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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九龍城寨，一個面積只有不到七英畝的地方，卻埋藏了由南宋至明時期政權、「天

地會」、滿清政府、國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英國政府間對此地方主檯

及管治權的爭奪與角力，以及後來演變成「三不管」時期的黑暗時代，當中為何

於處理香港問題上，各個政權爭拗或希望爭奪的的不是香港島、新界及九龍半島，

而只是佔香港面積不足百分之一的九龍城寨？當中城寨的主權及管治於歷史洪

流中發生了什麼變遷？而當中發生變遷的前因後果是如何呢？只有歷史中對九

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變遷具有一定可予理解的因由，透

過歷史中不同時段的歷史改變，歷史比較分析可予所變遷進行合理的理解和分析，

從而說明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

變化發生的歷史原因，以及變化是如何的發生。透過覓集照片、當時的文件等可

以直接作為歷史根據的史料，或是經史學家研究一手史料而後寫的作品，進行描

述、解釋、併排及比較，從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發展探

索香港歷史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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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1.1 研究背景 

 

九龍城寨，很多香港人也認識這個地方，然而鮮有人了解一個面積只有不到七英

畝的城寨，卻在香港的歷史洪流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也成為了滿清政府、

國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英國政府中針對主權及管治權的角力之地。後

來九龍城寨由南宋時期的官富鹽場、滿清初期的戰略要點，演變至後來集「黃賭

毒」一身的「三不管」地帶 (蕭國健，1987)，城寨的主權與管治在不同時期亦發

生了轉變，當中的演變過程中牽涉了多少的政治角力、民眾鬥爭，以及中國與英

國政府之間涉及香港的主權及管治權爭議，是值得研究的歷史問題。 

 

再者，九龍城寨於中國與英國政府於 1993 年的妥協下完成清拆，對普通香港市

民來說只是一件無關痛癢的事，但當了解到清拆前的數十年間中、英雙方為爭奪

此地的主權進行了為數不少的商討及武力交涉，結果至 1987 年竟突然變成雙方

同意清拆九龍城寨並將其改建成公園的決定，清拆後對九龍城寨的歷史敍述卻剩

餘甚少 (關懷遠，2014)，雙方政府好像希望把這個敏感之地儘快地清洗掉，到底

當中牽涉了什麼的考慮因素及決定，亦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1.2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是從九龍城寨自南宋時期至回歸後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

的發展變遷，進行歷史比較分析，在地緣的政治脈絡下，以及利用大量實證及歷

史材料，有系統地進行分析及思考分析比較，以理解其轉變情況，說明改變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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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利用精煉的文字及豐富的圖片，將九龍城寨主權與管治的發展變遷劃分為南

宋至英國佔領前、英佔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三不管」時期及於中英談判

至回歸後共四個重要的時間脈絡，逐一剖析不同時期中所發生的歷史事件如何導

致九龍城寨主權與管治權的易權與變遷，從而分析九龍城寨於香港歷史中的重要

特殊意義。 

 

1.3 研究問題 

 

研究者就以上的研究背景及目的，希望探討以下問題： 

 

1. 九龍城寨自南宋時期至回歸後主權與管治權的發展變遷 

2. 對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的發展變遷進行歷史比較

分析，在地緣的政治脈絡下，分析比較，以理解其轉變情況，說明改變的

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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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2.1 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 

 

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於概念意思上雖然有區別，但兩者間又互

相依存，不可剝離。主權(Sovereignty)於一般學術意義上可分為本源性主權及衍生

性主權 (楚樹龍、唐虹，2006)，前者是指一些抽象性的主權，例如美國《獨立宣

言》中提倡的「人民主權」或是法國大革命《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提及的「國

家主權」；而後者則為實體意義的權力，由本源性主權衍生出來的權力分支，即

中央機構享有並行使的最高國家權力，例如外交權及最高立法權等等。簡而明知，

當該地方實行中央政權所提出的法律，該提出法律的中央政權便有對實行該法律

地方的主權。 

 

