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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歷史 

 

前言 

 

 香港地區本輋、瑤、越等土著聚居之所，其後中土人士南遷日多⋯.

定居新界大陸，繼遷港島及離島等地。一八四二年港島開埠，九龍半

島及新界等地相繼發展，百餘年間，已為一大都市；經濟金融中心。 

 然於此百餘年間，新舊交替，不少早年建築，已被拆卸，改建，

或用作其他用途；其原? 仍存者，部份已被列古蹟，重修開放，供人

欣賞；亦有經修葺加固後，仍作公共用途；惟不少已煙沒，遺蹟無存，

但歷史意義尢在。 

 一九九五年秋，蒙香港衛奕信勛爵文物信託提供經費，對此等失

落之歷史建築及其遺址作調查考察，並對其現址拍照紀錄。 

 是次調查費時半年，並得沈思兄幫助，獲遺址八十處，皆已拆卸

或改建，用作其他用途，其面貌已與舊者全非。惜時間所限，工作難

臻完整，遺漏在所不免，尚祈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一九九六年三月蕭國健於顯朝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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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銀禧炮台 

JUBILEE BATTERY 
 

 炮台位於港島堅尼地城西面域多利道中段，該處舊有之銀禧

JUBILEE RD盡頭。 

 

 炮台於一九三零年倡建，翌年十月竣工，有炮位三，安六吋炮三

門。建有兵房及地下指揮所，各炮台位均建有地道，與指揮所連接。 

 一九四一年日軍襲港，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守台軍士將炮台設

施炸毀，其後撤離。 

 一九四六年，炮台被放棄。一、三兩炮台及數座位兵房殘存；二

號炮位及部份設施，現已闢作域多利拘留所。銀禧道入口已築鐵網，

炮台位政府嚴禁進入地域內。 



1. 銀禧炮台 

 

 



1. 銀禧炮台 

 



2. 卑路乍炮台 

BELCHER’S BATTERY 

原位今港島西環寶翠園。 

炮台分上下兩台。一八八零年倡建 

上炮台於一八八六年建成，共二炮位，疊十吋及六咐

大炮各一座。 

下炮台位上炮台下首，一八九零年建成，共三炮位，

置六吋炮三門。 

上炮台於一九一八年後停用，大炮他移。一九三八年，

下炮台左中兩炮位改置四點十吋大炮，右炮位則被放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下炮台兩炮位均被日軍擊

毀，軍營及指揮站亦被轟炸。 

如今，炮台遺址已建民房大廈，上炮台闢為休憩地區，

中置出土之十吋大炮，供人憑弔。餘無遺址可尋。 

 



2. 卑路乍炮台 

 



2. 卑路乍炮台 

 



3. 香港大學工學院何東機械實習廠 

 

位西環薄扶林道近寶翠園處。 

該廠建於一九二五年，其旁為史羅斯樓，一九五零建，

皆香港大學工學院實習室。一九九零年拆卸。遺址改建新型

大廈。 



3. 香港大學工學院何東機械實習廠 

 



4 明原堂：香港大學學生宿舍 

 

 位港島薄扶林道香港大學鄧志昂中文學院背後 

 該宿舍共分三座：盧迦翼建於一九一三，儀禮翼建於

一九一四年，及梅翼建於一九一五年。三座皆打破全統，

不稱“樓”，改稱“翼”。 

 一九六六年，儀禮翼及梅翼受豪雨破壞，校方遂將三

翼合一，於一九六九年改名明原堂。 

 一九九零年，盧迦翼已拆卸，今餘梅翼及儀禮翼。 



4 明原堂：香港大學學生宿舍 



 



4. 西營盤警署 

 

位港島西營盤皇后大道西與薄扶林道轉角處。 

西營盤警署俗稱十號差館，原位港島西營盤皇后大道西

與薄扶林道轉角處。一九三三年遷至前些刺堪水利水手

館，位德輔道西、背各皇后大道西之地。一九五三該建

築物被拆卸，改建州新型警官宿舍，而西營盤署則遷至

現址。 



5. 西營盤警署 

 



6. 西營盤街市 

 

原位西環第一街與第一街之間。 

 

 該街市建於一八七零年，為當時西區居民購買糧食之

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於第二街與正街轉角處另建新街

市，即今之西營盤街市，舊街市台位全遙入內。 

  

 一九九五年尾，街市遙拆，台位另移對面之新市政大樓

內。 



6. 西營盤街市 

 



6. 松林炮台 

PINEWOOD BATTERY 

 

 位港島太平山西麓土名炮台山山崗上。 

 炮台於一八九九年倡建，一九一一年建成，有炮位兩座，

置六吋大炮兩門。一九二零改建，置三吋高射炮兩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炮台為日軍炮火所毀。戰後

未有修復。 

 如今，炮台之炮位、指揮站、及多座兵房殘存，炮台改

作公園。 

 

 



7. 松林炮台 

 



7. 松林炮台 

 

 



8. 域多利炮台 

VICTORIA BATTERY 

 

 位港島半山旭龢道與大學徑交界處，今為香港大學校長

住所。 

 

 炮台於一八八八年倡建，一八九零年建成，安九點二吋

口徑一門。一九一四年放棄，一九四八年改建今香港大學校

長住所。 

 當九點二吋口徑大炮仍置住所外花園面海處。 



8. 域多利炮台 

 



9. 港島印籍警員聚居處 

 

位今中區摩羅街一帶。 

 

開埠初期，港島首座警署建於今荷理活道與差館上街交

界處。初期之警察則從印度來福槍兵團中，選出數十人擔

任，其居處位當時警署旁，即今摩羅街之地。 

其時，印度兵稱LASCAR，俗稱「摩羅」，排列之屋宇

ROW，故印度兵居所稱LASCAR ROW，中文稱摩羅街。 

一八五七年後，印度兵遷入新宿舍，該處遂發展成街道。

其後下首另建新街，名摩羅下街。舊街遂稱摩羅上街。 



9. 港島印籍警員聚居處 

 



10. 上環大笪地 

 

