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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東大道記麼地 商貿歷史說巴斯
FUN 享歷史
逢星期五見報
麼地道，這個大家都熟悉的街道名稱，屹立於九龍
中心區尖沙咀東部，是一條商業繁華的大道，兩旁聳
立了不少五星級酒店。平日這個路段行人如鯽，熱鬧
非常，毗鄰還有麼地廣場，儼如一對孿生兄弟，彼此
相依共存。追溯這兩個地標的來由，是 113 年前（即
1909年）當時港英政府表揚一位經營有道的商賈何穆
士治．那路治．麼地（Hormusjee Naorojee Mody）
對於香港的貢獻，特意將當時尖沙咀一條連接彌敦道
（當時稱為羅便臣道）及漆咸道的道路加以命名。

募捐鉅款辦港大
時過境遷，上世紀七十年代，尖東逐漸發展起來，
麼地道伸延至新發展地區，港英政府將其中一個鄰近
麼地道的廣場，改名為麼地廣場。不得不說，麼地是
那時代的富豪，他最為人稱道的善舉便是響應港督盧
吉（Frederick John Dealtry Lugard）的呼籲，率先募
捐鉅款興辦香港大學。此外，他還創立九龍木球會，
夥拍遮打建立九龍倉和香港電燈公司，以及發展尖沙

咀地段及中西區填海工程，乃至港英政府認同其貢獻
而以其名命名街道。
翻閱一幀經典舊照，麼地出席香港大學奠基儀式
（1910年3月16日），站立在左下角發言席上致辭，
當時社會賢達冠蓋雲集。一年後，麼地溘然辭世，遺
憾地未能見證大學落成，然而在現今港大陸佑堂設置
其銅像以及奠基石，鮮明地標誌着他對於這間學府的
付出。

巴斯人祖籍波斯
若從網絡上的照片看麼地，滿面鬍鬚，戴着帽子。
大家或會有美麗的誤會，認為他是印度人，奠基石文
字 卻 清 晰 地 述 明 他 是 居 港 五 十 年 的 巴 斯 人 （Parsee）。所謂巴斯人，是指他們祖籍波斯（現今伊
朗），由於七世紀大食人滅掉當時波斯的薩珊皇朝，
並逼迫波斯人改信伊斯蘭教。一些不願就範的波斯
人，在隨後二百年先後逃難到印度西岸孟買附近聚
居。麼地在當時香港的巴斯社群中名聞遐邇，同為巴
斯人的還有為人所熟悉的律敦治療養院（律敦治醫院
前身）創辦人敦治寶．律斯敦治（Dhunjeebhoy Rustonjee），以及九龍渡海小輪公司老闆多拉治．那路
治．米地華拉（Dorabjee Narojee Mithaiwala）。

有趣的是，這群巴斯商人的宗教信仰祅教，歷史悠
久，達 2,700 年。金庸武俠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
小昭和紫衫龍王均是祅教的。祅教創始人瑣羅亞斯德
（Zoroastrianism）是公元前七世紀波斯預言家，他
出生時是世上唯一大笑者，後因得到神啟而創設邁向
光明的袄教。信奉智慧的神（Wise One）阿胡拉．馬
茲達（Ahuramazda），這位神祇是超自然的存在，
也是宇宙的創造者。祅教又被稱為拜火教，究其原因
是信徒認為火是真理的象徵，這亦間接地反映火在古
代是夜晚來臨時的依靠，以及食物煮熟的原動力。
著名香港史學者丁新豹教授指出，英國東印度公司
在印度開拓市場，得力於這群聚居在孟買的巴斯人，
隨着十八世紀東印度公司到中國廣州進行商貿活動，
巴斯商人亦先後到達廣州和澳門。當時文獻記載已有
為數不少的巴斯人在廣州營商，貿易季節過後便轉往
澳門，值得一提的是，他們能夠獲利甚豐，是因為從
事可恥販賣鴉片的生意。
由於信奉祅教，他們頭戴黑冠、身穿白袍，活躍於
粵港澳地區長袖善舞，廣州黃埔區長州島、澳門松山
白頭馬路及香港跑馬地都設有巴斯人專用的墓地。這
也說明粵港澳位於中國的南大門，在過去海上絲綢之
路中一直扮演通商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

◆ 香港大學文學院陸佑堂麼地像
香港大學文學院陸佑堂麼地像。
。 資料圖片

◆ 李鈞杰（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現職為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作品見佛門網，近作〈戰後香港佛教興辦教育(1945-1960年)〉刊載《新亞論叢》第21期。）

