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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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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舖設計

說起當舖，或者許多人都已經留意到，當

舖的招牌並沒有「當」字，而是一個「押」

字。當舖，只是這個行業的慣常稱呼，以

「押店」為名，可能更合適。

香港押店的招牌，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用

「蝠鼠吊金錢」的圖案作為當舖的獨有標

誌。這個由紅色、綠色的霓虹光管做成的

押店商標，相當搶眼。

香港人對這個招牌的設計應該不會感到陌

生，對當舖的外觀也應該是很熟悉的，但

對當舖內的格局，卻是所知不多，大概只

聽過遮醜板、高櫃枱等特色設計而已。究

竟當舖的外觀和內部設計是怎樣的？第一

部分將會為讀者詳細說明。

當舖的「當」字

有經濟活動的地方，自然有當舖的出現。華人聚居的地方，慣常用「當

舖」二字作為這個行業的統稱；外國人則用 pawn一字。嚴格上來說，「當

舖」並不適用於香港的情況，因為香港沒有「當」，也沒有「按」，全部都

是「押」。因此用「押店」或「押業」來形容香港的典當業，會比較合理。

假如讀者有細心留意，會發現香港的當舖招牌清一色寫的是「押」字，而非

「當」字（「按」字也沒有了）。香港的當舖有一個商會，名稱是港九押業商

會，這個「押業」的稱呼是恰如其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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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沒有當舖，只有押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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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當、按、押，三者是有分別的，當中是以物品的當押年期、息率區

分：「當」的當押年期最長、息率最高，然後是按，最後是押。

以前，香港曾經有「當」，也有「按」，不過，現在只餘下「押」了。

雖然香港的當舖行業應該稱為「押業」，但人們都習慣了用「當舖」二字，

要改也很難了。

「當舖」的「當」字，來頭並不小，相傳是出自王羲之的手筆。如果「當」

字真的與王羲之有關，難怪大部分人都想用「當舖」，而不是「押業」了。

關於王羲之與「當」字的關係，有一個叫「王羲之賣當」的故事可作佐證：

話說東晉書法家王羲之愛遊山玩水。有一年，他到杭州探訪好友時，在

途中病倒。書僮請名醫為王羲之診治，但王羲之病了整整一個月仍未康復，

身上的盤川卻已用完了。

他記得旅館對面有一個當舖，招牌上的「當」字已經破舊不堪。於是，

他寫了一個「當」字，叫書僮拿去典當 30兩銀子。書僮來到當舖當字，老闆

卻說：「這是個好字，只是帶著病容，不值 30兩銀子。」

書僮向王羲之轉述了當舖老闆的話，王羲之再寫了一個「當」字，讓書

僮拿去典當。老闆一看，說道：「這個字比方才那個有力多了，只是帶點孤

氣和怒氣。算了吧，我要這個字了。」王羲之有了錢，又可以上路了。

他到了杭州，朋友設宴招待王羲之。席間，有一位朋友的親戚是開當舖

的，想求王羲之寫個「當」字作招牌。王羲之說：「我已經寫好了一個『當』

字，你去取回來就是了。」王羲之將當票交給那個人。他遂帶著銀兩，見了

那家當舖的老闆，表示要贖回「當」字。

當舖老闆想坑他一把，連本帶利要他 40兩。他掏出 40兩給了老闆。老

闆覺得有點納悶，問他：「這個字值 40兩嗎？」他說：「這是當代大書法家王

羲之的真跡，怎會不值 40兩呢？」

老闆聽了，著急的喊道：「我用 50兩銀子要了你的當字，要不 100兩，

如何？」那人沒有理會就走了。

那人領著「當」字，見了王羲之。王羲之接過來看都沒看便撕破了。那

人雖覺得很可惜，但也沒法子。

王羲之笑笑說：「做生意的，最重要的是一個『和』字，是和氣生財。

這個『當』字，是我在心情不好的時候所寫的，帶著幾分怒氣，不利做生

意。我現在再給你寫一個，保證你做生意時，能發大財。」王羲之馬上揮筆

寫了一個「當」字。

那個人將「當」字掛在當舖外，成為杭州城最出名的當舖。

香港的當舖沒有王羲之的「當」字，但如果真的有一間當舖能在門外掛

上名書法家的墨寶，或許會是很有特色的宣傳手法。

 ● 現在的當舖沒有王羲之的書法，但可以掛上達官貴人所贈送的匾額，以顯示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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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蝠鼠吊金錢」的演變

