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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編號F . O . 2 3 3 / 1 8 5

號 的 中 文 文 書 ， 是 港 英 殖 民 地 政 府 建 立 初 期

（1844-1851）的重要史料。本文將之編號、標

點，並對部份人名、字句提供註釋。這些文書大

致上可分為兩類：一、港府公文，告示，判決

書，公務表格等凡1 7 4通（見本文A - F部份）；

二、中英官員私人通信凡155通（G-M），合共329

通。這些文書往往互相發明，為香港早期土地登

記、稅收、貿易、訴訟、社會運動、治安等問題

留下珍貴記錄。1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洪若震博士慷慨協助造

字，特此鳴謝。另外，本文之撰寫，得到卓越學

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之贊

助，亦特此鳴謝。

凡例

　 編者將原文標點、橫排、分段。遇有原文

字句不清楚之處，悉以「□」表示；若不清楚至

連多少字都推算不出，則以「……」表示。

　 中國各類官方文件中為表示身份與尊敬的

各種擡格、頂格、留空等格式，這批港英殖民地

政府的中文文書，亦奉行不誤。今既橫排標點，

殊無保留必要，一律取消，信於讀者理解，更為

便利。

　 鑒於這些文書均按年份歸檔，且原本已

經有編號，編者在不改動原文檔案體系的前提

下，為每份文書編號。方法如下：「英文字母-號

碼」。例如，F.O.233/185號檔案頁1-29「1844年」

部份的第1份文書，原本編號為「第壹號」，本文

編號則為A01。

　 凡原件無編號者，則取該份文書之前的編

號而加i、i i、i i i不等，庶幾不影響後面文書之編

號，例如：F.O.233/185號檔案頁1-29「1844年」

部份的「第拾陸號」與「第拾柒號」之間，有一

篇八股文，本身並無編號，本文因此把「第拾陸

號」文書編號為A 1 6 i，而把這篇八股文編號為

A16ii。

　 凡原件號相同者，亦作相同處理。例如：

F.O.233/185號檔案頁29-46「1845年」部份，第

33、34份文書均為「叁拾叁號」，本文編號則分

別為B33i、B33ii。

　 凡原件編號不相連者，則按照文書的「自

然」位置「強行」編號，例如，F.O.233/185號檔

案頁68-74「1849年」部份，第11份文書的原本編

號為「第壹號」，第12份文書則無編號，本文因

此將這兩份文書編為F11、F12。

　 原文大量使用俗字、簡體字、異體字，如

「點」之作「点」、「燈」之作「灯」、「解」

之作「觧」、「鹽」之作「塩」、「弊」之作

「獘」、「磚」之作「 」，「廚」之作「厨」、

「搭」之作「撘」、「澳門」之作「 門」等等，

以其無妨礙讀者理解，一律仍其舊貫，庶幾保留

原文特色，並不煩一一說明。

　 原文往往由英方翻譯人員代行、或由懂得

中文的英方官員自書，或由教育水平不高的華人

撰寫，然後再由英方的中文抄寫員手抄歸檔，因

而經常出現錯字、缺漏、白字之外，還有大量顯

然不符中文語法習慣的文句，頗為費解。讀者不

必苛求，求其大概可也。

香港早期文書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F.O.233/185號檔案釋文（上）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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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233/185號檔案

A　F.O.233/185頁1-29：1844年

A01  第壹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2 為嚴禁事。照得

香港各地方全歸本國權轄。所有石塘嘴各匠，不

准納稅與華官，如違是自取咎戾，決不寬貸。各

宜凜遵禁例毋違。特示。

甲辰年六月十三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七月

二十七日

A02  第貳號  

大英巡理香港等處地方都閫府堅，3 為曉示

事。照得所有無籍之匪、無賴之徒，在赤柱等處

地方窩藏，業經二次搶刦良民，幸不得如意，殊

屬可恨。查該惡匪在鄉中居住，而是鄉民無不知

之。現皆隱匿，不指其名稟報，又不將該匪捉拿

押送官憲，寔係玩法窩匪，律不寬貸。各就出

諭，仰各鄉民人知悉：嗣後附近汝地方之界，再

有此匪盜之案，即每鄉罰銀五十員，以除徇私扶

同之獘而靖地方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甲辰年六月十三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七月

