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ugang Heritage Trail 

后港历史走道 

为了记录和介绍新加坡一些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地点，国家文物局多年来规划了多

条历史走道，后港历史走道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希望这条历史走道能为曾在这里工作、

居住或玩乐的人们带来美好回忆，也能为访客和新居民提供实用信息，探索后港的独

特魅力。 

 

 

Ramakrishna Mission Singapore  

179 Bartley Road 

拉马克里斯南传道会 

巴特礼路 179 号 

 

拉马克里斯南传道会创办于 1928 年，致力于宣导心灵修为及谋求社会福祉。1941 年，

传道会买下这块地，原本是要建一所男校。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传道会决定

为贫困者和孤儿盖一间临时木屋作为栖身之所。到了 1948 年，这里收留了 77 名孩童。 

 

1948年12月10日，英国东南亚总督麦唐纳爵士（Malcolm MacDonald）为传道会的新

大楼主持奠基仪式。大楼的第一层于 1950年竣工，由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主持开幕仪式。 

 

传道会的所在地还有一座庙宇和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百年纪

念大楼。庙宇建于1952年，由慈善家兼商人比莱（P.Govindasamy Pillai）捐款建造。

百年纪念大楼则于1969年由时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主持开幕仪式，

设有图书馆、阅读室、办公室和宿舍。 

 

多年以来，传道会不断扩大服务，以谋求社会福祉和发展。1992年，传道会设立幼儿

园，隔年开设免费诊所，并于1995年提供辅导服务。如今，传道会继续秉持初衷，帮

助新加坡的弱势和贫困群体。 

 

 
建于拉马克里斯南传道会所在地的庙宇,1954年 

新加坡报业控股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一群孩童在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百年纪念大楼前的空地嬉戏玩闹,日期不详 

拉马克里斯南传道会提供 

 

 

时任外长拉惹勒南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百年纪念大楼主持开幕仪式,1969年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Serangoon Khiung Jai Co-Villagers Association 

102 Lorong Ah Soo 

新加坡后港海南同乡会 

罗弄阿苏102号 

 

新加坡后港海南同乡会于1958年注册，并于1962年正式启用，为罗弄阿苏的海南社群

服务。1980年代前，罗弄阿苏一带住着数百户海南家庭，因此许多人称之为“海南

园”。 

 

后港海南同乡会的主要任务是促进海南社群的紧密联系，鼓励他们发挥互助精神。

1964年，同乡会还创办了艺光剧团，为新加坡培育了许多著名的琼剧演员。 

 

海南园还有其他主要的海南组织，如后港水尾圣娘庙和化蒙学校，都与后港海南同乡

会有密切关系。后港水尾圣娘庙供奉的是渔民守护神水尾圣娘，化蒙学校则于1937年



创办，早年的学生在庙宇戏台上课。对当时住在这个地区的海南人来说，后港海南同

乡会、后港水尾圣娘庙和化蒙学校无疑满足了他们在社会、教育及精神方面的需求。 

 

1984年，后港海南同乡会从罗弄阿苏迁移到现址，继续致力于促进新加坡海南社群的

紧密联系。 

 

 

后港海南同乡会职员在罗弄阿苏的原址合影，1962年 

后港海南同乡会提供 

 

 

前化蒙学校，1950年代 

后港海南同乡会提供 

 

 

前化蒙学校，1950年代 

后港海南同乡会提供 

 



 
琼剧界著名的符青云（右）是艺光剧团培育的众多琼剧演员之一，这是他演出《雪中

梅》的剧照，1964年 

后港海南同乡会提供 

 

 

Paya Lebar Methodist Church 

5 Boundary Road 

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 

曼德里路5号 

 

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是于1932年由新加坡卫理公会设立，但卫理公会在后港的历史可

追溯到1916年。当时，卫理公会在曼德里路买了一块地来建学校。 

 

这所学校名为巴耶黎峇英文学校，于1918年开始招生授课，并于1929年搬迁到实龙岗

路上段的店屋。1932年，卫理公会在同一排店屋设立了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一直到

1938年才在曼德里路建造新教堂。过去这些年，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曾进行数次重建

工程，目前的建筑是在1998年完成的。 

 

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最广为人知的是以峇峇马来语为土生华人基督徒提供服务。在

1938年至1968年间，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中文部也设在同一个屋檐下，后来才搬迁到

巴耶利峇路上段的现址。如今，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提供课后托

管服务及帮助视障者。 

 