當舖，有一個「蝠鼠吊金錢」的標誌，已經成為香港當舖的獨有標記。

當舖招牌上的「蝠鼠吊金錢」可算是傳統圖案，既具特色，也是當舖的

重要標誌。一個大大的招牌矗立在當舖位置，無論你是站在街頭或街尾，都

可以清楚看到這個圖案，是香港少數擁有特色圖案標誌的行業。就算是不識

字的人，只要看到這個圖案，也會知道這間店舖是當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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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01 所謂「蝠鼠吊金錢」，是一隻倒轉的蝙蝠含著金錢。有說它的意思是

「福到眼前」，或說是「引福入堂」等。但無論是哪一個說法，按中國傳統分

析，蝙蝠和金錢都有吉利的意思：蝠是取自「福」的諧音，而金錢則有利潤

的意味，兩者互相配合，便成為「有福又有錢」的圖案。

「蝠鼠吊金錢」的圖案是香港當舖的特色招牌，偶爾在澳門也看得到，

至於其他地方則不多見。這個圖案幾乎已經成為香港獨有的當舖文化。根據

一些舊照片可知，戰前香港的當舖，已經是用這個圖案了。

不過，「蝠鼠吊金錢」最初的模樣，並不是蝠鼠和金錢的混合體，估計

是由葫蘆演變而來。「當押店的招牌式樣，是由清政府規定而相沿下來的，

三年當店是葫蘆形，兩年按店是圓形，一年大押和半年小押，均屬方形」。

（見林仲、李達才：〈舊社會廣東的當押業〉，《廣東文史資料第 13輯》）

從這則資料可見，當舖門外的招牌，並沒有「蝠鼠吊金錢」的形狀，反

而有兩個值得留意的圖案──葫蘆和日字形。這個日字形圖案，就是廣州

東平大押的招牌形狀，資料所述符合現實情況。

在未有大型霓虹光管的「蝠鼠吊金錢」招牌之前，香港有當舖是用葫蘆

形狀的金屬臂，可以用來掛上印有當舖名稱的布條。現在，元朗晉源押和灣

仔振安大押仍留有這個舊有的葫蘆形標誌。雖然未能引證這是不是香港舊當

舖常用的徽號，亦不能確認「蝠鼠吊金錢」是否由葫蘆演變而來，但現在仍

可以看到兩個款式相似的葫蘆圖案，應該兩者是有著一定的關係。

事實上，葫蘆和「蝠鼠吊金錢」的形狀是相似的，說「蝠鼠吊金錢」是

由葫蘆演變而成，一點也不牽強。「蝠鼠吊金錢」和葫蘆，都是分上下兩部

分。兩個圖案的下半部分，同樣是圓形的，分別是金錢和葫蘆的下半部分；

至於「蝠鼠吊金錢」的上半部分，則由葫蘆的上半演變成蝙蝠。雖然變化較

大，但兩者的輪廓仍然相似。

 ● 由高可寧家族管理的當舖，在「蝠鼠吊金錢」上還會

配上一個「囍」字。

 ● 有當舖的標誌清楚展示了蝠鼠的外形

 ● 灣仔振安大押仍保存著舊式的當舖標誌

 ● 現在的「蝠鼠吊金錢」已成為了微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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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眾多的吉祥動物中，選取了蝙蝠這個像老鼠的動物，是由於老