至於管治(Governance)，亦分為最高治權及一般治權 (Bevir & Mark, 2013)。最高治

權，顧名思義是國家或地方中央機構所持有及使用的最高統治權，與主權在意思

上相同，只是在不同範疇中會被稱為主權權力或最高治權，當然主權在階層上比

治權為高。而一般治權則是中央機構所行使的除最高治權之外的其他治權（中央

治權），與地方政府所行使的治權（地方治權）兩部分。 

 

整段九龍城寨發展的歷史洪流中，該地方主權(Sovereignty)的變化並不多，主要分

為滿清政權時期、「天地會」起義軍短期佔據、日佔時期及「三不管」時期。相

反，城寨的管治卻因自英國佔領香港後不同歷史事件的發生不停轉變，演變成中

國與英國間的角力場所，最後竟反而演化成雙方國家維持現狀而由民眾組織管治

的「三不管」時期 (魯金，1988)。故此，下文將探討有關九龍城寨於中、英雙方

交涉香港主權條約中的象徵意義，以及城寨清拆事件反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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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九龍城寨於中、英雙方交涉香港主權條約中的象徵意義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當時中英雙方簽下的《北京條約》

新添了割讓九龍半島部分，包括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部分及昂船洲，並未包括九

龍寨城 (劉蜀永，2016)。可是九龍城寨興建的目的是為了防敵，但《北京條約》

下令城寨南門地方變成英國人的地方，十分諷刺。後來於 1898 年 4 月大清李鴻

章與英國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進行談判時，李鴻章力爭保留九龍寨城的主權

及管治權，只答允願以九十九年期限租借新界 (梁炳華，1995)。當中力爭保留寨

城的原因原來有先例可援，可追溯至當年中國租借旅順至俄國時，朝廷也保留了

其中一個據點金洲城，希望透過令朝廷軍隊及商人能夠名正言順入城，藉此發揮

及維持中國於當地的影響力 (魯金，1988)，故李鴻章於拒絕租借九龍城上亦持同

一理由。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最終於 1898 年 6 月 9 日簽訂，明文規定「所有在九龍城

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英國政府只在專條中加了「惟不得

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一句保障自己的土地 (張中華，2007)。故此，九龍

城寨便有類似「飛地」的概念，成為殖民地中的反殖民地，極具象徵意義 (關懷

遠，2014)。可見，當時中國沒有就妨礙保衛香港武備作出清晰界定，令日後於九

龍城寨的管治問題出現多次爭辯。 

 

2.3 九龍城寨的清拆事件反映的意義 

 

於中國與英國於 1984 年 9 月簽訂了《聯合聲明》，香港將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回

歸中國。簽訂聲明的三年後，香港政府宣佈於三年內全面清拆九龍城寨，而同日

中國亦罕有同意港府的決定 (梁炳華，1995)。城寨最終於 1993 年完成整個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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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995 年 12 月由港督彭定康主持公園開幕儀式。可是，公園內絕少提及九龍

城寨的歷史，於其網頁也只有約 100 字的文字介紹 (關懷遠，2014)，目的似乎政

府希望將這些不光采及政治敏感的歷史片段儘快刪除，於拆卸時也沒做任何仔細

紀錄，只是快速作出賠償，以及批准日本某團體考察和成龍拍攝電影 (林立偉、

朱一心譯，2015)，當中經過數十年不斷受注目及爭奪的地方，於短短 6 年內便灰

飛煙滅，只剩下過度省略而又滿足所需的大論述，就如班雅明所說「歷史主義心

滿意足地在歷史的不同階級之間確立因果聯繫」(張東旭、王斑譯，2012)。 

 

圖 2.3.1 九龍城寨高空圖  

 

 

圖 2.3.2 九龍城寨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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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3.1 歷史比較分析 

 

