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西營盤般咸道 9A 號般咸道官立小學  

文物價值評估報告  

 
 

般咸道 9A 號用地的歷史可追溯至一八六九年至

一九二六年，當時為拔萃男書院校舍，書院其後遷往旺角。

一八八三年，當時名為孫帝象的孫中山先生在該校就讀，但

其後退學，於一八八四年轉讀位於荷李活道的中央書院。主

樓前方花園的孫中山先生銅像，是孫先生的孫女孫穗芳博

士送贈予般咸道官立小學 (下稱「般官」)，銅像於二零一一

年豎立。從一張於一九四一年拍攝的照片可以看到，銅像前

方當時已有噴泉。  
 

該校自二零零零年起簡稱「般官」，現時的校舍建

於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一年，原為羅富國師範學院的舊校

舍。建造合約於一九四零年初批給祥興建造公司 (Messrs. 
Cheong Hing & Co)。新校舍以港督羅富國爵士 (一九三七年

至一九四一年 )命名，於一九四一年四月落成，並於同月二

十三日由港督本人正式揭幕。該學院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

三九年，當時名為香港師資學院，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

正式啟用，為本港首間全日制教師培訓學院。學院於一九四

一年遷往位於般咸道 9A 號專門建造的新校舍，並易名為羅

富國師範學院。  
 

香港師資學院的成立，是為了回應改革本港教育

制度的訴求。一九三五年，英國皇家視學官賓尼 (Edmund 
Burney)編撰《香港教育報告》 (Report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報告廣泛研究當時香港殖民地的教育制度，1並提出

多項建議，包括擴大漢文教育、加強官立及津貼學校的課程

(例如提供更多通才教育，開設體育、音樂、美勞等科目 )，
以及改善教師培訓等。為落實這些改革，報告建議：「當局

可能需要開設一所新的官立師範學校，或大規模擴建現有

校舍」。 2   

歷史價值 

                                                 
1  賓尼來港進行研究，主要是因為英國對《香港教育署署長周年報告》的批

評，認為報告顯示，依靠沒有具體教育知識及經驗的非專業人士擔任教育

署署長實有不足之處。  
 
2  Edmund Burney,《香港教育報告》(“Report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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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港督羅富國委任了一個委員會，於一九三八

年就本港的教師培訓進行深入檢討。委員會建議設立一所

全日制教師培訓學院，讓他們可修習多個學科，以及有更多

時間接受理論和實際的教學培訓。3 香港師資學院遂於一九

三九年九月在醫院道成立，為本港首間全日制教師培訓學

院。該學院開辦兩年全日制課程，由英文部 (二十四名學生 )
及中文部 (二十四名學生 )組成，兩部各有十二名男生及十二

名女生。一九四一年，學院遷往位於般咸道的校舍，並易名

為羅富國師範學院。新主樓的設計可容納一百名學生，並設

有體育館、自然研究實驗室、勞作及家政室、美術室、音樂

室、地理室、演講室，以及實踐和觀察教學工作的課室。每

一個實踐科目均有獨立課室。二零二零年進行實地視察時，

在通往主樓中央樓梯的正門入口仍隱約看到「羅富國師範

學院」名稱的痕跡。 4 
 

由於日本入侵，學院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被迫關

閉。香港淪陷後，校舍被日本憲兵用作總部。主樓用作審問

的地方，而體育館則用作馬廐。校舍其後被掠奪破壞，所有

木材，無論是家具、隔板或地板，都被拆掉。 5 學院於一九

四六年三月重開。6 由於宿舍嚴重短缺，而戰爭剛結束後學

院的總入學人數只有二十五人 (在一九四七年，入學人數增

至四十六人；一九四八年增至一百二十五人 )，主樓的學生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education/All_Items/PreWarEdu_Prints/201303/
t20130311_57316.html>，瀏覽日期：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  

3  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 (一九二零年至一九四零年 )、官立漢文女子師範學

堂 (一九二零年至一九四一年 )及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堂 (為男子而設，一九