平衡各旗利益 選出福臨登位
歷史今昔
逢星期五見報
在上一個學期，曾經跟大家說過一段清朝初年關
於蘇麻喇姑的歷史，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印象？說
到這位康熙帝的啟蒙師父，自然不得不提她早年作
為孝莊太皇太后侍女的事跡，也因此提及過這位太
皇太后的一些事。後來清初歷史系列告一段落，原
不打算再續，不料前陣子到香港故宮文博館參觀，
竟然見到清太宗皇太極與孝莊太皇太后的畫像，那
只好再寫一段了。
孝莊太皇太后，原名布木布泰，出身自科爾沁
部，是蒙古人，姓博爾濟吉特氏，年僅 13 歲就從蒙
古草原嫁到瀋陽，成為皇太極的福晉，第二年努爾
哈赤逝世，皇太極即位，布木布泰的地位也隨之水
漲船高，至 1643 年皇太極逝世，布木布泰為了兒
子，就參與到皇位之爭裏面。

清朝未立太子 各旗議出新王
當時，清朝皇室並沒有立太子的制度，所以每逢
皇帝駕崩，宮廷內必亂成一團， 例如當年努爾哈赤
逝世，八旗旗主召開會議決定新任汗王，就全靠努
爾哈赤長子代善的支持，皇太極才能繼位，今次換
皇太極逝世，情況就更複雜了。
皇太極有多個兒子，布木布泰所生的福臨排行第
九，當時只有 5 歲，理論上是沒有什麼機會。更重
要的是，皇太極長子豪格已經三十幾歲，年富力強
又戰績彪炳，母親又是福晉，身份尊貴，怎樣看都
應該是豪格繼位。然而，當時的形勢卻不是這麼簡

單。豪格作為嫡長子，手上拿着正藍旗，又得八旗
中由皇帝親自掌管的正黃、鑲黃兩旗支持，但作為
叔叔的多爾袞卻手握正白、鑲白兩旗，實力不容忽
視，而代善手上也有正紅、鑲紅兩旗，又是一個山
頭，議政王大臣會議就在這複雜形勢中召開。
會議的過程，《清史稿》並沒有記載，只寫了結
論︰「和碩禮親王代善會諸王、貝勒、貝子、文武
群臣定議，奉上嗣大位，誓告天地，以和碩鄭親王
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輔政。」（世祖本
紀）為什麼豪格會大熱倒灶呢？這在豪格自己的傳
中有些線索，文字是這樣的︰「順治元年四月，以
語侵睿親王多爾袞，為固山額真何洛會所訐，坐削
爵。」（豪格傳）因為言語間中傷多爾袞，被人告
發後定罪，削去爵位。
這一段文字內含的意思不少，最簡單的解讀，就
是能因幾句說話就被削去爵位，即是豪格的勢力不
及多爾袞，不然他就算當面指着多爾袞來罵也不會
有人敢動他；同時，豪格與多爾袞的關係非常不
好。所以，我們可以推斷，無論是豪格還是多爾袞
繼位，都必定會引致另一派不滿，最終兩人都沒繼
位，很大機會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另覓一個兩
派都可以接受的人選。
既然排除了兩個最大機會的人，接下來就簡單多
了，皇太極幾個兒子中，不少因為生母身份低微而
不作考慮，而福臨的生母布木布泰為皇太極福晉，
背後又有外戚蒙古科爾沁部支持，對於兩黃旗來
說，只要是皇太極的兒子都是可以接受的人選，而
布木布泰又與多爾袞關係不錯，會議上又定多爾袞
與鑲藍旗旗主濟爾哈朗為輔政，所以福臨的繼位背
後，其實是各方都得到滿意利益後作出的妥協。

◆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引力控制潮汐 聲波推斷水位
氣 象萬千
逢星期五見報
我們每天見到的潮汐，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潮
水漲退主要與月球和太陽引力有關，由於月球距離
地球較近，所以地球上的潮汐主要受月球的影響較
大，月球引力會令地球其中兩邊的水位升高，形成
漲潮；另外兩側的水位就會下降，出現退潮。
掌握潮水何時漲退，對參與水上活動的人頗為重
要，因為一些泥地或淺灘可能會在退潮時才會露出
水面。如果沒有看清楚何時漲潮，當潮漲的時候，
就有可能被困於水中。
潮汐資料對海上航運亦十分關鍵，特別是那些要
在橋下駛過的大船，計劃航程時要考慮潮漲與潮退
的時間和高度，確保船的最高點會與橋底保持安全
距離。對於一些吃水較深的貨船，在計算載貨量時
亦要參考潮汐數據，以確保可以安全進出港口。
香港早在 1950 年於維多利亞港海旁設置自動潮汐
測量站，直至 2020 年初，全港共有十四個潮汐站，
由天文台、海事處、渠務署及機管局合力運作，包
括投入服務不久，由海事處管理的西貢沙橋頭潮汐
站。這個潮汐站採用聲波式驗潮儀，利用儀器向水