 位上環荷理活道與水坑口街交界處。 

 一八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英軍於該處登陸，正式舉

行升旗儀式，以示正式佔領香港島。並於該處建置軍營。 

 其後，該處之軍營遷往中區。鄰近一帶建築民居，闢

成街道，初名波些臣道POSSESSION STREET。後因該街旁

為一大水坑，升旗處位水坑出口旁，故改稱水坑口街，惟英

文名仍為POSSESSION STREET，意即「佔領街」。 

 前時軍營之地，曾作墟場，供街坊擺賣，俗稱大笪地。

今已闢成公園。 



10. 上環大笪地 

 

 



11. 開埠初期疫患遺址 

 

位今港島上環太平山街卜公花園。 

一八九四年間，鼠疫為患，港島太平山一帶災情嚴重，

死人無數。為免鼠疫傳播，除將死者遺體經處理始下葬外，

並將禍患最嚴重之地方，如九如坊、善慶里、芽菜巷及美侖

里等地拆為平地，以杜鼠患。一九零四年，疫患始漸受控制。 

當時疫患嚴重之地，今已闢為卜公花園。 

 

按：該處已有紀念銘牌 



11. 開埠初期疫患遺址 

 



11. 開埠初期疫患遺址 

 

 



12. 上環街市南座 

 

 位港島上環文咸東街與永樂街交界處。 

 上環街市分南北兩座，北座建於一九一四年，位德輔

道中與干諾道西之間，一九九一年底改為西港城。 

 南座建於一九二零年，八十年代未期拆卸，並改建成

新型市場及文娛康樂中心。 



12. 上環街市南座 

 



13. 舊海事處總部大樓 

  

 位港島干諾道中與林士街交界處。 

 該大樓建於一九零六年，原位中環海旁，對維多利亞港

之動態，一覽無遺。其後因中區墳海發展，大樓轉處內陸，

舊有監視海港動態之有利地位，遂遂漸失去。 

 如今，新海事處總部大樓已遷建新填地海旁。舊海事處

總部大樓則已拆卸，遺址改建維德廣場商業中心。 



13. 舊海事處總部大樓 

 



14. 中環消防總局 

 

位今港島中環街市對面，即今中環恆生銀行大廈。 

 

中環消防總局，俗稱水車館，原設大道中與威靈頓街轉

角處。 

 一九一七年，政府撥款興建新消防總局，位中環街市對

面，為奄派亞戲院EMPIRE THEATRE舊址，建築費二百萬

元，一九一九年建成。 

 新消防大廈建成後，中環消防總局亦即遷入辦公。舊水

車館則被拆卸,改建何東行。 

 九十年代初期，消防大廈拆卸，遺址改建今恆生銀行大

廈。 



14. 中環消防總局 

 

 

 



15. 香港華商總會 

 

原位於中區德輔道30及32號 

一九零零年，在香港華人社會中，有感對香港政府施行

政策，缺乏一個代表華人表達意見維護權益的組織，因而由

熱心的華商人仕發起組織華商總會，並購置德輔道中及30

號兩幢樓宇為會址。一九一三年,,華商公局改名「華商總

會」，並在一九二零年購得干諾道中64及65號兩幢樓宇，

擴充會址。 

一九五二年，華商總會再易名「香港中華總商會」。 



15. 香港華商總會

 



16.香港郵政總局 

 

 位今香港中區德輔道中今環球大廈位置。 

 

 香港最初之郵政局，成立於一八四一年，原位花園道

聖約翰禮拜堂之地址。 

 一九零五年，於德輔道中今環球大廈之地，建郵政總

局，歷時五年，至一九一零年始全部完工，其規模十分宏偉。 

 郵政大廈建成後，樓下全層用作中環郵政總局辦公，

其餘各層用作教育司署、園林署、魚政署，及香港港播電台

台址。 

 後因發展地下鐵路運輸系統，該大廈地底建築中環地

鐵站，大廈拆卸，遺址改建環球大廈。郵政總局則遷建天星

碼頭西旁。 



16. 香港郵政總局 

 



17. 香港大酒店 

 

位今港島中環置地廣場位置。 

該酒店分三期建成：首座朝畢打街，約成於一八七六年，

二座向皇后大道中，第三座面德輔道中皆隨後相繼落成。 

一九二六年，面德輔道中一座忽告火警，全座盡毀，遺

址改建告羅士打行，一九三二年完成。 

一九五一年，朝畢打街正座拆卸，改建中建大廈，一九

五八年完成，其餘各座跟隨拆卸，亦改建大廈。 

近年，該區重建，各大廈改建，合成置地廣場。 



17. 香港大酒店 

 



18. 大鐘樓 

 

位今港島皇后大道中與畢打街交界處。 

鐘樓建位上世紀八十年代，高五層，頂上有一報時大鐘，

呈方型，四面可見。 

一九零八年，該大鐘樓為雷電擊毀，其後拆卸，遺址於

一九二年改建亞細亞行。 



18. 大鐘樓 

 

 



19. 香港大會堂 

 

位今香港中環匯豐銀行及中國銀行行址 

香港大會堂始建於一八六六年，歷時三年，至一八六九

才建成。其前有噴水池一座，四周有石獅圍繞。 

一九三二年，以該建築古舊，且已成危樓，惟恐發生危

險，遂將之拆卸。遺址建成今之匯豐銀行及中國銀行。 

 

按：該處已有紀念銅牌。 



19. 香港大會堂 

 



20. 公理會佈道所  

CHINA CONGRAGATIONAL CHURCH 
 

位中環必列者士街 BRIDGES STREET二號。 

該佈道所創於一八八二年，為美籍之喜嘉理牧師 REV C.R. 