除了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卫理公会也在后港留下了教育遗产。巴耶黎峇英文学校原

为一所男校，后来发展成巴耶利峇美以美女子小学和中学。在搬迁到现址之前，这所

学校就坐落在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主建筑后，也就是现今的圣约中心。 

 



 

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的第一座建筑, 日期不详 

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提供 

 

 

信徒参加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的土生华人礼拜仪式, 约1960年代 

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提供 

 

 

信徒在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中文部外合影,日期不详 

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提供 

 

 

Zi Yun Kai Ji Gong 

58 Hougang Ave 3  

紫云开吉宫 

后港3道58号 



 

建于1996年的紫云开吉宫是一座联合庙，由原本位于武士革路的开福堂、罗弄泉的吉

山庙和义顺的朝云宫组成。它们都是福建社群设立的庙宇。 

 

开福堂最初是来自福建南安的林路（1852年至1929年）及其宗亲建造的家族祠堂。林

路是一名建筑商和商人，也是抗日英雄林谋盛的父亲。开福堂原本建于林路在武士革

路的砖厂，但由于供奉香火的信徒越来越多，开福堂于1919年改建成一座庙宇，并于

1990年代搬迁到现址。 

 

位于罗弄泉的吉山庙则是于1898年由陈姓福建移民所创立，原本也只是家族祠堂，后

来才开放给其他宗族和方言的信徒。除了举办宗教活动，吉山庙也为住在后港区的贫

困学生发放助学金。 

 

朝云宫建于1988年，是当中最新的庙宇。当时，先贤从福建南安的同名祖庙把香火带

到新加坡祀奉，直到今天，朝云宫仍通过互相参访与中国的祖庙维持紧密联系。 

 

 
开福堂迁移到现址前，是设于林路在武士革路的砖厂,日期不详 

开福堂提供 

 

 
林路，字志义，是林谋盛的父亲,约1920年代 

李昆昌影像馆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吉山庙的神坛,2020年 

国家文物局提供 

 

 
信徒参加朝云宫在义顺原址的开幕仪式,1988年 

朝云宫提供 

 

 

Church of the Nativ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1259 Upper Serangoon Road 

圣母圣诞堂 

实龙岗路上端1259号 

 

圣母圣诞堂是后港最古老的宗教场所，其历史可追溯到1852年。当时，法国的巴黎外

方传教会（Les Mission Étrang è res de Paris）派了第一位传教士迈斯特神父

（Ambroise Maistre）到后港。迈斯特神父向殖民政府取得了一块地，并于1853年建

了一间亚答屋教堂，为当时日益增长的潮州天主教徒服务。这座教堂原本名为圣玛利

亚教堂，后来改建成砖砌建筑。 

 

1901年，教会建了一座新哥德式风格的教堂，并改名为圣母圣诞堂。1933年，教堂进

行扩建，增添了耳堂、圣所和圣器室。伫立于教堂前的圣母无染原罪大理石雕像，是



1946年时任柔佛苏丹依布拉欣（Sultan Ibrahim）所捐赠，当时信徒组成游行队伍迎接

雕像，并举行了祝圣仪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圣母圣诞堂成了村民的避难所。它也为这个地区的孩童提

供教育。后港有几所名校都是在圣母圣诞堂兴办的，包括圣婴中学、蒙福小学和中学

及圣母圣诞圣婴女校。 

 

2005年，圣母圣诞堂被列为国家古迹。如今，教堂每周仍会举行潮语弥撒，可见潮州

社群与圣母圣诞堂之间深厚的历史联系。 

 

 

圣母圣诞堂，1976年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从空中俯瞰圣母圣诞堂及其周围的各所学校校舍，1958年 

英国皇家空军于1940年代至1970年代的航拍照片，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收藏，皇家版权 



 

教徒抬着永援圣母堂的圣像在圣母圣诞堂游行，1964年 

圣母圣诞堂提供 

 

 

5th Milestone 

五条石 

 

实龙岗路上段的五条石始于武吉阿兰路和实龙岗路上段的交界处，一直延伸到靠近富

罗华路的六条石。在殖民时期，郊区主干道路上设有石碑，用来标记离市镇的距离

（英里，俗称“条石”）。因此，人们会以最靠近的里数来称呼一个地方。 

 

