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摩星嶺摩星嶺摩星嶺摩星嶺 
 
摩星嶺摩星嶺摩星嶺摩星嶺是香港香港島最西端的一個小山丘，海拔 260 米（853 英尺），位於堅尼

地城以南，也代表香港島西面的盡頭。摩星嶺毗鄰大小青洲，兩者被硫磺海峽相

隔着。 摩星嶺的英文名字 Mount Davis 以香港第二任香港總督戴維斯命名。 在

摩星嶺可飽覽香港島西邊的美麗海景，除了可看到在硫磺海峽對面的大小青洲

外，亦可眺望到南丫島、長洲、大嶼山、坪洲、周公島和大小交椅洲等等離島，

亦可遠遠地看到青馬大橋，而且也是一個觀賞日落餘輝的好地方。 

 

摩星嶺是香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因為近海的地段建滿了富豪的巨宅：周啟邦夫

婦、趙世曾等多位世家子弟的居所都在這裡。 然而，在富豪的巨宅附近卻是曾

用作拘留所的「白屋」，山腰卻曾經是平房區（已清拆的公民村），山腳沿海旁一

帶亦曾經是大量的木屋區（如海旁村、褔源村等等），但亦已在清拆公民村前清

拆了， 而現時在原址已開鑿了一個深入摩星嶺山體內的洞穴所做成的港島西廢

物轉運站。 山頂有警察通訊站及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時遺留下來的遺跡。 

 

歷史 

1900 年 開始，摩星嶺成為駐港英軍軍事要地，曾先後興建摩星嶺要塞及銀禧炮 

  台， 在香港保衞戰曾被使用，但於香港重光後荒廢。 

1949 年 國民政府遷至台灣後，部份不願/不獲遷居台灣的退役老兵和家眷被安 

  置於摩星嶺公民村。  

1950 年 一群左派學生前往摩星嶺難民區向老兵們作出挑釁， 最後更演變成流 

  血衝突。   

1950 年 香港政府於 6 月把這群老兵和家眷遷往調景嶺。 

 

名字的由來 

摩星嶺的英文名字「Mount Davis」，是紀念第二位香港總督戴維斯。中文名字的

由來，暫時仍未有肯定的答案，較有可能的，是取其英文名字的部分音節，即

Mt. Davis 首尾兩音，遂成了摩星嶺；另外一個可能，是因為這個山嶺雖不算十

分高，但倘若於「深夜昂立山頭，確有『摩霄摘斗』之蓋」。 再另外一個可能，

是因為其背後更高的西高山又名叫「摩天嶺」，故在其旁較矮的山嶺便取名摩星

嶺。 

 

 

 

 

 



流亡老兵 

1948 年  國共內戰，戰事由黃河流域蔓延至長江流域。很多戰敗及受傷的中 

華民國國軍及眷屬南逃到廣州，但是最後都失守。不少國軍官兵以

及躲避赤化的大陸人士、原國民政府官員和商人湧入香港。 香港

政府社會局（社會福利署前身）初期曾經將部分難民送往台灣及當

時尚由中華民國政府控制的海南島上。 而起初來到香港的國軍老

兵都非居住在調景嶺，而是當年香港政府安置的香港島摩星嶺公民

村。 

1949 年  國共內戰失利的中國國民黨，其部份軍眷難民踴入香港， 部分於 

   堅尼地城鐘聲游泳棚及加惠台搭建棚屋，依靠行乞或東華救濟為 

   生，為數多達 3,000 多人。 

1950 年  香港政府將他們安置在摩星嶺道域多利兵房及舊機關槍堡壘內， 

雖然簡陋而仍然可以容身，東華醫院則繼續為難民提供飯菜。 

1950 年初 一群左派學生前往摩星嶺難民區向老兵們挑釁，最後更演變成流血 

   衝突。 

1950 年 4 月 香港政府行政局的會議上，擬定於摩星嶺難民營搬遷到大嶼山的梅 

窩，不過受到當地村民反對。 除梅窩外，當年政府建議把難民遷

至東涌、長洲等，亦遭到當地居民反對。 

1950 年中 香港政府結果於 6 月初批准把這些國民黨難民遷往新界東南部的 

   調景嶺。 

1950 年  6 月 18 日端午節 

這些國民黨難民尚未遷往調景嶺之前， 發生「秧歌舞事件」。 一 

群約 80 餘人，當時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學生前往摩星嶺難民區跳中

國共產黨慶祝活動時常用的秧歌舞向老兵們挑釁， 最後更演變成

流血衝突。 結果香港政府在 6 月 25 及 26 日以兩天時間匆匆地利

用木船把這些國民政府難民遷往魔鬼山邊的一處荒地，此地原叫照

鏡環，後叫吊頸嶺，即現今的調景嶺。 

 