歷史比較分析是一種以利用有系統及嚴謹的程序，針對過去發生的事件或活動，

透過搜集不同形式的歷史資料，然後將錯綜複雜且零碎的資料井然有序地重新整

理，以科學的方法對歷史事件進行分析、批判及解釋，且對事件的前因後果作深

入解釋。根據郭生玉 (1981)所指，歷史比較分析主要分為三類，包括「根據史實

發生的年代順序」、「根據題目或主題描述史實」或綜合前述兩種方式。最終歷史

研究的成果能令後人更清晰了解過往發生事件的來龍去脈，涉取歷史長河中的失

敗經驗，避免重蹈覆轍，以達到借古鑑金的效果。杜維運(2003)亦指出進行歷史

比較分析能夠有釐清由古代傳承下來，缺乏有系統地梳理且雜亂無章的史料，以

有邏輯的向度分析某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對該研究事件有完整的概念。 

 

本次研究將利用歷史比較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對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

管治(Governance)的發展變遷進行歷史比較分析，在地緣的政治脈絡下，分析比較，

以理解其轉變情況，並說明改變的因由，希望給予讀者較全面且客觀的一個針對

九龍城寨主權與管治歷史研究，以理解九龍城寨於香港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3.2 進行歷史比較分析的方法 

 

吳明清 (1991)指出進行歷史比較分析，需共經歷五個階段，包括擬定題目、進行

資料搜集、整理及撰寫資料撮要、檢討撮要及撰寫論文。本次研究將透過研究九

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進行搜集大量有關九龍城寨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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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材料，再整合各種經搜集後的資料，並檢視當中的撮要，最後有系統地分析整

個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自南宋時期至回歸後的發展變

遷，詳細解釋當中的轉變及其因由。 

 

3.3 研究限制 

 

由於研究者的能力及時間的限制，研究中只能取一定數量的歷史材料進行整合分

析，但亦因礙於部分有關九龍城寨的歷史資料保存不整，以及取得不易，所挑選

的歷史資料亦可能欠代表性，因為一般史料的撰寫者多為社會階層較高的分子，

未能極全面的角度剖析九龍城寨的主權(Sovereignty)與管治(Governance)的發展變

遷，可能對研究結果有所影響。 

 

3.4 研究日程 

表 3.4.1 研究日程 

預定日期 預定實施事項 

2017 年 1 月至 4 月 發掘有興趣的研究題目及研究問題 

2017 年 5 月 草擬研究計劃書，經與導師商討及聽取意見後，其後

隨即修改研究的方向及細節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 

遞交計劃書的修定版，經導師確認後，研究者便隨即

搜集大量有關九龍城寨的歷史文獻及資料，並進行整

合分析 

2018 年 4 月 在學校發表論文 

2018 年 5 月 作出修訂，完成整份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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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及分析 

 

表 4.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回歸前的主權與管治變遷概覽表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南宋 官富場 南宋 鹽官 

元朝 

(1297 年) 

朝廷取消鹽場並將其改為官

富巡檢司 

元朝 屯門巡檢司 

明朝 廣東參政劉穩向朝廷申請立

縣，於萬曆元年設立新安縣 

明朝 新安縣 

清初 頒布了共兩次《遷海令》， 

九龍城官富巡檢司改為駐守

赤尾村 

清朝 九龍城官富巡

檢司 

1839 年 9 月 賴恩爵成功擊退義律船隊，

把九龍寨升為大鵬協 

清朝 賴恩爵及巡檢

司 

1854 年 8 月

19-31 日 

「天地會」起義軍羅亞添攻

陷九龍城寨 

「天地會」 「天地會」 

1854 年 8 月

31 日 

清軍借助外國僱傭兵之力，

成功收復九龍城寨 

清朝 巡檢司 

1898 年 12 月

17 日 

「新界六日戰」爆發後，兩

廣總督與港督卜力於維持治

安上的誤會，英方通過《九

龍城樞密院令》，單方面宣

示取得城寨主權。 

英國單方面宣

示取得 

英國強行將城

內中方的官員

和官兵全部驅

趕，由英方管

治 

1933 年 國民政府派出兩廣特派專員

刁作謙進行交涉，刁當時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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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凌士芬進行實地考察，