虽然后港以潮州人居多，但五条石却住着其他籍贯和族群的居民，包括罗弄榴莲一带

的福建人，以及罗弄阿苏一带的海南人。从山傍路到西门路一带则以欧亚裔居多，还

有几个马来村。在1980年代前，这一带已有不少设施，如学校、商店、巴刹及各种宗

教场所。 

 

对许多居民来说，他们的社交生活主要围绕在靠近林大头路的五条半石。1950年代初，

当局兴建林大头巴刹，但由于申请小贩摊位的人太多，供不应求，因此巴刹周围的人

行道上不时可以看到流动小贩在兜售商品。这座熙熙攘攘的巴刹一直运营至1990年代

才拆除。 

 

另一个后港居民常聚集的地方是德财台的两层楼店屋，一楼有各类商店和餐馆。德财

台位于林大头巴刹旁，是当局对这个地区进行重新发展后五条石仅存的重要地标之一。

这些店屋是于1928年由华商林德财所建造，具有装饰艺术风格，如二楼窗户上方采用

了几何装饰图案。如今，德财台的各种美食仍吸引不少老饕慕名而来。 

 



 
实龙岗路上段的五条石及其周边地区,1938年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林大头巴刹以售卖各种新鲜食品著称,1986年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德财台,1983年 

李急麟收藏，版权所有。李急麟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9年 

 



 

实龙岗路上段五条石的周边地区，右上角为卫理公会巴耶黎峇堂,1967年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Hougang Tou Mu Kung 

779A Upper Serangoon Road 

后港斗母宫 

实龙岗路上段779A号 

 

后港斗母宫是新加坡最古老的九皇爷庙，许多信徒都习惯称它为九皇大帝庙。这座庙

于1902年创立时只是林路村（现今的武士革路）的神坛，祀奉的是从槟城九皇爷庙带

来的香火。庙宇的早期纪录显示，当时的信徒有福建人、潮州人、海南人和客家人等

不同籍贯的华人。 

 

1919年，商人王水斗捐出五条石一块空地为后港斗母宫建造新庙宇。新庙宇于1921年

落成，最初是以传统的福建建筑风格设计，如明显弯曲的屋脊，但后来经过数次翻新，

融入了潮州建筑特色，屋脊也较为平直。1925年，后港斗母宫也搭建了一个戏台。 

 

每逢农历九月，后港斗母宫都会举办九皇爷诞庆典，迎接神明下凡。庆典从农历八月

的最后一天开始，信众会从庙宇游行到实龙岗河迎接九皇大帝，并于庆典的最后一天

再举行盛大仪式恭送九皇爷到河边。 

 

2005年，后港斗母宫被列为国家古迹，肯定了庙宇对后港和国家的历史与社会意义。

为了更好地保留这座古迹及为信徒服务，后港斗母宫于2016年进行了广泛的翻新工程。

除了修复主建筑，也增添新设施，包括多层大楼和地下停车场。 

 



 

翻新前的后港斗母宫有明显弯曲的屋脊，展现出福建建筑特色,约1900年代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庙宇的戏台于1998年拆除，以进行道路扩建工程,1978年 

罗尼宾士乐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游行队伍抬着轿子迎接九皇爷,1990年 

新加坡旅游局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用来抬九皇爷的轿子,1990年 

新加坡旅游局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Masjid Haji Yusoff 

2 Hillside Drive 

哈芝尤索夫回教堂 

山傍通道2号 

 

哈芝尤索夫回教堂建于1921年，是后港最古老的回教堂，其所在的土地是古吉拉特商

人和慈善家阿莫·默哈末（Ahmad Mohamed Salleh Angullia）所捐赠。他于1874年

在新加坡出生，一生积极参与公民事务。他是太平绅士，也是殖民地政府市政委员会

成员及各回教堂和回教组织的受托人。 

 

自成立以来，哈芝尤索夫回教堂一直是后港的一个重要地标。当时，这个地区有不少

马来回教村落，如詹森路的甘榜哈芝昔拉（Kampong Haji Sirat）。对这些马来回教居

民来说，哈芝尤索夫回教堂是一个进行宗教与社交活动的场所。后港的华人居民把回

教堂的周边地区称为“Sembahyang Tng”（结合了马来语和福建话，意即“祷告

亭”）。 

 

1930年代，回教堂的所在地开设了一所宗教学校——阿拉伯回教学校（Madrasah Al-

Arabiah Al-Islamiah），为后港约40名学生提供教育。阿拉伯回教学校后来与可兰经

回教学校（Madrasah Ulumul Quran）合并，新学校保留了阿拉伯回教学校的校名，

并搬迁至大巴窑。 

 

