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史蹟徑
孫中山史蹟徑是一條位於香港中西區的步行徑，由中西區區議會在1996 年設立，藉以紀念孫中山先
生誕辰130 週年。史蹟徑由位於香港島西營盤、上環及中環的15 個景點站組成，將孫中山生前在香港活
動過的地點串連起來，包括他在香港讀書、做禮拜、居住及與革命黨人聚會的地方，以突出他與香港的
密切關係。目的使公眾緬懷孫中山的足跡之餘，能對他的革命思想及愛國情操有更多認識，從而亦加深
對中國近代史的了解。史蹟徑原名「中山史蹟徑」，為配合孫中山紀念館啟用而更名。
「孫中山史蹟徑」以叙述史事的方式，展示孫中山先在香港的活動地點及其與香港的密切關係。史蹟
徑行畢全程需時兩小時。
第一站：香港大學－般咸道
香港大學是歷史最悠久的香港高學府，成立於1911 年。孫中山先生於1887 年至1892 年，就於其
前身香港西醫書院。1923 年2 月20 日孫中山先生訪問香港大學時曾說過：「香港與香港大學是我的知
識誕生地。」為紀念這歷史性聚會，港大在校園中心的荷花池豎立了孫中山銅像，象徵港大對這歷史偉
人的敬意。
第二站：拔萃書室－東邊街
拔萃書室為拔萃書院的前身，。該書室為聖公會於1869年在港創設的英語學校。學生來自不同的國
籍，全部均須寄宿。學科多為西方新知識。1883年11月，孫中山自從中山翠亨村來港，在此書室繼續學
業，翌年轉讀中央書院。
第三站：同盟會招待所－普慶坊
同盟會由孫中山於1905年創立。1907-1908年間，同盟會香港分會策劃在潮州黃崗與惠州起義時，
為接應往來香港之革命黨人，於堅道70號、普慶坊某號四樓、摩里臣山道27號、灣仔進教園及皇后大道
東馬伯良藥店四樓等民居地方設置藏身處，稱之為「招待所」。
第四站：美國公理會福音堂－必列者士街2 號
美國公理福音會原址為一楝三層高樓宇，1883年孫中山在公理會接受喜嘉里牧師洗禮基督教洗禮，
由牧師取名「日新」，後來孫中山採用之「逸仙」源於此。孫中山先生於1884 年至1886年間就讀中央
書院時，曾在該會三樓居住。1901年公理會遷至樓梯街5號，名為中華基督教公理堂，現址已改成必利者
士街市。
第五站：中央書院－歌賦街44 號
中央書院創辦於1862 年，為本港第一所官立中學，提供現代西式教育。孫中山先生於1884 年至1886
年間，曾在該處高年級畢業。中國近代史上不少其他重要人物亦曾就讀於此，如溫宗堯、陳錦濤、王寵
惠等，三人都是孫中山於1912年任中華民國臨時大總統時內閣部長。1889年書院遷往荷李活道，易名維
多利亞書院，1894之後再易名皇仁書院。歌賦街原址於1893年改建為庇理羅士女校，1957年改建為荷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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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道官立小學。1978年成為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校址。現為聖公會基恩小學。
第六站：四大寇聚所－楊耀記舊址－歌賦街8 號
「四大寇」是指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與尢列四位志同道合者。四人常聚首於楊耀記店舖內暢談
反清革命。楊鶴齡是孫中山在家鄉的童年好友；陳少白則與孫中山同就讀於西醫書院；尢列是楊鶴齡的
同學，當時任職香港華人事務總註冊司署。關景良是孫中山的同學。該店原為楊鶴齡祖業。
陳少白(1869-1934)，名白，字少白。廣東新會縣人，廣州格致書院（今之嶺南大學）開創時第一期
學生，接受基督教和西學教育，受洗加入教會。受區鳳墀(孫中山先生之漢文教師)賞識而介紹至港認識孫
中山。被孫中山勸諭改入醫校，比孫中山低兩級，作同學二載，切磋談政，最為要好。