代表著中國政權對九龍城寨

管治權的堅持。 

1941 年 12 月

25 日 

日本軍正式佔領香港 日本 日本 

1947 年 「九龍城事件」發生，英方

宣示仍有九龍城寨的主權及

管治權。 

英國單方面宣

示取得，中方

強烈反對 

城內沒有中方

官員，由英方

管治 

1948 年 中英雙方經多番交涉，決定

將九龍城寨變為公園，由雙

方共同管理，但最終因國民

政府失利未能成事。 

不變 不變 

1941 年 12 月

25 日 

日本軍正式佔領香港 日本 日本 

1962 年 港府欲於 1962 年再試探中

國底線，宣佈拆除城寨外圍

的數條街道。 

早前國民政府

與英方商討的

「其同管理公

園」政策，後

來因國民政府

敗退而不了了

之，主權未

明。 

未明 

1963 年 中國外交部於 1963 年發出

聲明，嚴正指出「清拆九龍

城寨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

主權未明，中

英雙方各執一

詞。 

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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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最終港督決定擱置清

拆計劃。 

1963 年後 九龍城寨變為了「三不管」

地區：英國不想再挑戰中

國；港府不敢輕舉妄動；中

國政府也沒有時機及不急切

處理城寨問題 

主權未明，中

英雙方各執一

詞。 

主要由居民組

織及黑幫擔任

「管治」角色  

1984 年 9 月 中英雙方草簽了「中英聯合

聲明」，英方決定將香港的

主權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交

還 

主權逐漸變得

明朗。 

主要由居民組

織及黑幫擔任

「管治」角色 

1987 年 1 月

14 日 

於 1987 年 1 月 14 日英方開

始全面清拆九龍城寨，中國

亦罕有不反對及理解其決

定。 

/ /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之際，城

寨也伴隨著合併回到中國的

主權，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管治。 

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

區  

 

4.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英佔前的主權與管治 

 

表 4.1.1 九龍城寨自南宋至英佔前的主權與管治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南宋 官富場 南宋 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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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 

(1297 年) 

朝廷取消鹽場並將其改為官

富巡檢司 

元朝 屯門巡檢司 

明朝 廣東參政劉穩向朝廷申請立

縣，於萬曆元年設立新安縣 

明朝 新安縣 

清初 頒布了共兩次《遷海令》， 

九龍城官富巡檢司改為駐守

赤尾村 

清朝 九龍城官富巡

檢司 

1839 年 9 月 賴恩爵成功擊退義律船隊，

把九龍寨升為大鵬協 

清朝 賴恩爵及九龍

巡檢司 

1854 年 8 月

19-31 日 

「天地會」起義軍羅亞添攻

陷九龍城寨 

「天地會」 「天地會」 

1854 年 8 月

31 日 

清軍借助外國僱傭兵之力，

成功收復九龍城寨 

清朝 巡檢司 

 

南宋以前，香港的歷史幾乎無從稽考，是一個荒蕪之地。直至南宋時期，九龍城

曾經名為官富場，於當時是廣東十大鹽場之一，有鹽官及軍隊駐守，而香港佛堂

門現存的摩崖題記正是鹽官存在的鐵證 (劉潤和等，2005)。及後至南宋未期，陸

秀夫與祥興少帝共同跳海一事令九龍城官富場推至中國歷史上獨特的位置。至元

代約 1297 年，朝廷取消鹽場並將其改為官富巡檢司，九龍城由屯門巡檢司管 (蕭

國健，1987)。明朝時發生的「辛酉事件」，廣東參政劉穩於聽取鄉紳訴求後向朝

廷申請立縣 (張中華，2007)，於萬曆元年設立新安縣，九龍城在內香港等地都歸

入新安縣的管治範圍。由以上可見，九龍城的主權與管治自南宋至元朝均屬於當

時中國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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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明《粵大記》中的廣東沿海圖及摩崖題記 

