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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光孝寺二鐵塔的建造性質 

古正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大乘佛教自1世紀出現於印度西北之後，即

提出佛教的治國思想及方法。初期大乘佛教所提

出的佛教治國思想及方法，後來便成為大乘佛教

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公元2到3世紀之間，在南

印度提倡大乘信仰的有名大乘思想家龍樹／龍猛

菩薩（Nāgār juna），在其論作《寶行王正論》

（the Ratnāvalī），也提出相當具體的佛教建國

策略。龍樹的佛教建國策略，包括有社會政策、

教育政策及宗教政策。龍樹談論最多的就是其宗

教政策。在其宗教政策中，龍樹不斷的提到要建

立支提（caitya）及崇拜支提。1龍樹所提出的支

提信仰，很顯然地被當時統治印度德干高原（the 

Deccan Plateau）的娑多婆訶王（King Sātavāha/ 

Sātavāhana）作為其佛教建國信仰或國教（state 

rel igion）。2現在我們在印度東南沿岸的安達羅

省（Āndhra Pradesh），尚能見到娑多婆訶王為

提倡支提信仰所建造的阿瑪拉瓦底大支提（t h e 

Mahācaitya of Amarāvatī）的遺址及造像。

龍樹的支提信仰也被稱為「彌勒佛下生為轉

輪王」的信仰。支提信仰之所以也被稱為「彌勒

佛下生為轉輪王」的信仰，乃因《證明經》如此

記載彌勒佛／菩薩由兜率天坐「雀梨浮圖」下生

的信仰：「吾下之時，或兜率天上雀梨浮圖，或

從空而下。」3 義凈（653-713）在其《大唐西域求

法高僧傳》記述那爛陀（Nālandā）的佛跡時，提

到「雀梨浮圖」與「支提」乃是同樣的建築物：

「次此西南有小制底（支提），高一丈，是婆羅

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梨浮圖，此即是也。」4由

此，支提可以被造成「浮圖」或「塔」(stūpa)的建

築型式，但支提與塔的功用卻不相同。因為除了

龍樹自己說：「支提聖尊人／供養恆親侍」，5即

支提造有「聖尊人」被供養外，唐代(618-907) 釋

道世編撰的《法苑珠林》對支提與塔的區別也作

有這樣的說明：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

塔，無舍利者名支提……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

養。6由此，支提因安有佛像，故與收藏舍利的塔

的性質不同。由此，我們也知道，支提信仰就是

崇拜彌勒佛／菩薩坐支提自兜率天上下生為轉輪

王的信仰。所謂「轉輪王」（cakravartin），就是

指用佛教信仰治國，或龍樹所言的「正法治化」

（dharma rule）7 的帝王。

龍樹的支提信仰除了被載於其自己的作

品外，也被登錄於後來制作的許多大乘經典。

譬如，被收入於《大正藏》第八十五冊「敦煌

遺書」的《普賢菩薩說證明經》（此後，證明

經），8及被收入於《華嚴經》的《入法界品》，

都是例子。支提信仰後來不僅成為印度的重要

政治信仰，其也被傳入亞洲各地成為亞洲許多

帝王的重要治國術（rulership）。中國早在石勒

（319-333）及石虎（334-349）統治中國北方的時

代即已傳入此信仰。9中國佛教文獻及史料常稱中

國使用支提信仰的帝王為「天王」。譬如，《釋

氏稽古略》載：「晉咸和五年，（石）勒稱大趙

天王，行皇帝事。」10又如：「（苻）堅乃去皇帝

之號，稱大秦天王。」11中國佛教文獻及史料之所

以稱使用支提信仰為王的帝王為「天王」，乃因

這類帝王被視為彌勒佛／菩薩從兜率天(the Tusita 

heaven)坐支提下來出生（下生）的轉輪王。中國

用「天王」稱號建國的帝王很多，一直到唐高宗

李治（649-683）統治唐代的時間，我們還見其用

「天皇」稱號稱呼自己。12

支 提 信 仰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佛 教 教 化

（inculcat ion）信仰，但其更是一種對帝王形象

（image）崇拜的信仰。早期使用支提信仰的帝

王都用「彌勒佛」（Buddha Maitreya）或「彌勒

佛王」(Buddharāja Maitreya)的面貌統治世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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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提信仰統治世間的帝王/轉輪王之所以也被稱

為「彌勒佛王」，與這種帝王同時以彌勒佛身及

轉輪王身統治世間的形象有密切的關聯。《證明

經》載：「天出明王，地出聖主，二聖並治並在

神州」。13此段話的意思是，彌勒（明王）由天上

下生，轉輪聖王（聖主）則在地上出生，兩者同

時統治神州。最後這句話並不是要說，彌勒與轉

輪王是不同的兩人；而是要說，同一人用兩種身

份統治神州。武則天在其提倡支提信仰之際流通

天下的《大雲經疏》，即用此段話說明其既是彌

勒佛下生，又是轉輪王出世的彌勒佛王。14

支提信仰在亞洲歷史上發展的時間很長，

因此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有被密教化的現象。

密教化之後的彌勒佛王，常以「彌勒菩薩」

（Bodhisattva Maitreya）或「盧舍那佛/毗盧遮那

佛」（Buddha Vairocana）的面貌統治世間。《入

法界品》更用彌勒佛、盧舍那佛及釋迦佛等佛都

由同一「佛母」出生的緣故而說其等有身份重疊

的信仰。15這種「一佛多身」的信仰，也見記於

《證明經》。《證明經》載：「我本根元，或是

定光佛身，或是句樓秦佛身，或是無光王佛身

……或是釋迦身。我本菩薩時，名為阿逸多，釋

迦涅槃後，先作法王治，卻後三十年，彌勒正身

下。」16由於有「一佛多身」的信仰，帝王在施行

支提信仰之際，或常以盧舍那佛/毗盧遮那佛的面

貌取代彌勒佛／彌勒菩薩的面貌，或同時以盧舍

那佛和彌勒佛的面貌作為其「天王」的面貌。

亞洲在發展支提信仰的過程中，遺留下許多

有名的支提信仰遺址及造像。譬如，娑多婆訶王

在其都城建造的阿瑪拉瓦底大支提、17 5世紀後半

期統治西印度的哇卡塔卡王（King Vakataka）哈利

先那（Harishena, 460-478），於今日西印度摩訶斯

特拉省（Mahārashtra）開鑿的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18 7世紀初期開始開鑿的葉羅拉佛教石窟

（Ellora caves）、19 8到9世紀間印尼山帝王朝（the 

Śailendra）在中爪哇建造的波羅波多遺址（Candi 

Borobudur），20 及中國北魏時期（386-534）在今

日山西大同開鑿的雲崗石窟21等，都是亞洲有名的

支提信仰遺址。

唐高宗李治在統治唐代的時期，也有發展

支提信仰的活動。李治在發展此信仰的時期，

不但在上元元年( 674 )「改皇帝稱天皇，皇后稱

天后」。 2 2 在高宗去皇帝號改為「天皇」的前

一年，即咸亨四年（673），僧人釋慧簡即為高

宗在洛陽龍門石窟的「慧簡洞」造了一尊倚坐

（pralambapādasana）的彌勒佛王像（圖1）。23 咸

亨三年（672）釋惠暕（慧（惠）簡）等僧人又在

龍門奉先寺為高宗造了一尊「盧舍那佛像」（圖

2）。24這說明高宗在發展支提信仰之際，有同時

使用彌勒佛王及盧舍那佛王下生形象統治唐室的

現象。

武則天在建立大周(690 -705 )的初期，也沿

襲唐高宗此支提信仰治世。武氏時代的造像者，

在武氏施行支提信仰治國之初，在今日龍門擂鼓

臺中洞正璧便造有一尊武氏呈倚坐的彌勒佛王像

（圖3）。25 事實上武則天在發展支提信仰時期

所造的彌勒佛王像，主要都造成倚坐的坐姿。譬

如，武氏延載二年或證聖元年（695）禪師靈隱共

居士陰祖等於敦煌為其造的一尊高140尺的「北大

象」，也是一尊呈倚坐的巨型彌勒佛王造像。26 

又，長安三年（703）為武則天的「七寶臺行道儀

式」所造的一類具有造像銘記的彌勒像，也都造

成倚坐的坐像。27武則天以彌勒佛下生為女轉輪王

的形象，也登錄於其登位第一年（690）流通天下

的《大雲經疏》。《資治通鑒》載：「東魏國寺

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

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28此處

所言的「大雲經」，乃指《大雲經疏》。同年，

武則天更因「盧舍那」或「毗盧遮那」之名有

「太陽遍照」之意，從而使用當時新創的「瞾」

（照）字為名，29說明其也以「盧舍那佛」的面貌

統治天下。30

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彌勒佛王或毗

盧遮那佛王的信仰及造像傳統，也見於10世紀初

於廣州建都的南漢王朝（917-971）所建造的東、

西二鐵塔。南漢時代所制作的東、西二鐵塔，乃

是南漢王劉鋹（958 -971）時代的建造物，目前

此二鐵塔都保存在廣州光孝寺內。西鐵塔位於光

孝寺大殿後西側，原來七層的塔身現在只剩四層

（圖4）。同為七層的東鐵塔（圖5），收藏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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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一庫房內，保存相當完整。劉鋹時代的光孝寺

叫做「興王寺」，31很顯然的是座國家或皇家寺

院。有關西鐵塔的建造型制及造像，《西塔銘》

有清楚的記載：

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

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

三十三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壬

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32

大寶六年（963），是南漢王劉鋹登位的第

六年。從《西塔銘》所記的龔澄樞冗長官銜可以

看出，造此西鐵塔的龔澄樞是劉鋹非常倚重的一

位宮內太監。事實上龔澄樞就是南漢當時的真正

「決策者」。《通鑒輯覽》（五季戊午）載：

「南漢主晟殂，子鋹立，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

澄樞（宦者知承宣院）、盧瓊仙（女侍中）等，

臺省備位而已。」33由此，當時建塔或發展佛教的

活動，非常可能就是龔澄樞所作的決策。《南漢

春秋宦官列傳》說：「龔澄樞廣州南海人也」。34

龔澄樞所建的西鐵塔，很清楚的反映此鐵塔的信

仰及造像內容，與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

支提信仰內容非常相仿。換言之，鐵塔的信仰及

造像內容都說明，劉鋹在登位的第六年有發展彌

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活動。錢大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引李文藻素伯之言如此記