1895年，孫中山決定以香港作為集結人員和策動起義的基地，並在這里成立了「興中會」，當時陳
少白已回廣東，孫中山到廣州與他會面後，一同回港，租用香港中環士丹頓街13號為革命基地，籌組革
命組織。廣州起義不幸因泄密而失敗，陳少白與孫中山和鄭士良一道逃亡日本。1900年發動了惠州之役
和謀炸廣州督撫之役。1900年10月，孫中山委派陳少白到香港創辦了中國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份報紙《中
國日報》，宣傳革命，並親自擔任社長和總編輯。
楊鶴齡 (1868年－1934年），廣東香山縣翠亨村人，1886年入廣州算學館，1888年到香港，與孫中
山同鄉同里，相識最早，家世富厚，性頗不羈。有祖產商店楊耀記在香港歌賦街。孫中山有感在校談論
時政不便，鶴齡乃於店內特闢一樓為同志聚談之所。1896年加入興中會。1921年9月14日被聘為總統府
顧問。1923年4月4日任港澳特務調查員。1934年病逝澳門。
尢列 (1866–1936)，廣東順德人，廣州廣雅書院輿圖學堂測繪科學生，早年由博濟醫院畢業生族人
尢裕堂介紹認識孫中山，是時任職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文案。1895 年尢列在香港參與組織興中會，先後參
加乙未廣州起義和庚子惠州起義的籌劃工作。1900 年赴日本，被選為中和堂會長。次年赴南洋，於各地
組織中和堂分會，以聯絡華僑中工人與小商販，並在新加坡創辦《圖南日報》，宣傳革命思想。至同盟
會成立，中和堂遂歸於同盟會。1936 年 11 月 12 日病逝于南京。
關景良(1869-1945)，關景良的父親關元昌與黎氏共生有十子五女，其中關景良排行第七。關景良於
香港西醫書院學醫。香港西醫書院成立初期學生人數不多，直至 1892 年第一屆學生畢業時，全校亦只有
18 名學生。在 1887 年入學的首批學生當中，便包括了孫中山先生和他的摰友關景良。關景良在西醫書
院求學期間，不單與孫先生是同窗，更是宿友，二人同住於西醫書院二樓的宿舍內，交情至深。關景良
在母親的反對下，雖然沒有直接參與孫先生的革命運動，但他與孫中山先生及各革命志士一直保持著友
好的關係。1893 年在西醫書院畢業後，他曾一度負責江南沿江炮台醫務事宜，然後重返香港行醫，為中
華醫學會及香港養和療養院（養和醫院前身）的創辦人之一。
第七站：楊衢雲被暗殺地點－結志街52 號
楊衢雲(1861–1901)，名飛鴻，字肇春，號衢雲，原籍福建海澄，其父早居馬來亞槟檳城，後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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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香港。楊衢生於香港，早年在海軍船塢習，後來因傷，改入聖保羅書院肆業，畢業後，先後任聖約瑟
書院教員、招商局書記及沙宣洋行副理。楊衢雲與謝纘泰同為為創立輔仁文社始創人，亦為香港興中會
會長。1895年乙未廣州起義之役因事叉洩流產，楊衢雲逃往南洋，再至日本。1900年革命黨人在惠州三
州田發動惠州起義，楊衢雲負責餉械接濟，後起義失敗，楊衢雲堅持留港，於結志街52號2樓設私塾專授
英文，次年1月10日，被清廷派兇手陳林刺殺於其授課書館之中。楊衢雲逝世後，由其好友陳少白、謝纘
泰等奔走，得卜葬於於香港跑馬地香港基督教墳場(俗稱紅毛墳)第6348號。墳地四週繞長方石壆，墳頭
設方碑，碑上置綹形紋削頂石柱，示逝者生有勳勞而死難之意。碑上不刻姓名，原欲俟革命成功後再移
葬國內時；議定其適當稱號然後與姓名一同泐石。
第八站：輔仁文社-百子里
1884年甲申中法越南戰爭後，國人漸知滿清政府之不足恃及研究新學之必要。香港華人精英主張中
國改革。楊衢雲與好友謝纘泰等聯絡尢列、黃詠襄、劉燕賓、陳芬、黃國瑜、羅文玉、胡幹之、周昭岳
