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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至八日 

中國福州市 

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地區分會 

絲綢之路文獻遺產保護和利用國際研討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府檔案處報告 

政府檔案處有關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館藏介紹 

(講者：政府檔案處檔案主任劉善君女士) 

 

前言 

絲綢之路覆蓋著陸上和海上交通，來自各個地域的人在此沿線進行著

絲綢與其他商品的交易。海上絲綢之路將東方與西方以航線連接起來，是

廣義上的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19 世紀中以來，位於華南沿岸地區的香

港，因其便利的地理位置和水深港闊的港口，適合船隻靠泊，發展成為一個

重要的轉口貿易港，也是各國輪船航線的啟航地、集中地和連接點，並帶動

了航運業的發展、人口移動和商品貿易增長。外資洋行、華人商行及包括

保險、航運、船塢及貨倉等輔助產業亦相繼在香港成立及發展，香港在港

口貿易及文化交流中擔任著一定的角色。 

 

2.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中央檔案館，政府檔案處

(檔案處)致力鑒定和保存具歷史價值的政府檔案，以供取閱，並向公眾推

廣對文獻遺產的欣賞及使用。檔案處保存了逾 150 萬份歷史檔案，包括案

卷、政府刊物、地圖與圖則、照片、視聽資料、縮微膠捲等，涵蓋年份由 

1840 年代至今。館藏曆史檔案主要來自超過 100 個不同的政府決策局／部

門，也有捐贈自公營機構、民間機構和個人有關香港歷史和發展的非政府

檔案。 

 

3. 配合今次研討會的主題，我們將會從檔案處的館藏，以外資洋行及華

人商行、航運公司、輔助貿易設施、銀行和保險公司及製造工業等主題作例

子，介紹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有關的歷史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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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刊物 

4. 檔案處的政府刊物中央保存圖書館，館藏追溯至 1840 年代，包括政

府憲報、藍皮書、立法局會議文件、各政府部門的年報、各項法例、規例和

立法局議事錄等。當中 19 世紀的一些政府刋物，載有規管港口及船舶法

例，船期表，香港與各地貿易資料等，是研究航運及轉口港貿易的重要資

料。 

《香港政府憲報》1(1841 年至今) 

5. 《香港政府憲報》刊登自 1841 年至今。政府籍此向公眾發佈訊息，

如委任令、各部門公告、法律條例、法律條例草案、機構名單、草案擬本、

行政命令、公司、團體或個人的公開聲明、啟事或廣告等。就航運及轉口

港貿易的歷史而言，《憲報》載有 19 世紀中期以來輪船公司營運往來歐

洲、印度洋、及東南亞等地區沿岸港口航線的船期訊息；以及英國駐港的

商務監督關於簽發英國及其殖民地與內地之間貿易商船的航行許可證明的

通告，以及英國在內地各口岸包括福州、寧波、廈門以及上海等地的年度

貿易資料等。這些統計包括船隻名稱、所載貨品噸數及征費、進出口稅

額、貨品種類、進出口商品數量、報關價值、登記和往來港口資料，以及

生絲、茶葉與其他珍貴物品的進出口量等貿易資料。 

 

6. 政府亦透過訂立有關法例規管港口和船舶。條例涵蓋的範圍，包括早

年的海港管理、船隻註冊，有關內地客船事宜到後期制定的商船條例等。

19世紀通過的一些相關條例及其修訂，如 1854 年的商船法令，1884 年有

關商船條例的修訂和有關海港規則的條例等，都在《憲報》上刊載。 

《行政報告》(1879-1939) 

7. 《行政報告》記錄了政府各部門的詳盡資料，包括工務、公共事業、

經濟、商業、貿易、宗教風俗、地方行政、交通運輸、通訊等。當中船政廳

(海事處前身)負責港口管理與船舶登記事宜、處理和收集貿易資料。其年報

包括各國船隻每年進出香港各港口的數量、種類及噸位、在港貿易的分佈比

重、船舶登記資料、船員與乘客數目、海事治安裁判、內地客船與乘客資

料，以及歷年圖表走勢等，是研究香港早期航運、海港和轉口貿易發展的重

要史料。 

                                                
1 於 1997 年後改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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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1844-1940) 