載西鐵塔之形制及造像內容：

素伯又為文記塔之形制云：塔自石跌以

上高丈有九尺六寸。石跌四重，刻獅

獸。鐵跌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三

珠，縮其地廉外為四人首戴。第三重如

晶口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

花，四面各闊四尺六寸，為瓣九。中瓣

刻紋於上，自蓮花瓣以上凡七層，以次

而狹，皆鑄佛像，最上闊不過二尺，又

上為蓮花頂。每層大佛一眾小佛環之，

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則千佛

矣。下二層佛旁有字，梯而視之，第一

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

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

之功德佛，其造塔自況乎？第二層東盧

遮那佛、南盧舍那佛、西摩尼佛、北毗

舍浮佛。他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右。

塔頂似有字，勢甚危不可梯也。35

李文澡認為，「塔頂似有字」，但引李文

澡之文的幼川撰《光孝寺鐵塔考》又引《廣東通

志》說：「塔頂為蓮花形，無字，李文藻之言，

肌說也。」36由李文藻在上面對光孝寺西鐵塔所

作的描述，我們知道西塔的造像內容有「彌勒

像」及兩尊盧舍那佛像：「盧遮那佛」及「盧舍

那佛」。所謂「彌勒佛」，就是指塔上呈倚坐的

「彌勒佛王像」 （圖6），而「盧遮那佛」及「盧

舍那佛」，應都指「盧舍那佛像」或「毗盧遮那

佛像」。此二像中的一尊，很明顯的結密教大日

如來（盧舍那/毗盧遮那）印，即右手拳握在胸前

豎起的左手食指手印（mudrā）（圖7）。

塔上的其他造像，如釋迦像、彌陀像及藥師

像等，也都與支提信仰的內容有關。《證明經》

在談論「一佛多身」的場合便提到彌勒與釋迦有

同身的關系。《證明經》在經尾更如此提到此彌

勒佛王的信仰與「無量壽」（Amitāyus）的關系：

「彌勒治化時，人受（壽）八萬七千歲。自欲受

終時，不勉自然生。復欲受終時，託生無量壽，

自然蓮花生。」37這話的意思是，相信彌勒佛王下

生「治化」的人，死後都會往生阿彌陀佛或無量

壽佛的世界。

敦煌莫高窟初唐時期開鑿的彌勒窟，也見有

石窟南、北壁各畫倚坐彌勒佛王像及「阿彌陀經

變圖」的布局。這些倚坐彌勒佛王像，都畫在所

謂的「彌勒經變圖」中。譬如，莫322窟、莫329

窟（圖8）、莫331窟及莫341窟等都在其石窟的

南、北壁畫有此二佛的經變圖。38敦煌石窟將「阿

彌陀經變圖」與倚坐彌勒佛王像同時呈現於同一

石窟的做法，就是要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與阿

彌陀的信仰有密切的關系。如果敦煌的彌勒窟沒

有將倚坐的彌勒佛王像畫在南、北壁，則見有石

窟的南壁畫「阿彌陀經變圖」，而北壁畫「藥師

經變圖」的情形。譬如，初唐開鑿的莫220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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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甬道南龕內西壁畫有一鋪倚坐的「彌勒說法

圖」。39石窟的南壁畫「阿彌陀經變圖」，而北

壁則畫「藥師經變圖」，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

也與藥師佛信仰有關。初唐的「藥師經變圖」也

出現在初唐開鑿的莫332窟。此窟在「中心方柱東

向面塑一佛二菩薩立像一鋪，上畫文殊、普賢各

一鋪。南向面畫盧舍那佛一鋪、西向面畫藥師佛

一鋪，北向面畫靈鷲山說法像一鋪。」40由此中

心方柱的造像也畫有《入法界品》最重要的兩位

菩薩，即文殊及普賢，我們非常確定，此窟的造

像內容也是要說明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

仰。從敦煌初唐石窟常造彌勒佛王像或盧舍那佛

王像的情形來判斷，敦煌石窟此時期造彌勒佛王

像及盧舍那佛王像的活動，與初唐時代唐高宗及

武則天發展彌勒佛王／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活

動乃息息相關。

西鐵塔是座四方形底寬上窄的七層鐵鑄方

塔。塔的四面中央，每層都造有一尊較大型的佛

像，大佛像四面又造有許多小佛像圍繞。「彌勒

佛」及「盧遮那佛」和「盧舍那佛」等的造像，

都屬此塔四面中央所造的較大型佛像。顯然的，

鐵塔四面中央所造的較大型佛像，乃是此塔要表

達的主要信仰內容。從此西鐵塔造有兩尊盧舍那

佛像，即「盧遮那佛」和「盧舍那佛」，的情形

來判斷，此塔有特別側重盧舍那佛信仰的現象，

因此在同一塔內制作兩次／尊盧舍那佛的造像。

由於此鐵塔的「彌勒像」被造成傳統用以表達彌

勒佛王造像的倚坐坐姿，我們因此非常確定，此

鐵塔乃是一座要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或盧舍那

佛王下生信仰的鐵塔。特別是，西塔的主要造像

內容，很明顯的承襲了初唐以來在敦煌常見的彌

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造像內容。

光孝寺東鐵塔的建造年代比西塔晚四年，

乃建於大寶十年（967），是由南漢當時的皇帝

劉鋹自己出資建造的一座與西鐵塔形制相仿的鐵

塔。41幼川在其《光孝寺鐵塔考》如此轉載《東塔

銘》：

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用烏

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並相輪。蓮花

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宮有慶，祈鳳歷無

疆，咸使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

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

慶讚　謹記。42

東鐵塔很明顯的是南漢官方「敕有司」鑄

造的一座類似西鐵塔的方形鐵塔，因為《光孝寺

鐵塔考》所載的《東塔題銜》記有：「上將軍行

內□□□□□□□開國伯」、「教中大法師」及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等帝賜名銜。43東鐵塔的

較大型造像也造有倚坐彌勒佛王像。這說明東、

西鐵塔要表達的南漢佛教信仰內容相當一致，都

是要發展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彌勒佛王

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內容。從東、西兩鐵塔的

造像內容來判斷，劉鋹應該在其登位的第六年，

即大寶六年，便開始有發展佛教彌勒佛王下生信

仰，以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的面貌統治南

漢。此東、西二鐵塔，因此可以說是目前存世，

且能說明劉鋹時代發展佛教信仰性質及內容的最

重要證物。由於此二塔面都造有彌勒佛及盧舍那

佛等的佛像，此二鐵塔因此可以說是南漢時代發

展支提信仰所造的二鐵造支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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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龍門擂鼓臺中洞正璧武氏倚坐彌勒佛王像

圖4、廣州光孝寺南漢西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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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廣州光孝寺南漢東鐵塔

圖6、光孝寺西鐵塔倚坐彌勒佛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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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光孝寺西鐵塔手結大日如來印的盧舍那佛王像

圖8、敦煌莫329窟北璧彌勒經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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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地區「紫姑神」信仰習俗探究 

劉平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吳昊翔 
南通圖書館 

在中國民間信仰的神靈體系中，紫姑神出現 『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歸（曹即其

得比較早，她雖然地位低下，但影響較大，在民 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

間流傳甚廣，因其而發端的「扶乩」活動滲透到 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

許多民間活動之中。 能占卜眾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鈎。好則大

所謂「紫姑神」，即廁神，另有子姑、廁 儛，惡則仰眠。」2 又據南朝《荊楚歲時記》記

姑、七姑或箕姑等別名。紫姑信仰的主要儀式表 載：「（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

現就是「扶乩」，又稱「扶箕」或「扶鸞」。該 蠶桑，並占眾事。」3稍早問世的《齊諧記》也有

儀式的內容發源於南方，雜糅了許多神秘的巫術 類似記載。《齊諧記》和《荊楚歲時記》是我國

內容，後來，扶乩又超出紫姑信仰的範圍，流行 古代記載歲時風俗的名著，其中均有紫姑神的記

於華夏各地，並成為後來民間宗教、道門中「扶 載，說明這一時期迎紫姑神已經成為民間風俗。

乩」等活動的主要源流。隨著時間推移與社會變 這一傳說對後世紫姑信仰的影響甚大，它初

遷，紫姑信仰與其迎奉儀式逐漸被人們所淡忘， 步定型了紫姑為女性、居廁、正月十五迎祭和善

僅在很少地區得到保留和傳承。就學術研究而 卜等基本特徵。故而，紫姑神與廁神合二為一，

言，紫姑信仰這一在民間社會中廣泛存在的民俗 代表著因遭受虐待而被害的勞苦婦女的形象，因

事象，一直以來很少受到重視。本文通過對南通 此受到人們的同情和祭祀。至於「世有紫姑神，

地區「求紫姑神」儀式的田野調查，結合文獻印 古來相傳」二句則說明，即使是在南朝，時人也

證，力圖探索其源流與演變的軌跡，展現這一民 已無法探究其根源。

俗活動的形式，揭示其在鄉土社會中的存在價 唐代《顯異錄》中記載了紫姑的姓名：「紫

值。 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納為

妾，其妻嫉之，正月十五陰殺於廁中。天帝憫之，

一、紫姑信仰的源流與演變 命為廁神。故世人作其形，夜於廁間迎祀，以占眾

紫姑信仰是一種古老的民俗信仰，在傳統農 事。」這與唐代武則天冊封李景妾何媚為廁神的傳

業社會裏，主要流行於長江流域，後流衍於全國 說比較相符，使得紫姑神作為下層勞苦女性代表的

各地。紫姑神源起於廁神。廁神原名郭登，據記 形象更加鮮明，並以其善於占卜的功能，為元宵節

載，「廁神（即郭登，蓬頭青衣，長數尺）每月 這一傳統節日增添了更加豐富的內容。

六日出巡，此日人逢之必致災難，人見即死，見 到了宋代，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大眾文

