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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久了也很嘈，亦發出類似「錢錢七七」般的
聲音，因此對於殘舊的汽
車，亦稱「錢七」
。現今的
香港人，想一嘗機房「錢
錢七七」的滋味，可選擇
乘坐天星小輪中環往返尖沙咀的下層客艙。

機構：香港傷健協會深水埗中心
日期：2005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
時間：9:00am – 4:00pm
地點：龍躍頭、龍山寺及車公廟
詳情請參閱「旅遊之友」網站 www.ftihk.org
可於網上報名或致電 2877 2388 程小姐

古董電扇博物館

香江舊話：錢七

【香港人】

用「錢七」來形容超齡的汽車，只是有汽
車之後才出現。在未有汽車時，
「錢七」是用來
形容超齡的機器，而最早為香港人接觸的機
器，則是早期的輪船，因當時尚未發明內燃機，
用的仍是蒸氣機，船上要燒煤炭，機器倉內要
不停加煤炭生火才能發動，故又稱火船。
在 1870 年之際，火船是很時髦的，但二十
年後，即 1890 年，外國第一代的輪船紛紛賣來
中國沿海的轉口港──香港。這些超齡的船
隻，在開動的時候，機器的聲浪特別大，發出
「錢錢七七」有規律的聲音。
坐火船的乘客，被機房那種「錢錢七七」
的機器聲音震盪得無法談話，相比新造輪船的
寧靜，有乘客稱那種超齡的火船為「錢七」
。
「錢
七」並不是指價錢只值一錢七分，而是一種象
聲之詞，是以機器發出的聲音以表示其陳舊。
早期汽車也是蒸氣機推動車輪的，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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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上期提及香港有多個私人博物館，剛於今
年 10 月 1 日，又有一間私人博物館開幕。位於
筲箕灣阿公岩村道 168 號全球首個古董電扇博
物館，面積只有 180 平方尺，但
其中卻展示了 90 多把來自世界
各地，由 1890 至 1954 年的古董
品牌電扇，包括中國華生、美
國通用、英國百明翰、德國西
門子及日本川崎等。
館主鍾漢平先生迄今收藏
有二百多台電扇，其中八成是在上海找到，其
餘分別在香港、天津及北京找到。鍾先生稱，
在香港本身很難尋找到舊電扇的蹤影，相反多
次北上的尋寶過程中，發現有十里洋場之稱的
上海，在二、三十年代期間，不單有能力生產
自己的電扇，還引進了世界各地的電扇品牌。
鍾先生亦提出歷史上兩次的電扇災難，首
先是 1958 年毛澤東提倡大鍊鋼，其次是 1966-76
間的文化大革命。經歷了兩次厄運，能夠至今
完整而可運作的電扇就愈來愈顯得珍貴，所以
鍾先生決定設展館公諸同好，逢周日免費讓公
眾參觀！由於展館面積所限，未能展出所有收
網上圖片
藏，但不定時更換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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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質史