二十七日

A03  第叁號  

憲示：所有在中環東西街各居民人等知悉，

前蒙憲准，領建屋之執照，今當携帶赴到量地官

衙門4呈驗，如有寔據，即換給太平山地界之新

執照。如前日設有遺失或當，則必稟明，一察地

冊，寔知真否，以便查照辦行，汝等各宜凜遵。

特示。

六月二十二日示

A04  第肆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總理香港地方軍務、

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諭嚴禁事。照得

前於本月十一日出示、招殷寔人當塩頭之職，在

案。兹於七月十九日後，如有人未奉憲牌照，胆

敢擅自稱塩通商，一經查出，即每次罰銀五百大

員，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甲辰年六月二十四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八

月初七日告示實貼 

A05  第伍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批諭事。照得

本月二十六日據中環各居民稟稱，懇乞按舖給

銀，得些貲財，稍助搬遷費用，並求寬限日期。

等由。據此當批。本總理俯念所有各舖戶前有憲

准建造之執照，今又搬遷費用拮据，兹准每間給

賜銀四十大員，但不准在太平山地址。連免四年

之地租，必須於明年十二月起，按照估地之價，

仍納租項。所有嫖館賭場共計二十四間，亦不給

搬費，惟賜地址而已，迨及十二月亦免其地租

也。至在中環之地址，須遵照前諭，於七月十二

日搬拆離去，倘不遵諭交還、並不帶交地址之執

照，亦不給與搬遷之費也。惟想所有修整太平山

之費用最繁，並所給之地址甚為合用，及所賜之

銀錢亦多，如此補足，嗣後即有呈稟，亦不得收

也。汝等各宜遵照施行毋違。特示。

甲辰年六月二十七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八

月初十日告諭

A06  第陸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批諭事。照得

本月十九日，中環舖戶稟稱，暫且允准盖搭葵

竂，迨及建瓦屋。等由。本總理眷顧居民，不得

一旦復建屋宇，是以權且准如稟，但前諭內不准

搭竂，是以催令作速盖房，並不得因准暫時搭

竂、遲延盖瓦屋也。各宜凜遵。特諭。

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A07  第柒號  

量地官熟思斟酌所議各條，開列如左  

一 中環各屋有前憲執照，限七日必須赴呈量

地衙門查驗，如違毋庸稟求給補搬拆費銀。

一 遇有屋主不在此，惟給權與他人代辦，仍

赴本署，呈明前憲執照。

一 遇有原主業經賣去屋宇，必將其賣情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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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查驗：是否有憑據、而現今居住屋者果係屋