  

 

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九龍城寨的建成 

 

及後至清初，滿清政府為對抗鄭成功的反清勢力，頒布了共兩次《遷海令》，令

整個香港甚至整個新安縣都成為界外之地，九龍城官富巡檢司改為駐守赤尾村，

而九龍城則變成烽火台，即九龍台，維持至 1810 年也沒改變 (余繩武、劉存寬、

劉蜀永，2008)。直至嘉慶十三年，鎮守虎門的將軍林國良於孖洲敗於張保仔手上，

後來水師提督錢夢虎向當時兩廣總督百齡提議以九龍寨炮台取代偏遠的佛堂門

炮台，並於 1810 年建成 (蕭國健，1987)。至道光十九年(1839 年 9 月)，英國商人

義律突攻擊九龍寨炮台，賴恩爵成功擊退義律船隊，論功行賞升官位至副將，但

由於官位問題本應將其調配，但因九龍寨地位特殊，為將賴恩爵留下管理，決定

把九龍寨升為大鵬協。於 1843 年，由於清廷需處理走私問題，當時兩廣總督耆

英將巡檢司調回至九龍寨駐守管治，並由於大敵當前，耆英向道光帝倡議建設九

龍城寨，以「不惟屯兵操練，足壯聲威；而逼近夷巢，更可藉資牽制」 (梁炳華，

1995)，最終城寨於 1847 年 5 月初建成，並設衙署及龍津義學，開辦義學目的是

為了吸引文人而來。由以上可見，九龍城的主權與管治自清初至第一次鴉片戰爭

均屬於當時中國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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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位於大鵬城內原為賴恩爵官邸的「將軍府」 

 

 

圖 4.1.3 耆英向道光帝倡將官富巡檢司改設為九龍巡檢司事摺 

 

 

 「天地會」起義軍羅亞添攻陷九龍城寨 

 

根據《廣州府志》提及，於 1854 年當時香港三合會首領羅亞添因眼看當時在佛

山起義的三合會首領李文茂和陳開取得節節勝利，亦因清兵都被調至廣州附近作

戰，駐守九龍城寨的清兵為數不多，故在 8 月 19 日天明時發動水陸兩路夾攻，

成功攻佔九龍城寨，是由南宋至當時第一位奪得由中國當時政權所持有對九龍城

寨的主權與管治 (魯金，1988)。雖然如此，但羅亞添的風光日子卻只維持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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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於同年 8 月 31 日，清軍趁城寨內大多起義軍前往攻打新安縣軍事要地大鵬

城，借助外國僱傭兵之力，成功收復九龍城寨，奪回對九龍城寨的主權與管治。 

 

圖 4.1.4 九龍城寨一帶照片 (1868 年) 

 

 

第二次鴉片戰爭 

 

正如上文所述，九龍城寨的建設是為了抗衡英國佔領香港作為殖民地，可是由於

中國於英法聯軍之役落敗，需簽訂《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城寨南門地方予英

國。李鴻章後來力爭保留九龍寨城的管治權，只答允願以九十九年期限租借新界 

(梁炳華，1995)，於當時英國外交官竇納樂報告中亦提及李鴻章堅決拒絕割讓九

龍半島北部 (張中華，2007)，除非英方答允讓中國保留九龍城寨及附近碼頭，可

見中國對九龍城寨的重視程度，希望藉「飛地」的概念保留中國於香港的些許影

響力，最終達成協議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訂明「所有在九龍城內駐紮之

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九龍城

寨的主權與治權仍在中國政權手上，但條款中仍有影響後來城寨主權的暗湧。 

 

圖 4.1.5《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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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1891 年英方捕捉海盜後，交由城寨以中方法律處置 