面發出聲波訊號來推斷水位，當訊號行走的時間越
長，就代表水位越低。
潮汐站實時監測不同地點的潮汐變化，數據除了應
用在潮汐預報，亦會用作監察長期海平面變化。在天
文台網頁「潮汐資料」版面，除了提供各區的實時潮
汐數據，亦同時顯示潮汐站自有紀錄以來，颱風襲港
時曾錄得的極端水位，例如大埔滘潮汐站在「山竹」
襲港時，水位就比正常高出超過3米。這些資料可以
讓市民與當前的實況水位做比較，在有需要時、特別
是再有熱帶氣旋襲港前，做好各種準備。

．公民與社會 / 品德學堂

秦始皇是私生子？ 整段記載滿疑點
歷 史有個謎
隔星期五見報
中學中國歷史課程當中，秦朝作為中國首個中央
集權王朝，秦始皇是第一個皇帝，秦朝和秦始皇自
然是繞不開的課題。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的身世
究竟如何？關於他是私生子的記載又從哪來？
要知道歷史真相，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翻查史書
的原始記載，在此必須要提兩本書，分別是成書於
西漢的《史記》，以及成書於戰國時代的《戰國
策》。
《史記．呂不韋列傳》可以說是最直接能證明秦
始皇是私生子的。當中，秦昭王立次子安國君為
王，安國君派兒子子楚到趙國作人質，當時呂不韋
經過趙國都城邯鄲做買賣，認識了子楚，認為子楚
「奇貨可居」，決定幫助子楚成王。有天，原文這
樣記載：「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
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
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
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
遂立姬為夫人。」拾起一讀，就是呂不韋與一個歌
姬同居，歌姬原有身孕，後來獻給子楚，歌姬隱瞞
自己有身孕的事實，最終生下嬴政。之後子楚回到
秦國繼承王位，死後將王位傳給嬴政，這位嬴政便
是後來統一六國的秦始皇。
這段記載有很多撲朔迷離的爭議點。第一點，關
於《史記》記載，呂不韋與歌姬同居，只是知道她
有了身孕，其身孕是不是呂不韋的，沒有很精準地

說。另外，當中記述呂不韋「已破家為子楚」，那
麼為子楚着想，現在竟然為了一個歌姬而憤怒，更
不願告之其懷有身孕，實屬奇怪。
第二點，整本《史記》當中，只有〈呂不韋列
傳〉有這段奇怪記載，不見他處，單憑此段記載，
就全然肯定嬴政是私生子，過於武斷。
第三點，《戰國策》比《史記》更早成書，也有
呂不韋的記載，但是有關嬴政是私生子一事，一字
未提，反而由成書更後的《史記》提及，此事令人
不禁懷疑《史記》的可信性。
第四點，亦是最重要的一點，《史記》私生子的
記載，和同書〈春申君列傳〉及《戰國策．十七．
楚四》的記載近乎一樣，當中記載春申君向膝下無
兒的楚考烈王進獻一懷孕歌姬，她後來生下的兒子
被楚王承認為合法繼承人，後來繼承皇位，這個兒
子便是春申君的兒子，這兩份史料均較〈呂不韋列
傳〉更早。
一手史料為我們帶來這麼多質疑，自然引起不少
現代學者的關注。德克．博德（Derk Bodde）在其
文章〈古代中國的政治家〉一文中已提出上面數
點，他認為單靠一條史料論證嬴政是私生子過於草
率和武斷，爆炸性及新聞性的觀點固然能吸引讀者
眼球，但終究在理性邏輯面前是站不住腳。至於為
何有此段記載，博德認為這裏有篡改的可疑，作者
可能對始皇暴政有強烈的憎恨情緒而寫，私生子一
說，並不可信。
◆ 張奔勝（中學中國歷史科科主任，喜歡思考和
推敲歷史細節，尤喜歡講及教科書沒有提及的內容
和細節，引導思考。）

水 墨大展
星期五見報

◆ 月球引力會令地球其中兩邊的水位升高，形成漲
潮。
影片截圖

◆ 香港天文台（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
《氣象冷知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天氣現象。詳
請可瀏覽天文台 YouTube 專頁：https://www.
youtube.com/user/hkweat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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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者懷疑
有學者懷疑《
《史記
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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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只是因為作者憎恨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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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博物館的秦朝文物展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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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學英文

作者︰伍家賦
畫作︰人生如戲之向左走向右走
簡介︰香港是東方一個大都會，生活在這繁華都市中有各行各
業的人們，他們每日的生活和工作，如同每天在北角新光戲院
舞台上上演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故事。而每天為生活奔忙的
人們在社會的舞台上不斷演繹各自精彩的人生中的每一場戲。
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有轟轟烈烈的，也有甘於平淡的。向
左走，向右走，各自尋找人生生活的目標和奮鬥方向。但共同
點是創造香港，建設香港，繁榮香港，讓東方之珠能夠繼續閃
耀其應有的光芒。

◆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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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啟智STEM
．中文星級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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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學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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