【遊子】

根據化石證據，目前被認為香港最古老的
地層，是現在只有較小露頭的黃竹角咀組。這
些沉積物由一系列淺色的砂岩、礫岩、粉砂岩
和頁岩構成，被認為是約三億六千萬年前泥盆
紀時，在距離先前存在的陸地不遠的三角洲淺
海中形成。
第二個最古老的岩層被認為是落馬洲組，
由一系列淺色砂岩和暗色泥岩構成，可能夾有
石灰岩層和透鏡體。這些沉積物可能是約三億
年前石炭紀時期在一個較深而寧靜的淺海中堆
積而成的。
早在二億二千五百萬年前第二個沉積物形
成之前，中間似有一段空白的時間，到二疊紀
時才沉積吐露港組的暗色頁岩、粉砂岩和細砂
岩。這些岩層的細徵、暗色和含炭質的性質，
顯示著它是在一個遠離海濱的靜止深水海洋的
還原環境下形成的。這些岩層的褶皺和扭曲本
表明岩層可能在三疊時，即在約一億九千萬年
前早侏羅世，以極為相似的沉積環境下形成的
吐露海峽組堆填在它們頂部之前，曾受到較大
的地殼運動。最近發現的幾種菊花化石就證實
了吐露海峽組這個時代。
隨後，在一億七千萬年前的中侏羅世，這
一深海後退，讓位於非常淺的海域，可能還出
現陸地環境，包括巨大的深水湖泊體系，其中
堆填了各種顏色的有時含石墨質的砂岩、砂岩
和泥岩。這些沉積物就是現在大嶼山的大澳組
岩石。
直到大澳堆積作用的晚期，即中侏羅世(一
億五千萬年至一億七千萬年前)時，全區遭遇到
大規模火山噴發活動，結果整個地區第一次上
升，高出海面，並被最少厚達二千米的凝灰岩、
熔結凝灰岩和酸性熔岩所覆蓋。這些火山岩堆
積在地面上，並夾有幾層暗色的湖泊相及河流
相沉積物。因此，這是香港地質歷史上火山爆
發傾瀉熔岩和火山灰的一個非常劇烈的時期。
這個時期，沉積[物亦被沖入本地區內在的一些
封閉的湖泊或內海裏。這整個堆積層系即為現
稱的淺水灣組。
接著這次火山活動後又是一次地殼運動，
使淺水灣組和更古老的岩石如落馬洲組等發生
褶皺、劈裂和區域變質。
這次地殼運動之後，到晚侏羅世時期(一億
四千萬年至一億六千五百萬年前)，本區遭到一
次長時間火成活動，岩漿從下面大規模侵入。
這一次侵入規模之大，使先前所有的較古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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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猶如飄浮在一個一直廷伸到華南的花崗岩漿
(岩基)的海洋之中。
1971 年，有學者將這種深成火成岩侵入活
動劃分為四幕，其中有兩次主要的花崗岩活動
旋迴顯然發生過的，即早期第一幕的花崗閃長
岩，並分異為第二幕的碱性花崗岩，以及後期
第三幕的石英二長岩，並分異為第四幕的碱性
花崗岩。
在早白堊世(一億二千萬年至一億三千五百
萬年前)香港處於長時期的風化和侵蝕，導致不
整合面的發育，但並沒有下切到花崗岩。
這次風化作用所造成的低地於是慢慢地被
一套河成的淺色大陸堆積物(即赤洲組)所覆
蓋。這些岩石包括礫岩、礫狀砂岩、砂岩和頁
岩，在香港厚達五百米，但頂部仍未見及。
大約在同一時期或稍後，在可能被熱而乾
旱的陸地所圍繞的淺水湖中，沉積著一套以鈣
質粉砂岩和泥岩為主的沉積物，這種岩層現僅
見大鵬灣中的平洲島。
晚白堊世(一億年至九千萬年前)時，本區又
發生一次地殼運動，結果使赤洲組發生褶皺和
劈理，而落馬洲組發生第二次劈理。這次運動
之後，在晚白堊世到早第三紀(約七千萬年前)
之間，發生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火成活動。
輝綠岩脈侵入到所有上述岩層，特別是花崗
岩。當輝綠岩脈侵入活動接近結朿仍屬第三紀
時，在乾旱的氣候條件下，局部受斷裂控制的
盆地內,可能有薄的沖積扇堆積物，形成現在吉
澳組的角礫岩。
接著就是風化作用和地形變低的時期，這
個時期持續到六千萬年到二百萬年的第四紀。
結果是本區下切甚大，導致古老岩石祼露，而
相當多的較新的沉積岩則被剝掉。在第四紀
時，香港的地形景觀被認為猶如今天，只是海
平面大概比今天要低得多。山谷似乎深些，並
擁有溪流流向香港以南，即現被南中國海所淹
沒的地區。
第四紀時，可能也有岸上地表堆積物形成
和堆積。這些堆積主要包括來自新界西北部河
谷的(瀉湖的、三角洲和河流的)沖積層，以及山
坡堆積物。後者一般是集移動的風化殘餘的堆
填。
接近第四紀，海平面上升，海水灌入先前
的深谷，幾層海泥同時形成。直到今天。香港
的地質歷史仍受不斷的侵蝕和風化作用所影
響，在基岩上發育了深厚的殘積土壤，然後又
沿山坡滑塌下來，形成現代坡積物。

2005 年 12 月 （免費刊物‧歡迎傳閱） - 第 2 頁

校對：蘇萬興

2005 年 10 月 30 日-12 月 18 日逢星期日
遊人一口氣遊覽東、西鐵沿線的四個景點，由東
鐵粉嶺火車站出發，首站乘觀光巴士到龍躍頭文
物徑，第二站則可到林村許願樹祈福，接著可到
嘉道理農場探訪反斗鱷女「貝貝」，最後一站則
到水頭、水尾村參觀二帝書院、樹屋等著名景點。