主否也。

一 倘有不幸失去前憲執照，該屋曾入本署之

冊，惟他並無憑據可考，則該居屋者必帶人担保

一百大員，嗣後若查有寔主到來，即將其保銀化

為烏有。

一 該屋宇大小建費不等，是以本署據寔估

價，按照定其錢銀若干繕列於後。

四號
鄧穌即和

彰的
收銀五十元

有賣契

牌照

太平山舖位

第十號

五號
鄧穌即和

彰的
收銀五十元

有賣契

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一號

六號 亞慶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二號

七號 亞東 收銀五十元 失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三號

八號 亞有 收銀十五元 失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八號

九號 亞有 收銀十五元 失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七號

十號
杜達即亞

有的
收銀十五元

有賣契

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六號

十二號 寶華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四號

十三號 梁郁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二號

十四號
林有即華

筳的
收銀五十元

有賣契

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五號

十五號 華筳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三號

十六號
宋琪即華

筳的
收銀三十元

有賣契

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四號

十七號 積發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五號

十八號 連全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六號

十九號 亞賤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七號

二十號 進先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八號

二十一號
陳名利即

亞添的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九號

二十二號 亞安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六號

二十四號
陳開即李

五的
收銀十五元

有賣契

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號

二十五號
鄺琼即貴

有的
收銀十五元

有賣契

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五號

二十六號 亞三 收銀十五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四號

二十七號 亞報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七號

二十八號 亞帶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八號

二十九號 合意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九號

三十號 亞壽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十九號

三十一號 連喜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號

三十二號 亞貴 妓舘
未有牌

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十號

三十三號 亞貴 收銀五十元
未有牌

照

太平山舖位

二十一號

四號 亞就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四十二號

五號 亞就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四十一號

六號 貴凌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四十號

七號
林澤即鳳

彩的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三十九號

八號
林澤即鳳

彩的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三十八號

九號 貴勝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三十七號

十號
周開遠即

蘇喜的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三十六號

十一號 亞添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三十五號

十三號
謝錦綸即

亞愛的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三十四號

十四號
謝黃譽即

亞愛的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三十三號

十五號 有意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三十二號

十六號 亞有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三十一號

十七號
亞郁即賣

與啟義堂
賭舘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四十七號

十八號
亞郁賣與

啟義堂
睹舘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四十六號

十九號
周多即亞

意的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一百一號

二十號 有彩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九號

二十一號 麗彩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八號

二十二號 亞成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十一號

二十三號 亞喜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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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號
陳開即穎

秀的
收銀十五元

有賣契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七號

二十六號
屈和彰即

七寶的

收銀八十二

元半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四十九號

二十七號
屈和彰即

亞珍的

收銀八十二

元半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四十八號

二十八號 亞珍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四十五號

二十九號 亞珍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三號

三十號 亞十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四號

三十一號 二穌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三十號

三十二號 亞七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三號

三十三號 亞炳 妓舘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一百二號

四號 亞三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號

五號 亞三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一號

六號 亞凌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二號

七號 亞凌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三號

九號 亞安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四號

十號 亞安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五號

十一號 亞進 收銀三十元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七號

十三號 華祿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六號

十四號 華祿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七號

十五號
陳開即亞

來的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五十八號

十六號 亞登 收銀五十元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九號

十七號 亞正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號

十八號 錫意 收銀五十元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一號

十九號 亞九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二號

二十號 有珍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三號

二十一號 亞進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四號

二十二號
王龍即亞

寬的
收銀五十元

有賣契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五號

二十三號
鄧灶即亞

寬的
收銀十五元

有賣契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八號

二十五號
蘇四和即

七寶的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九十二號

二十六號 勝寶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六號

二十七號 亞安 收銀七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號

二十八號 亞安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五十一號

五號 亞興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號

八號 亞郁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七號

九號 亞郁 收銀五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六號

十號 亞二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七十九號

十一號 金有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七十八號

十三號 來有 收銀七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九號

十四號
梁文即興

二的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七十七號

十五號
梁文即興

二的
收銀三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七十六號

十六號 有珍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七十五號

十七號 有珍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七十四號

十八號 有珍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七十三號

十九號 有珍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七十二號

二十號 發貴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七十一號

二十一號
嚴充即亞

郭的
收銀二十元

有牌照

賣契

太平山舖位

七十號

二十二號 亞穌 收銀二十元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六十九號

二十四號 亞安 妓舘 有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八號

二十五號 收銀十五元
太平山舖位

九十六號

二十六號 新貴 妓舘 無牌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五號

二十七號
敦和即亞

合的
妓舘

有賣契

未有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四號

二十八號 鄧穌 妓舘 未有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三號

二十九號 亞炳 收銀五十元 未有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二號

三十號
張寶即亞

春
收銀五十元 未有照

太平山舖位

八十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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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  第捌號  