等十六人，發起組成輔仁文社社，初期以開啟民智、討論時事為宗旨，後來聚集有志之士談論中國政治
和革命問題。此為香港華人設立新學團體之先河。其開會地點，初假劉燕賓所開之炳記船務公司，至1892
年2月15日始開設會所於百子里第一號二樓。百子里位於孫中山史蹟徑的中段，孫中山先生與個別社員接
觸頻密，後來部分社友亦有參加孫中山先生所組織的興中會。楊衢雲開新學團體之先河，比孫中山更早
創立議政組織。
謝纘泰(1872-1939) 字聖安，號康如，廣東開平人。1872年5月16日生於澳洲雪梨，基督信徒。十
七歲（1887）年隨家人返港就讀皇仁書院，畢業後任職香港工務局文員十載，後轉任買辦、經理等要職。
他熱心愛國，1890 年開始，即從事排滿救國運動，參予輔仁文社和興中會。1898年（光緒緒廿四年戊
戌）六月，他繪製了一幅東亞時局形勢圖。圖中，以熊代表俄國、犬代英國、蛙代法國、鷹代美國、日
光代日本、腸[蛇]代德國。圖旁題辭：「 沉沉酣睡我中華，那知愛國即愛家，國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
分裂似瓜。」
民國建立後，謝纘泰功成身退，未曾向政府有所干求，其畢生引以為憾之事，獨是曾請求胡漢民移
葬楊衢雲先烈於黃花崗不果。他生平育有三子四女，卒於1939年4月6日，葬於薄扶林基督教墳場。
第九站：皇仁書院－鴨巴甸街
中央書院（The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於1862年在歌賦街創立，是香港第一所由政府開辦的
學校，史釗域博士擔任首任校長。當時他還兼任學校督察和布政司。1889年該校遷往荷李活道，易名為
維多利亞書院，孫中山先生在此校舍落成前已在中央書院畢業，惟1884年4 月26 日香港總督在此主持
興建校舍的奠基禮時，孫中山先生亦曾在場。1894之後再易名皇仁書院，是本港第一所提供西式教育的
官立中學，孫中山、何東、何啟、何甘棠、劉鑄伯等名人，均曾就讀該校。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治期間，
皇仁書院被逼停辦。校舍初時成為日軍騎兵部隊司令部，其後完全毀於戰火，僅留下兩尊大炮和中央書
院第二任校長胡禮的半身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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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年皇仁書院在堅尼地道的臨時校舍復課。直至1950年於銅鑼灣高士威道建立新校舍，培育人材
至今。皇仁書院前稱中央書院，原位於歌賦街，1889 年遷至本址，並易名為維多利亞書院。1984年該
校改名皇仁書院直至1950年始遷往銅鑼灣。
第十站：雅麗氏利濟醫院及附設香港西醫書院－荷里活道77-81 號
香港西醫院設於雅麗氏利濟醫院（全名雅麗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是一所由何啟及倫敦傳道會於
1887 年創辦的現代醫院。1887年，孫中山從廣州轉學到西醫學院，用孫逸仙的名字註冊入學。該校為
五年制，同年入學的同學共13人；到了第五學年，有資格參加畢業試的只有4人。評分結果，只有孫中山
與江英華兩人及格，孫中山居首。在習醫時期，孫中山與陳少白等結成志同道合的好友，並開始孕育其
進步的革命思想。1911 年，香港西醫書院併入剛成立的香港大學。原址已改建成多層大廈。有關香港西
醫書院的歷史、孫中山習醫的器具、成績單等有系統地整理及保存在香港醫學博物館內。1912年，西醫
書院成為新創立之香港大學醫學院。而雅麗氏醫院自1993年遷址東區柴灣易名為東區尢德夫人那打素醫
院。
第十一站：道濟會堂－荷里活道75 號
道濟會堂的堂址位於雅麗氏利濟醫院側，由倫敦傳道會華人基督教徒於1888 年所建成。孫中山在西