人即病。」1不過這個廁神是一個男性瘟神，看來 化的興盛，紫姑信仰及其迎祭儀式被賦予新的內

與後來的紫姑神沒有多大關係。 涵。在宋代的許多文人筆記中，我們發現紫姑神

現存關於紫姑的最早記載，大約出現於南朝 不僅具備原有的占卜功能，而且能夠寫詩及對對

劉敬叔《異苑》中的記載，該書卷五記：「世有 聯。如《夢溪筆談》記載：「近歲迎紫姑仙者極

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為大婦所嫉， 多，大率多能文章。詩歌有極工者，予屢見之，

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 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為

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祝曰： 敵。」4類似的記載在蘇軾的《東坡集》和洪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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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堅志》等宋代文人筆記中也多有出現。紫姑

神被文人學士所接受，除了滿足他們占卜功名前

程的需要外，更多的是迎合他們在閒暇時鬥詩比

文的欲求。此時的紫姑神，不僅聰慧博學，而且

琴棋書畫無所不能，被賦予了多彩的文化內涵。

這個發源於民間傳說和記載的神靈，經過文人雅

士的改造，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由此可見，宋

代紫姑信仰流傳之廣。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紫姑信仰外在表現的扶

乩儀式是一種原始巫術，起先並沒有和紫姑神相

結合。近代的扶乩之術與唐宋時期紫姑信仰的深

化有著密切的關係。隨著紫姑信仰不斷雜糅、衍

生出新的文化內涵，扶乩儀式也經歷著由繁到簡

的變化，逐漸被廣大民眾所接受。

從劉敬叔的《異苑》中我們可以看出，最

初迎紫姑時是做一個木偶，通過觀察其跳動來占

卜農事。到了唐代，扶乩時取一畚箕作其形，簪

以花朵，另用一根筷子插在箕口，放在鋪有碎米

或細沙的乩盤上，扶箕者覺得畚箕變重，便是

紫姑神降臨，通過紫姑神在沙盤上畫字來占卜眾

事。另外，宋代文人常製作一丁字架，末端懸一

毛筆，請紫姑神降臨，在紙上寫詩、對對聯或畫

畫等。儘管唐宋以來請紫姑神的儀式多種多樣，

但請紫姑神降箕占卜依然是主要形式，因此「扶

乩」又稱「扶箕」，神仙的往來要乘鸞駕鳳，故

又稱「扶鸞」、「飛鸞」。

明清時期，與科舉考試之事相適應，扶乩請

仙的儀式不斷衍生出新的內容。所請的神仙並不

止於紫姑神，其他神祇如關帝、觀音或呂洞賓等

皆可降箕占卜，其活動地點也從廁所旁邊轉移到

廳堂內。在民間，紫姑神依然作為正月十五民俗

活動中的重要內容，而且明清時期許多省市的地

方志中均有「（正月望）其夕，迎紫姑，以卜蠶

桑，並占眾事」的記載。另一方面，扶乩儀式不

僅在民間流傳，而且也被明清時期的秘密宗教所

利用，成為其活動中的一項主要內容。例如，民

國時期的一貫道就是借助扶乩的神秘功能來宣揚

教義、替人治病，使人們對這種神秘的儀式產生

嚮往。一貫道組織在近代大行其道，與扶乩的神

秘性是分不開的。5

二、南通地區「求紫姑神」的儀式

在南通鄉間，人們把「求紫姑神」稱為「請

灰堆婆婆」。「灰堆」，顧名思義，是堆放作物

秸稈灰燼的地方。秸稈灰燼是很好的肥料，所以

不會隨便丟棄，並有專門堆放的地方，一般都堆

放在廁所附近。這位「灰堆婆婆」就是負責作物

灰燼和廁所糞肥的一位神靈。從這裏我們可以看

出當地鄉土社會中，土肥崇拜的情結和紫姑神作

為廁神的原始形象。

目前在南通，「求紫姑神」儀式一般在正

月十五日前後進行。儀式開始之前要準備以下物

品：大曬盤一個，作為「轎子」，在灰堆處請來

的紫姑神要到廳堂裏進行占卜，中間的一段路就

是坐在這個「轎子」上被抬回家的，因此攙扶者

也就稱為「轎夫」。轎夫一般有兩位，請神、問

卜的過程由其中一個轎夫負責；畚箕一個，最

好是新的，在底部圍上圍裙或圍巾等物，象徵女

性，箕口插一根筷子，這就是紫姑神要附身的器

物；另外還有請神時所燒的香及紙元寶等物。

（見圖一）

至於整個儀式的過程，分為請神、問卜和送

神三個部份。

請神之前，轎夫要先洗手和洗臉，然後把裝

飾好的畚箕放在大曬盤裏，將其攙到灰堆處，開

始請神。其中一個主持儀式的轎夫6先把點燃了的

香插在灰堆上，並將紙元寶等冥物焚化，隨後從

口袋裏掏出兩枚硬幣，面面相對，用手指捏著，

在點燃的香上轉幾圈，同時口中唸唸有詞，最後

將硬幣拋在曬盤裏，通過兩枚硬幣的字面來判斷

紫姑神是否降臨到畚箕上。（見圖二）兩枚硬幣

一正一反才表明神靈已經降在箕上，這時才可將

「轎子」抬到廳堂，準備問卜。這與《異苑》中

記載的「捉者覺重，便是神來」有所不同。當

然，對於請來的神靈，儘管她在神靈譜系中的地

位不是很高，但也要設果品供奉，特別是要準備

一碗紅棗茶，這是給神靈在占卜中途休息時享用

的。

廳堂的神案上點著幾支香及一對紅蠟燭，前

面擺著一張方桌。兩個轎夫把請來的紫姑神攙扶

到這張方桌上，使箕口的筷子懸出桌面幾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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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姑神就是通過筷子在桌面上敲擊的次數來回答

問卜的，並不需要寫字或畫畫。（見圖三）問卜

過程是整個儀式的主要內容，最先問的問題往往

與耕作有關，然後才問及家庭的財運、婚姻和子

女的學業等方面。下面簡述一下問卜時的情景。

轎夫問：「灰堆婆婆，今年各月各有幾份

龍水？」這句話是在問今年各月中的水位情況如

何，份數的大小表示河中水位的高低。南通地區

河網密佈，夏秋季節雨水較多，主要作物水稻的

生長需要大量的水資源，因此問卜開始的時候，

都要問一問水位的情況。轎夫每問一個月，箕口

的筷子就在桌面上敲擊若干下。當時，六月份敲

了八下，七月份敲了六下，八月份敲了七下，其

他月份也就三四下的樣子。由此，轎夫告訴大

家，今年（農曆）六月份水大。這個占卜的結果

一般都是和自然情況相符合的。農曆六月正值夏

季多雨季節，河水水位自然很高，這時正是水稻

生長、需要用水的時候，農民也希望這個季節水

位高。

接著轎夫又問：「今年有幾個『老虎』？有

幾個敲幾下。」只見筷子敲了三下。

轎夫又問：「有幾個『母老虎』就敲幾

下？」筷子又敲了一下。

這裏講的「老虎」就是刮颱風。南通位於

東部沿海，每年夏天都有颱風過境，颱風的強弱

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生長、人們的生產及生活。據

轎夫講，雄老虎就是大風暴，看一下日曆上的小

暑、大暑和處暑是單日還是雙日，在單日過境

的颱風便稱為雄老虎，進而說明今年夏天可能會

刮一次小颱風（母老虎），兩次大颱風（雄老

虎）。

問完這些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自然情況之

後，接下來就開始卜問農業收成。轎夫根據眾人

的要求來問各人田地裏農作物的收成。根據占卜

的結果，麥子一畝地能產500斤，水稻一畝地能產

1,000斤，油菜籽每畝能收350斤，其他作物如玉

米、蠶豆、黃豆等產量也頗令人滿意。但當地人

現在並不重視農業收成的占卜結果，只是在充滿

吉祥與祝福氣氛的春節裏，通過這樣的占卜來預

祝新一年的收成，表達了對豐收的信心。正是在

這種心理滿足中，人們把辛勤的勞動和對豐收的

希望與這最原始的信仰情結聯繫了起來。

問完農事以後，轎夫先讓神靈休息，即把

箕口的筷子放入事先準備好的紅棗茶中。（見圖

四）在場的人們便告訴轎夫他們想問卜的內容。

本來紫姑神是占卜農桑的，現在她的職能進一步

擴大，與家庭相關的如財運、婚姻和子女的學業

成績等事情也可通過她來卜問。更有趣的是，甚

至也有人卜問自己賭錢時應該走哪個方向。大約

休息了十分鐘，新一輪問卜又開始了。

此次調查時，這個轎夫有個孫子在讀高三，

人們便要轎夫卜問一下這個孩子的學習情況。轎

夫問：「灰堆婆婆，你上首的轎夫有個孫子，你

看看這個小孩有幾份自覺，有幾份敲幾下？」結

果筷子在桌面上連續敲了八下，數秒鐘後又敲了

一下。轎夫解釋，這孩子平時只有八份自覺，最

後一下「灰堆婆婆」不願意敲，說明孩子經嚴管

後才有九份自覺。又問：「我這孫子今年考大學

有幾份把握？有幾份敲幾下。」結果敲了七下。

這樣的問題在儀式中幾乎每次都會出現，但占卜

的結果並不像農業占卜的結果那樣令人滿意，這

樣一來，家長們就有了教導孩子、督促孩子學習

的藉口。然而，占卜掙錢的結果總是令人滿意

的，這樣人們才有信心，其心理與占卜農事是一

樣的。

整個儀式大約需一個多小時，等沒有什麼問

卜了，接下來便送神。轎夫先問：「灰堆婆婆，

時間也不早了，你若想留下來看紅燈就敲一下，

想喝棗茶敲兩下，想回府敲三下。」等神靈表示

想回府時，才能送她走。送神和請神的程式基本

一樣。轎夫依舊捏著兩枚硬幣，當拋在曬盤中的

硬幣一正一反時，才表示神靈已離開畚箕，這時

才拆除儀式中的道具，整個過程結束。

三、紫姑信仰與鄉土社會

紫姑信仰歷史悠久，在其演變的過程中，人

們將最原始的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具體化為土肥

崇拜的情結和對農業豐收的嚮往。將傳說中一位

地位低微並冤死的勞苦婦女作為信仰體系中的一

個神靈加以供奉，將扶乩這一原始巫術作為紫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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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外在表現形式，表達了人們在面對現實關