二六年至一九四一年 )提供全日制教師培訓課程，而政府也在官立夜學院提

供在職培訓。檢討委員會建議設立學院，提供正規和更專業的全日制教師

培訓。  
 
4  羅富國師範學院為其他教師培訓學院建立了以港督命名的傳統。葛量洪教

育學院 (一九五一年 )及柏立基教育學院 (一九六零年 )分別以港督葛量洪爵

士及柏立基爵士命名。  
  
5  根據羅富國師範學院當時的校長羅威爾 (T.R. Rowell)(校長，一九三九年至一

九四一年 )、戴維時教授 (Prof. S. G. Davis)  (講師，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零年；

署理校長，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一年 )及田柏士博士 (Dr. A. Deans Peggs)  (校長，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 )講述，校舍曾被日本憲兵用作總部。  
 
6  在學院重開前，般咸道校舍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起的四個月期間曾被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暫用，因該校位於荷里活道的校舍在戰後被嚴重掠奪破

壞。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education/All_Items/PreWarEdu_Prints/201303/t20130311_57316.html
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education/All_Items/PreWarEdu_Prints/201303/t20130311_573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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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室及職員休息室均被用作臨時女生宿舍，直到一九四

七年為止。男生宿舍則設於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地庫。  
 

戰後人口急增，為應付社會對學位及教師不斷增

加的需求，學院於一九六二年三月至四月遷往較大的沙宣

道校舍。新校舍在一個月後正式啟用。其後，位於般咸道的

校舍由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使用，直至該書院於一九七

一年遷往沙田為止。般咸道校舍於一九七三年完成翻新工

程後交還羅富國教育學院 (羅富國師範學院於一九六七年十

月易名為羅富國教育學院 )，用作學院的分校。一九九二年，

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把羅富國教育學院 (一九三九年 )、葛量

洪教育學院 (一九五一年 )、柏立基教育學院 (一九六零年 )、
香港工商師範學院 (一九七四年 )及語文教育學院 (一九八二

年 ) 合併，成立香港教育學院。一九九四年四月，當局立法

正式成立香港教育學院。一九九七年十月，香港教育學院遷

往大埔現時校舍。7 自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五日起，位於般

咸道 9A 號的處所成為般官的校舍。該校之前位於高街 119
號，曾名為羅富國師範專科學校附屬小學。 8   
 

校舍由主樓及前工人宿舍組成，主樓前面有花崗

石噴泉。校舍四周由東邊街至般咸道的圍牆及沿般咸道的

石牆圍繞。從一張在般咸道攝於一九四一年的照片看到，當

時的圍牆不像今天那樣連貫不斷，其一大段以金屬欄杆保

護。行人以往可經分別位於上層的般咸道及下層的東邊街

的兩道花崗石樓梯進入校舍，兩道樓梯至今仍然保存完好，

但前者已不再使用。南面外牆面向般咸道的正門入口仍然

隱約看到「羅富國師範學院」名稱的痕跡，而天台矮牆則有

現時學校的中文名稱「般咸道官立小學」及英文名稱  
“Bonham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可見是建築的

正立面。   
 

建築價值 

 

 

 

 

 

 

 

 

 

 

 

 

 

                                                 
7  二零一六年，香港教育學院易名為「香港教育大學」。   
 
8  位於高街 119 號的羅富國師範專科學校附屬小學上午班於二零零零年一月

二十五日易名為李陞小學，並成為全日制日校。同日，該校下午班在般咸

道 9A 號正式重開，成為另一間全日制日校，名為般咸道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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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的建築師是威廉．亞瑟．康奈爾 (William 
Arthur Cornell) (一八八八年至？ )。 9 他與羅富國師範學院