在大陸淪陷初期，很多難民都是渴望到台灣的。當時的難民有 7,000 多人，而香

港政府亦同樣希望國民政府可以接收全部難民，但是國民政府基於種種考慮，一

直未有安排。 在一片荒蕪的環境生活，難民生活困苦，當時中國大陸災胞救濟

總會就為調景嶺提供了生活各方面的安排，儼如當地的政府，而當地居民也視救

濟總會為國民政府的代表，做成調景嶺以後幾十年強烈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因

此調景嶺有「小台灣」之稱。 

 

早年調景嶺位置十分偏僻，比摩星嶺荒蕪得多，加上遠離市區，自成一國。由於

當時政府認為，調景嶺只是難民暫居之地，並希望這批難民能於兩年內融入社

會，否則自行返回大陸。此後十年時間，都沒有為他們提供水電等設施，也沒有

道路通往外面。對外的交通工具只能依賴由鯉魚門往返筲箕灣的小木船。 待至

1956 年，寶琳路建成，調景嶺居民才有一條道路通往九龍市區。 



 

公民村  

 
 

公民村第一區入口隱約可英文名稱「Mount Davis Resettlement Cottage Area」 

公民村公民村公民村公民村（Kung Man Village），又稱為摩星嶺平房區摩星嶺平房區摩星嶺平房區摩星嶺平房區（Mount Davis Cottage 

Area），始建於 1952 年，是香港一個已拆卸的平房區（寮屋區），位於香港島摩

星嶺北面山坡，面向大小青洲，由域多利道向上依山而建，由近堅尼地城的第一

區向西伸展到第四區。 公民村是最後一批被清拆的平房區之一，於 2002 年拆卸

後居民被分配到港島區不同的公共屋邨。 

 

歷史及結構 

公民村是香港政府早期房屋計劃的產物。 於 1953 年 12 月 24 日聖誕節前夕，在

香港九龍石硤尾木屋區發生的火災，受災面積達 45 畝，造成 3 死 51 傷，燒毀木

屋 2,580 房，有 58,000 多名災民無家可歸。 這場大火最終導致了香港公共房屋

的誕生。  石硤尾大火後，政府在摩星嶺山腳前東華醫院墓地批出土地安置災民。 

社會福利署為災民登記核實身份並簽發俗稱「白咭」的入戶許可證，憑證才可在

公民村居住。 由於只有白咭戶才能購屋，故此絕少外人遷入，社區內戶戶相識。 

 

公民村劃分為四區，1952 年代高峰期約有 250 多戶，居住人口超過 1,800 人，直

到 2001 年拆遷時只餘不足 700 居民。 最初由市政局負責管理，於 1958 年轉交

徙置事務處，直到 1970 年代才由房屋委員會負責管理，居民每季向政府繳交地

租（初時稱為「地稅」）。 

 

公民村的平房由「永興建築公司」統一興建，以臺階式按地勢依山而建成兩至三

間相連的排屋，單層高的平房橫向形排列，縱向以梯級貫通，橫向以走道連接，

走道在屋前，是半私人空間， 居民通常會搭建承涼的棚架，種植如葡萄、金銀

花、炮仗花、水瓜一類攀緣植物遮蔭，屋後是明渠。標準房屋每戶兩房一廳一廚

房，金字屋頂舖蓋石棉瓦頂，廚房灶位上有煙囪方便燒柴，但後來居民改用火水

或石油汽作燃料，將煙囪封閉或拆卸。 初期沒有廁所及自來水，但有獨立電錶

供電，辦事處每天派員收集垃圾。每數十戶有公用街喉供應食水，每區有一至兩

個公廁。公民村設有「摩星嶺街坊福利會」及街坊會開辦的幼稚園。 



摩星嶺黃金屋 

  

摩星嶺黃金屋 

摩星嶺黃金屋摩星嶺黃金屋摩星嶺黃金屋摩星嶺黃金屋（法語：La Villa d'Or ，意思就是黃金山莊黃金山莊黃金山莊黃金山莊）位於香港摩星嶺的域

多利道及摩星嶺道之間，建於 1970 年代，是香港富豪周啟邦伉儷的居所。 本屋

的特色是其豪華的黃金裝潢： 居所內的傢具大多數都用純金或黃銅鍍金製造，

連屋外的柵欄亦塗上金色的油漆。 該處亦經常被世界各地的人前來拍攝。 

 