HAGER (1840-1917)所創立。是年六月，孫中山先生於佈道

所接受洗禮，後且曾移居該所二樓信徒宿舍內。 

一九零零年，於樓梯街與必列者士街交界處，興建中華基督

教會公理堂 THE CHINA CONGRAGATIONAL CHURCH，

該建築高四層，內設學校與教堂，一九零一年竣工。舊佈道

所會址遂被放棄，其後且被拆卸，遺址改建必列者士街街市。 

 

按：該處已有紀念銅牌。 



20. 公理會佈道所 

CHINA CONGRAGATIONAL CHURCH 

 

 



 



21. 中央書院  

THE CENTRAL SCHOOL 
 

位中環歌賦街 GAUGH STREET四十四號。 

中央書院創立於一八六二年，為前時港府所設之三所官

立學校合併而成。一八八四，於鴨巴甸街與荷理活道交叉處

另建新校，一八八七年遷入新校，初改阿維多利書院

VICTORIA COLLEGE，後乃定名皇仁書院 QUEEN’S 

COLLEGE，孫中山先生曾入讀該書院，至冬至，其兄召之

回歸檀島，未能卒業。一九四一年，該書院為日軍炮火所毀。 

 戰後，於銅鑼灣高士威道 CAUSEWAY ROAD另建新校，

鴨巴甸遺址改建警察家屬宿舍。 

 

按：該處已有紀念銅牌。 



21. 中央書院 

 



 



22. 西醫書院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原位中環荷理活道與鴨巴甸街交界處。 

西醫書院創於一八八七年，其側為雅麗氏紀念醫院 ALICE 

MEMORIAL HOSPITAL，其病房用作書院之實習室。一八九

二年，孫中山先生在此獲得醫學文憑。 

一九一三年，西醫書院併入香港大學醫科，一九一五年，

書院宣告結束。舊雅麗氏醫院於一八九三年遷建般合道二

號，易名那打素醫院 NETHERSOLE HOSPISTAL，原址於一

九一二年轉售他人，拆卸後改建新廈。 



22. 西醫書院 



 



23. 香港道濟會堂 

 

原位今中區荷理活道 HOLLYWOOD ROAD與卑利街 PEER 

STREET交叉處。 

該會堂建於一八八七年，翌年啟用。其後以教友日多，舊堂

不足容納，卞一九二二年，遂議決遷建新會堂於般合道與西

摩道交叉處。 

新會堂名中華基督教合一堂，一九二四年奠基，一九二六年

建成。原道濟堂堂址，則於一九二五年時轉售他人，改建商

業樓宇。 

舊道濟會堂正額，則移嵌合一堂正門右牆，今仍存。 

 

按：該處已有紀念銅牌。



23. 香港道濟會堂 

 



24. 楊耀記 

 

位中環歌賦街八號。 

該商號為革命黨員楊鶴齡所有。楊氏於店內闢一樓，用

作聚集談話之所，孫中山先生、陳少白，尢少紈，及楊氏等

常於該處密談，共謀覆滿大計。 

民國成立後，楊氏歸隱澳門，楊耀記亦轉售他人。如今，

舊址早已改建。



24. 楊耀記 

 

 

 



24. 楊耀記 

 



25. 輔仁文社 

 

位中環結志街百子里一號二樓。 

一八九五年初，革命黨員楊衢雲等於此創立輔仁文社，以便

有志革命運動者，能聚會開會議事，文社地址深密難覓，以

其便於躲避警探耳目。數月後，興中會總部成立，文社社員

皆被邀請加入，成為興中會會員。文社之作用遂失。 



25. 輔仁文社 

 



25. 輔仁文社 

 



26. 楊衢雲烈士殉難處 
 

位中環結志街五十二號二樓。 

楊衢雲原名飛鴻，又名令吉，字肇春，號衢雲，福建漳州海

澄人，一八九五年間，任招商局書記。為人任俠好義，富國

家思想。 

一八七七年，楊衢雲加入興中會，一八九五年，繼為輔仁文

社社員。一九零零年，於結志街五十一號二樓設館授徒，協

助革命；惜為清廷密探偵知，遂於是年十一月二十日，暗置

凶手陳林，刺殺之於教室內。 

楊氏遺體於香港跑馬地公共墳地第六千三百四十八號。 



26. 楊衢雲烈士殉難處 

 



27. 乾亨行 

 

位中環丹頓街十三號。 

一八九五年，孫中山先生於此成立興中會總部，名其為

乾亨行，義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自後，該處

遂為革命重事策划之所。是年秋，因有滿清警探窺伺，黨員

遂於七月初八日將行撤消。 

如今，該行遺址仍在，其樓下已為佛家創設庵堂，名永

善庵。 

 

按：該處已有紀念銅牌。 



27. 乾亨行 



27. 乾亨行

 



28. 中國日報館 
 

位中環士丹利街 STANLEY STREET二十四號。 

以為中華革命黨人員於清未於香港創立之報館，出版之

報紙，鼓吹革命排滿。該報館於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成立，仿

日本報紙格式，作短橫行，機器及鉛字皆購自日本。 

一九零一年，報館遷設上環永樂街，門牌號難考。一九

零五年，再遷中環德輔道中三百零一號。今亦遺跡無存。 

 



28. 中國日報館 

 



29. 舊美利樓  

MURRAY HOUSE 

 

位港島中區金鐘道。 

美利樓，原為舊維多利亞軍營VICTORIA BARRACKS之

一部份，約建於一八四五年。該軍營西面舊有美利炮台

MURRAY BATTERY，一八五四年建，安炮五門。炮台前為

校場，即舊希爾頓酒店之處。 

一九六二年，該大樓用作差餉物業估價署總部

HEADQUARTER OF THE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其間曾因鬧鬼而出名。後因中區發展，大

樓遂被拆卸，遺址改建中國銀行大廈。 



29. 舊美利樓 

 



30. 添馬艦：港島海軍船塢 

 

位大會堂低座以東海濱，及金鐘一帶。 

香港海軍船塢，一八七八年創辦，名為添馬艦，用以紀念開

埠初期長期停泊香港岸邊運輸艦添馬號。一九零二年始以麻

石建成水塢，一九零五年竣工，正門大閘原位今統一中心之

位置。 

一九五九年船塢關閉，舊址移交市政發展，海旁碼頭地

帶仍供軍艦停泊。一九七九年，碼頭西面之威爾斯太子大樓

總部，用作三軍司令部，碼頭出口改設面西濱海處。 

其後，因發展地下鐵運輸系統，舊船塢地下建築金鐘地

鐵站，地面船塢舊址改建大廈，即今之統一中心及海富中心。 



30. 添馬艦：港島海軍船塢 

 



 



31. 威靈頓兵房 

WELLINGTON BARRACKS 

 

位今港島北岸金鐘道旁太古廣場附近一帶地域。 

一八五四年間，於今夏愨道花園面海處，建威靈頓炮台

WELLINGTON BATTERY 一座，置炮九門，並於其背後建

築陸軍醫院，及兵房多座，名威靈頓兵房。 

其後，炮台及醫院拆卸，擴建軍營，歷二次大戰而至近代，

軍營仍見運用。一九七八年，該兵房交回港府發展。 

一九二二年，該區發展，兵房拆卸，前炮台及醫院地域，

現已改作夏愨公園，其餘軍營地區，亦改建萬豪酒店及正義

遁。 



31. 威靈頓兵房 

 



