A total number of 120
pieces of optical disks of Chinese archives and 30 volumes
of the Title Deeds Files of Shanghai are in order.  Other
material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the Centre include
Queensland Asian Business Weekly, World News, Library
Holdings on Asian Business History, publications of Centre
associates, and newsletters from major research cent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