詳情請致電熱線 2929 3399 查詢

從尖沙咀到紅磡、從龍津義學
到香港理工大學 (3) 【卡加】
1972 年是紅磡和尖沙咀發展的一個里程
碑，除了「工專」正名為「香港理工學院」外，
香港首條過海隧道「紅磡海底隧道」通車，將
九廣鐵路的九龍車站，由尖沙咀移到紅磡，接
駁海底隧道。在梳士巴利道以東一帶亦作出大
規模的填海和發展，成為香港一個新的商業和
物流中心。香港理工大學的紅磡校園因利成
便，在二十世紀七八十年代迅速的擴建和發展。
直至二十世紀九十年代初，教統局提出的
第四號建議書中提出，增加適齡人口接受高等
教育到百分之十八的關係，香港理工學院在
1994 年底正名為「香港理工大學」
，在大學教育
資助委員會的撥款和規管下，提供更多的工業
教育學位或以上學歷的科目，讓青少年報讀。
近年政府提倡創新與科技方面的政策，並
致力於十年內，使六成高中畢業生能繼續升
學，接受高等教育，對專業文憑和非學位課程
需求隨之大增。身處在一片自我增值，職前培
訓和專業技能培訓的「終身學習」熱潮當中，
香港理工大學先後成立了「專業進修學院」和
「香港專上學院」等，配合市面上成年和青年
人不同的學習和進修需要。當中香港專上學院
在 2001 年學院僅開辦工商業一個副學士課程；
到 2004 年度，已成立了十二個副學士課程，其
發展的速度令人咋舌。
2001 年 12 月 4 日，
「李嘉誠樓」落成啟用，
這座在啟德機場遷離後，香港理工大學現時唯
一一座得以走出高度限制的建築物，在大學當
中當然鶴立雞群！現在於李嘉誠樓頂十四和十
五樓經營「聚賢樓」和「群英閣」的城軒飲食
集團，據不完全的小道消息透露，他們能夠擊
敗不少強勁的同行對手取得經營權，在於負責
洽商的容姓總經理懂得使用 Powerpoint 去講
解，因而較其他集團的優勝。是耶是非很難估
計，亦無須深究，而這個故事的啟示，叫大學
同樣需要不斷的進步，追上時代，與時並進。
有幸遊覽「聚賢樓」一圈的話，向北望去
「旅遊之友」第 8 期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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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影入眼簾的，是在校園東北角獲教資會資
助的第七期發展工程，工程預計於 2005 年 8 月
完成一座樓高十四層的大樓，主要提供實驗室
及科研配套設施等。再向東南角望去，在大廈
群望近海處，在舊有嘉諾撒聖瑪利中小學山頂
炮台所能保護的範圍內，是大學早已成功獲得
政府批出，紅磡灣毗鄰「理大學生宿舍」的用
地，以興建獨立校舍的香港專上學院，工程亦
預期於 2007 年 7 月竣工。
再往西方遙望維港，幻想將來在西九龍的
海邊，亦在前「臨衝臺」所能保護的範圍內，
香港理工大學在 2005 年 4 月獲政府首肯，成功
再獲西九龍的撥地興建香港專上學院的第二個
校舍，以應付不斷增加的報讀人數。預計至 2010
至 2011 學年，就讀大學的副學士學生人數將增
至約六千六百人，另有約二千名修讀學士銜接
課程的學生提供不同的課程。
香港經歷這麼多年的轉變，土地不斷改
變，教育不斷完善，反映出香港理工大學的發
展，正如大學在六十五周年紀念口號中點出：
「六十五載耕耘創新，廿萬校友推動繁榮。」
香港理工大學在過去六十多年的發展中，已培
育了超過二十萬名畢業生，以其知識才能回饋
社會，為本港經濟發展盡一分力！ （全文完）
⌦圖片張貼於「旅遊之友」網站 www.fti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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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音機 請領牌照」

編輯：李國柱

【流定堅】

看到這個題目，你一定以為是天方夜譚。不！這是一個有關香港歷史的掌故。當年香港政郵司乃負責
郵政、電訊、廣播等工作，轄下有一部門「電訊管理局」
，專責偵察非法無線電廣播、處理無線電廣播台的
登記等工作。香港政府設立的廣播電台在戰後設在中環告羅士打行三樓，1950 年遷往水星街大東電報局頂
樓，繼續廣播。
在戰後私設電台林立，
「電訊管理局」特設一機構，名為牌照部，專責有關通訊事宜之牌照，及偵察私
設之電台，導致電訊管理局每年所需經費用甚大，於是在 1950 年香港政府公報，在香港藏有收音機者，須
領取牌照，每年要繳交 10 元牌照費用，後來約在 1952 年初期因費用增大，乃增收牌照費用至 20 元。當年
一般普羅大眾的每月收入約 15 至 20 元，看來只有中上家庭才能支付出昂貴的牌照費用，要擁有一部由真空
管製成之收音機不是等閒之事，當時的收音機面積較大，同時只能擺設在家中收聽。
香港政府根據 1936 年制定的「無線電交通律例」法定，擁有收音機還須要遵守 8 項規條及 3 項注意才
能收聽廣播( 注 : 以下資料參照 1952 年當時香港政府所發出的通告原文。)該八項規條分別是：－
1.