32. 春園 

 

原位港島灣仔春園街一帶地區。 

該區原為一花園住宅。中有一噴水池，取名春園，蓋其英文

名稱為SPRING GARDEN。SPRING原指噴泉，後誤作春天之

意。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三年間，第四位港督寶靈爵士曾居

此地。其後顛地於該處建花園住宅，始命名春園。 

如今該處經已發展，春園亦不存在，只剩春園街可供憑弔。 



32. 春園 

 

 



32. 春園 

 



33. 嘉烈島軍火庫 
 

嘉烈島原位今港島北岸灣仔對面海面，即今海底隧道灣仔出

口旁。今稱奇成島 KELLETT ISLAND，並已與港島連接。 

一八五四年，於島上建炮台一座，置炮三門。一八五七

年，炮台大炮他移。島上改建火藥庫。其後火藥庫亦他移，

遺址用作香港游艇會會址。 



33. 嘉烈島軍火庫 

 



34. 五叉路：羅森准將殉難處 

 

位港島黃泥涌峽黃泥涌水塘西面，即今黃泥涌峽道，大

潭水塘道、淺水灣道、及布力徑等五路交匯之迴旋處。因自

該處可分走五方，日軍遂名之五叉路。 

一九一四年秋，日軍侵港威脅日增，加拿大兵團由羅森

准將 BRIGADIER J.K. LAWSON率領來港增援。羅森任港島

西部旅司令，指揮部設今黃泥涌峽五路交匯之迴旋處側電油

站背後山坡。 

是年十二月十九日，日軍兵至該處，羅森率殘部於指揮

部前奮勇頑抗，因無後援，最後與餘部皆為日軍所殺。日軍

嘉其勇，為之舉葬，並於其指揮前豎立墓碑。 

戰後，港府移其墓於港島柴灣軍人墳場內，並立墓碑，

以表其為保衛香港殉難之功。 



34. 五叉路：羅森准將殉難處 

 



34. 五叉路：羅森准將殉難處 

 



35. 火燒馬棚遺址 

 

位今港島跑馬地馬場內。 

一八八四年，香港賽馬會成立，一八八九年擴建跑道及

觀賽台，其後多次增建，惟觀戴台只為李棚。 

一九一八年馬場大火，觀眾因逃走不及，葬身火海者不

可勝數，政府撥銅鑼灣咖啡園山頂處，建馬棚遇難者公墓，

一九二二年建成。 

一九五零年，馬會興建新式多層觀賽大廣，其後多次增

建，舊貌全失。 



35. 火燒馬棚遺址 

 



36. 白頭教聯合會 

 

原位於依利近街 49號，後遷往禮頓道 101號。 

白頭教原稱祅教，源出於古波斯，為祖羅亞斯德創立。公元

850 年，祅教徒遷往印度孟買一帶。十九世紀初，祅教徒來

到澳門貿易。1842年，港澳區白頭教基金會成立，原位於依

近利街，他們以火作崇拜，在跑馬地建有祅教墳場。禮頓道

101號的白頭教中心建於 1931年，1991年拆卸重建。 



36. 白頭教聯合會 

 



37.利舞台戲院 
 

原址於銅鑼灣禮頓道利舞台廣場。 

1923 年，華商利希慎以 380 萬元向怡和洋行購入銅鑼灣

的鵝頭山(後稱利園山)，1925 年舛成香港第一間有旋轉舞台

的大戲院，故稱利舞台。戲院揉合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和英式

建築的風格，室內為巴羅克式的裝飾，是香港唯一的古典歐

陸式戲院。戰前經常演出舞台劇。 

戲院在近年拆卸改建為商業大廈。 



37.利舞台戲院 



38. 銅鑼灣電車車廠 
 

原址位於銅鑼灣時代廣場。 

1902年，香港電車有限公司成立。1903年間開始在香港

島勘察設計路線，並在灣仔羅素街設立總辦事處及車房。

1904件 7月 30日上午 10時正，香港公務局長鍾斯先生夫人，

駕駛首輛電車行駛軍器廠街王寶靈頓街一段路面，香港島電

車正式通車。 

羅素街的電車車廠在近年拆卸，建成今天時代廣場。 



38. 銅鑼灣電車車廠 

 

 



38. 銅鑼灣電車車廠 

 



39. 鵝頸橋 

 

位今港島灣仔消防局前。 

開埠初期，於黃泥涌峽谷處，有山溪北流，經今跑馬地

谷地，繼流出海；其出海處形狹長，呈鵝頸狀，因名「鵝頸」。

上世紀未，該處河岸廣植榕樹，風景甚佳，稱為「鵝澗榕蔭」，

為其時香港八景之一。 

因建公路，遂建「鵝頸橋」橫跨西岸，而兩岸亦今闢建

堅拿道東、及堅拿道西。 



39. 鵝頸橋 

 
 



39. 鵝頸橋 

 



40. 香港造幣廠  

THE HONG KONG MINT 

 

位今港島銅鑼灣加寧街。 

港府於一八六四年建議創辦香港造幣廠，鑄造錢幣，一

八六六年正式開幕。 

該廠經營僅兩年，而一八六八年，因入不敷支，虧折過

鉅，遂宣告停業，廠址、機器等物盡皆出售。 

 

按：該處已有紀念銅牌。 



40. 香港造幣廠 

 



40. 香港造幣廠 

 



41. 銅鑼灣避風塘 

 

原位今港島維多利亞公園。 

舊銅鑼灣避風塘，原址位銅鑼灣畔。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填

平，闢作公園，入口處置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公園因名維多

利亞公園。 

園內之女皇銅像，原位中區皇后像廣場，日軍陷港時，

銅像被拆卸，運往日本。戰後運回，經修復後，重置今址。 



41. 銅鑼灣避風塘 

 



41. 銅鑼灣避風塘 

 

 



42. 大坑 

 

位今港島大坑道虎豹別墅旁，出口處位今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旁。 

該水坑自今大坑舊村後山上流下，灌溉村前稻該處挖建

大渠，俗稱大坑，意即大溝渠，疏導洪水入海。其後，該地

亦被作大坑。今皇仁書院側至浣紗街之大坑依存，惟部份已

被填蓋。 



42. 大坑 

 