  

 

4.2 九龍城寨自英佔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主權與管治 

 

表 4.2.1 九龍城寨自英佔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主權與管治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1898 年 12 月

17 日 

「新界六日戰」爆發後，兩

廣總督與港督卜力於維持治

安上的誤會，英方通過《九

龍城樞密院令》，單方面宣

示取得城寨主權。 

英國單方面宣

示取得 

英國強行將城

內中方的官員

和官兵全部驅

趕，由英方管

治 

1933 年 國民政府派出兩廣特派專員

刁作謙進行交涉，刁當時派

秘書凌士芬進行實地考察，

代表著中國政權對九龍城寨

管治權的堅持。 

/ / 

1941 年 12 月

25 日 

日本軍正式佔領香港 日本 日本 

1947 年 「九龍城事件」發生，英方

宣示仍有九龍城寨的主權及

英國單方面宣

示取得，中方

城內沒有中方

官員，由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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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權。 強烈反對 管治 

1948 年 中英雙方經多番交涉，決定

將九龍城寨變為公園，由雙

方共同管理，但最終因國民

政府失利未能成事。 

不變 不變 

 

中英兩國於 1898 年 6 月 9 日在北京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政府於 1899

年 1 月開始接管，並計劃於大埔選址興建警署，引起當時以屏山鄧氏為首的各大

新界原居民氏族挺身反抗，爆發「新界六日戰」 (劉智鵬，2010)，製造了後來英

國接管九龍城寨的一個理由。 

 

 兩廣總督與港督卜力於維持治安上的誤會 

 

「新界六日戰」爆發時，時任港督卜力曾向當時兩廣總督譚鍾麟提出抗議，並要

求出兵協助維持治安，譚鍾麟亦應邀派出 900 名官兵負責維持治安及保護中國位

於香港的稅關，可是於出兵時並沒有通知港督卜力 (蕭國健，1987)，令英國認為

中國違反專條中「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逐於同年 5 月 16 日派兵

攻佔寨城，並於 12 月 27 日通過《九龍城樞密院令》，將城內的官員和官兵全部

驅趕。此時城寨的管治權被英方單方面宣佈取得，亦由英方進行管治，但實際上

當時並未得到中國承認英國擁有城寨的管治權。中國本希望進行交涉，但因爆發

義和團之亂及抗日戰爭，交涉不斷被迫中止。 

 

及後至 1933 年，當時港府以改善衛生為由，要求將九龍城寨的居民遷移至狗虱

嶺。後來部分居民向國民政府投訴，國民政府派出兩廣特派專員刁作謙進行交涉，

刁當時派秘書凌士芬進行實地考察，成為 1899 年後第一位進入城寨的中國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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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鈞堯、吳仁德、陳津華，1992)，加上民國初期國民政府於九龍城寨興建育兒

院及老人中心，代表著中國政權對九龍城寨管治權的堅持，令本應答允搬遷的居

民因受到中國如此舉動的鼓舞下推翻其決定 (魯金，1988)。 

 

於 1940 年中國在面臨英國單方面奪去九龍城寨管治權的屈辱後，同時面對由日

本發動的甲午戰爭，大量平民湧入城寨，爆發霍亂病。香港政府便再以衛生管理

為由強行以武力清拆城寨，最終城寨中只剩下龍津義校、由樂善堂建設的安老院

及一位曾姓的古老大屋 (梁炳華，1995)。 

 

圖 4.2.1 中英兩國官員在九龍租借地擬定邊界及 1899 年大埔升旗禮 

  

 

圖 4.2.2 中國設於馬灣的海關及位於新界的稅關與關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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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香港 1908 年的地圖 

 

  

日佔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 

 