鼠與當舖有密切的關係。在舊中國，老鼠是當舖很重視的動物，是當舖的行

業神，不少當舖都會供奉老鼠神（稱為「耗神」）。

雖然老鼠與蝙蝠不是同類──老鼠屬於嚙齒目，而蝙蝠屬於翼手目，

但以往的人不了解動物學的分類，甚至認為蝙蝠是由老鼠演變而成，因此便

有蝙蝠是「蝠鼠」的講法。蝙蝠成為當舖所敬重的動物，除了是有福到的意

思，也是因為對老鼠有一些誤解造成的。

當舖廣告牌

借貸的廣告五花八門，報紙、電視有大量的貸款廣告，令人覺得借錢容

易，快捷又方便。在各式各樣的借貸廣告中，似乎當舖的廣告不太常見。

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間上市公司的當舖，有製作過電視廣告宣傳，其

效果如何，我沒有相關的資料，很難作出評估。除了電視廣告外，我還見過

有一間當舖有印製宣傳單張，但單張並非在街上派發的宣傳品，而是放在當

舖內，讓顧客索取。有些當舖亦有製作咭片，但似乎不會作為宣傳品派發，

所以應該有很少人見過這些宣傳品。

當舖無須做特別宣傳，是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當舖的存在。在香港，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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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元朗晉源押保留了舊式的當舖標誌  ● 有當舖於新張期內印製了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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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舖數量不算太多，約有 190間，當市民有需要時，也很容易找到當舖。

只要在街上舉頭一望，不難見到當舖的招牌——人所共知的「蝠鼠吊

金錢」大型招牌。這個標誌一般以紅色為底色，相當醒目，市民站在遠處也

可看到當舖的獨特標誌，即使在入夜後，配上霓虹光管，同樣可以吸引到市

民的目光，不比其他招牌遜色。

不過，自從香港政府實施新的《建築物條例》，嚴格規管大型廣告招

牌：凡涉及較大型的廣告招牌，都必須向屋宇署入則申請，否則即屬違例搭

建，於是不少舊式的大型招牌有拆卸的需要。我曾經向一間已拆除了大型

「蝠鼠吊金錢」招牌的當舖「二叔公」詢問，他表示：「政府規定向車路一邊

的大型招牌，全部都要拆除，以免引起危險。至於向內街的招牌，則可以

保留。」

隨著政府對大廈外牆的大型招牌加以規管，新的當舖一般不會有大型招

牌；而一些原有的大型招牌，可能因為受到法例所限而要拆卸。的確，原有不

少大型招牌的當舖，已改成較細小的招牌，亦有當舖索性拆除招牌，沒有「蝠

鼠吊金錢」了。毫無疑問，這類大型「蝠鼠吊金錢」的招牌，只會越來越少。

 ● 較少見的圓形當舖招牌 ● 現在的當舖招牌已變得越來越小

  ● 當舖廣告牌的外形有很多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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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看到有幾個大型的「蝠鼠吊金錢」招牌在無聲無息中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小型的「蝠鼠吊金錢」招牌或 LED燈箱。為了符合法例要求，

並降低製造大型招牌的成本，當舖要製作小型招牌或 LED 燈箱乃無可厚

非。然而，這種情況的出現，肯定是與《建築物條例》有關。

事實上，太大的招牌是有潛在的風險的。2017年，旺角砵蘭街有一個當

舖招牌，懷疑因日久失修而墜下，並撞歪在當舖招牌下的卡拉 OK夜總會招

牌。最後，警方封閉了附近一帶路面，並由消防員到場將兩個招牌一併拆走。

為了吸引市民注意，當舖還是要有適當的宣傳品。現在較常見的宣傳

方式，是在當舖門前，放置一個活動的廣告牌，亦有些當舖會用易拉架的流

動廣告牌。這類成本低、靈活性又大的易拉架廣告牌，可算是最簡單的宣傳

品。或許在不久的將來，那種甚有特色的「蝠鼠吊金錢」招牌，只能在博物

館看到了。

 ● 有些當舖都改用了這種街頭宣傳牌

 ● 有當舖的招牌是正方形，並非「蝠鼠吊金錢」的標誌。

 ● 不少當舖已改用易拉架做宣傳工作

 ● 易拉架是現在最常見的

當舖宣傳手法

 ● 把當舖的招牌噴在牆上，

是少見的宣傳手法。

 ● 有當舖的「蝠鼠吊金錢」招牌

並不是掛在牆上，而是用鐳射

燈射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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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醜板

