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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當押業是中國歷史最悠久的行業之一，相傳起源於唐代。當時佛

教的廟宇以濟世助貧為目的，向到廟宇求助的人借出「長生庫」，意

思是借錢給他們買東西吃保命，而借錢的人有時需要以屋契或田契等

物品作為抵押。這類借貸的行為逐漸成為一門獨立的行業，發展成日

後的當押行業。 

 

時至今日，在不少人的心目中，當押業已成為了本港的式微行業

之一。的確，隨着本港金融業蓬勃發展，借貸形式五花八門，當鋪(俗

稱「二叔公」)的生意已不及昔日興旺。雖然如此，但與其他的式微

行業比較，當鋪仍算較為常見，而且也比較能夠保存傳統的形象和經

營方式，不像磨刀或補鑊等行業般近乎完全絶跡。究竟當押業是如何

在本港立足和發展的呢? 

 

香港當押業的歷史 

 

香港的當押業是自廣東省引入的。跟

據 1821 年<<新安縣志>>記載，當時縣內

有當鋪 16 間，元朗最多。位於元朗舊墟

西邊圍長盛街的晉源押，據說是本港最古

老的當鋪，在二百多年前由已故鄉紳鄧佩

瓊的先父鄧廉明所開設。它原本開設在墟

內另一條街上，至二十世紀初才遷至現

址。大押用青磚建造，屋簷有琉璃瓦，簷

上有陶塑瑞獸，外牆上還保留了象徵「福

壽相傳」的蝙蝠形招牌。隨著舊墟日漸式

微，晉源押已於二次大戰結束後結業。 

 
圖一 位於元朗舊墟的晉源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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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埠初期，不少居住於附近鄉鎮的人來港謀生，也有不少人

是開設當鋪的。港英政府初期只將當鋪視作一般行業註冊，未有立例

監管，導致當鋪以驚人利息謀取暴利和不法之徒透過典當推銷賊贜的

情況嚴重。有見及此，香港政府於 1926 年正式頒布典當法例，而本

港第一間「合法」的當鋪也於當年在西環水街附近開張。 

 

1932 年，本港面對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很多市民典當了物件

後都沒有贖回，而當鋪也未能以高價賣出這些斷當品；加上港府於當

年 6 月 1日提高當押業牌費，引致很多當鋪出現虧損，面臨倒閉危機。

當時華人富商李右泉獨力注資收購全港近八成當鋪的股份，使大部份

當鋪得以繼續經營，而李氏也因此被稱為「當鋪大王」。 

 

在二次大戰日本佔領香港期間，當押業受到嚴重打擊，不少當鋪

關門結業。大戰結束後，港府為了周轉金融，催促當押業復業，並於

1947 年成立港九押業商會。事實上，當押業的興衰與社會經濟的表

現是息息相關的。在經濟相對較差的時候，例如二次大戰剛結束後、

五十年代初、六十年代末至七十年代初，以及九七年金融風暴，市民

對當押服務的需求都會較大。 

 

若以港九押業商會的會員數目為準，本港現時約有 160 間當鋪，

但如果連非會員的當鋪也計算在內的話，估計總數約為 250 間。 

 

店鋪的設計特色 

 

香港的當鋪雖然遍佈港九新界不同地方，而且開設的年代不一，

但它們的店鋪設計大都具有以下三大特色： 

 

(一) 蝙蝠含錢的標誌 

 本港所有當鋪門外都會懸掛一個類似

葫蘆的招牌，其實是仿照一隻上下倒轉

的蝙褔含著金錢的形態，有「引褔含錢

歸堂」的吉祥意思。廣東省所有當鋪在

解放前都採用這個徽號，但在解放後這

個標誌在省內已不再復見，反而本港的

當鋪則仍然沿用至今。 

 

 

 
圖二 典型的當鋪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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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遮醜板 

 當鋪的進門處會擺放一塊木造屏風，這塊屏風原名「擋中」，由

於它的用處主要是不讓街上的行人看見當物者在進行典當，以

免當物者尷尬，所以它亦被稱「遮醜板」。 

 

(三) 高大的櫃枱 

 位於「遮醜板」後面的，是一個比

一般成年人還要高大及裝設有窗

框的櫃枱。當押者來到櫃枱前，要

把當押品上呈到坐在櫃枱後的朝

奉，任由後者鑑別當押品的價值。

這個格局使朝奉顯得高高在上，而

當押者心理上就會自覺地位卑

微，任由朝奉壓價亦無可奈何。此

外，高大的櫃枱也使路人及當押者

看不見當鋪內的環境，發揮一定的

保安作用。 

 

 

 

 

 

當然，由於時代的變遷，

有些舊式當鋪的特色也正在逐

漸消失。例如以住有些當鋪佔

據三、四層高的舊粵式唐樓，

在最低層接收當押品，而樓上

的單位會被用作儲物室，存放

棉被、衣服等需要較大存放空

間的當押品(以往生產一張棉

被需時，成本高，所以較為昂

貴。不少人急需周轉，會在夏

天把棉被典當，直至冬天到臨才把它贖回來)。但現在當鋪已不接受

棉被之類的當押品，市民典當的大都是金器、鑽石、手錶等體積較小

而價值高的物品，可存放於夾萬內，因此樓上的單位都已經丟空或轉

作其他用途。 

 

遮
醜
板 

圖三 當鋪入口

圖四 位於灣仔的同德大押，屬於舊粵式唐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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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鋪的運作架構 

 

 

職員的分工 

 