域多利拘留所 

 
域多利拘留所域多利拘留所域多利拘留所域多利拘留所亦稱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域多利道扣押中心，俗稱白屋白屋白屋白屋，位於香港摩星嶺域多利道及摩

星嶺徑交匯處，曾經是香港警察隊政治部的拘留所。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1950 年代初，  域多利拘留所落成，佔用了銀禧炮台的部份遺址，佔地 1,573 

    平方米，有 4 幢 2 層高建築物，初時用作駐港英軍皇家會所。  

1950 年代末， 政治部開始接管此建築。 當時被懷疑在香港從事間諜活動、 

    或者意圖推翻殖民地政府的人，都會被拘留於該處，並且接受 

    嚴刑逼供及涉及私刑的審訊。 在香港，有不少左派的工會者， 

    都曾經被拘留在此；於六七暴動後，情況尤甚。 

1995 年，  政治部解散了。 於香港回歸後，拘留所交由香港警務處管理， 

    其後被空置，及劃為可借出進行電影拍攝的場地。 



 

曾經被拘留的著名人士曾經被拘留的著名人士曾經被拘留的著名人士曾經被拘留的著名人士    

曾昭科（警司，中國間諜）       

前律政司局長梁愛詩的大舅 

傅奇、石慧夫婦（藝人） 

蔡渭衡（香港華人革新協會秘書），被拘留一年半。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英文：Jockey Club Mt Davis Youth Hostel）位於香港

香港島中西區薄扶林摩星嶺徑 123 號，面向東博寮海峽與硫磺海峽。 賽馬會摩

星嶺青年旅舍於 1981 年落成，於 2012 年重新興建，於同年 9 月 28 日重新正式

開業。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為由香港青年旅舍協會所管理的一間青年旅舍，也

是其最大規模的青年旅舍，整幢青年旅舍設立有約有 128 張牀位，分為男、女宿

舍及雙人房，並且設立有多個活動室（最多可以容納 40 人）；此外，賽馬會摩星

嶺青年旅舍設立有 270 度的觀景台，可以讓遊客欣賞到維多利亞港、青馬大橋和

香港離島的景色；亦有燒烤場等設施。 

 

歷史 

摩星嶺曾經為駐港英軍軍事要塞，遺留下來不少炮台遺跡，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

舍營地之上，就是摩星嶺炮台遺址，而宿舍門口的對面，就是香港保衞戰時駐守

於香港的軍人的用膳地點。 

1981 年，摩星嶺青年旅舍落成及開幕。 

2000 年，摩星嶺青年旅舍添加了新翼。 

2012 年 8 月 1 日，由香港賽馬會資助 950 萬港元重新興建工程（參考了澳洲悉

尼海港青年旅舍的設計）完成的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測試業務；至 9 月 28 日，

正式開幕。 為了配合位處於附近的古迹建築群，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的旅舍

設計有包括到炮台等元素，例如在原屬空地的公共空間，增加了藝術品擺設，包

括彷大炮形狀等的藝術品，住客可以在昔日炮台口之下，欣賞 270 度海景，亦可

以與其他宿友交流；宿舍牆上有告示板，簡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香港保衞戰的

歷史；活動室裡，亦有一幅大炮圖隱含在一列牆櫃之中。此外，賽馬會摩星嶺青

年旅舍有職員向旅客提供古迹徑地圖，以推動文物旅遊等。 

 

房間類別 

賽馬會摩星嶺青年旅舍以四人房間和六人房間為主，另外設立有兩間可以觀賞維

多利亞港海景的二人房；全旅舍共有 33 間房間，合共 128 張牀位。 每位收費

130 港元（平日）；150 港元（週末和節假日）。 

 



旅客來源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總幹事曾凱琪表示，於 2012 年 8 月 1 日測試業務近兩個月，

中國大陸遊客佔了 3 成，歐美遊客佔了 3 成，其餘主要為香港的本地團體租借使

用；整體入住率約 8 成。 預計每年可以吸引逾 3 萬名旅客入住。 她又表示，近

年入住青年宿舍的旅客類型有所轉變，近兩年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入住比例持續

地上升，由數年前的約兩成，增加至近兩年的 3 成。曾凱琪又強調，成立青年旅

舍的目標是建立平台，讓國際旅客可以互相交流，不會特別偏重中國大陸或者外

國遊客，若果發現中國大陸遊客的比例增加得過多時，就會作出適當調整。 

 