城寨清拆不久後，日本軍於 1941 年 12 月 25 日正式佔領香港，當時日本軍國主

義者並不視香港及九龍為中國地方，固此亦無視九龍城寨的特殊地位，此時代表

著城寨的主權與管治由日方所持有 (魯金，1988)。日本為了擴建啟德機場，拆除

九龍城寨的城牆以取得現成的建築材料，一開始為固守外敵及作為邊界的城牆只

剩下頹門敗瓦，亦誘發了後來的「九龍城事件」。 

 

圖 4.2.4 日佔時期被拆走的由花崗石建成的九龍城寨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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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勝利後的九龍城寨 

 

於抗日勝利後，中國雖然是戰勝國，但郤發生了 1947 年的「九龍城事件」。根據

邱吉爾的回憶錄所指，香港及九龍仍是由英國所掌控，故此戰後九龍城寨的主權

及管治權仍在英國手中 (張中華，2007)。  

 

在日軍佔領香港的時期，港英政府遭撤走，駐港英軍亦被關在集中營，結束了港

人一直以來對英帝國主義的屈辱與痛苦，華人民族意識逐漸崛起。當時作為界址

的九龍城寨城牆已被日軍清拆，加上當時港府面對一片反英浪潮，決定拆除城寨 

(劉蜀永，2016)。「九龍城事件」發生不久後，國民政府外交部明確指出「中國從

未放棄對九龍城寨的治權」，城寨居民並在寶安縣政府支持下成立「寶安縣九龍

城居民福利會」，對抗港府。至 1948 年，英國政府基於發生「沙面事件」後，中

國反英仇緒壯大，放棄擁有城寨主權的堅定立場，中國態度亦軟化，經多番交涉

後變為雙方 共同管治興建的紀念公園，雙方均作出很大的讓步 (黃鈞堯、吳仁

德、陳津華，1992)。 

 

後來國共內戰中共產黨取得優勢，國民政府無暇管理城寨問題，英國也靜觀其變，

將城寨問題維持現狀。 

 

4.3 九龍城寨於「三不管」時期的主權與管治 

 

表 4.3.1 九龍城寨於「三不管」時期的主權與管治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1962 年 港府欲於 1962 年再試探中

國底線，宣佈拆除城寨外圍

早前國民政府

與英方商討的

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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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條街道。 「其同管理公

園」政策，後

來因國民政府

敗退而不了了

之，主權未

明。 

1963 年 中國外交部於 1963 年發出

聲明，嚴正指出「清拆九龍

城寨是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

事」，最終港督決定擱置清

拆計劃。 

主權未明，中

英雙方各執一

詞。 

未明 

1963 年後 九龍城寨變為了「三不管」

地區：英國不想再挑戰中

國；港府不敢輕舉妄動；中

國政府也沒有時機及不急切

處理城寨問題 

主權未明，中

英雙方各執一

詞。 

主要由居民組

織及黑幫擔任

「管治」角色  

 

直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力開始膨脹，港府欲於 1962 年再試探中國

底線，宣佈拆除城寨外圍的數條街道，受影響的居民因中國國力提升，更有勇氣

反對遷出，組成了「九龍城寨居民反對拆遷委員會」，與港府抗爭到底 (劉潤和

等，2005)。中國外交部於 1963 年發出聲明，嚴正指出「清拆九龍城寨是嚴重侵

犯中國主權的事」。根據當時港督柏立基與英國外交部的討論文件中，直言被中

國的強硬措辭嚇了一跳，最終港督決定擱置其計劃。從此以後，九龍城寨變為了

「三不管」地區：英國不想再挑戰中國；港府不敢輕舉妄動；中國政府也沒有時

機及不急切處理城寨問題 (區志堅，彭淑敏，蔡思行，2011)，造就了九龍城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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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中一個獨特的位置。 

 