懷時所產生的精神寄託，反映了宗教信仰與儀式

在構建社會文化體系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

此，西方著名社會學家韋伯把中國的民間信仰概

括為「功能性神靈的大雜燴」。紫姑神以其特有

的占卜功能而受到人們廣泛的青睞，紫姑信仰建

立在對超自然因素信仰的基礎之上，其儀式活動

給人們帶來了某種靈感的精神力量，從而佔據著

很大的民間市場。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些具有豐

富內容的民間信仰與儀式歸結為封建文化的「殘

餘」，並冠之以「迷信」的帽子而加以否定，應

著眼於這一信仰與儀式在鄉土社區中存在的深層

意義。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傳統的民間信仰

與儀式經過其自身的演變與發展，逐漸滲透於大

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著中國社會大多數民眾

的思維方式、生產實踐和社會行為，並構成了鄉

土社會文化的基本特質和展示方式。因此，研究

中國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對於理解中國社會文化

的全貌有著重大的意義。中國的人類學者主張，

研究中國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和象徵意義，唯有把

它們放到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考察，理解

其在社會中的現實作用和在文化體系中的地位，

方可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7 在這一主張的影響

下，中國的人類學者從「本土觀念」出發，以村

落為實證研究的單位從事田野考察，並參考解釋

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等經典理論，把傳統的文本

和現實的調查結合起來，創設了新的研究和詮釋

的框架，為探討民間信仰及其儀式在鄉土社會中

的作用、功能、影響及其存在的價值提供了理論

支援。目前的鄉村研究正是歷史人類學研究中的

熱門話題。

現今存在於南通農村中的「求紫姑神」儀

式，是在長期歷史積累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的，成

為鄉土社會生活中年節祭祀的重要項目之一，在

社區中發揮著一定的作用與影響。考察紫姑信仰

及「求紫姑神」儀式在南通鄉土社會中的作用與

價值，也應從「本土觀念」出發，作出符合地域

的分析。

作為功能性神靈之一的紫姑神以其占卜的

功能滿足了人們的心理需要。「占卜向來就是一

種人們用以在危機中尋求自信、指引和安慰的重

要手段，這是所有理性手段所不能提供的一種解

決方法。在關鍵時刻，以神靈之名發出的聲音比

較容易解決情感衝突，激發自信。」8南通地區

農村中的普通民眾，在充滿喜慶的元宵之夜通過

請紫姑神占卜一年的農業收成，既是對新一年豐

收的良好祝願，也是在激發自信，獲得辛勤勞動

的激情，滿足了自身的心理安慰。在剛過去的一

年裏，自己通過辛勤勞動給家庭帶來了很大的財

富；新年伊始，在神靈的預測下又是一個豐收

年，因此更應該辛勤勞動。儘管占卜的結果總是

令人滿意，但人們現在已不太重視其實際意義，

這使紫姑信仰的占卜功能在現代社會中得到削

弱，重新回歸為一種帶有娛樂性質的民間遊戲。

人們依舊紀念身份低微、冤屈而死的紫姑，只是

紀念的方式被賦予了新的文化內涵，為原本熱鬧

歡騰的佳節更增添了一份喜慶的色彩。試想一

下，在張燈結綵的元宵之夜，幾戶家庭聚集在一

起，通過紫姑神占卜眾事，相互祝福，不正體現

了這一信仰與儀式在聯繫宗族、社區內部的紐帶

作用嗎？也正是由於這一點，紫姑信仰及其民俗

活動能夠在現代社會中被存留下來，繼續活躍在

民眾生活中。

由此可見，紫姑神作為民間俗神信仰體系

中地位較低的一位「弱者神靈」，其信仰與儀式

在現代社會建構多元文化體系的過程中面臨著挑

戰。紫姑信仰的來源傳說逐漸被歷史塵封，被人

們所遺忘，而「求紫姑神」儀式卻以彌散、口頭

傳承的方式在民間流傳著。人們在神靈面前除了

還有一點敬畏與嚴肅之外，扶乩的神秘性再也不

被相信，占卜的形式雖然存在，但占卜的實效性

已經不再為人們所重視。在充滿喜慶與祝福的春

節慶典活動中，通過這一民俗活動，人們相互表

達對新年的祝願，家庭之間在社區中的聯繫進一

步加強。「求紫姑神」儀式所提供的娛樂性及其

所起的紐帶作用，正是這一民俗活動存在於民間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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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介紹

　　香港殖民地早期中英官民交涉文書33通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這33通文書，來自友人梁基永從文物拍賣會 碎散漫，基本上無體系可言，但其中有中英官方

上投得之六冊一套線裝抄本，其第一册目錄上有朱 及民間交涉文書33通，似多與香港歷史有關者，尤

文圓印，其中「徐家匯」、「Bibliotheca」等字清 其可與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舊

晰可辨。抄本內容大抵以官方文書為主，除奏摺、 稱Public Records Office）所藏港英殖民地早期文書

訴狀、判詞、外交公文及衙役履歷之外，也有民間 （編號F.O. 233/185-187）互相發明。茲標號、解

文書如契約、匯票及稟狀等；其年份可稽者，早至 說、整理如下。標題號、標點、英語及公元年份為

乾隆三年（1748），晚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 筆者所加，原文之錯別字，一仍其舊，並以括號更

其地點則直隸天津、湖南寶慶及廣東香港等。零 正於後。

01　清朝欽差大臣耆英、前兩江總督伊里布致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的照會，解釋「欽差

大臣」與英國「全權」二字，職權相同。璞鼎查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的全權公使，後更成為首任港

英殖民地總督。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廣州將軍、宗室耆、欽命乍浦都統、前閣部堂、紅帶子伊，為照會事。

　　六月二十七日接到來文，以本大臣無「全權」字樣，碍難公議通商之事，查本朝向無全權大

臣官名，凡有「欽差大臣」字樣，即與貴國「全權」二字相同。至通商一事，欽奉大皇帝簡派本

大臣、都統前來會議，是以疊次咨明在案。今若實心願通舊好，即按兵不動，揀派人員，會同公

議。以期早定全局，覆書告知，尚望貴大臣熟思之。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欽奉全權公使大臣世爵璞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1842年8月3日）

02　耆英致璞鼎查的照會，為英國新任駐寧波領事羅伯聃（Robert Thom）發出前往寧波的公文。

大清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部堂、宗室耆，為照會事。

　　前准貴大臣照會，內稱寧波口領事官，須俟調回郭施拉（Charles Gutzlaff），再令羅伯聃

（Robert Thom）前往，在案。茲查郭施拉回粵在即，應給文羅伯聃，於到寧之日，親交查照。除

經本大臣由五百里飛咨浙江撫部院查照外，所有劄飭管理口岸之寧紹台道公文一角，相應照送貴

大臣查收，轉給賫投可也。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佩帶頭等寶星世爵璞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1843年11月7日）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七期　2009.10.15 第17頁

03　清朝兩廣總督祁 致璞鼎查的照會，謂有英屬孟加拉裔水手「呍」，逃離英船，在潮州樟林一帶登陸。

大清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祁，為照會事。

　　案據潮州府具稟，樟林地方有英人一名，現飭海陽縣移明前途各縣，小心護解赴臬司衙門投

收聽候，飭傳通事譯訊辦理等由。當經飭司，俟該英人護解到日，立傳通事譯訊供詞，稟覆核辦

在案。茲據廣州府具稟，遞到英人一名，當即發縣轉發洋商妥為安頓，已飭通事譯訊。據該英人

供：

名 呍，年二十八歲，係英吉利孟丫剌人，受雇在本國的英人威厘船上，充當水手，通船

水手共有二十人。那船主載有貨物，記不得日子，在本國開行來廣東售賣，因風飄到不識

洋面寄椗。船主威厘叫我們共三人坐駕三板上岸，採取淡水，同行二人先已回船。我想起

常被船主打罵，受苦難，當乘間逃走，並無別故。如今原船駛往何處，我不知道，求把我

交本國在省英商收領，附撘〔搭〕便船回國。

等語。錄供稟報前來。除批飭將該英人即交在省英商收領，俟有便船附撘〔搭〕回國、以免失所

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佩帶頭等寶星世爵璞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

（1843年12月10日）

04-05　耆英、祁 、粵海關監督文祥致璞鼎查的照會，謂《南京條約》內通商五口岸所用之砝碼，先以

「銅外鉛裡」鑄造，後以純銅鑄造。

04　大清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部堂、宗室耆，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廣

總督部堂祁督理粵海關稅務文，為照會事。

　　照得通商案內應用大秤、砝碼、丈尺，業經照式成造，鐫刻監造官姓名花押，比較均屬準

確。惟砝碼係屬銅外鉛裡，恐未能經久，已由本關部另造純銅砝碼備用外，現距廣州開市僅止一

日，只可將銅外鉛裡者暫時行用。茲將大秤砝碼丈尺各一副，先行交廣州領事官查收。統俟純銅

砝碼鑄就，再行照會貴大臣互換。其福州等四口，亦俟純銅砝碼鑄就，一併送去可也。

　　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佩帶頭等寶星世爵璞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1843年7月26日）

05　大清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部堂、宗室耆，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廣

總督部堂祁督理粵海關稅務文，為照會事。

　　照得通商案內應用大秤、砝碼、丈尺，業經照式成造。因砝碼一項係屬銅外鉛裡，恐未能經

久，已由本關部另造純銅砝碼備用外，一面先將砝碼丈尺一副，發交廣州領事官暫時行用。俟純

銅砝碼鑄就，再行互換，在案。茲純銅砝碼現已鑄成，相應照會貴大臣查收，飭發廣州領事官存

貯備用。一面將前發外銅內鉛砝碼一副，送回查銷，並將附去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口應用

秤碼丈尺四副，希為分發各口領事官查收應用可也。須至照會者。計送大秤、丈尺、砝碼各五

副。右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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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欽差大臣、佩帶頭等寶星世爵璞