摩星嶺要塞 

   其中一座炮台的遺址 

     英軍界石                 

摩星嶺要塞摩星嶺要塞摩星嶺要塞摩星嶺要塞，或稱 摩星嶺炮台摩星嶺炮台摩星嶺炮台摩星嶺炮台，是一個位於香港香港島摩星嶺山頂及山腰一帶

的軍事要塞， 曾在香港保衞戰期間守衞香港島西部，現時僅餘部份遺址。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1900 年， 英軍建議在摩星嶺興建防衞設施。 

1909 年， 摩星嶺要塞的建築工程展開， 

1911 年， 大炮裝置完成， 

1912 年， 全部建成，取代附近龍虎山的松林炮台。  

1939 年， 為加強摩星嶺的防衞能力，附近再加建銀禧炮台。 

1941 年 12 月 香港保衞戰爆發，由於日軍在香港島東北岸登岸，摩星嶺要塞遂 

   成為支援香港島東部及中部的主要火力。 

12 月 16 日， 位於山頂的指揮總部被炸毀， 

12 月 25 日， 香港守軍將殘餘設施炸毀後才放棄要塞。 



 

要塞由營房、五個炮台、指揮總部及多座瞭望台與掩蔽體組成，其中大炮口徑為

9.2 吋。 要塞配合位於西高山的機槍堡，扼守着維多利亞港西部及硫磺海峽等航

運要道。 

 

    二次大戰時 F1 編號的海岸炮 

    二次大戰時 F2 編號的海岸炮 

    用作運送大炮上下山頂的大斜坡 

    偽裝保護牆 

    偽裝保護牆後的營房 



     
營房之間四通八通的防空通道  因為曾鬧鬼的關係， 

其中一座營房的窗上有用作拜祭的用品 

銀禧炮台 

    位於銀禧炮台舊址的日落觀瀾亭 

銀禧炮台銀禧炮台銀禧炮台銀禧炮台 
銀禧炮台銀禧炮台銀禧炮台銀禧炮台（英語：Jubilee Battery，又譯租庇利炮台租庇利炮台租庇利炮台租庇利炮台），是香港昔日一座炮台，位

於香港島摩星嶺西面山腳，域多利道及摩星嶺道交界。炮台的英文名稱得名自域

多利道的舊稱 Victoria Jubilee Road（域多利慶典道）。 

1930 年代初，隨着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佔領滿洲地區，英軍意識到需要加強 

香港的防衞。由於摩星嶺山上的摩星嶺要塞已有超過 20 年歷史，

加上 5 門大炮的其中 2 門被抽調到赤柱砲台，故此軍方便計劃在其

附近加建新式炮台配合。  

1939 年  銀禧炮台落成，設有 3 個炮床，3 門 6 吋大炮則分別由卑路乍炮台 

   及白沙灣炮台抽調過來。 炮台附近亦設有探射炮及軍事建築物。

1941 年 12 月 香港保衞戰爆發，由於日軍的攻擊集中在香港島東部，故炮台的作 

   用不大。 

12 月 25 日 守軍在投降之前，將炮台自行炸毀。 

 

銀禧炮台部份原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改建為域多利拘留所， 其餘部份則被

闢作休憩場地。 

2004 年 9 月 19 日，建於銀禧炮台舊址的日落觀瀾亭日落觀瀾亭日落觀瀾亭日落觀瀾亭正式啟用。 該亭為一臨海

涼亭，因可以觀看日落和廣闊的大海而得此名。 日落觀瀾亭是由中西區民政事

務處市區小工程計劃地區工作小組撥款興建的。 



    昭遠墳場 

昭遠墳場昭遠墳場昭遠墳場昭遠墳場（Chiu Yuen Cemetery）是香港望族何啟東家族的家族墳場，位於香港

島摩星嶺 

 

除了何啟東本人與元配麥秀英因信奉基督教而合葬跑馬地香港墳場之外，家族其

他成員下葬於昭遠墳場。 

 

這些人士包括其父母、兒子何世儉、平妻張蓮覺、羅文錦家族、羅旭和家族，以

及弟弟何福與何甘棠家族。由於何甘棠篤信風水，他選擇葬於山頭另一面。 

聖嘉勒女書院 St. Clare's Girls' School 

 

 

聖嘉勒女書院聖嘉勒女書院聖嘉勒女書院聖嘉勒女書院（St. Clare's Girls' School），是

一所由 {天神之後} 修女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Our Lady of the Angels）於 1927 年

創辦的、位於香港摩星嶺道 50 號的女子補助

中學。學校為一英文學校，亦是香港補助學

校議會的成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