九龍城寨逐變成類似無政府狀態地區，不少當時移民潮中「撈家」與黑社會勾結，

加上貪污風氣盛行，令到城寨內的非法活動開始活躍，成為五十至六十年代初的

「世界毒品轉運中心」，其中熱門的毒品「海洛英」及「鴉片」便是以九龍城寨

作為基地 (魯金，1988)。當人們以為「三不管」地區必定非常混亂且罪惡橫生時，

其實當時城寨內有不同組織擔任了城寨內「管治」的角色，包括當時控制城寨水

源的黑幫、於 1963 年 5 月 1 日成立的「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的

九龍城寨街坊會，以及沒有實際權力的「九龍城砦人民代表大會」，大家各司其

職維持城寨內的日常運作與秩序 (張中華，2007)。雖然城寨普遍帶給人「黑暗負

面」的印象，但其實城內居民大多是善良及勤儉克勤的，基於居住環境狹窄，鄰

舍之間距離感後而感少，居民互相守望相助，據當地居民說甚至比有政權管治更

理想，只是城寨長期處於黑暗時期，光明的一面並沒有人去留意及接觸。 

 

圖 4.3.1 1950 年的城寨與正準備清拆東頭村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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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1972 年的九龍城寨，因其「三不管」對城內房屋建築沒有限制，與周

遭英治地方形成強烈對比 

 

圖 4.3.3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第一屆委員合照及九龍城砦人民代

表大會圖 

 

 

 

4.4 九龍城寨於中英談判至回歸後的主權與管治 

 

表 4.4.1 九龍城寨於中英談判至回歸後的主權與管治 

年份 重要歷史事件 主權 管治 

1984 年 9 月 中英雙方草簽了「中英聯合

聲明」，英方決定將香港的

主權逐漸變得

明朗。 

主要由居民組

織及黑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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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交

還 

「管治」角色 

1987 年 1 月

14 日 

於 1987 年 1 月 14 日英方開

始全面清拆九龍城寨，中國

亦罕有不反對及理解其決

定。 

/ /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之際，城

寨也伴隨著合併回到中國的

主權，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管治，正式完成其歷史任

務。 

中國 香港特別行政

區  

「三不管」時期的衰落始於 1970 年代未期開始進行的「中英談判」，最終於 1984

年九月草簽了「中英聯合聲明」，英方決定將香港的主權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交

還，並於 1987 年 1 月 14 日英方開始全面清拆九龍城寨，中國亦罕有不反對及理

解其決定 (區志堅、彭淑敏、蔡思行，2011)。城寨由百多年來的中方重要戰略位

置、殖民地中的特殊地位和中英雙方不停爭奪主權的地方，轉眼間變成頹垣敗瓦，

只剩下原本中方設置的衙門作為城寨公園的歷史標記。最終於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正式回歸中國之際，城寨也伴隨著合併回到中國的主權，並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管治，正式完成其歷史任務。 

 

圖 4.4.1  中英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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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清拆中的九龍城寨，只剩下原本中方設置的衙門 

 

 

圖 4.4.3  香港回歸中國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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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九龍城寨，無論於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層面上在香港歷史洪流中均具有獨特

的位置。這個面積只有 0.026 平方公里的小地方，於政治層面上是中國與英國外

交角力的重要象徵，雙方多次就九龍城寨的主權進行交涉及武力上爭奪，最後竟

變成「三不管」地帶；軍事層面上，現時於九龍寨城公園仍存在的兩尊清嘉慶年

間興建的炮台，代表著九龍城寨於當時是個極具戰略價值的位置；經濟上，九龍

城寨由宋朝的官富鹽場，轉變成六、七十年代被稱為集黃、賭、毒及無牌牙醫於

一身的犯罪之都；社會層面上，九龍城寨由於屬「三不管」的灰色地帶，六、七

十年代時充斥著大量社會最底層的人及南移難民於城內居住及工作，確實地容納

及養活了那些香港其他地方無法包容的一群人。及後至 1993 年九龍城寨正式完

成清拆，雖然埋藏了不少政治爭拗及黑暗的歷史，但總算隨著香港正式回歸中國

光榮地完成了當初肩負的歷史任務，於香港歷史發展洪流中極具重要及特殊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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