的校長羅威爾 (Thomas Richmond Rowell)(一九三九年至一

九四一年出任校長 )合作設計校舍。 10主樓由地面至天台樓

高三層，以混凝土建造，另築有地庫。建築物呈 Ｅ 字形布

局，中間部分狹長，兩端各有附翼，是當時英國及美國學校

及學院普遍採用的設計。 11  建築物布局對稱，正門入口及

入口大堂位於地面中央位置，另一入口位於地庫中央位置。

主樓的設計反映它受現代流線型風格建築 12的影響，特點是

多用曲線及橫線，着重功能，極少裝飾。建築物最富特色的

是面向般咸道的中央樓梯連弧形外牆，以及天台中央位置

的旗桿。窗戶沿樓梯逐層向上而建，讓建築物更富美感。遮

陽屋簷沿外牆而建，組成橫向線條。此外，天台原有三個天

窗，以盡量提升二樓西北角美術室的天然採光，但現時已被

圍封。 13  從一張攝於一九四一年的照片可見，主樓前已建

有花崗石噴泉。   
 

每一樓層的內部間隔均配合向南的狹長外廊設

計。外廊沿建築物整個長度而建，使窗戶可向外廊開，加強

室內房間的空氣對流。中央旋轉樓梯連意大利批盪飾面，是

建築的主要特色之一。建築物用作羅富國師範學院時，西翼

 

 

 

 

 

 

 

 

 

 

 

 

 

 

 

 

 

 

 

 

 

                                                 
9  一九一二年，威廉．亞瑟．康奈爾獲納入認可建築師名冊，並於同年加入

巴馬丹拿在香港的建築師樓。由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三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他是該公司的合伙人，於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退休。自此之

後，他以個人名義從事建築師及測量師的工作。  
 
10  羅威爾是羅富國師範學院首任校長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 )，其後成為

教育署署長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 )。這次其實是羅威爾及威廉．亞瑟．

康奈爾第二次合作設計校舍。他們於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已首次合作

設計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威廉．亞瑟．康奈爾是巴馬丹拿的退休合伙人，

以個人名義執業，威廉．亞瑟．康奈爾則是該校的教師。由於教育署十分

希望取得最好的設計，遂派遣羅威爾前往英國，然後匯報最適合新校舍的

建築類型。當時，歐洲設計師深受現代主義建築的簡約線條影響。   
 
11  “The Northcote Training College”, 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 Vol. 6, No. 2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Building Service Ltd., 1941), pp.29-32. 
 
12  現代流線型風格，又稱現代藝術風格，是裝飾藝術風格運動後期的變體，

多用曲線及橫線，並有少量航海元素的影響。一九三零年代是裝飾藝術風

格在建築領域的全盛期，差不多主導了西方國家所有設計領域，從平面到

工業產品、珠寶、家具、電影及舞台布景，以至室內及建築設計，均受到

影響。另一方面，在一九五零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中，外牆着重直線及橫

線的設計十分普遍。  
 
13  原有的天窗有雙重用途，亦可用作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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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上預留大量空間，地面是綜合體育館連禮堂 (現用作

禮堂 )，上層設有實驗室、勞作室、家政室、美術室及音樂

室；東翼的設計主要用作演講室及課室。建築物的東北角則

有多邊形凸窗。地面及一樓設有多邊形凸窗的房間用作課

室，二樓的則用作圖書館。雖然房間的用途有所改變，但內

部布局大致保持原好，主要是地面有輕微改動。 14 
 
此外，硬木地板，意大利批盪牆腳線、中央樓梯、

地板及水泥階磚均保持完好。木門窗、帶花紋或普通玻璃鋼

框窗戶及舊式小五金均保持完好。較高樓層的部分課室及

地面層的外牆設有通風口，地面及一樓的房間仍可辨認出

天花灰塑。在二樓房間，假天花上方仍可看到金字橫樑及天

花灰塑；在同層的美術室，除了上述金字橫樑及天花灰塑

外，假天花上方還可看到天窗的底部，天窗由木框及玻璃組

成，現已圍封。這些特色均有助保留建築物的歷史氛圍。  
 

值得注意的是，主樓興建時地庫設有防空洞兩個，

各有氣閘。一九三零年代，政府注意到有需要防禦空襲，因

此成立了防禦空襲小組委員會。一九三九年已作出保護學

校的安排，包括撤離學生或保護建築物本身。 15  羅富國師

範學院的防空洞沒有按原有計劃使用，只用作儲物室。現

時，防空洞則用作圖書館及活動室。  
 

前工人宿舍位於東邊街入口閘門附近，舊精神病

院後方。建築物樓高兩層，以混凝土建造，屬現代風格設計。

地面層及一樓的房間沿外廊而建。房間設有木門窗，水箱原

地保留。現時，該建築物用作學校的家教會資源室。   
 

般官唯一較明顯的改動，是約於一九七五年在前

面中間狹長部分與東、西附翼銜接處加建的兩道外置走火

 