現今中環各屋主既有牌照，又蒙大英官憲估

本國之價值，依此補賠搬拆舊屋宇，遷往太平山

之費若干，又恩准本年起至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正

月盡免地租。等因。兹各屋主或親自辦事、或代

辦、或委辦、或接辦、承辦等，一概肯受該補搬

遷損拆之費銀。今既收足，嗣後永不能復稟官憲

再補銀項也。恐口無憑，各人押立名字為據。

甲辰年七月二十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九月

初二日　　親筆

A09  第玖號  

憲示：今在赤柱要建造憲署一座，又在裙帶

路建造衙役屋三間，各人要盖此宅者，惟赴量地

官衙門詢問各情形，及查該屋之畫圖各原由。每

日午時可以探聽，即於七月二十二日，各人稟明

要建價若干，若討得價少者，即給築盖。特示。

甲辰年七月二十□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八

月　　日

A10  第拾號  

大英巡理香港等處地方都閫府堅，為禁止事。

照得本巡理奉  欽差大臣命諭，近今香港更練終夜

擊鐸無已，吵鬧聲喧殊，屬攪擾人之安睡也。至

今以後，守更者務宜安靜，不得嘈雜响鐸，以干例

禁。等因。本巡理奉此，合就出示曉諭各民人更練

知悉：汝等務宜遵照施行，倘敢抗違，立即拿獲究

辦，決不寬貸，凜之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七月十五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八月

二十八日告示實貼

A11  拾壹號  

大英巡理香港等處地方都閫府堅，為曉示

事。照得大英官憲憫恤小民無依，允准在西營盤

處、東以灰爐、西以瓦屋為界，暫時搭盖棚屋，

並不准踰越其界限也。而量地官不時觀度此地，

以俾漢人居住，一概投賣地方，而現經所與搭之

棚，盡必拆也。當此時各棚屋每月納地租若干，

於本月十九日起，又擇地保管束所有居民，另立

邏更，以免匪類竄入窩藏。等因。合就示諭各建

盖人等知悉：汝等各人當自思現所盖之屋宇，惟

准暫時，並不能討其地方，而大英官憲隨時將必

收還。各宜凜遵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七月十七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八月

三十日告示實貼

A12  拾貳號  

立甘結人郭亞安，為蒙憲准當塩頭之職。

自英國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起，至明年

九月初一日止，共納洋銀柒伯大元。現納洋銀

三百五十大元，其餘限六個月後清交，又邀保主

一名，担保銀一千大元，以憑交納七百員之項。

至所赴本港之各塩船隻，為郭亞安責成，管束各

買賣塩客，以便安分，凜遵海防各章程而守持地

方律例。設不遵所諭、並不按甘結辦行，則當革

去塩頭之職，又罰担保銀一千大員。恐言無憑，

繕修此結，即同保主均押名字交英官收執為據。

甲辰年七月十九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九月

初一日親筆

A13  拾叁號  

署量地衙門總理官，要建赤柱左堂衙署一

間、裙帶路差役屋三間，開列如左。

一 所有匠人相約作此工，必恒凜遵本總理

官與所屬員管事之命，其所建造者必十全足意，

若係無用之材料與工作不好，本官等搬拆棄之。

至其材料搬遷，再造各工費，係該相約匠人自出

也。至前禮拜五，務將已成工費開單呈騐，每逢

月底之禮拜七午時給其工錢。但每百員除二十員

存留，以便保按約，成全各工後，方統給。至該

相約匠人若失約、並不固守，則將此銀與所欠各

銀俱化為烏有。設若遲延、並不成其工，則本總

理必另雇工人買器具及材料，以速成其工。而所

有使費皆歸相約之匠人也。

一 所有畫圖與其說明大畧，互相觧明，設遇

忘記，則該相約者須當復造之也。

一 相約匠人必恒遵管事之諭，而時查所畫之

圖，以觧前所言之大畧而循行焉。若必囑變樣，

稍不爽約，乃該相約匠人責令改變，即擬此變

樣。人工耗費，則查照賠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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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該約匠若不蒙允准，不得另僱人相約造