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三日

（1843年7月29日）

06　石商金天賜雇船運石，於赤灣洋面被新安縣褔永司扣押。耆英應英殖民地總督德庇時（Sir John Francis 

Davis）的照會，釋放金天賜。

大清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為照復事。現接貴大

臣來文：

據石商金天賜稟稱，於本月初旬，雇船裝有石塊，由赤灣洋面經過，被新安縣褔永司巡船捉

拏解司，勒索銀兩，至今未放。惟煩嚴辦，並着立行釋放所捕之人。

等因。查香港石船，前於本年七月內在佛山被拿，即經本大臣嚴飭放行，在案。兹據福永司巡船

輒復妄拿勒索，殊屬不合，已劄行新安縣將妄拿之巡船從嚴究辦，並將被拿之人立即釋放矣。合

先照復貴大臣查照。順候

蕃祉榮增。

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德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846年1月18日）

預用空白〔原文如此〕

07　耆英致德庇時的照會，商榷廈門「每百兩抽稅五兩」的稅則，是否只適用於「極粗瓦器」。

大清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為照復事。

　　現接貴大臣來文，內稱廈門口瓦器之稅，前經會商議，定瓦器僅照估價每百兩抽稅五兩，已

飭該領事官遵行辦理。等因。均已閱悉，擬即咨行閩省，嗣後細磁器及粗磁盤碗，仍照磁器秤觔

完餉。其極粗瓦器，僅照估價，每百兩抽稅五兩，以符稅則，而昭畫一。是否如斯，尚祈明晰見

覆，以便備咨福州將軍轉飭廈門口知照，合再照復。順候

蕃祉駢增

須至照復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德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1846年2月20日）

08　耆英答覆璞鼎查，措辭客氣。

大清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為照復事。

　　昨接貴大臣二月初八日來文，均已閱悉。送還前次公文二件，另繕附達，即請發照。至來文

屢稱懷存友誼，具見貴大臣善體我兩國君上講信修睦、萬年和好之至意，與本大臣實有同心，不

勝欣悅之至，為此照覆。順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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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祉延庥 

　　須至照復者。計附送公文二件。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璞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1846年3月11日）

09　耆英就虎門寨會議一事答覆德庇時。

大清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為照復事。

　　現接貴大臣二月二十九日來文，訂於三月初八日在虎門寨會晤，業已閱悉。本大臣自當如期

前往該處，以便會商一切，藉伸渴想之忱。至來文所稱，約內各條必總准施行，斷不可獨取幾條

而准。如議。是以今將約式繕修英漢兩稿，以便彼此畫押蓋印。等因。查約內各條大意，俱可商

議准行，惟字句之間，於文義尚有未盡明顯之處，必須會面後公同商定，酌加修飾，以歸妥當。

且查各國歷次定立條約，均係公同商酌，從無尚未商明，即自行定約之事。所有現約五條，應俟

晤面後，彼此議定，再行飭繕畫押蓋印。語句無多，臨時不難定辦也。為此照復。順候

　　履祺綏吉

　　須至照復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德

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1846年3月30日）

10　耆英致德庇時，商榷英國駐寧波領事運茶葉至香港被中國海關阻止一事，又談及福州「搶貨之事」。

大清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為照復事。

　　現接貴大臣四月十二日來文，所言火輪船裝貨之事，均已閱悉。此事本大臣前接馬領事官申

陳：欲以「個爾寫兒」火輪船往來裝貨，並因該船裝載茶葉一單，運往香港，被海關阻止。等

情。本大臣當經劄復該領事官，並遣委員甯通判向領事官告知，如該船必須將茶葉裝回香港，則

此次姑准裝回，所有應完鈔餉，本大臣當為全行代墊，俟酌議再行定奪。領事官不肯依允，本大

臣實未嘗於該火輪船有所稽留也。至咪國止有小火輪船一隻，曾帶零碎貨物赴關輸稅二次，彼時

本大臣實不知有此事。且貴國有火輪船多隻，與咪國不同，若紛紛裝貨，誠恐屢有碰沉慘事，是

以前次照復，未便率准。但我兩國結約和好，友誼正殷，不可因此等細事，屢有爭論，所有帶送

書信之火輪船捎帶貨物，既與咪國「噴打吐」船無異，自可准其輸納稅鈔，通融辦理。仍當嚴飭

該火輪船，務須小心行駛，若碰壞內地船隻，損傷貨物、人口，均須按公議賠補，不得推諉不

認，有傷雅誼。

　　福州之事，來文亦已閱悉。閩省民情與粵省民情同一獷悍，本大臣因貴國商人在彼，每為懸

系，遇有與該省地方官書信往來，無不以彈壓地方為屬上各。因貴大臣來文，有福州民情甚是相

安之說，本大臣稍覺放心。不料後有搶貨之事，深為隱憂。近接閩浙督部堂來信，云有廣東人陳

通事，造次挑唆水手人等，强買食物，以致起衅滋鬧。地方官極力彈壓，並挐獲滋事民人三十餘

名，始各相安。未知即此事否。已轉咨閩省查明，按照條約妥辦矣。順□□□已如□出示懸賞購

拏。友誼關情，深為銘感。統此照復。順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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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祉日崇 

　　須至照復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德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1846年5月12日）

11　中國沙船遭英國海盜劫殺，英國巴領事派遣兵船追捕海盜。耆英、廣東巡撫黃恩彤致信德庇時，援引

條約，以案發地點非英國兵船所宜進入，謝絕協助。

大清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欽命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

黃，為照會事。

　　現准兩江督部堂暨江蘇撫部院來啟，內稱：據蘇松太道稟：五月二十三日，據程增齡沙船水

手潘六順稟報：

本月十六日，在大沙頭洋面，被一三桅外國船駛攏，有一白面人過船，先伸手索銀，後又

寫給字條一紙，舵工高鳳元回覆無銀，即被砍死。又有黑面人二十餘個過船，各用刀槍將

各水手盡行殺傷，搬去布匹四十五捆，將船鑿沉。伊被漁船救回。

等情。當將字條交與巴領事辨認，云係英字，問「有湖絲沒有」字樣。又云英國亦有盜船，去歲

英國貨船曾有在外洋被刦之事，此時即令兵船駛去追拏。求給公文，令水手潘六順作線同去，告

以大沙頭洋面，係在余山東北數百里之外，前議章程，外國兵船不可前往。巴領事總以既係英

船，若不令英國兵船追回，則管理通商之領事，實無以對中華。即於二十九日寅刻，自派英國兵

船出口而去。等情。到本部堂，相應咨會。等因。到本大臣、部院。准此。查該領事官一聞英船

在洋行刼，即派兵船前往追捕，實屬認真公事。惟前定條約：五口之外，沿海各口，兵船不便往

來，茲余山東北一帶係兵船未便駛往之處，應請貴大臣飭令該兵船即行回帆，幸勿駛往北洋，致

與成約不符。其行刦盜船，應由中國該管各營，派船追捕務獲，按約辦理。為此照會。順候

　　暑祺茂集

　　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德

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

（1846年7月30日）

12　英軍駐舟山部隊司令「懇」，歸還舟山予清朝，江蘇及浙江道員覆函，知會接管。

大清欽命江蘇常鎮通海道咸、欽命浙江甯紹台道麟、前任浙江甯紹台道鹿、前任浙江甯紹台道

陳，為照會事。案准貴總兵照會：

舟山所屯官兵，業經於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未刻，飭令全數登舟，其所遺兵棧等

房以及養病院等處，均遵守和約，盡行交與中華收管。昨經本總兵於申刻面請驗收。在

案。理合備文照會。

等因。准此。查此案，先准貴總兵來文，定於本月二十八日交還城外房屋，囑本道等前往接收。

等因。本道等遵於是日前抵寓所，同往各處兵棧各房及養病院等處，逐一點交，本道等均已接

收。各屋俱屬整齊，門牕墙垣並無拆動，具見貴總兵恪遵和約，惇崇信義之意，本道等不勝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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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茲准前因，合行照覆，為此照會貴總兵，煩為查照。並候 

　　萬福雲臻 

　　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英御前侍衛駐劄舟山總理軍務總兵懇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九日

（1846年7月22日）

13　耆英出差廣西，黃恩彤將德庇時致送耆英之公文及地圖轉送廣西。

大清欽命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黃，為照復事。

　　昨接貴大臣轉交領事官送來欽差大臣耆公文一件、地圖一卦，本部院當即拆閱，均已備悉。

緣耆大臣閱兵前赴廣西，距廣東較遠，是以各國交涉尋常公事，均由本部院代辦代行，以歸捷

便。今貴大臣此次來文，事關初創，本部院未便擅專，已差弁將來文、地圖各件，馳送廣西賫投

貴大臣〔耆大臣〕行轅查收酌辦。俟辦理如何，自當由貴大臣〔耆大臣〕另備公文照復，合先照

會。順候。

　　福祉日增

　　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德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初六日

（1846年11月24日）

14　德庇時引述駐英國上海領事，稱讚清朝上海道員，耆英、黃恩彤答謝。

大清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欽命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

黃，為照復事。

　　現接貴大臣來文，接前上海領事官，已照會該處道臺公文一稿，望以辦事功績奏聞是幸，等

因，並粘文稿一紙，均已閱悉。查上海道官，在彼辦理一切交涉事件，諸臻妥協，俱係分所應為

之事。過承貴大臣稱譽有加，益見友誼殷肫，本大臣、部院同深欣慰，特此　　照復。順候

　　時祺佳勝

須至照復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德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1846年11月7日）

15　胡宇隆等私自在廣州開設往返香港之渡船，向港英殖民地政府尋求保護，耆英、黃恩彤致信德庇時，

指胡宇隆等「必非安分良民」。

大清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欽命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

黃，為照復事。

　　前接貴大臣來文，內言省渡新永泰等，控番禺縣工書設立渡船、需索銀兩，並將懷吉、洪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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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渡封鎖一事，當經備文照復，並劄飭番禺縣查復。去後。兹據該縣覆稱：