當舖有一個人所共知的建築特色，就是有一塊屏風式的板，設於當舖

內，名為遮醜板，又有人叫它遮羞板。顧名思義，遮醜板就是為當押人遮

醜，以免輕易被街外人看到當押人的容貌，以減少他們因典當而帶來的尷尬

心態。

許多人愛面子，認為到當舖進行典當交易是有失身份的事。為了顧全面

子，以前要當押的人，可能會找第三者或小孩來代勞。不過，這種涉及錢銀

的交易，由第三者處理還是不太好的。一來，除非是相熟而又可信賴的人，

否則，拿著來歷不明的物品進行當押，隨時會惹上官非；二來，為免有洗黑

錢或賊贓買賣，政府修改當押條例，要求當押者提供個人資料並出示身份

證。自此，根本不可能由第三者代為當押。有見及此，當舖內設有遮醜板，

儘量保障進入當舖的人，有一定的私隱，將尷尬的情況減到最低。

這塊板是否能起遮醜的作用，全是典當人的心理作用，根本沒有辦法去

驗證。大部分人之所以認為這塊板有遮醜的功能，可能是緣於電視、電影的

情節──怕進入當舖時遇到熟人，靠遮醜板做掩飾。

這個情節是否屬實，我無法驗證。不過，在窮困的年代，升斗市民光顧

當舖是平常不過的事，並非什麼秘密。既然如此，進入當舖而感到尷尬的，

可能只屬少數。

有一篇刊於 1980年代的報紙專欄，提到 1950年代的當舖情況，比較符

合現實，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一九五○年代至一九六○年代，香港約有二百多間當舖，也是香港

當押業生意最旺的日子，那時南來客甚麼資金也花光了，可以典當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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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舖設計

沒有進過當舖的人，是很難了解當舖內的

設計的。畢竟，沒有人會探頭入當舖內參

觀的，就算是想窺探內裡的情況，也會被

舖內的遮醜板擋住，根本不可能看清楚當

舖內的情況。

曾在當舖進行當押的人，也不一定知道當

舖的奧秘。需要做當押的人，只會忙著錢

銀的交易，也顧不了當舖內的陳置裝潢吧。

當然，當舖內有一些指定設計，應該是為

人所知的，如遮醜板、高櫃枱等。至於當

舖內還有什麼是基本設備呢？現在向你們

一一說明吧。

Chapte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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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全都拿了出來，古董及最後的一枚戒指，也送去了當舖。那個大屏