工，而該僱工人定必日給工錢。

一 按照其圖形並其觧說之誠意，必立明限，

六個月後其工必完竣，其屋必成就，不然則該相

約匠，每滯延一禮拜，應罰銀一百大員。

一 或有別樣工夫而意外之事，或因風雨阻

止，無不恩准延限也。

甲辰年七月　　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九

月　　日

再將其屋之形勢材料各詳細開列如左。

一 其地址修平後，遂掘地基溝渠，深三尺，

濶三尺，倘必另加廣大，亦必照工作之堅固辦

也。

一 築地基用長石，濶三尺，見光減少二尺，

在牆側邊用粗石面光高一尺半，每一丈開圓窻，

至其屋務要砌以上好 ，欄杆用灰整造，按照其形

圖辦之。

一 要開井一個，深務必到水井口，橫石三尺

半，井口用花石角。

一 要造九寸圓水渠，按照畫圖，濶一個半

，各渠口濶三寸，兩邊要一丈。

一 周圓屋宇路外，務要用灰粉打灰沙，濶三

尺，階級石高三寸，其圓渠由此通行，然作此者

惟聽管事之命。

一 衙役屋以粗石砌牆二，如其罪犯監房各相

聯絡，其內地用地撲板，同房四方又用天花板，

穹頂石板用九寸厚，互相符合。

一 木匠務要好木而釘之，用新加浦、呂宋

等木以造雜木門扇百葉窻，內邊玻璃牕門俱整主

固，亦買來鐵鉸、鐵鍊與所用之鎻，又買來鐵

條，在監房每條圓四分三，各離三寸入舟孔，又

在各監房買造鐵條與合羅鎻。

一 屋背盖以雙重瓦，每坑五寸密密相連而穩

倡角。

一 在樓上釘松樓桁九二半，相離一尺，務要

交納三五牛骨蓢而釘之。

一 屋內間隔以為睡房。

一 在署在監各房樓下用鐵耙為地撲板。

一 樓板必係頂好松厚五寸四分一，而底下地

板離地一尺，樓桁俱用鐵閂。

一 各門與百葉窻一概必須全頂不動，又用頂

好鉸鎖，其葉攔馬路加百葉窻門，各事均聽管事

諭命。

一 在署各房必造火爐頭，或用 、或用木、

盡雲石樣，另釘火爐鐵耙，每件給銀二十大員。

一 監內監外房門，按照圖形，用堅木，又釘

鐵釘，又用好鎖鉸也。

一 按照圖形，在屋前造葉攔馬路，在樓上下

板俱油階 樣，其天花板用杉木做圓頂，包白灰，

頂以鐵色灰塗之。其內用堅木柱，外用 ，塗灰

水，柱頭柱尾一樣，其欄杆照用綠花樽樣而造也。

一 玻璃必用頂好英國玻璃以造其窻也。

一 要揸好灰水於各磚牆天花板房路等，且四

方牆面俱作線濶三寸也。

一 其監之內，房、厨、厠一概必揸好灰水；

署廐、厨、厠各處，必作灰沙路也。

一 油漆須三次揸各木器至其色，惟聽其管事

之命，其門外或潻或盡  

一 按照圖形，在署後造廐役房兩間，厨一

間，造 牆、或好堅坭牆。百葉窻門俱用杉木，地

打灰沙，葉攔馬路，又造木條在三邊造廐內之槽

草枷等件，其屋背用雙瓦，俱作堅固成全也。

A14  拾肆號  

大英巡理香港等處地方都閫鑑府堅，為曉諭

事。照得前已示明，所有西營盤各寮棚等惟准暫

時居住，一俟大英官憲諭令，十日後即必搬遷，

並不延遲，且每月須納地租。等因。在案。於已

查明，分別開列，每間納地租若干，而着地保黃

水褔按所開列全數催納，是銀繳進本巡理收貯以

歸公帑。倘有人等不遵照納呈，即拆其屋棚，並

不准居住。所有新建搭者，不赴本署呈明，並未

領執照、擅自建盖者，即行毀拆。等因。各宜凜

遵毋違。特諭。

甲辰年七月二十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九月

初二日示

A15  拾伍號  

荷蒙上帝之恩典，大英伊耳蘭等國君主、並

保護信德者威度理亞，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三期　2011.4.15 第7頁

月　　日立此契照，與　　彼此存守。　　兹於

威度理亞六年四月初五日，在西殿勅令又加國

璽，以香港島等處為藩屬地方，除隨時所有上諭

飭令總理官遵照辦行外，國主現以全權勢賜錫所

有在香港地方總理官，以便蓋用該地方之關防印

信，或將所屬  大君主之地方與士人，為私用或

與公班會黨為本居民之公用。兹於威度理亞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盖用國璽，欽命大臣德惠師，