8. 政府每年出版的統計資料刊物，主題包括公共設施、人口、工業、農

業、移民、收入與支出、貿易等。當中亦載有船務、香港與各地貿易資

料，如船舶登記的國籍，英國與其他各國船隻每年往來香港各個港口，包

括香港仔、長洲、後海灣、紅磡、西貢、深水埗、筲箕灣、赤柱、大澳、

大埔和維多利亞港等的數量，空載及載貨噸位、以及船員人數。 

政府檔案 

船隻登記冊 (1855-1990) 

9. 為完善航運管理，政府自 1855 年通過船隻註冊條例，在香港船隻均

需要註冊，註冊資料載於船隻登記冊中。由海事處移交的船隻登記冊記錄

了註冊船隻的尺寸、機械變更、建造地點及年份、歷年擁有人等資料。當

中載有著名的洋行、輪船公司、貨倉，例如太古輪船有限公司、怡和洋

行、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省港澳輪船有限公司等。 

布政司署有關土地事宜的往來公文 (1844 – 1969) 

10. 由註冊總署移交的布政司署有關土地事宜的往來公文，為一批具研究

價值的土地檔案。當中記錄了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滙豐銀行等向政府申

請購入土地或改變土地用途等，以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或興建貨倉、碼頭、

船塢等資料的資料。例如怡和洋行于 1894 年向政府申請繼續持有海旁地段

52 號及內地段 469 號作商業用途、太古洋行於 1910 年代申請使用部份鰂魚

湧海旁地段 1 號作擴張造船泊位等。 

職員、貨品及服務供應、物業法律檔檔案 (1841 – 1928) 

11. 法律合約等檔作為憑證的記錄，對進行貿易商業活動至為重要。由註

冊總署移交的職員、貨品及服務供應、物業法律檔檔案，載有 19 世紀至20 

世紀初香港政府及機構的各類人士履行合約、義務所涉及的契約檔。當中

有香港黃埔船塢公司與政府於 1875 年簽署的首份建造蒸汽船合約，合約訂

明擬建船隻的尺寸及機械的資料；郵政署長與省港澳輪船有限公司及太古

洋行屬下的太古輪船有限公司於 1897 年就運送郵件安排簽訂合約；香港政

府與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於 1906 年就該公司在九龍的貨倉儲存糖安

排合約，合約訂明香港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安排儲存糖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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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檔案 (1885 – 1995) 

12. 隨著不少公司在香港開業發展，政府亦於 1865 年起制訂公司條例以

規管公司的成立、運作及結業。由註冊總署、布政司署及公司註冊處移交

的公司檔案，例如依據公司條例註冊之海外公司檔案、依中國公司緊急登

記公告註冊之公司檔案、各類公司清盤檔案、保險公司檔案等，載有註冊

或清盤的公司之會議記錄、往來公文、電報、各種報告、統計資料、剪

報、廣告、書面證詞、契約副本、帳目、統計資料、組織章程、廣告等資

料。當中包括洋行及它們的附屬公司、航運公司、銀行、保險公司，例如

太古中國輪船有限公司、中國工業銀行有限公司、英國及海外海上保險有

限公司等的資料。這些資料有助瞭解洋行及他們的附屬公司、航運公司、

銀行、保險公司在香港發展及營運。 

港口及貨櫃碼頭 

13. 香港早於 19 世紀中已致力港口發展，提供不少設施如避風塘、船隻

停泊浮泡、燈塔等。至 20 世紀初，隨著經濟及貿易的發展，香港成立港口

發展小組委員會研究和建議如何改善港口設施與管理，然而因戰亂等因素

大部份改善港口設施與管理均未能實行。直至 1960 年代末，政府著力改善

港口設施，包括更新燈塔設備；增加船隻停泊浮泡；批准私人公司如香港

九龍碼頭貨倉有限公司等興建碼頭及改善貨運碼頭設施，以及籌備興建葵

湧貨櫃碼頭。2由布政司署移交的檔案系列中，包括了有關大衛‧奧雲爵士

的港口發展建議報告檔案，以及有關港口發展小組委員會提交的的港口發

展建議報告檔案。在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移交的地區規劃檔案系列及

工務局土木工程辦公室行政及運作檔案系列中，載有葵湧貨櫃碼頭發展計

畫的檔案，包含計畫書、圖則等。 

製造工業 

14. 19 世紀香港工業主要由多家洋行如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創辦，主要

的工業如：巢絲、制磚、制糖、制繩，火柴、肥皂、麵粉、棉紡業等。這些

工業製成品促進了香港與內地及亞洲鄰近地區的貿易發展。至 20 世紀中，

香港轉為發展紡織業、電子工業、鐘錶業等。由香港海關移交的與貿易事宜

相關之管理委員會檔案系列中，記載了各類工業製品進出口情況的資料；由

工業貿易署移交的工業資料及服務檔案系列中，包括了香港多個工業，如：

紡織、玩具、電子、鐘錶、制糖、建築等的發展狀況資料，此外亦有香港進

                                                
2 海事處《香港港口與海事處歷史》網頁，https://www.mardep.gov.hk/theme/port_hk/h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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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貿易資料。 
 