風內是擠著人的，為了吃飯，談不上面子，大家相熟去當嘢，根本不必

面孔，至於電影上描寫的，在押店門口東張西望之後，再入當舖，仍然

碰見熟人！這情形實在是見慣。（〈當舖生意一落千丈 足證港人生活轉

佳〉，《工商晚報》，1982年 8月 24日）

說實話，究竟是吃飯要緊，還是面子重要？我想不用解釋也知道答案

吧。進入當舖是否感到尷尬，是因人而異的。我進出多次當舖，也不覺得有

什麼特別的感覺。我曾試過剛踏出當舖大門，便跟一位經過當舖門口的女士

四目相對，那一刻我的反應是：「她是熟人嗎？她會覺得我是缺錢嗎？」當

時，我不覺得尷尬，但感覺是有趣的。

同樣是來自 1980年代的報紙專欄，對遮醜板有另一個看法：

當舖門前，照例有一道屏風似的板障，若你以為「二叔公」專登為

當東西之人而設的「遮羞板」，那就錯了。其實，這塊板不是為「舉獅

觀圖」的人而設的，它是當舖的「擋煞」板，亦稱「照壁」。當舖行業

屬於偏門之一，入邪財路一門，撈偏門要講究風水，迷信煞氣入門，故

此有此設備，賭場大檔，甚至澳門葡京，亦有各種擋煞設施也。（〈當

舖有擋煞板〉，《工商晚報》，1982年 8月 11日）

這塊板的作用是遮醜，還是擋煞，或許行內人也說不清了。我覺得兩個

功能都有，但這塊板並不是必須要有的當舖組件。現在，有新式當舖已棄用

遮醜板；就算有沿用這個舊式設計的，板的位置與大小，似乎也起不了遮醜

的作用。有當舖負責人也表示：「舊式當舖多數會有遮醜板，但就算沒有也

 ● 常見的遮醜板位於當舖大門的正中央，完全

遮住了當舖內的情況。

 ● 為了遷就當舖的設計，遮醜板不一定在門口

的正中間。

 ● 有當舖不設遮醜板，只用布簾取代。

 ● 當舖的遮醜板可以減少典當者的尷尬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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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所謂。」尤其是在消費主義的年代，借錢欠債是平常不過的事，到銀行借

貸也是正大光明，沒有必要偷偷摸摸。因此，到當舖當押而感到尷尬的，相

信情況已較以往為少了。

高櫃枱

當舖的傳統設計是有一個高櫃枱。在魯迅的《吶喊》〈自序〉中，有這

樣的描寫：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質舖即是

當舖 )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

質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

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據說，「二叔公」高高在上的坐在高櫃枱上，讓前來典當的人有種有求

於人的感覺，從而使其失去議價能力；再者，「二叔公」坐於高位置，不僅

可看清楚四周的環境，亦有防盜的作用。因此，當舖的高櫃枱式設計，是有

實際的功用的。

然而，現在有一種當舖被稱為新式當舖，它有別於傳統當舖，將高櫃枱

改成矮櫃枱。這種設計一般被說成是「有親切感」，打破以往讓人有高高在

上的感覺。究竟高櫃枱有多高，而矮櫃枱又有多高？其實，這還是沒有一定

的標準，也很難有統一的標準。

不過，以我的觀察，高的櫃枱約有 6呎高，一個成年男士站在當舖大

堂，是不容易看到當舖內裡的情況的；至於矮櫃枱，泛指沒有 6呎高的櫃

枱。雖然高度沒有規定，但新式當舖的櫃枱有的不高於 5呎，亦有僅約 4呎

的，讓大部分典當人可以看到當舖內的情形。有不少人認為，由於當舖要有

新形式，不需要再有高高在上的姿態，寧願強調高透明度，以達到平等交易

的目的。所以，當舖的高櫃枱設計，已不符合現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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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遮醜板沒有特定的規格，也可以成為

招牌的一部分。

 ● 舊式當舖的遮醜板，樣式不一，

很有特色。

  ● 有當舖沒有遮醜板，用磨砂

玻璃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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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說法或許是正確的，但當中還受到一個客觀因素的影響：舊式當