2.
3.
4.

5.
6.
7.

8.

凡領牌照者祇准用該無線電收音站或該手携輕便收音機接收香港政府承認之特准播音台發出專為試驗之音訊或
特准無線電報站或無電話或傳影之播音站所發出專與公眾接收之音訊不得作其他用途至於偶然無意中接得其他
音訊則領照人不得將其內容及來源存留及接收之實情洩漏或任人洩漏(但對政府特委人員或有權受理法庭述及者
不在此限亦不得將該音訊抄錄或利用之於任何企圖並不得任人抄錄或利用之凡未得郵政司明白許可而對於該收
音機所收之播音或音訊無論用任何方法或舉動擅行將其刊印或複製或依其意義刊印或複製均在嚴禁之列
持照人除其本人及家人之外不得容許別人開其手提收音機用時須携備此執照或此執照之副本
凡用無線電收音站或手提輕便收音機均不得有妨礙別站之工作尤其是反應之機力不得開至振奮鄰近天線之程度
如用屋外天線則其高度及長度合計不得多過一百英呎若天線在電力線(連電燈線電車線在內)之上橫過或有跌落
或被風吹落其上之處則須將天線妥為防護務該電力線所有人之合理滿意方可又在屋外設立之各天線須配以入地
之開閉器凡不用天線時均須將其入地又凡安設天線須預防跌下或低下時不致阻礙道路或橫梗道路
凡地線於可能地方均須駁於五金片一塊或管一條埋於屋外地下如地方不適合時則須將地線釬於水喉上惟煤氣喉
則切不可用以釬駁地線
如有人持有郵政司署明之普通或專用之憑証則該機須隨時任其察視如要索閱執照亦須交出任其查閱
此執照不得轉給別人如領照者不幸身故則此執照可作為准許死者家屬於未滿期內在領照之站繼續使用無線電機
凡執照所載之地址若有更改須携同執照通知執照局更正此等更正不收費用(此條對於祇用手携輕便收音機者遇有
更換地址亦同

三項注意:
1.

2.

3.

如執照期滿領照者仍欲繼續保留其無線電站及無線電機則須
轉換新照不得遲過期滿之日無線電報則例規定凡安設無線電
站及無線電機如無當時適用之執照則可以重罰
郵政司隨時得繕函照執照所開地址通知領照人或在憲報刊登
通告又或酌量另用其他方法通知將執照取消凡有違犯本執照
所開各章程均可令執照有取消之虞
領照者不得藉此執照有所作為妨害所播事件之版權查所播音
著作品多數有版權但如領照者開用無線電機衹限於家庭娛樂
則不致有侵犯版權之虞

2006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

第 17 回「龍鼓沙洲之旅」
2006 年 2 月 18-19 日（星期六、日）

第 18 回「開平赤磡碉堡古鎮遊」
詳情請參閱 www.ftihk.org

觀看以上條文後相信大家會發覺當年香港對版權的尊重程度。直到 1956 年香港政府將 1936 年制定的「無
線電交通律例」修訂為香港法例第 106 章「電訊條例」
，在執照上訂明：
「無線電收音機如係安裝在摩托車
輛之內者則該車輛之登記號碼在持照人執照上將作為收音機站地址之用，領照人准於下列地址設立無線電
收音機站並准在本港携用手提收音機一具然須遵照下列各規條辦理。」
，同時將 8 項規條 3 項注意條文中的
3 項注意再加多第 4 及 5 兩項：－
(1) 輕便之無線電收音機與租賃性質之無線電收音機均須領照
(2) 下列各類均須個別領照：－
(i)
安裝在摩托車輛內之無線電收音機及
(ii)
各層樓宇(不論是否有專用厨厠)內之寄宿者或旅客或居住人所用之無線電收音機或接駁播音器

其後間商業電台成立，原子粒收音機的發明，將無線電收音機的售價大大降低，看到以上法例修改的
條文，可想像到香港當年大多數的家庭都可以擁有一部原子粒無線電收音機，但擁有收音機者，多不繳交
牌照費，原因原子粒的無線電收音機體積較少收藏容易，導致檢查牌照困難，為提醒市民大眾，而郵政司
在新聞報紙上廣播電台上呼籲，擁有收音機要領取牌照外於 1956 年 2 月 30 日開始在本地郵件上蓋上一枚特
製的宣傳郵戳，提醒市民大眾有收音機請領牌照，當時的宣傳郵戳設計為英文及中文內容是「IS YOUR
RADIO LICENSED 有收音機請領牌照」。在 1960 年期間商業電台繳付一筆鉅費給政府，要求取消收音機牌
照費，事件其後得到政府的同意，從該年起聽收音機不需再繳納收音機牌照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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