統領中華本國商民貿易事務，又欽賜總理香港

地方等處兼軍士，5 經君主前盖國璽親筆，又於

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四月初六，着前任之香港總理

官交給香港所屬君主之地方契照，在案。今立契

照，言明每年地租成約立憑據開列如左。

一 兹　　或承辦或代辦經理人等，必清納租

項銀兩完全，又盖用印信契照於前  按例在香港地

方通行納洋銀五員，呈繳該地方總理憲大臣收貯

歸公，以此為據。

一 兹蒙　　恩准，所遺地方租賃出交，今將

所遺地賃租賃出交與　　或承辦、或代辦經理人

等，在香港島裙帶路地址，此地段形勢在　　

一 君主嗣接　國位之主、以及  欽委員弁兼

操全權，三月前示諭，若須此地段以為香港地方

之公事，或有公用為收回所租之地，或幾分而以

所上盖材料屋宇與其地址，按照調命量地官公道

估價，宜然賠補，給還其價錢與暨其嗣接承辦代

辦委辦人等，收還所損失其地址也。

一 現將此地租出，並所有各利用物件，倘在

該地址之上下遇有金鐵與礦石與壤土灰磚坭沙礫

等材料，所須為香港地方公用以修築衙路等事，

今以後不可阻各委員官憲衙役工人，帶同車輛馬

匹進其所遺租地，亦不攔人遍處掘出坭壤礦金等

材料担去，惟必謹慎不得有傷損害　　暨其承

辦、代辦、委辦等。  

一 其官憲亦秉權在該地址開溝渠，若地段在

海邊，亦宜容在前築馬頭路也。

一 今准　　暨其承辦、代辦、委辦等所租

之遺地與所屬之件，限七十五年居住，每年給租

銀　　，按照所有扣回官憲俸祿銀項之例，即每

年二次、於英年六月二十四日一次、又於十二

月二十五日一次，當此時因地址不加使費規例稅

銀等事，兹初納地租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月　　日。

一 今　　與所有嗣接、承辦、代辦人等，現

相約應承，每年所定地租銀項而所有七十五年限

內，亦隨年納呈　大英官憲，按所議期限，並不

納毫兀規例費用等項，但嗣後因地址另加稅銀地

租，則該　　與其承辦、代辦、委辦人等，務當

全納。

一 又應承必於一千八百四十　　年以前，

在其地址建堅固瓦屋與所屬各件費銀，又開溝渠

與所須用之事，又所建之屋應須與量地官合意

方可。但所有上言期限，必造成該屋宇。又必

應允：嗣後恒時凈潔該溝渠厠各處，倘若屋宇頹

壞，即必修整也。

一 於限內六十九年以後，准英委員進其地

址查驗房屋，繕寫各物件，以憑七十五年後交還

也。若要建造街路、或在海邊地址修築馬頭溝渠

等事，則租該地址者與隔籬人等，必須捐銀，按

照辦行，亦聽量地官定銀若干，如不遵將前收租

項動支，而所有官憲每年屢次限期內，按例日間

赴進遺租地查覆其屋宇有何拆壞頹敗處，即當修

整而諭。　　暨其承辦、代辦、委辦人等，限三

月內遵照修整其敗壞者，此是租地者所應允也。

一 或有不蒙憲　准，　　暨其承辦、代辦、

委辦人等，不得開打銅、宰畜、造番覘、造密

糖、造牛皮、油漆、造酒、造嗅物、打鐵、燒牛

骨等舖，又嚮鬧不凈担尿穢可厭之工夫，倘敢不

遵，俱不准在此居住也。

一 如七十五年內，倘要再租典當地址與所

屬之件，則應赴香港量地衙門稟明，以憑載籍，

又必納所宜規銀，仍納地租銀項若干，或未便納

清，則按例二十日後全數交清。

一 上所錄各條，該　　與其承辦、代辦、委

辦人等，若不遵照應承相約立契，自此以後，任

從  大英總理官與各委員，按例將所有全地址或幾

分，抄官而收還歸公，並廢此地契所約，又赶逐

該　　與其承辦、代辦、委辦人等，而往別處，

恐口無憑，繕此親筆蓋印，永遠存照為據。

甲辰年　　月　　日　　　　在香港裙帶路

親筆蓋印給領　　等為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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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月　　日  兹該　　於本