 

43 北角香港電燈公司發電廠 

 

位香港島北角電器道今城市花園地域。 

香港電燈公司於一八八九年成立，原位灣仔永豐街尾 。

一九一九年，於港島北角電器道今城市花園地域，建設總電

廠。原日灣仔之發電所逐改為分廠。 

總電廠自建成後，因環境需要，遂多次發展增建新廈，

添裝發展機等設施，至一九五八年完成。 

六十年代，因北角已發展為住宅區，該電廠不宜繼續發

展，至一九六八年，北角發電廠便為鴨俐洲發電廠所取代。 

八十年代，發電廠遺址被發展為今城市花園及鄰近一帶

之住宅地域。 



43 北角香港電燈公司發電廠 

 



44. 民生製片廠 

 

原位今港島銅鑼灣銀幕街。 

一九三二年，黎民偉及黎北海兄弟集資於今港島銅鑼灣銀幕

街處，辦公室位銅鑼灣天后廟前之國民樓，附近之曠地用作

影棚。 

 其後，黎氏轉往上海發展，民生製片廠遂被結束，土地

發展，建屋出售。為紀念該地原為本港首間製片廠之所在

地，因名之為銀幕街。 



44. 民生製片廠 

 

 



44. 民生製片廠 

 



45. 太古糖廠 

 

為今港島北岸鯽魚涌濱海之糖廠街尾。 

一八八四年，太古糖廠於鯽魚涌海旁建立，至二十世紀

初，已為遠東最大糖廠，產品供應中國及亞洲各地。一九二

五年，糖廠擴建，規模增大。 

二次大戰後，因煉糖業競爭甚烈，該廠於一九七二年結

束，惟仍保留包裝及零售業務，至一九九零年始全部結束業

務，廠廈拆卸，遺址改建多層工商業大廈。 



45. 太古糖廠 

 



46. 太古船塢 

 

位港島北岸鯽魚涌與西灣河間之濱海處。 

太古船塢始建於一九零二年，一九零七完成，為香港最大型

之船塢之一，萬噸大船，亦能於該處建造。此外，該處亦能

修理各類船艇。 

一九七八年，船塢關閉，遺址經填海後，改建住宅屋村，即

今之太古地住宅屋村。船塢之奠基石，今仍存置太古城內，

其原本位置，即今第二期商場東面，以作紀念。 

 



46. 太古船塢 

 



46. 太古船塢 

 



47. 西灣軍營 

SAI WAN BARRACKS 

 

西灣軍營，今稱鯉魚門軍營，俗稱鯉魚門炮台 LEI YUE 

MUN FORT，位今港島柴灣背後一九七山頭西面山麓。 

軍營設於一八四五年，其後多增建，供西灣炮台，及對

岸魔鬼山各炮台守軍住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軍營為日軍攻佔。戰後收復。

八十年代中葉，軍營改作鯉魚門渡假村。 



47. 西灣軍營

 



48. 西灣炮台  

SAI WAN BATTERY 
 

炮台位港島背後之一九七山頭上。 

炮台建於一八九八年，有炮位兩座，安六吋炮兩門，對

下有兵房數座，旁為方形堡壘，設有瞭望台、行馬道、地下

指揮所、及槍堡兩座。開一門，南向。西面另有斜路可登堡

上。 

一九一一年，炮座改建，用作高射炮炮位。一九二零年

置三吋高射炮兩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炮台為日軍攻佔。戰後，於

堡壘面海前台地增建高射炮炮位兩位，合共四炮位，置三點

七吋高射炮四門。 

七十年代初，軍隊撤離，炮台改作公園。 



48. 西灣炮台 

 



49. 香港舊圍 

 

遺址位於香港仔隧道南區出口西部。 

香港舊圍於明代香港村基址上，清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周啟文在石排灣附近立圍建香港村，稍後在南邊舊圍，

亦有稱為黃竹坑老圍。 

由於南區的發展及香港仔隧道的興建，香港舊圍僅餘遺

址可供憑弔。 



49. 香港舊圍 

 



49. 香港舊圍 

 



50. 舊尖沙咀火車總站 

 

位尖沙咀天星碼頭旁。 

尖沙咀火車站大樓，一九一三年興建，一九一六年建成，大

樓旁建鐘樓，上裝電動大鐘，一九二一年始安裝完成。 

一九七五年，火車總站遷往紅磡，總站大樓亦於一九七

八年拆卸，遺址改建文化中心。其旁之鐘樓則保存，週圍亦

已闢作公園。 



50. 舊尖沙咀火車總站 

 



51. 九龍炮台 

 

原位今九龍寨城公園南面出口外。 

炮台建於一八一零年，呈四方形，開一門，東向，門上有望

樓一座。一八四六年重修，城牆加高倍厚。 

一八九八年新界租借，炮台廢置。一九三零年拆卸。遺

址現已建民房。 



51. 九龍炮台 

 



52. 尖沙咀炮台 

 

原位今尖沙咀水警總部 

炮台又名懲膺炮台，建於一八四零年三月，用以控制尖沙咀

對開海面。翌年，以其孤處海外，不足防御，因令撤防，炮

台上之大炮轉運縣城。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英軍佔領該炮台，五月間，

炮台被拆卸，磚石運往香港島上，用作建築材料。今只餘台

基可尋。 



52. 尖沙咀炮台

 

 



52. 尖沙咀炮台 

 



53. 官涌炮台 

 

原位今九龍公園西部 

炮台建於一八四零年三月間，又名臨衝炮台，用以控制對面

之海面。翌年，以其孤處海外，與其他要塞缺乏聯繫，因令

撤防，炮台上之大炮轉運縣城。 

一八四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英軍佔領該炮台，五月間，

以炸藥將之轟毀。其後，英軍於該處建築炮台，名九龍西炮

台 KOWLOON WEST I BATTERY繼於西面軍營，名威菲路

軍營 WHIRFIELD BARRACK。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作九龍

公園。 



53. 官涌炮台 

 



54. 九龍黃埔船塢 

 