遵查：近來香港地方往來商民客貨較前加增。本年五六月間，據舖戶聯德店等公舉呂順、

陳廣銓、萬順泰等，承充餉渡共三隻，業經先後取結，詳請給照開擺。嗣於九月內，據差

役獲解私渡胡宇隆一名，續又獲解黃亞隆、黎亞成二名，訊據供認，用懷吉、洪泰招牌，

由天字馬頭開往香港。私渡屬實，情愿具限請照承餉。因尚未據遞具供結，交差暫行管

帶。復提工書陳榮查訊，據供：香港省渡應行取結承餉，係循照向章辦理。該書並無私設

省渡及需索銀兩情事。

查承充渡船，必須取具舖戶保隣甘結，查明實係殷實良民，方准詳請，給照開擺，係屬百餘年來

之定章，本為稽察奸民私渡攬載、侵吞客貨等弊而設。况香港地處外洋，而渡船俱係內地民人，

以中國人攬載外國人貨物，良歹難分，尤未便漫無稽察、致滋流弊。今新永泰等願充香港餉渡，

並不照呂順等公舉保充之案，輒行違例私設。近因胡宇隆等私渡被獲，慮被併究，復以工書設立

渡船需索銀兩等情赴英國巡理處瞞稟，希免查驗給照，實屬狡詐，必非安分良民，不可不查詢明

確，以防弊混。

　　今據該縣查復前情，如新永泰等現在香港，應請貴大臣飭令循照舊章，備具舖戶保隣各結赴

縣，聽候查驗，詳請結照，往來開擺，由縣約束工書，不准絲毫需索使費。儻無人具保，應即禁

止私設，庶地方官有所稽查，該渡船等亦不敢攬載侵吞，為害商旅，實於內地香港商民兩有禆

益。為此照復。順候

　　履祺集茂

　　須至照復者。右照會

大英欽差大臣世爵德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1846年12月18日）

16　耆英知會港英殖民地署理港督「戴」，謂搶劫英國「梳丫林」船三板之吳亞六等已經落網。

大清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為照復事。

　　先接貴軍門來文，欣諗德公使前往南向，所有香港公務，悉係貴軍門辦理，並承友誼殷肫，

逾情獎飾，良切心篆。貴軍門和平處事，敦睦為懷，本大臣素所深知，亦素相傾洽。遇有事件，

定必彼此和衷商辦，利益兩國商民。何幸如之。

　　英國「梳丫林」船三板被刦一案，於上月二十六日，接據馬領事官申陳，本大臣以該匪等膽

敢在內河駕艇肆刦，拒傷事主，大干法紀，實堪痛恨，當經劄飭該管營縣嚴緝。去後。隨於本月

初三日，據該管營縣，獲到案犯吳亞六等九名，並起出贓物木箱一個，內洋布十疋。訊據吳亞六

供認，起意行刦「梳丫林」船三板，得贓拒傷事主，不諱；其餘各犯，或認過船搜刦拒捕，或認

板船接贓，並供出來獲夥黨。現將該犯等發委確審，並一面飭緝各逸犯，務獲併究。一俟訊明定

案，當再備文照知也。為此照復。順候

　　蕃釐茂介

　　須至照會者。右照會

大英署總理香港地方軍務陸路提督戴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　日

（1847年9月）〔原文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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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這是清朝某大臣與某外國使臣之間的七通私人書信，時間、人物不詳，地點則第19通書信言及「回

京」云云，似乎是在北京。內容除涉及雙方禮貌探訪之外，還涉及該外國世臣妻子病重一事。

17　復啟者： 

　　昨接來函，知貴大臣不日榮旋，今日枉駕來館，本大臣届時拱候可也。專此布復。順頌 

　　日祉 

18　復啟者：

　　接讀來函，備悉貴大臣抱恙尚未大痊，並勞專函致候，銘泐殊深。現在天氣漸寒，諸惟珍

攝。至來往過從，儘可不拘形迹，切勿介意。再本大臣前患微疴，茲已大意，因承齒及，並用附

陳。此覆。順頌

　　勛祉

19　逕復者：

　　接誦來函，備承雅意送行，足徵雲誼殷拳，曷勝欣感。惟本大臣業於十一日請訓，起程在

邇，諸務煩冗，未暇細談，不敢動勞玉趾，俟明春假滿回京，再行趨赴貴館暢談一切也。泐此布

謝，順頌

　　日祉

20　敬啟者：

　　昨閱邸抄，欣知貴大臣榮遷總憲，曷勝歡悅，容明日相晤時敬當面賀。專此佈達，用賀升

禧，順頌

　　日祉不盡。

21　敬覆者：

　　昨接來函，備悉吉詞致賀。盥誦之下，慚歉交縈。用特布函，先行致謝，餘容晤罄。此覆。

順頌

　　日祉。

22　啟者：

　　日昨聞得令正夫人玉體違和，勢甚沉重，不勝懸系之至。未悉是否願服外國醫藥，如有欲延

醫用藥之處，本大臣深可代為效勞。中懷挂念，希即玉復是望。此達。順頌

　　日祉

　　並候

　　令正夫人金安

23　頃接來函，備悉雅意諄諄，銘泐無似。惟病者勢已垂危，現在僅存呼吸，恐非藥餌所能見

效。玆承美意，惟有感謝而已。泐此佈覆。順頌

　　日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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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清朝致英國駐北京公館，查問是否有人運送貨物至公館，時間不詳，僅有「本年九月初三日」字樣。

啟者：

　　玆據東便門城門領慶玉、東河沿汛守備寶珍、東便汛守備王世英，稟呈僉稱：

本年九月初三日，有英國公館需用物件，計裝箱三隻、轎車三輛，車夫白大，拉運來京，

並無執照，立即派兵將箱隻車輛押送至英國公館查收。

等語。查是日貴館有無車夫白大拉運箱子三隻、轎車三輛進館？即希示知為荷。順頌 

　　日祉 

25　英國「錫底」等三人，雖持有「天津領事官畢所給游歷執照三紙」，但進入北京城時，拒絕出示，且

毆打門官，清朝提出抗議。

啟者：

　　昨據廣渠汛官面稟：有外國人三名，隨帶跟人箱隻進廣渠門，並不呈驗執照。該門向其查

問，拒該外國人不服攔阻，竟向門官揮鞭毆打，硬行闖進。該門派人跟追該外國人至正陽門，又

欲闖進城去。復經正陽門查無執照，向其攔阻，始將車輛折回。等語。本大臣等當即派員，邀同

貴國繙譯官阿，前往查驗。至前門外觀音寺鴻興店內，該外國人三名並跟役人三名，隨帶箱隻等

物在該店住歇，查驗有無執照，始據該三人交出天津領事官畢所給游歷執照三紙，係貴國人錫底

三名，現將執照帶回本衙門。

　　查該洋人等進城，門官兵役，原因不肯交出執照，是以不敢擅自放行。乃錫底等不將執照取

出給看，公然闖進，實出情理之外。其如何教戒之處，應由貴大臣自行酌奪，並希飭知天津領事

官。嗣後遇發給執照，須告以經過之處，務將執照呈驗，不得故意藏匿不交，以符條約。至游歷

執照，應在原領執照之處繳銷。茲特送去原執照三紙，並將該門未加戳記之故，一併註明，即希

轉交錫底等收，執俟回天津後繳銷可也。專此佈泐。順頌

日祉。

26　清朝順天府為「阿畢」、「錫威練」等九人發出護照的通知書。

啟者：

　　昨送來蓋印之護照一張，內已將阿畢一名添入，其照內八員亦改為九員，並查出繙譯官錫威

練，照內誤書錫威靈，明知不過筆誤，但恐該處地方官見之，致生疑惑，亦宜代為挖補更正，一

律加蓋順天府印信送上，即望查收。此布。即頌

日祉。

　　外天津給阿畢執照一張附還，並望查收。又及。

27　盧怡記廠鄧亞蘇、陳亞光指自己被「英民某姓騙去洋銀一萬零八百一十二員」，告狀的對象，疑即港

英殖民地政府，蓋其中有云「業經大人高懸明鑑，洞悉民寃，將某姓監禁」。

具稟人盧怡記廠鄧亞蘇、陳亞光等，為血本無歸，乞恩勒限追還，以免延累事。

　　竊蟻等被英民某姓騙去洋銀一萬零八百一十二員，業經大人高懸明鑑，洞悉民寃，將某姓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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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嚴追在案。乃延累日久，未蒙勒令清還，似此歸款無期，延宕胡底。蟻自被騙而後，飢寒切