照片 

15. 檔案處保存超過 10 000 張自 1840 年代以來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記錄

了香港不同時期的面貌，涉及多項主題，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民

生以及城市發展等方面的情況，是印證香港外貌變遷和社會發展的珍貴紀

錄。其館藏部分照片反映了香港自 19 世紀中葉以後的港口及貿易發展情

況，如早期維港沿岸的發展，船政廳面貌，洋行及銀行如渣甸洋行、太古洋

行、滙豐銀行及渣打銀行的建築物，太古船塢建造的輪船，以及避風塘、碼

頭及貨櫃碼頭等港口設施。這些照片從不同角度記錄了香港的港口與工商業

發展。 

視像資料 

16. 檔案處藏有約 3 000 項視像資料，主題包括政府政策、工業及港口發

展、社會福利、教育事務、市民生活及傳統風俗等方面。這些視像資料是

在 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製作的，紀錄了當時香港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概

況。部分影片記錄了香港各類海上運輸工具，燈塔、船塢及貨櫃碼頭等港

口設施，工業及工業區的發展，以及對外貿易的情況，反映了香港由漁港

發展成為商業貿易港口和工業城市的過程。 

地圖及圖則 

17. 檔案處藏有約 9 000 項自 19 世紀中有關香港的地圖及圖則。這些地圖

資料對於研究香港城市的發展，甚具參考價值。部分館藏地圖記錄了維港

沿岸的海岸線的變遷，如顯示 1860 年及 1892 年港島及九龍海岸線的地

圖，反映了不同時期香港海港沿岸的變化及填海情況。其中海港圖更標示

了維港沿岸的碼頭、航道、避風塘、貨物裝卸區、碇泊區及浮泡等設施的

位置。這些資料有助研究者瞭解香港港口發展的歷史。 

推廣文獻遺產的欣賞及使用 

18. 檔案處不斷致力把藏品數碼化，以方便公眾查閱。通過方便查閱數碼

化藏品，可以令更多人欣賞我們的文獻遺產。故此，檔案處在轄下的網站開

發「教學資源庫」，鼓勵市民使用歷史檔案和方便他們查閱檔案。檔案處

製作了不同的網上資源，如多個網上展覽、每月一圖、紀錄香港和不同

主題的數碼照片集、約 50 個專題指引等。此外，檔案處亦舉辦多項參觀

活動、研討會、工作坊、專題視像資料欣賞、展覽及其他教育活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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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公眾更多欣賞文獻遺產，以及使用歷史檔案作為研習資料。 

 

結語 

19. 這份報告是檔案處有關貿易的主要館藏的一個概覽。因應不同的研究

主題，我們可以查考更多的檔案。我們期盼以這份報告作為一個引子，加

深其他檔案館的專家及學者對我們的館藏的認識，透過不同層面的交流及

合作，共同保存及推廣與絲綢之路有關的檔案。 



7 
 

附錄一：有關貿易館藏檔案系列簡介 

序號 參考編號 檔案系列標題中文

譯名 

(標題原文) 

涵蓋年份 簡介 

1. HKRS41 布政司署行政檔案系

列 

(Files Relating to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lonial  / 

Government 

Secretariat) 

1946-1975 由 布 政 司 署

(Government 

Secretariat) 移交的檔

案，主要載有布政司

署與政府各部門制訂

政策及推行、 政府日

常行政的會議記錄、

往來公文、報告、統

計資料等資料。 

2. HKRS54 公司清盤案件檔案系

列 

(Case Files Relating to 

Winding-up of 

Companies) 

1947-1995 由註冊總署 (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 

移交的檔案，主要載

有與被清盤的公司之

會議記錄、往來公

文、電報、 報告、調

查報告、統計資料、

剪報、廣告、書面證

詞等。 

3. HKRS58 布政司署檔案系列 

(C.S.O. Files in the 

Land Office) 