原位於九龍紅磡黃埔花園。 

1863年，黃埔公司成立。18647年11月，組成聯合船塢，

在紅磡投資建立船塢。1864年，紅磡船塢部份建成，1870年

九龍黃埔船塢正式經營業務。日治期間，1945年8月船塢被

炸毀。1984年，九龍黃埔船塢停業。 

1988年，九龍黃埔船塢改建黃埔花園住宅區，並將當年

發現一尊1872件制造的十二噸大炮安放於九龍船塢原址上。 



54. 九龍黃埔船塢 

 
 
 



54. 九龍黃埔船塢 
 

 



55.龍津橋 
 

原併於啟德機場內，打鼓嶺道前。 

香港島開埠後，九龍寨城築成，官民交通甚感不便，同

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緒元年(1875年)，在海濱建成長六十

丈，廣六尺，為磉二十一的龍津石橋。後因海泥淤積，光緒

十八年(1892年)，再用木橋加長二十四丈，橋頭作丁字形，

寬一丈二尺。並有橋碑記載建橋經過。橋頭建有龍津亭。 

 

1920 年間香港政府開闢西九龍及拓展啟德機場，龍津橋

及龍津亭拆卸，今餘龍津匾額在九龍城樂善堂小學內。 



55.龍津橋 

 



56. 土瓜灣島 
 

現位土瓜灣海心廟公園。 

土瓜灣得名由於土瓜灣島而名。土瓜灣島孤懸海中，島

上怪石嶙峋，是昔日九龍市區一處名勝，每逢夏日，亦是泳

場。島上建有海心廟，建於清朝，供奉龍母。1964年，土瓜

灣因填海計劃，海心廟遷往土瓜灣下鄉道，與土瓜灣天后廟

相鄰。 

土瓜灣島建為海心廟公園，仍餘魚尾石等石景。 



56. 土瓜灣島 

 



57. 大澳鹽田 

 

位於大嶼山大澳巴士總站旁。 

大澳鹽圍築於清朝乾隆年間，全盛期在清朝光緒年間，

當時設有六七處鹽田，每處有五六十個工人。鹽田在每年九

月到十一月是最好生產時期，年產曾達一百多萬擔。早年曾

有合豐、泰生、天生三間鹽號。由於生產成本難與大陸食鹽

競爭，大澳鹽田在七十年代初停業。現僅餘鹽田堤壩遺跡。 



57. 大澳鹽田 

 



58.長洲方便醫院 
 

長洲方便醫院位長洲島大新街一號泰興隆木廠背後。 

該醫院原稱棲流所，創建於一八七二年，為東莞客商蔡良所

倡建，用以收容島上貧病及流離無依者。一八七七年，駐守

九龍城之大鵬協副將賴鎮邊倡起募捐，購置舖戶兩間，賃租

所得，供濟施及祭祀用。 

一九一五年，長洲街坊會擴建棲流所，改名長洲方便醫

院。一九三八年重修一次。一九四五年光復後，該院改歸長

洲居民協會管理，仍為貧苦者施棺贈藥。一九五一年再之重

修。 

惟自長洲醫院建成，該院地位遂失，故被關閉。今遺址

殘存。 



58.長洲方便醫院 

 



59. 長洲九龍關 

 

原位於長洲洪聖廟側，香港政府檔案處存有「長洲灣抽

征 局」廠的海關照片。�s  

長洲海關是由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設立的長洲 廠演�s

變而成。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朝政府設立九龍關。光緒

二十五年(1899年)，新界租借與英國，長洲海關在 10月 4 日

關閉，海關事務遷往東澳關廠，改屬拱北海關。 



59. 長洲九龍關 

 



60. 馬灣九龍關 

 

原位於馬灣島，現僅餘清朝光緒十三年(1887年)立的「九

龍關」及「九龍關借地七英尺」石碑兩塊。 

馬灣九龍關是由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設立的汲水門�s

廠演變而成。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朝政府設立九龍關，

原隸粵海關的汲水門 廠，改屬總稅務司轄下的九龍關。光�s

緒二十五年(1899年)，新界租借與英國，汲水門稅關在 10

月 4日關閉，遷往珠江口內伶仃島。 



60. 馬灣九龍關 

 

 



61. 城門梭堡  

SHING MUN REDOUBT 
 

該梭堡位荃灣城門水塘主壩紀念碑後山上。 

城門棱堡為醉酒灣防線之戰略核心，一九三五年倡建。一九

三八、三九年間放棄建造，翌年再續修建，是年十二月完成。 

棱堡是由五座炮堡組成，互有戰壕及坑道連接，各坑道皆以

外地地名命名，蓋守軍皆來自海外，籍此懷念鄉土。炊事場

及廁所位麗晶街REGENT STREET及草市HAY MARKET兩

坑道間之空地。指揮部側以酒店為名。(STRAND PALACE 

HOTEL)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九日晚上九時，日軍進攻該要塞。翌日早

上七時，棱堡始告易手。戰後未有修葺再用。 

如今樓堡之炮堡，掩體、戰瓡壕、坑道、及散兵壕等建設，

仍殘存可考，速份己為草叢所蓋。 



61. 城門梭堡 

 



61. 城門梭堡 

 



62. 醉酒灣 

THE GIN DRINKER’S LINE 

 

醉酒灣防線位九龍半島北部，全長十七公里，自醉酒灣(即

今葵涌貨櫃碼頭地區)、經城門水塘、王沙田海，繼向東南迤

邐，到牛尾海。其戰略核心位針山北麓之走私嶺(凹)，稱城

門棱堡。 

 

該防線自一九三五年倡建，一九三八、三九年間放棄此

項計劃，翌年只完成部份設施，至今修建中之戰壕、機槍掩

體、及散兵壕等因被棄置而缺乏保養。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日軍襲港時，該防線未能發揮效用；

其戰略核心城門棱堡，亦只歷十小時戰爭而告失陷。戰後，

防線各軍事設施未有修復。 

如今，戰壕、機槍掩體、及散兵壕等設施殘存，部分且

為草叢所蓋。 

 



62. 醉酒灣 

 



62. 醉酒灣 

 



63. 佛頭洲稅關 
 

原位於佛頭洲，現海島已發展為將軍澳新市鎮一部份。 

稅關建於清朝同治九年(1870年)，是香港島週圍設立的清

朝粵海關五處 廠之一。光緒十三年�s (1887年)，清朝政府設

立九龍關。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新界租借與英國，佛頭

洲稅關在 10月 4 日關閉。香港考古人員在稅關遺址上曾發

掘出殘出殘址斷碑。 



63. 佛頭洲稅關 

 