身，債帳火迫，萬種艱難，慘遭莫極，故迫再叩鴻恩，乞勒作速如數填還，俾免延累，則感大德

於無涯矣。沾恩切赴大人臺前，作主施行。

28　梁三承包「英商某行」一個建造工程，被扣減協議金額，曹安、江隆店、珠盛店等因此拒絕擔保梁

三。

具稟人曹安、江隆店、珠盛店等，稟為懇請免改原議，庶能擔保無誤事。

　　緣有匠人梁三，承接英商某行一座包辦工料建造，按照工夫成數多少，陸續收取銀兩。現在

除收之外，尚存下洋銀一千九百元。因梁三本銀不敷，某行恐其有誤日期，是以招約蟻等擔保。

當經面議，限六箇禮拜竣工，即將未收之洋銀一千九百元，照數支給，等情，蟻等方肯簽字擔

保。刻日買備材料興工，今因忽奉明諭，又要罰減梁三所存之銀九百元，只續給銀一千元云云，

如此不惟與原議不符，而且銀少工多，實係不敷竣工之用，恐將來梁三辦理不前，必致逾限，未

免累及保人。蟻等亦不敢擔保，只得懇請大憲，另飭別人作保，以免貽累，實為恩便。特此具

稟。

29　歐陽意等申請在香港石塘咀山邊製造火藥。

具稟人歐陽意等，稟為叩乞准給牌票，以得貿易事。

　　竊民等欲在石塘嘴山邊孤零屋宇，製造火藥，照例計地距鎮相離六里，又不附近大路，以及

民居房屋俱已遠離，並無相連。至於發賣火藥，仍不敢在內地貯屯。似此製賣處所，一切與例無

礙，只得稟叩台前，陳明情實，是否有當。伏乞俯批給領牌票俾民等貿易，有賴則感恩無既矣。

切赴大老爺台前，准給施行。

30　香港「中環各街坊子民等」要求港英殖民地政府增加搬遷賠償。

具稟人中環各街坊子民等，稟為失業無倚，懇恩按鋪給銀，庶搬遷有藉事。

　　民等前蒙司憲勘給地方，建造鋪戶屋宇，曾經發與執照，在民等以為永遠基業，世守無失。

不料貴國竟將地段取回，民等自當惟命是聽。但思從前血本建造，本期久遠棲身，或藉租度活，

今不數年而盡行拆去。從前血本虧空，後來棲身無地，苦上加苦，命何以堪。惟是大人奉天行

道，公如平衡，明如清鏡，民間困苦，罔不周知。且有戶書某姓，於民等建造事情，一一洞悉，

可質可據。兹者闔街聯呈稟叩，伏乞按鋪補銀，庶幾得些貲財，稍助搬遷費用，並求寬限日期，

不致匆忙無措，則永沐鴻恩不戩矣。切赴大人台前，作主施行。

31　新安縣派員乘船到香港海面，向漁民頒發路照，被港英殖民地政府巡邏船懷疑為「匪船」，逮捕扣

押。新安縣工房致信港英殖民地政府，要求釋放。

具稟新安縣工房典吏鄭棟，稟為人般〔船〕被拏，乞恩釋放事。

　　緣辦房奉本縣主給發藩憲頒發漁照出海，轉發各漁戶執持採捕。於前月二十五日，派伴坐

船，携帶路照出海。情因本月初十日，船在香港海面，遇有熟識鄭全興小料船，在此灣泊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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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有貴國巡船一隻駛攏，見有防盜礮火器械，疑係匪船，將伴連船並船上銀錢各物，及將領照之

鄭全興等一併捉解到案。忖思船上現有漁照告示為憑，其非歹船可知，只得瀝情叩乞仁臺，伏乞

迅將人船並船上銀物、連領照之人，一概釋放，以免誤公，則感恩靡既矣。切赴臺前，伏乞恩准

施行。

32　受新安縣招募之民間海上治安組織，請求港英殖民地政府發給執照及旗幟，以便聯手滅罪。

具稟漢民蘇福，年四十八歲，番禺縣人；郭貴年，三十歲，番禺縣人，稟為懇給旗照，巡洋緝

捕，以靖海疆事。

　　緣民奉新安縣福永司召充部，設巡船頭領，自僱殷實民船，置備外洋捕盜器械，管募妥當。

水手駕駛船隻，不分晝夜，巡察洋面，緝捕盜賊，護衛來往商船。惟福永司屬洋面遼闊，港汊分

歧，且與貴港洋面相接，民慮盜船常在外洋各處，劫掠客貨，突見向捕，定必東擊西竄，非仗霜

威旗照，風行雷厲，凡遇盜警，不分畛域，越境窮追，嚴拏解辦，海氛莫靖。理合鈔諭，粘叩台

堦，仰懇俯准給領旗照，俾民船遵照，在於貴轄洋面停泊。往來不分疆界，實力巡緝獲賊報効。

庶商船安業，洋面肅清，實為公便。頂祝切赴台前，恩准施行。

33　住在黃茅角的李福有，向港英殖民地政府申請租佃徐保的屋宇田園

具稟人李福有，稟為風聞來歸，乞給田土以便安身事。

　　切思貴港開創歷已數年，法律森嚴，規條盡美，商賈來歸，咸歌樂國。蟻等聞風向慕，襁褓

歸來，暫在黃茅角，未得安居。伹見徐保所遺之田屋，未曾領給耕耤，欲叩恩給，仰覩仁憲愛民

如子、保民若赤，斷不忍坐視無依，故特匍叩台堦，伏望垂憐，恩恤無依，懇將徐保之屋宇田園

給予蟻等居住耕種，俾得安身樂業，即國課自應需納，庶幾躬親治化，永沐鴻庥矣。切赴台前，

恩給施行。

34　擁有香港物業之杜英病故，其位於廣州的遺孀唐氏要求豁免繼承丈夫物業之擔保費用「洋銀二千五百

元」。

具稟孀婦杜唐氏，稟為夫死鋪存，乞恩准給氏與各子收管事。

　　竊氏夫杜英生有四子，長亞根、次亞閏、次亞金、次亞榮，俱在省城居住。茲因氏夫前用銀

置有貴港上澴〔上環〕十七號鋪一間，又太平山二百四十六號鋪一間，每年收租除納稅外，所賸

得為氏家中使用。不料氏夫去年回省，因病身故。迨至鈞諭飭傳氏子亞根，赴案著令氏子備具

使費，按例攜同妥保立單，准以洋銀二千五百元擔保，始能管業，如有不遵則歸官用。伹〔但〕

氏夫該鋪所值銀不過幾百，而氏子在港朋友熟識無多，既未能如命，只得即懇速備使費，覓保二

名，竟諭不准。忖思氏夫生前所置各鋪，原為氏與各子日後贍養，今若將氏夫各鋪歸入官用，則

氏舉家絕食。況氏子亞根委係氏夫長子，闔港周知，而子承父，業天下皆然。氏迫得瀝情哀訴崇

轅，伏乞衿憐婦老子幼，准將氏夫各鋪，給氏與各子收管。俾日食有賴，歿存均感，沾恩萬代，

切赴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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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則碑文看黔東南清水江流域 
早期開發過程中的族群關係 

鄧剛

中山大學歷史學學系

　　黔東南的清水江流域因清初「開闢新疆」，木 靖州鍬里一帶遷徙到此定居。碑原存於村寨下方一

材貿易得以興起，並吸引了大量的下游人群來此佃 處水塘之中，該地區傳統上以杉木營建房屋，且一

山種杉。除契約文書之外，反映這些移民人群與周 寨之中房屋密密層層，一旦遭遇火災，往往整個村

圍人群關係的民間文獻為數不多，筆者在田野調查 寨不能倖免，在一些村寨中常見到一些重要的碑刻

中所發現的一則碑文生動地反映了木材貿易興起背 被置於水塘之中，即便遭災，亦能存留。在上個世

景之下的人群關係。該碑現存於屬清水江支流烏下 紀80年代初，「三鍬人」被認定為貴州省23個「未

江流域的黎平縣大稼鄉俾嗟村，被放置於寨門旁。 識別族稱」之一，因應當時所進行的民族識別工

這一村落中的人群自稱「三鍬」，與這一區域的其 作，該碑從水塘中被掘出，以作為證據之一，後置

他二十多個村落一樣，皆稱由清康熙朝以來由湖南 於現址。茲將碑文錄於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嘗思朝廷有國法，鍬理有理規。茲余三鍫自先祖流離顛沛於斯，迄今已近百年。為銘志先祖之習

俗，故吾三鍫寨里長約集，宰生雞而誓志，飲血酒以盟心。茲計照規約於後：

　　一、務須擊鼓同響，吹笙共鳴，同舟共濟，痛癢相關，一家有事，闔里齊援；

　　一、男女婚配務須從父從母，原親結親，不准扒親賴親，水各水，油各油，不准油來拌水，

　　　　亦不許水去拌油，倘男不願女罰銀三十三，若女不願男罰銀六十六；

　　一、倘遇外來之侮，闔里應齊心以禦，尤對客家與苗人更應合力以抗之。

恐嗣後無憑，刻有坐臥碑各一塊，永遠存照。

大清乾隆已巳年孟春月穀旦日立

　　田野中的訪談與部分民間文獻顯示，這一人群 照。」 2這份乾隆四十八訂立的契約中提及的小地

至遲於康熙三十五年便來此佃種山場。這一人群遷 名「萬才」，亦作萬財，與岑梧陸姓遷出之地同為

出之地在今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三秋鄉、 靖州鍬里之村寨。由此可以看到，在開闢之初，這

藕團鄉及大堡子鄉一帶。這一地區又稱「鍬里」， 一人群藉著地域的聯繫在此地生根。

據靖州鄉土志載：「靖州原十九里，以裁各衛，增 　　而當這些人群定居下來之後，在資源競爭的過

設屯田一里，故州志載里二十然。屯田各附其地， 程中，其所面對的不僅僅是與「土著」人群之間的

自不應虛存，屯里之名今去之，而鍬里之名由來 互動與衝突，同時也要面對後來由其他地方遷來的

已久，因益以鍬里為二十里焉。」1最初一些來自 移民。碑文中所提及的「苗」與「客家」，則可以

鍬里的人群定居下來之後，不斷有人群從鍬里一帶 理解為這上述二者，這些不同人群之間的區隔更加

移徙至此，如錦屏縣岑梧寨的一份契約上寫道： 豐富了我們對於這一個移民社會的意象，這一個地

「立合同字請民住坐落小地名萬才，潘文達、第潘 區的族群關係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土著人群與外來

文理為因家貧如洗，無田可耕，因先年到于岑梧， 人群之間的互動，背後其實有著一個層次更加豐富

依傍陸宗顯鋤地生理；又因無地可鋤，極力買得 的背景。

平鼇地界土名眼隴，其中有熟田數丘在內，有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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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有村落聯盟性質的「議榔」或「款」是苗疆