随着后港进行市区重建工程，住在这个地区的回教徒人口与日俱增，前往回教堂的信

众也越来越多。1994年，回教堂进行扩建及增添课室等设施。如今，哈芝尤索夫回教

堂仍为后港的回教居民服务。 

 



 

在1990年代重建前的哈芝尤索夫回教堂，日期不详 

哈芝尤索夫回教堂提供 

 

 

时任外长丹那巴南参观哈芝尤索夫回教堂，1984年 

哈芝尤索夫回教堂提供 

 

 

女信徒在回教堂上宗教课，约1980年代 

哈芝尤索夫回教堂提供 

 

 

St. Paul’s Church 

839 Upper Serangoon Road 



圣保罗教堂 

实龙岗路上段839号 

 

圣保罗教堂的历史可追溯到1930年代。它建于1936年，当时有一群圣公会基督徒在其

中一人位于实龙岗路上段的住家进行礼拜。许多早期的教徒是部署在新加坡东北部的

英国军事人员的家属。 

 

由于教徒人数与日俱增，圣公会教区因此希望进一步为住在乡村地区的居民服务。

1935年，圣公会教区购买了圣保罗教堂现址的土地，以建造一座新教堂。 

 

建筑成本由一名欧亚裔承包商厄勒斯（George Rae Oehlers）承担，他也是圣公会主

教堂圣安德烈教堂的助祭。厄勒斯一家住在实龙岗路上段，他的儿子哈里（Harry）于

1934年在英国的一起车祸中丧命，因此厄勒斯决定兴建一座教堂来纪念儿子。1935年，

时任香港总督郝德杰爵士（Sir Andrew Caldecott）为圣保罗教堂主持奠基仪式。 

 

这些年来，圣保罗教堂经历了数次翻新与扩建，以更好地为教徒服务，包括1982年增

建目前的教区大厅。扩建工程于1994年竣工。除了发挥宗教的功能，圣保罗教堂也积

极参与社会服务，为后港的弱势和贫困居民提供援助。 

 

 

建造中的圣保罗教堂,1936年 

圣保罗教堂提供 

 



 

厄勒斯是首位新加坡立法议会议长，也是第一位在新加坡受封爵位的欧亚裔,日期不详 

圣保罗教堂提供 

 

 

圣保罗教堂,1983年 

李急麟收藏，版权所有。李急麟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2009年 

 

 

6th Milestone 

六条石 

 

在殖民时期，郊区主干道路上设有石碑，用来标记离市镇的距离（英里，俗称“条

石”）。因此，在进行市区重建前，人们会以最靠近的里数来称呼实龙岗路上段的地

方。对当地居民来说，六条石指的是富罗华路到惹兰巴窑内七条石这一带。 

 

六条石熙来攘往，除了有巴刹、医疗中心，还有村落。建于1948年的后港巴刹（又称

“西门路巴刹”）原本位于西门路，在1999年停止运营前以售卖家禽著称。巴刹附近

有一排商店林立的单层排屋，汇集了杂货店、餐馆和汽车维修厂。如今，这排店屋可

说是当年六条石巴刹一带仅存的建筑。 

 



六条石也是居民休闲娱乐和获取社会福利的地方。当时，在淡滨尼和实龙岗路上段的

交界处有个交通圈，人们喜欢聚集在那里听讲古人说故事。位于林亚炳路的林亚炳诊

所于1953年开业，成为新加坡在乡村地区最早的社会中心之一。它不仅设有妇幼诊所，

也开办儿童课程及少年俱乐部。 

 

虽然六条石的面貌在市区重建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昔日风光仍有迹可循，例如林亚

炳诊所的建筑。街道也以在这里拥有土地的早期移民命名，例如西门路和阿鲁舒道是

以欧亚裔居民西门·卓锦·阿鲁舒（Simon Joaquim Aroozoo）命名、林亚炳路和佛

罗伦斯路则以华商林亚炳及妻子佛罗伦斯（Florence Yeo）命名。 

 

 
1958年实龙岗路上段的六条石。西门路巴刹当时位于淡滨尼和实龙岗路上段的交界

处。 

国家发展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妇女与小孩在林亚炳诊所外排队看诊,1958年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收藏，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西门路巴刹的鱼摊,1986年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后港巴刹（居民常称它为“西门路巴刹”）入口处的招牌，1986年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