香港的當鋪職員人數由三、四人到十數人不等，大部份當鋪都會

有以下四種職別： 

 

(一) 司理：即老闆，負責管理財政及監督帳目等事務，部份為股東

兼任。 

 

(二) 朝奉：即當鋪的掌櫃，負責鑑別當押品的價值，直接與顧客接

洽及交易。由於當鋪的盈虧全賴朝奉為當押品定價的準確度，

因此一般鋪內職員必須累積多年工作經驗，才有機會晉升為朝

奉。 

 

(三) 寫票：負責填寫當票及登記當簿等事

務。跟據傳統的工作程序，朝奉在成

交後，會高聲唱出有關的成交資料，

例如當押品的名稱和當押價錢等，寫

票一邊聽一邊將資料記下。值得一提

的，是抄寫於當票上的字體與一般中

文字的寫法十分不同，寫票往住需要

一段日子才能熟習。 

 

 

 

 

 

圖七 典型的當票樣式

圖五  由於進行市區重建工程，位於灣仔的

和昌大押舊址已經關閉，但其建於

1888年的建築物已被列為文化保護項

目，不會被清拆 

圖六  和昌大押的新址與舊址同處大王東

街，兩者相隔只有數十步距離，唯面

貎卻相距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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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時移勢易，當鋪收取的抵押品也要跟著

潮流轉變 

 

(四) 查票：又稱為「摺貨」，負責用雞皮紙等物料將收到的當押品整

理及包裏，並為物件分配編號，以便日後當物者贖回。因為以

往當鋪經常收到棉被及衣服等當押品，職員要把它們摺妥後才

收存，因此便被稱呼為「摺貨」。 

 

除此之外，一些規模較大的當鋪，會有稱為「將軍」的職員負責

員工的膳食及協助鋪內的雜務，以及有稱為「追瘦貓」的職員負責將

抵押品放到貨架上，或從貨架上取下給顧客。另一方面，不少初到當

鋪工作的人都會由「後生」做起，即是未滿師的學徒，協助處理鋪內

各項雜務。 

 

經營方式 

 

法例規定，不論當押品的原價是多少，當鋪出價的上限是五萬

元。利息方面，當押業曾經流行以俗稱「九出十三歸」的方法計算利

息，以所押物品值十元為例，當鋪卻會在當票上寫上十三元，而實際

只支付九元給當物者；當物者要贖回物品時，就要付出十三元。由此

可見，當鋪收取的利息是十分高昂的。不過，現時本港法例對當鋪收

取的息率有明確的規定，所有押品一個月利息(以農歷計算)不可超過

3.5%，換算成年息的話為 42%。 

 

除此之外，法例也規定所有物品的抵押期為四個月(以農歷計

算)，但當物者可要求續期，次數不限，唯當物者在續期期間須向當

鋪交納 15%的月息。若當物者在抵

押期屆滿後，既不贖回當押品，

又不要求續期，或者在續期期間

繳不清利息，當鋪就有權作斷當

論，通常會將這些俗稱為「流當

貨」的斷當物品折價出售，或將

它們直接賣給二手「夜冷店」或

古董商店。 

 

 

 

顧客來源 

 

面對本港銀行業多元化借貸服務的競爭，本港當押業依然有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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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空間，原因是與銀行及其他現代借貸公司比較，當鋪最大的優勢在

於它的靈活度，顧客只需要年滿十八歲，能夠出示香港身分證或護，

及提供小型實物作為抵押，當鋪便會考慮放款予當物者，無需查核他

們的職業和入息等資料，手續簡單快捷。 

 

當鋪每年的「旺季」其實是在八月，有些父母在子女開學之前，

不惜靠典當籌措子女買教科書及其他開學的所需開支，真是「可憐天

下父母心」。另一方面，並不是只有窮人才會進當鋪的，有些富家子

弟，因為啫賭而欠下賭款，一時周轉不靈，便把金飾及名錶等隨身的

貴重物件拿去典當。另外，在 1997 年金融風暴前，有些有錢人也藉

著典當套取更多現金去炒樓、炒股票。光顧當鋪的人亦有年輕化趨

勢，這可能與社會越來越注重物質和享樂主義，年輕人過度消費的習

慣有關。除此之外，泰佣和菲佣等外藉佣工也成為當鋪的主要客源，

當他們在家郷的親戚出現經濟問題，需要他們額外寄錢回郷救急的時

候，當鋪便成為他們的通財之門。 

 

朝奉大敵 – 「種蟲友」 

 

有些人專門在劣質平價的物件上做手腳，把它們裝飾成高價品一

樣，然後拿去當鋪，試圖瞞騙朝奉以謀取利益，當鋪稱呼這些人為「種

蟲友」。以往有種蟲友以低價買入舊手錶，再花一點錢「加工」，包括

換錶面、玻璃、清潔外殼、略作修理使其暫時能走動等等，然後在朝

奉面前巧言令色，便押得比買入價更高的金額。在六十年代初，有種

蟲友將綠色液體注人低價白玉內，將它們「化身」為翡翠，由於很多

朝奉年紀大，不知道有這種技術，受騙的自然不少。由此可見，朝奉

必須擁有豐富的經驗和靈敏的觸覺，才足以與這些騙子鬥法。 

 

總結 

 

    香港當鋪的功能雖然已大大被銀行或借貸公司的服務所取代，但

本著其獨特的經營模式，似乎仍未走上完全被淘汰之路，反而繼續零

星地散佈在各區的街頭巷尾，扮演著歷史賦予的角色，成為本港社區

的一大特色。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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