 

 

 

 

 

 

 

 

 

 

 

 

 

 

 

 

 

 

 

 

 

 

 

 

                                                 
14  舉例來說，地面層原先的女更衣室已分開為男洗手間及錶房，同層原先的

二號演講室現在則是會議室及學生輔導老師的房間；一樓原先的家政室現

時用作音樂室，只有小部分地方分隔開來，充當伺服器室，而原先的勞作

室已改成電腦室，校長室則由這一樓層搬到地面層原先的男衣帽間。內部

布局沒有重大變化。  
 
15  除了羅富國師範學院外，還有另一幢學校建築物內設防空洞，這就是與羅

富國師範學院同期落成的香港大學前羅富國理科樓。   
 

保持原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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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16 然而，走火樓梯無損主樓的原貌，而且與主樓的歷

史部分相協調。主樓內的意大利批盪、木門、木／鋼框窗戶

及小五金、意大利批盪作飾面的水泥階磚、木地板及旋轉樓

梯等，均為具歷史價值的建築構件和物料，而且保持良好。

另一方面，花崗石噴泉為主樓增添優雅氣息，前工人宿舍的

設計亦與主樓相融。雖然主樓房間的用途有所改變，但內部

布局大致保持良好，主要是地面層有輕微改動。    
 

般官主樓是本港現代流線型風格建築的典型例子。17 
主樓自一九四一年落成至今，從羅富國師範學院、香港中文

大學聯合書院，到今天用作小學，一直用作教育用途。羅富

國師範學院是香港首間全日制師範學院，般咸道用地是學

院首個永久校舍，也是本港最早的同類校舍。此外，現有的

校舍是現時少數僅存並曾同用作小學及專上教育的校舍。

防空洞見證了日本入侵的歷史，亦具有歷史價值，在本港現

存的歷史建築物中亦甚罕見。  
 

般咸道 9A 號先後是羅富國師範學院、香港中文大

學聯合書院及現時般官的校舍，讓這些院校的學生、校友及

教職員留下美好回憶。在一九五零年代後期，羅富國師範學

院的學生及校友曾在校舍舉行同樂日和準備戲劇表演的道

具，以籌款興建小學。 18  香港教育大學的香港教育博物館

藏有不少檔案記錄及歷史照片。此外，般官每年十一月左右

都會舉行開放日。上址於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二六年間亦為

拔萃男書院的校舍，而孫中山先生於一八八三年在該校就

讀，上址遂成為中西區文物徑及中山史蹟徑的史蹟點之一。

另一方面，這幢歷史建築物富於美感，而且亦是現代流線型

風格建築的典型例子，極為重要，一直以來都吸引了媒體注

意，也是學術研究及出版刊物的對象。  

社會價值和 

地區價值 

 

 

 

 

 

 

 

 

 

 

                                                 
16  走火樓梯的建築圖則於一九七四年九月繪製。一九七六年的航攝照片是一

九七三年所攝照片之後最早的一張，當中顯示走火樓梯當時已建成。  
 
17  香港大學校長寓所 (一級歷史建築 )於一九五零年落成，是本港現代流線型

風格建築的另一典型例子。該建築物由周耀年先生及李禮之先生於一九三

三年成立的周李建築工程師事務所設計。  
 
18  一九五八年，般咸道校舍舉行同樂日。土瓜灣上鄉道 24 號的小學建造工

程於一九六一年二月展開，同年九月完成。該校最初的英文名稱大概是

Northcote Training College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School(羅富國校友會學校 )，其

後學院於一九六七年易名，該校的英文名稱改為 Northcote College of Education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School。羅富國校友會學校於二零零五年停辦。  

罕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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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官附近有多項法定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築，包

括舊精神病院立面 (法定古蹟 )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主樓 (法  
定古蹟 )、舊華人精神病院主樓及職員宿舍 (二級歷史建築 )、
般咸道 35 號 (二級歷史建築 )及舊半山區警署 (三級歷史建

築 )。這些歷史建築物共同反映出西營盤及半山區的歷史及

社會文化發展。  
 

 

 

 

組合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