醫書院就讀時在此作禮拜並經常到此活動。他在此認識了王煜初牧師（王寵惠之父），他的補習漢文老
師區鳳墀曾任該堂堂長。現址今為陶瓷商店，道濟會堂於1921 年加入中華基督教會，改名為中華基督教
會道濟會堂。1922 年雅麗氏醫院遷往般含道與那打素醫院合併擴建，道濟會堂因地契相連亦同時搬遷。
至1926 年10 月10 日位於般咸道的道濟會堂落成，選名「合一堂」，長老名稱改為「執事」。由這天
開始，合一堂成為本港第一間實行男女雜座的華人基督教會。「道濟會堂」四個大字的石刻，今天仍屹
立於合一堂正門左方之基石上。
第十二站：香港興中會總會－士丹頓街十三號
1892年秋天，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隨即到澳門行醫。及至甲午戰爭，清廷再次戰敗。孫中
山遂於檀香山建立興中會，謀求振興中華，並隨即回國。1895年孫中山先生由檀香山回港時，聯合舊友
陸皓東、鄭士良、陳少白、楊鶴齡、尢列、楊衢雲、謝纘泰等，擬聯合各地同志，擴大興中會之組織，
僅修訂在檀香山所訂之章程，由九條改為十條。於二月二十七日開成立大會，會名仍稱「興中會」，由
楊衢雲出任第一任會長。初期加入者尚有黃詠襄、周昭仁、區鳳墀、余育之、徐善亭、朱貴全、丘四等
數十人。策動第一次廣州之役即在此處。陸皓東提議用「青天白日旗」代滿清之「黃龍旗」亦在此址通
過。
1895 年，興中會在香港成立總會，並以乾亨行商號掩飾興中會的反清政府活動，並籌組第一次革命
起義，乙辰廣州之役。興中會是孫中山先於1894 年在夏威夷創立的第一個革命組織，是一個推翻清廷的
革命組織。興中會以乾亨行商號作掩飾。原為屋宇，乃富商黃詠襄的物業。現為永善庵，庵外可見紀念
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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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詠襄為廣東香山縣人，世居澳門。父名黃勝，任香港議政局議員，與大律師何啟有戚誼。興中會
成立，孫中山以何啟為香港法律界前輩，關於法律外交事件多就商之。何啟介紹詠襄入黨，大得眾信任。
興中會機關部命名「乾亨」，即黃詠襄所定，蓋取乾元奉行天命，其道乃亨之義也。第一次廣州起義之
役，黃詠襄賣去其蘇杭街洋樓一所，以充軍費，得資八千元，起義失敗後，黃詠襄獨匿居澳門，未幾以
病去世。
第十三站：杏讌樓西菜館－擺花街2 號。
香港於1890 年間已有西餐館。杏讌樓位於威靈頓街口，此處是孫中山先生在港習醫期間 ，常與三
數同學論國事的地方。1895年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時，從外地香港的革命志士，大都曾在威靈頓街附近
之樓宇居住。
第十四站：中國日報報館－士丹利街24 號
中國日報創刊於1900 年1 月，是孫中山先生在1899 年命陳少白來港籌辦的第一份革命機關報。該
報不單出版革命刊物，亦為興中會與各地革命黨人，提供聚會事的場所。1900 年惠州起義的大本營即設
於報館三樓。「中國日報」於1900年1月在香港創刊發行，因一直在港得到愛國商人的支持，發行了十一
年，是宣傳革命的有力喉舌。社址設於中環士丹利街二十四號，即今陸羽大廈。
1900年興中會密謀策動廣州惠州軍事，其大本營即設於報社三樓。惠州三州田起義失敗，報社財政
亦形不支，當時得富商李紀堂供款，1903年、1906年曾出現財政問題，均先後得李紀堂、李煜堂集資解
困，免卻破產和拍賣危機，不致被保皇黨人所攙奪。1905年同盟會成立後，陳少白主理會務，中國日報
於次年由馮自由繼任社長，八月報社改組遷址 上環德輔道三百○一號。1911年報社遷址廣州，至1913
民國年8月龍濟光入寇，才被封禁停版。
第十五站：和記棧鮮果店－德己立街20 號
和記棧鮮果店位於址的四樓，曾用作革命機關地。在此商店的掩護下，革命黨人策劃1903 年壬寅廣