 

64. 調景嶺 
 

位於將軍澳新市鎮。 

調景嶺本是無人荒地，在二十世紀初年，有一美國商人在此

投資建立面粉廠，因經營失敗吊頸自殺。故此地俗稱「吊頸

嶺」。1950年 6 月，香港政府為整頓市容，將港島摩星嶺二

萬四千多從中國內地來港的居民遷往此地，由於這些居民部

份為國民黨官兵，他們在調景嶺張掛國民黨旗，故有小台灣

之稱。 

 1995年，香港政府發展將軍澳新市鎮，調景嶺將被夷為

平地，闢建新市鎮。 

 



64. 調景嶺 

 



65. 坑口墟 

 

原位於將軍澳。 

坑口建墟約在清未光緒年間，由上洋村劉氏創建，劉氏首先

在坑口設立同泰機器廠，稍後村民在附近設立墟場市集。

1907年，劉氏開通了與香港島筲箕灣的輪渡。光緒二年(1876

年)，坑口天后廟重建，廟碑便記載了附近商舖及佛頭洲 廠�s

的捐款記錄。 

1989 年 7 月，香港政府發展將軍澳新市鎮，坑口墟夷為

平地。 



65. 坑口墟 

 

 



66. 大埔舊墟 
 

原位於大埔海邊，現已遠離海岸，墟市已建成現代化建

築物。 

舊墟在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年)由大步頭鄧氏建墟，以該

墟盈餘，列作鄧考子祠糧祀之用。大埔墟開墟以後，一直由

鄧氏族人專營。光緒十九年(1893 年)，大埔組山約，另立太

和市，大埔墟改稱舊墟。宣統二年(1910年)，九廣鐵路通車，

大埔墟車站設在太和市，大埔舊墟日漸息微，至今僅餘天后

廟及地名。 



66. 大埔舊墟 

 



67. 鄧考子祠 
 

原位於大埔舊墟天后廟附近。 

嘉慶《新安縣志》載：“鄧考子祠在邑五都大步墟側，祀明

孝子鄧師孟，萬曆乙未年建，今圯。”，鄧師孟為龍躍頭人，

明朝隆慶年間，其父被海寇所擄，師孟以身贖父，後投海存

考，被地方官民宣揚孝行，萬曆乙未(1559年在他跳海的大

埔海附近，建立鄧考子祠需金，而向新安縣政府申請建大步

墟得淮。孝子祠旁建立大步墟。 

 

由於大埔舊墟的衰落，鄧孝子祠在六七代仍存殘址及光緒十

八年(1892)的「大埔不喻碑」，但今天已無遺跡可尋。 



67. 鄧考子祠 

 



68. 太和市 

 

位於大埔墟富善街。 

光緒十八年(1892年)，大埔區內各鄉因與大埔墟利益問

題，另組七約，建立太和市，由泰亨約文氏、翕和約馬氏出

錢送地，七約各建鋪戶四間，設立市場，立公秤制，利便鄉

民貿易及生活需求，並在市中建立文武廟。1912年，九龍鐵

路建成通車，大埔新界東部最大市場。 

八十年代初，大埔新市鎮發展，太和市僅餘文武廟及風

水井古跡。 



68. 太和市 

 

 



69. 廣福橋 
 

位於大埔墟廣福道林村河。 

光緒二十二年(1894年)，大埔七約另建太和市，由於太和

市與七約被林村河阻隔，商侶交通甚麼不便，泰坑文湛泉倡

議建橋，集合七約仕紳捐金建橋，名為「廣福橋」。由於大

埔墟的發展，1948年，廣福橋改建為公路橋，橋畔的光緒二

十二年建橋碑移放富善文武二帝廟內。 

九十年代初，大埔公路擴展，廣福橋改為行人橋，仍存

舊名。 



69. 廣福橋 

 

 



70. 錦田力瀛書院 
 

遺址位於錦田水尾村。 

力瀛書院始建宋朝，為宋朝熙寧二年(1069年)進士鄧符協

創建。鄧氏辭官落籍岑田，嘉慶《新安縣志》載有：“桂角

山：在縣南四十里，宋鄧符築力瀛書院，講學於其下，今基

址尚存。”，書院是香港境內第一所學府。清未尚余基址，

村民在挖地時曾出土書院古磚。 



70. 錦田力瀛書院 

 



71. 坳頭潘屋 

 

位於元朗博愛醫院旁。 

潘屋，俗稱獅子屋，建於 1932 年，是傳統的典型客家屋，

由梅縣華僑君勉建。潘屋依照梅縣傳統建築，屋前有半月形

風水池塘，中為曬場。簷樑上雕有四對金獅子，故又俗稱獅

子屋。香港淪陷期間，潘屋為日軍元朗司令部。 

潘屋近年被收費，或會拆卸重建。 



71. 坳頭潘屋 

 



 

72. 元朗新墟 
 

原位於元朗合益街及泰祥街之五合街。 

元朗舊墟始創於清朝康熙八年(1669年)，由於貿易發展及

金錢糾紛，1915年，元朗十八鄉，八鄉、屏山等人仕集資組

成「合益公司」，在泰祥街、合益街、合成街、合和街及合

發街建築了九十四幢二至三屠的房屋，除店舖外另有露天市

集，供農貿交易。戰後初期，新墟是元朗區最大的市集。六

十年代開始，元朗市鎮不斷擴展，新墟地位漸被替代。 

1984 年 4 月，政府重建元朗新市鎮，元朗新墟遷拆。僅

留地名遺跡。 



72. 元朗新墟 

 



73. 樂安排海水化淡廠 

LOK ON PAI DESALTING PLANT 
 

原位於大欖涌樂安排。 

化淡廠建於 1972年，由六部日產量 30300立方米的海水

化淡機組組成。1975 年首部投產，1976 年全部機組投入生

產。 

由於生產成本最昂及中國供水大量增加，代淡廠在 1982

年起停止生產，1989年香港政府決定拆卸化淡廠，化淡廠兩

支高達 123米的煙囪亦在 1992用爆破方法拆卸。 



73. 樂安排海水化淡廠 

 



74. 杯渡遺址 

 