舖開設於舊樓或單幢式的物業，這類建築物的特色就是有高的「樓底」，一

般有 3米多高。當舖自然可以設計一個高櫃枱，做成一個「高高在上」的設

計。因此，有高櫃枱的當舖，一定是位於舊樓內的。在樓底較矮的當舖內，

就算想設計一個高櫃枱，即使用盡空間內的高度，也不可能有舊式唐樓的那

種格調。

當押人進入當舖，須將物件高舉過頭，才可以將物件交到高櫃，因此當

押物件的動作又稱為「舉當」，廣東話稱為「舉嘢」，文雅的說法是「舉獅

觀圖」。「舉嘢」也成為俗語，大概是因為到當舖當押，很容易讓人產生「窮」

的負面形象，於是把「舉當」改稱「舉嘢」，就沒有了那種尷尬感。

新式當舖多數在新式的商廈開業，甚至在商場內開業。由於新式商廈和

商場的樓底較低，受環境的局限，高櫃枱只能改成矮櫃枱。尤其是在商場內

開業的當舖，所受到的限制則更大，更不可能有高櫃枱式的設計。

有當舖的負責人表示，現在當押要有高透明度，矮櫃枱的設計令顧客毋

須伸長脖子、仰著頭進行交易，讓顧客可以清楚目睹整個交易過程；而最重

要的是，隨著科技發達，當舖內安裝了防彈玻璃、防盜系統、夾萬等保安設

備，當舖不用依靠高櫃枱來防盜。

換言之，所謂新式當舖的設計多數是受到店舖的環境因素所影響，並非

完全為擺脫當舖的舊有形象而改變舊有設計。

當舖大堂有面大鏡子

許多人未曾入過當舖，未必了解當舖內的情況，但對當舖內裡的基本設

計，還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許多電視劇集的情節，都有當舖的畫面，又或者

走進當舖博物館，你也會清楚看到當舖內的情況，對當舖內的格局，也會一

目了然。

當舖內有一個特別的設計，就算是有到過當舖的，也未必留意得到，甚

至連幾間當舖博物館也沒有放置這個特色設計。這個設計就是當舖大堂內所

裝的鏡子。鏡子數量有多有少、有大有小，視乎當舖的空間及位置而定。最

常見的情況，就是在遮醜板的背後，安裝一面大鏡子。

當舖有高高的櫃枱，而櫃枱前架有鐵枝，並加上防彈膠片，這個設計比

銀行櫃位的保安還要嚴密，是高度防盜的設計。事實上，我們鮮有聽聞有賊

人向當舖下手的事，從此即可得知要搶劫當舖是不容易的事。加上現代的科

技越來越先進，只要當舖內安裝有防盜警鐘、閉路電視等設施，已令賊人難

以有機可乘。

「二叔公」坐在高櫃枱的位置，已可以清楚看見街外的情況。當舖大門

放置了遮醜板，外人經過當舖，是不可能清楚看到店內的情況的。相反，

「二叔公」坐在高櫃枱上，則能清楚地看到店外的人和事。顧客還未走進當

舖內，「二叔公」就知道顧客的高矮肥瘦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在大堂

裡安裝一面鏡子呢？

雖然不是所有的當舖都有鏡子，但大多數當舖仍有鏡子。在當舖裡，

無論大堂的面積有多大，總會有一面鏡子。這面鏡子有很多用途，對當舖來

說，其中之一就是用作保安之用，讓「二叔公」可以「無死角」地看到當舖

的環境。以我的觀察，大堂的面積越大，安裝的鏡子數量也就越多。從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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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01