一帶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組織形式，在靖州鍬里一

帶有歌曰：「上鍬合款牛筋嶺，中鍬合款在岩田，

官田合款下六寨，制訂鄉規的地方。」3從上引碑

文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一人群在新的環境中繼續維

繫著這樣的制度，並以「宰生雞、飲血酒」這樣的

方式訂立條款。

　　這份勒於石碑的「款約」除了強調在遇到「客

家」與「苗人」發生衝突時的應合里齊心以禦，值

得一提的是也強調了婚姻圈的界限，亦即「水各

　　　　三鍬重議婚禮碑記

水、油各油，不許油來拌水，亦不許水去拌油」。

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至解放之前，「三鍬人」

都還維繫著「近拒遠交」的婚姻原則。三鍬村寨往

往點綴在苗寨、侗寨或客家村寨之間，寨子之間往

往相距較遠，雖然如此，也只在「三鍬」村落之間

進行通婚，不與其周圍其他人群的村寨通婚。筆者

在該村所見到的另一份名為「三鍬重議婚禮碑記」

的文書中亦見到當時三鍬各寨頭人聚集商議婚姻禮

儀之事。其碑已無處可覓，但碑文原稿尚存，其內

容如下：

　　憶夫儷皮為聘，自古去野合之風，蹇修傳言，宜今重人倫之本，自伏羲氏制以婚禮，然後君

臣、父子、夫婦有所分，禮之所繫，不綦重乎。近觀吾等鄉村僻處方隅，見聞固陋，每見轉表受

聘之弊，殊堪痛恨。或情葉周親而視為胡越，或誼聯公當而等於路之人，甚至搆訟於廷，傾家破

業，抁人女子，臨老無依，人道淪焉，無存天理，悲其何在。嘗前人有約而窮弊多端，可知善始

者實繁，克終者蓋寡。是以各鄉重新計議，設立款禁，勒諸貞瑉，永定規列，幸而仁人君子怡然

相應，一人唱之子前，眾人和之子後，共勸盛事以美舉。由是開新進之門，蠲除舊染之習，人道

無乖風化，宜遵于□國雁幣，有准禮式，樂效乎東萊廣乎習俗改規，頹風漸革。因予糊口外方，

聯出幾載，以免拋荒本業，而竟問記於予，予以為點綴不工，實難自任，而又有難於假託者，於

是書乎。

　一議不准強逼轉表，願親者憑媒說合。 

　一議外甥女財禮不准舅父所受分毫。 

　一議倘有舅父橫行強要者，眾等各寨各代盤費，公仝送官。 

　一議聘金禮上戶六兩八錢。 

　一議謝媒肉六斤酒六，乎不如百文有謝無請。 

　一議送親粑乙百八十斤，秤鹽九斤，主家占六斤，房族三斤。 

　一議定親禮紋銀四錢四分。 

各寨頭人

　　中仰　潘國全、陸廷直、龍起和、陸光星、陸光玉、陸光維

　　岑梧　陸子旺、陸通盛、陸通廣、潘正科

　　九佑　林紹奇、潘成光、龍文斌

　　小瑤光　龍成發、吳正光、龍登玉

　　俾黨　□正益、□正光、趙應璋

　　九桃　龍相義、向宗祥

　　歸雅　潘開孝

　　高練　龍宗耀

　　俾雅　楊應照、楊應林、楊宗爭、楊再隆、吳昌建、吳昌榮

　　岑低　潘有才、潘成得、潘士榮

　　岑弩　潘志明、潘志和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七期　2009.10.15 第29頁

　　俾爹　潘通福、吳起梅

　　烏山　楊光星、吳成鳳、吳文華

　　歸斗　潘朝政、張正國、姚光仕

　　唐望　楊有光、潘正旺、王思榮

　　烏勒　吳成隆

　　八受　楊國舉

　　八龍　唐再盛

　　新寨　龍芝胡、龍永勝、唐仁昌、潘國明

　　岑果　吳光仕、張顯益

　　高表　龍雙全、龍天佑、龍士周

　　□□　楊昌能、張應舉

道光廿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立

　　碑文中提到的村寨今時所住的人群大多依然

自稱為「三鍬」。由上我們不難看到，至清初遷

入此地，到前述第一塊碑的乾隆十四年，再到道

光二十七年這一百多年間，這一人群之間一直維

繫著「三鍬」的族群邊界。在經歷過咸同苗亂等

社會動盪之後，清水江流域三鍬人的村寨組織和

族群認同都發生了種種變化，在此且按下不表。 

　　這兩塊碑文中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便

是關於婚姻的敍述，在第一塊碑文中，只提到

「男女婚配務須從父從母，原親結親，不准扒親

　　　　群村永賴

賴親，水各水，油各油，不准油來拌水，亦不許

水去拌油」；迨至道光年間，則主要強調「不准

強逼轉表，願親者憑媒說合」，「外甥女財禮不

准舅父所受分毫。」這表明，隨著清水江流域的

開發，財富觀念和習俗等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4

　　在貴州的這些三鍬人「重議婚禮」之前，湖

南靖州鍬里各寨亦頭人約集刊碑反對「舅霸姑婚

之鄙陋」，此二者有何聯繫，暫不妄加猜想。靖

州鍬里的婚俗改革碑立於三秋鄉地筍村下地背，

亦抄錄於後，以資參考：

欽加知府銜湖南靖州直隸州正堂加三級宋，署湖南直隸靖州正堂加三級六次鄭，為

嚴禁陋習，以端風俗事案。據鍬里生員�長吳光庠、潘正立、吳通林、吳士龍等稟稱生蟻地方久蒙

作育，向化有年，惟陋風陋俗，未蒙化改。即論婚姻，禮之大者，擇婿配偶，古今無異；奈生蟻

地方，不循倫禮，所育之女，定為妻舅之媳，他姓不得過問，若親舅無子，堂舅霸之，凡為舅

氏者，皆得而霸之，間有舅氏無子，將女另配，舅氏索錢，少則三、五千，多則百餘金，一有不

遂，禍起非小，此舅霸姑婚之鄙陋招害愈深，其多育女者致起溺女之毒，非不知有傷造化之思，

實出不已。乾隆年間生蟻祖人潘學貴等以俗陋遭害。稟前陳主蒙准示禁在案，無奈前項習氣未能

盡改，只得叨乞賞准示禁永杜陋習等情到州，據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里居

民人知悉，嗣後男女婚姻必須由父母選擇，憑媒妁聘定，不許舅氏再行霸婚索詐，倘敢故違，許

被害之人立即赴州，指名具稟，以憑嚴拿究懲，決不稍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右仰通知

正堂宋批准示禁。

復稟詳文宋批：此案業經出示嚴禁，如果再有霸索情事，盡可隨時具稟拘究，由詳立案。

正堂鄭批：婚姻聽人擇配，豈容逼勸霸佔，倘有扭於陋習，霸婚苛索情事，許即隨時稟究毋容，

率情示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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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開：

　　一、遵州主，婚姻聽人擇配，不許舅霸姑婚，如違示禁，會同稟究。

　　一、遵州主，不許舅氏苛索銀錢，如違示禁，會同稟究。

　　一、聘金財禮只許一十六兩，如違，公罰。

　　一、過門水禮議定銀八兩，如違，公罰。

以上數條正規，各遵 州主示禁，如果違者，被害之家必備銀三兩三錢，通眾齊集，公議稟究。

計開眾寨首事姓名附後：

鳳沖寨　生員吳光律、吳陞岱 里民吳通質、吳昌魯、吳仕盛、吳昌培

地背上下兩寨　生員吳文潔、吳文亮　里民吳能連、吳文進、吳文榮、吳文科、歐仕梅、吳起

鑑、吳朝鳳、吳仁寬 

地笋上下兩寨　生員吳文道 里民吳在德、吳世連、吳光昌、吳光亨、吳世仕、吳光益、吳文開、

吳昌清、吳昌睦

楠山聾沖兩寨　生員吳昌鸞、吳大儒　里民龔興義

水沖寨　吳朝相、吳通明

元貞寨　潘高文、潘仕向、楊秀應、潘大和

小河寨 生員潘通琳、潘通興、潘秀□、潘秀朝　里民潘光 。

皂隸寨 楊光華、楊通睿、楊光爵、楊通湖

金山寨 楊秀清、吳天仁

孔洞 里民潘光成、潘永科、吳正科

萬才寨 生員潘大林、潘大謨　里民潘正元、潘大禮、潘愛先 

菜地湾並岩嘴頭　生員潘國珍、潘相珍　里民潘秀珍、潘仲舉、潘□□

銅鑼段 耆員吳正先 �長吳文秀

黃柏寨 生員潘子仕、潘成道 里民潘祥海、潘登和、潘琛海、潘忠孝

地廟寨 生員吳國益　里民潘通成、龍忠培、陸□達

同門、畧沖　生員　潘□□、李在光、王文配

其有小河、岩湾、銅鑼段、官田數寨俱在內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石匠師傅伍登榜　刊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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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偉編纂《張聲和家族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所編文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東莞張聲和家族文書。張聲和（ 1853-1938）是廣東

省東莞縣牛眠埔村人，曾長期任職於香港基督教巴色傳道會，在廣東紫金、東莞和香港

等地傳教。本輯文書，主要是張聲和牧師在他的鄉下東莞牛眠埔村的財產關係文書，包

括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定價：港幣8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貞泰號是 19世

紀末至 20世紀初，在北部灣及其沿岸地區從事商業貿易的商號。本書收集貞泰號及其合

伙商號的商業往來文書，包括貞泰號「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紀錄

簿」、代理合約 1份、札單 17張及商往來書信 83件。亨泰號合同 2份，年結 1本及商業往來

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定價：港幣 120元

　　本書為許舒博士收藏的廣東南海九江黃慎遠堂商業文書中的一部份。本輯文書收錄

北海貞泰號年結簿32本，分別為1893，1903-1908，1910-1913，1915-1935年，依年份先

後排列；並包括年結簿內夾附的記數紙條，各股東溢利銀及積利息的記錄。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定價：港幣120元

　　本書收錄華人企業「乾泰隆」的商業文書，包括 376件公司記賬紀錄， 189件銀行及

錢莊票據， 283件商業契據，及各類機構的收據，包括土地物業稅收條、各種公共事業的

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張小軍、余理民編著《福建村落碑銘》定價：港幣120元

　　杉洋位於閩東古田東部。本書為編者於 1993-1996年間於杉洋進行田野研究時與當地

村民余理民一同搜集的碑銘記錄。全書收錄各類記敘碑、祠堂碑、樂捐碑、旗杆石碑及 

300多塊現存的墓碑，共計碑文400多條。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資料彙編》定價：港幣80元

　　本書收錄宋怡明（ Michael Szonyi）搜集有關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的資料。這些資料

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各類專家，如道士、說書者、演傀儡戲者所提供的資料；

第二種是五帝信徒所提供的經文、教旨以及碑銘等資料；第三種是旁觀者描述五帝的資

料，如地方官僚或西方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廖迪生、盧惠玲編，鄧聖時輯《風水與文物：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事件文獻

彙編》定價：港幣100元

　　本書收錄鄧聖時所存 1993-2002年間有關香港新界屏山鄧氏宗族在稔灣之祖墓搬遷事

件中各方面的來往信函、文件、資料和會議記錄。全書共輯錄文獻15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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