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近代香港的外來移民構成了香港城市人口的絕對主體部分。香港在近代時期的城市發展與

香港的外來移民是密切相關的。

本書嘗試對 1841年至 1941年期間，香港的主要外來移民運動進行縱向梳理，復原移民

路線，分析不同時期的移民類型和移民動因；同時對近代香港外來移民的人口構成和人口分佈

做橫向分析。

基於人是城市發展建設的原動力這一點，本書分析了近代香港外來移民對香港城市港口的

發展和城市交通運輸系統形成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以及城市工商業中心的分佈與外來移民分佈

的關係；同時，書中對近代香港外來移民對香港的城市文化的塑造進行探討，著重分析外來移

民對近代香港語言文化的影響、近代香港宗教建築的分佈與外來移民聚居點分佈的關係、近代

香港外來移民在香港城市教育文化的發展和香港獨具特色的地名等方面發揮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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