州之役，此役由謝纘泰統籌，並獲香港富商李紀堂的贊助。
和記棧
地址在香港中環德忌笠街20號4樓，太平天國在香港秘密籌劃起事之總機關。為興中會員謝纘泰、李
紀堂結識太平天王洪秀全之族弟春魁後（推春魁為首領，又預定國號為太平順天國），合謀於壬寅年（民
前十年）【1902】十二月除夕發難, 在此聯絡廣州、惠州、北江各地會黨。是役李紀堂(1873-1943)慨捐
軍餉五十萬元。
李紀堂(1873-1943)，廣東新會人，富商李陞之第三子，曾任日本郵船公司港行經理。1895年九月興
中會於第一次廣州失敗，孫中山、鄭士良、陳少白乘船赴日本，紀堂在買辦室聞之，以孫中山為奇人，
親登輪拜訪。後為謝讚泰介紹加入興中會，合力救亡。李紀堂為資助革命多之一人，資助中國日報、各
次起義軍餉、提供青山農場予黨人試驗軍火均為人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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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般咸道──以第三任香港總督文咸命名。
同盟會──中國同盟會（簡稱同盟會），亦稱中國革命同盟會，是中國清朝末年，由孫中山領導和組織
的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在1912 年造成大清帝國的覆亡，促成中國歷史上第一個共和政權—中
華民國的建立。
美國公理會原名美國公理宗教會，1810 年成立「美部會」推動國外之差傳佈道聖工。1883 年在必列
者士街市場現址創立「福音堂」及興辦夜學教授英文。1919 年易名為「中華基督教會公理堂」。
必列者士街──名字源自香港律政司必列者士(William Thomas Bridges)。必列者士在1851 年來香
港，被任命為律政司。曾處理當時轟動一時的毒麵包案。
歌賦街──以1840 年代由英國駐港英軍總司令、海軍少將Hugh Gough 命名。
楊耀記──是楊鶴齡的祖店，楊氏為孫中山先生家鄉的童年好友，因此於店內闢一樓，用作聚會策劃革
命。民國成立後，楊氏歸隱，楊耀記亦轉售他人，改建新廈。
鴨巴甸街──以1840 年代的英國外交大臣鴨巴甸勳爵命名。
雅利氏濟醫院──雅利氏(Alice Ho Miu Ling)是何啟爵士之妻，於1884 年去世。何啟爵士為紀念亡妻在
1887 年興建。
荷里活道──早在1841 年英國人登陸香港島時便存在的一條小路，因為兩傍種植有冬青樹(Hollywood)
所以便被命名為Hollywood Road，中文則音譯為荷李活道。
士丹頓街──以1830 年代英國下議院議員士丹頓(G.Staunton)命名，他懂中文，曾為廣東的東印度公
司工作。
擺花街──Lyndhurst St，以1841 年間的英國大法官林德赫斯特(Lord John Singleton CopleyLyndhurst)
命名。一百年前， 擺花街一帶的樓宇有不少是洋妓所居住，當時的洋人去光顧洋妓，例必帶一束鮮花，
於是華國人就到這條街道擺檔，販賣鮮花。花檔越開越多，索性就將此街稱為擺花街。
士丹利街──以1840 年間英國殖民大臣士丹利勲爵(Lord Stanley)的名字命名。
德 己 立 街 ── 原 名 德 忌 笠 街 ， 名 稱 源 自 1846 年 間 英 國 駐 港 英 軍 總 司 令 及 護 督 德 忌 笠 將 軍
(Major-General D'Aguilar)。後因街名不雅，改稱現名。
中山公園鐘樓，頂部以港大本部大樓為設計藍本，五個銅鐘寓意以孫中山先生於1921年發表「五權憲
法」的思想：行政權，立法權，司法權，監督權和考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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