022 023

析，鏡子作為防盜的用途是顯而易見的。

舉例來說，典當者可能是典當身上的物品，鏡子則可方便典當者照照

鏡。不過，鏡子除了為典當者提供方便之外，更重要的用途是防盜。雖然

「二叔公」在高櫃枱上已是一目了然，但顧客進入當舖大廳後，從「二叔公」

的位置上看不清在高櫃枱下的顧客，形成了盲點。為免顧客在大堂內作出異

常行為，只要在遮醜板後安裝大鏡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顧客的一舉一動。

要是在當舖兩旁也加裝鏡子，「二叔公」就可以全方位地看到大堂的情況。

有些當舖的遮醜板後，就是一面鏡子，而有些當舖的遮醜板是用金屬

製造的，本身就具有反射的作用，猶如一面鏡子。有一次，我在搜集資料期

間，得到「二叔公」批准後，我可以在當舖內用手提電話拍攝照片作為參考

資料，「二叔公」就是利用裝在遮醜板背面的鏡子，用鏡子反射的倒影，看

著我手提電話的畫面。這樣，我在拍攝什麼內容，「二叔公」是一目了然的。

當然，我見過一些較舊式的當舖，遮醜板是木製的，背後也沒有裝上

鏡子。有經驗的「二叔公」能一眼關七，不用鏡子輔助，也能洞悉舖內的情

況。儘管如此，我認為安裝鏡子是十分簡單的設計，對當舖起著防盜的功

用，既美觀又不會給典當人帶來不安的感覺，是相當有智慧的做法。畢竟，

閉路電視只能起到拍攝記錄的作用，對站在高櫃枱的「二叔公」來說，安裝

鏡子才是最直接看到當舖內的即時情況、並且防範匪徒的辦法。

 ● 有些當舖的店面是不規則的，

一面鏡子可收防盜之效。

 ● 當舖內的鏡子有防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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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曆

大部分當舖都會在大堂掛上一個日曆，以方便到當舖典當的人計算典當

日期。對典當的人來說，典當日子一定要準確，要是錯算了日子，可能要多

繳利息，甚至連當押品也會變成流當品，贖不回來。

當舖明文規定：典當物件以每月算息，最長可典當四個月，計算方法很

清楚。然而，由於月份是以農曆計算的，對大部分只懂新曆的現代人來說，

其實是不太便於換算的。

當舖用農曆計算利息，除了是貫徹傳統的做法外，還因為農曆的當期比

新曆短，對當舖較為有利。舉個例子：農曆最長的月份有 30日，最短有 29

日，即一般來說，四個月當期的總日數約有 118日；至於用新曆的，除了 2

月是 28或 29日外，最長是 31日，最短也有 30日，即計算 2月在內的四個

月當期中，也有 120日。按這個計法，農曆四個月的典當日子較新曆的四個

月少了幾天，當舖以農曆計算是很划算的。

我試過有一次典當，以新曆計算是超過一個月的，但以農曆計算卻不足

一個月。那次我於 2月 27日（農曆二月初二）在當舖達成典當交易，但我贖

回物件的日子是 3月 28日（農曆三月初一），典當期雖然只有 29日，但按

新曆計算已超過一個月，但農曆卻不足一個月。因此，當舖只能收取一個月

的利息，而不是兩個月。這個特殊的情況，只會在新曆 2月出現。

無論是對哪方有利，對當舖和典當者來說，最緊要的是典當日期要記得

清清楚楚。為了確保典當者不會因為算錯日期而引起不必要的爭執，有當舖

在櫃枱旁掛著兩個日曆：一個顯示今天的日子，另一個是期滿日（四個月後）

的日子。這樣，當舖的職員只要看著日曆，就不會搞錯日期了。此外，為免

典當人計錯日子而未能按時贖回物件，幾乎所有當舖都會在當票上寫上農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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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曆兩個期滿日子，一目了然，錯不了。

儘管當舖規定有四個月的當期，並將典當日子清楚地寫在當票上，但當

中還是會有一天的誤差。比方說，在農曆三月初一典當物件，到了四月初一

要交一個月利息，如此類推，七月初一是四個月的期滿日；但有當舖則以三

月廿九是一個月算息，四月初一已是第二個月的利息，期滿日變成六月三十

了。這樣，時間差一日，當舖便能賺取多一日的利息了。

有個別當舖在法例規定的四個月限期外，另加幾日寬限期，即在期限日

後，還有多幾天的通融時間，不會即時將典當物變成流當品，希望能幫助典

當者度過難關，又可贖回典當物，可謂一舉兩得。不過，這幾天的利息怎樣

計算，是否還要有額外手續費，當舖就沒有清楚說明了。

這個情況，我試過兩次。一次要計足日子，越期一日算足一個月利息；

一次則免了我越期一日的利息。所以，講規矩還是講人情，每間當舖都有不

同的做法。

 ● 當舖職員不能算錯典當日期，所以亦會在高櫃旁

掛上兩個日期，清楚知道典當日和到期日。

 ● 當舖內掛上日曆月曆，就是為了方便

顧客計算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