1844-1969 由註冊總署移交的檔

案，  主要載有布政

司署有關土地事宜的

往來公文。 

4. HKRS95 公司自動清盤檔案系

列 

(Files Relating to the 

Voluntary Liquidation 

of Companies) 

1891-1952 由註冊總署移交的檔

案， 載有與自動清盤

的公司之往來公文、

契約副本、周年報

告、核數報告、  帳

目、統計資料、組織

章程、其他報告、廣

告、 委任清盤人通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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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參考編號 檔案系列標題中文

譯名 

(標題原文) 

涵蓋年份 簡介 

5. HKRS111 依中國公司緊急登記

公告註冊之公司檔案

系列 

(Records relating to 

Companies registered 

under the Emergency 

Registration of China 

Companies 

Proclamation) 

1888-1946 由註冊總署移交的檔

案，主要載有與多間

根 據 香 港 公 司 條 例 

1932 (Hong  Kong 

Companies Ordinance, 

1932)註冊，但其公司設

於內地及受內地監管的

公司之往來公文、契

約、  周年報告、帳

目、統計資料、組織章

程、股東名單等。 

6. HKRS113 外資公司自動清盤檔 

案系列 

(Voluntary Liquidation 

of Foreign Companies 

Files) 

1946-1969 由註冊總署移交的檔

案， 載有自動清盤的

外資公司之往來公文、

契約副本、周年報告、

核數報告、帳目、統計

資料、組織章程、其他

報告、廣告、委任清盤

人通告等。 

7. HKRS114 公司機構自動清盤檔 

案系列 

(Voluntary Liquidation 

of Company Agencies 

Files) 

1885-1970 由註冊總署移交的檔

案， 載有與自動清盤的

公司之往來公文、契約

副本、周年報告、核數

報告、帳目、統計資

料、組織章程、其他報

告等。 

8. HKRS149 職員、貨品及服務供 

應、物業法律檔檔案

系列 

(Leg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Staff, Supply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Property) 

1841-1928 由註冊總署移交的檔

案， 主要載有各類人

士履行合約、義務所涉

及的契約檔。 

9 HKRS589 保險公司檔案系列 

(Insurance Company 

Files) 

1946-1986 由布政司署移交的檔

案，主要是由保險公司

向政府提交有關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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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參考編號 檔案系列標題中文

譯名 

(標題原文) 

涵蓋年份 簡介 

周年報告、帳目等營運

資料。 

10 HKRS828 船隻登記冊 

(Shipping Register) 

1855-1990 是由海事處 (Marine 

Department) 移交的

檔案，  主要載有每

一艘註冊船隻的尺

寸、機械、建造地點

及年份、擁有人等資

料。 

11 HKRS1046 與貿易事宜相關之管

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及

檔檔案系列 

(Minutes And Papers 

Relating To 

Boards/Committees 

On Trade Control ) 

1981-1999 由香港海關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移 交 的檔

案， 載有關紡織業諮

詢委員會、 貿易諮詢

委員會等會議議 程、

會議記錄等。 

12 HKRS1056 工業資料及服務檔案 

系列 

(Files Relating To 

Industrial Information 

And Services) 

1950-1998 是 由 工 業 貿 易 署

(Trad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移交的檔

案，載有香港多個工

業，如：紡織、玩具、

電子、鐘錶、制糖、建

築等的資料及相關剪

報； 香港與各地工業

競爭情況； 世界各地

在香港投資情況； 香

港貿易資料等。 

13 HKRS1402 地區規劃檔案系列 

(Files Relating To 

District Planning) 

1947-1984 由 規 劃 署 (Planning 

Department)  移 交 的

檔案，主要載有有關

不同地區發展計畫的

計畫書、圖則等。 

14 HKRS1406 依據公司條例註冊之

海外公司檔案系列 

(Public Files And 

1964-1989 由 公 司 註 冊 處

(Company Registry) 移

交的檔案， 主要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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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參考編號 檔案系列標題中文

譯名 

(標題原文) 

涵蓋年份 簡介 

Documents  Of 

Overseas Companies 

Registered Under 

Companies 

Ordinance) 

註冊外資公司向政府

提交有關公司的周年

報告、帳目等營運資

料。 

15 HKRS1689 工務局土木工程辦公

室行政及運作檔案系

列 

(Files Relating To 

Administr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Civil Engineering 

Office Of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1964-1980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移交的檔

案， 載有多種不同主

題 如 ： 貨 櫃 碼 頭 發

展、鐵路、填海、地

區發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