位於屯門杯渡山青山寺附近。 

杯渡山又稱屯門山，山下海灣為屯門海，在唐代開始，已是

中國南方海路要塞。晉朝時代，天竺高僧杯渡禪師駐錫在屯

門山，歷久以來，成為南中國的著名勝境。古杯渡禪師駐錫

的地方，曾有南漢大寶十二年(969年)鐫刻的杯渡像及瑞應岩

碑。宋代至民初仍有不少名人題詠杯渡寺。「杯渡禪蹤」是

清代初期新安八景之一。 

杯渡寺在 1918年由顯奇法師重建，稱青山禪院，杯渡遺

址跡仍存寺後。 



74. 杯渡遺址 

 

 



75. 青山農場 

 

位青山東南麓，由散石灣以東，至青山白角。 

農場原李紀堂產業。清未，李氏以鄧陰南為經理，於本

世紀初，農場用作革命黨員策劃軍事，及儲藏軍械炸藥之

所。一九零二年至一九一一年間，該處多次接待起義人員，

並為興中會及同盟會人員密謀起事之地。 

黃興於黃花崗之役前，曾居此策劃，並曾手植棕櫚三株，

今仍存。而其他遺址，則已無存。 



75. 青山農場 

 



76. 烏溪沙渡 

 

位馬鞍山新市鎮烏溪沙。 

據康熙《新安縣志》載，在 1688 年前已有有烏溪沙渡往來

大埔之間。烏溪沙渡位於之烏溪沙村，村民廖姓，因其村處

於十四鄉及沙田海口，位置優越，故成為大埔與沙田的交通

中樞。1958年，美國基督教兒童福利基金會在這里設立了「烏

溪沙兒童新村」，收容近千孤兒，是遠東區最大的孤兒院。

1970 年，兒童新村關閉。71 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在村址設

立烏溪沙青年營，烏溪沙青年營，烏溪沙渡有船只往沙田何

東樓及中文大學馬料水碼頭。 

七十年代開始，沙田馬鞍山新市鎮拓展，烏溪沙渡在八

十年代中停航。而西沙公路亦在 88 年通車。烏溪沙渡成為

歷史陳跡。 



76. 烏溪沙渡 

 



77. 沙田墟 

 

原位於今沙田火車站新城市廣場。 

1920年，澳洲籍華僑劉希成購入沙田火車站東的一大片鹹水

田，一直空置至 1950年。劉氏其子劉瑞向政府申請建立佔

地約十五萬呎的墟市，沙田墟建有五條街道，分別為正街、

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第四街，在 1956年正式啟業，店

舖多為雜貨鋪和食肆，亦建有郵局及戲院等。 

1962年台風溫黛吹襲沙田，沙田墟變成廢墟，後經重建，墟

市發展為香港郊外的美食中心。 

1979 年，沙田新市鎮發展，沙田墟遭清拆，建成今天的

新城市廣場。 



77. 沙田墟 

 



78. 石湖墟報德祠 

 

原位於石湖墟內，現遺址在巡撫街。 

清朝康熙初年，粵東沿海實行遷界，居民內徙五十里，

時廣東巡撫王來任及兩廣總督周有德先後奏疏復界，被遷居

民得以還鄉。1685年，河上鄉、金錢、丙崗、燕崗村侯族、

上水鄉廖族、大埔頭、龍躍頭鄧族、粉嶺村彭族、新田、叉

坑村文族等，深感二公之恩德而在石湖墟建立報德祠，輪流

值年祭祀及處理鄉事訟裁。1955年，石湖墟發生大火，報德

祠被毀。 

1957年，香港政府發展石湖墟新市鎮，報德祠組織改為

周王二院有限公司，並在會址設立神位享祀。 



78. 石湖墟報德祠 

 

 



79.石湖墟 

 

位於上水新市鎮新功街和巡撫街一帶。 

石湖建墟於清朝。嘉慶二十四年(1819 年)編的《新安縣志》

有石湖墟的記載。石湖墟是上水、粉嶺一帶的主要墟場，以

一、四、七日為墟期。墟內建有報德祠。 

1955年及 1956年，石湖墟先後發生兩場大火，石湖墟燒

成廢墟。1964年，重建完成，石湖墟遺址成為新的上水新市

鎮。 



79.石湖墟 

 

 



79.石湖墟 

 



80.沙頭角鐵路遺址 
 

位於沙頭角公路附近。 

1910年，九廣鐵路(英段)正式通車，1912年，全長 11.67公

里的粉嶺至沙頭角支線在四月一日通車。鐵路支線以窄軌單

線行駛蒸汽車頭。由於載客量不足，1927年沙頭角公路建成

後，1928年 4月 1 日，這段支線正式關閉。 

沙頭角鐵路在坪輋天后廟旁曾留下路軌遺跡，但近年已拆

毀。 



80. 沙頭角鐵路遺址 

 



附    錄 

1. 繼園：位港島北角七姊妹道上之一座私人園林，為陳維周

發展之陳氏私人住地區。今已改建為住宅區。 

2. 余園：位港島西區般含道四十四至四十六號，為余東璇所

建之堡壘式住所，本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拆卸，改建新式多

層大廈，今稱豫苑。 

3. 淺水灣余園：位港島南區，淺水灣道旁近淺水灣海灘西

首，為余東旋所以之堡壘式別墅，一九九三年拆卸建新式

多層大廈。 

4. 堅道警官宿舍：位港島中區堅道一百五十至一百五十六

號，一九二零年建，今已拆卸。遺址改闢作公園。 

5. 香港早期之遊樂場。 

 

樟園：位今港島跑馬地養和東邊。為一半公開墅。 

愉園：位香港島跑馬地養和園東邊，舊樟園附近靠東地域。

較樟園為大，為一粗具規模之遊樂場。當年電車公司亦增闢

偷園路線。 

太白樓：位港島西環，與愉園同為港島一東一西之遊樂場，

為最早設立有獎遊戲之飲食遊戲場。 



名園：供港島北角電車總站之地。 

利園：位港島北角皇都戲院背後海旁。 

松園仙館：在大埔大埔頭，為大埔區早期的遊樂場。 

容龍別墅：在屯門青山灣，是園林式遊樂場。 

鹿苑：在青山新墟，是園林式的遊樂場。 

泰園漁村：在今元朗錦繡花園旁，可供垂釣及遊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