年　　月　　日親筆蓋印為據

A16i  第拾陸號  

兹收大英官憲賠補毀拆搬往太平山費銀，嗣後

中環東西各舖戶人等，不得復稟大英官憲，請求補

給銀項。故各簽押名字又於名字右邊註明收到若干

銀兩字樣，交大英官憲收執為據。

甲辰年七月二十八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九月

初十日

A16ii  志士仁人6

論士與人之品，即志仁已見其概矣。又士而

無志，何以為士，人而不仁，何以成人。彼論士與

人者，可不以志仁為急哉。且千古之大節，必歸志

士；千古之大義，必歸仁人。以大節而衡千古之

士，見節如見其志也。以大義衡千古之人，見義如

見其仁也。志無以尚，仁無以加，此其詣遂卓然隆

於千古，不然，天下皆言士矣。士其名，不能士其

實，不仁之士，吾知必無堅貞之志，天下皆言人

矣。人其面，不能人其心，無志之人，吾知必無善

長之仁。夫士不能以志見，安得為士；人不能以仁

見，安得為人哉。然志士尚矣，仁人尚矣。

幸蒙指教，不辭鄙陋，偶擬一題率成作前八

行。呈閱。斧削。

A17  第拾柒號  

大英欽命副總理香港事務陸路提督大，7 為黑

夜安靜居民事。照得向來更練守夜，不准鐸嚮喧

嘩，嘈擾眾庶，是以務宜彈壓此惡獘也。至於該更

練等，果係醒守不惰，何難稟知屋主，以免敲鐸等

事。乃竟响鐸聲喧，以致擾亂居民之安睡也。故此

出示嚴禁。嗣後在裙帶路與所屬附近地方，自日落

時迨及早晨六点鐘時候，俱不准仍行响鐸嘈雜，倘

敢抗違，則任該居民或官憲或差役帶是人赴  巡理正

堂衙門，即行查辦訊究，罰該更練銀十大元以下，

倘不交銀，即行監禁一月以下。倘查該更練或有奉

事頭屋主等命，許他鳴鐸聲哮，例准  巡理正堂罰該

屋主事頭銀五十大元以下，倘不交銀即出諭，將其

家內什物賣去，以填此銀項，設無物業，則監禁限

一月以下。或該地方屋界作出鐸聲嘈鬧，於此時

或因阻攔不能親見確查，則例准  巡理正堂查有

此獘，即招該地址之居民屋主，察出如果此處此

人有鐸响聲嘩，如上罰銀監禁。等因。合就出諭

示闔港屋主居民更練人等知悉：汝等務宜遵照施

行。凜之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七月二十九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九

月十一日告示實貼

A18  第拾捌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督同議官，為曉

諭事。

照得向來重案，均歸總領大憲審定，當今裁

廢，而設立按察司衙署以辦香港等處案件，至基

業等事、以及各案，惟遵大英律例而辦。或與本

地方官之情形不合，或有訟案有關漢人，則該臬

司按中華之律例懲辦。其罪若有律例，如關係傷

害　國家之權勢，不准循行焉。

至按察使司荷蒙欽命，辦此重案，並不得

理他事務，又當用關防印信以憑盖印文票，至所

屬官員、與記錄、書辦、繙譯等員，俱聽臬司調

派，又當准寫狀文士、詞訟之師等，與人代辦事

件，但不得擅自執事，倘若該署發諭出票，命令

是正副巡理遵行監留罪犯等事，應當隨時開單呈

驗。

至遇有孩童狂顛人等，實有物業不能自主

行事，惟候該署代辦。或有人已死，此處並無親

戚，而所遺基業貨物，該署應妥協辦理，即盖印

設立遺書憑據。又按例查立担保經理人等，以便

届限對賬清數取齊，至所有代他辦事各工費，即

准給回銀項若干賠補。所遺物業一概銷賣，其銀

項暫留公帑存貯。

試思此署之權，關涉香港等處，並在中華

所駐英民，或在岸、或在船航海離唐山一百里以

下，按照大英總領大臣所有飭令，除非禮拜瞻禮

日，該臬司每年於英年號，每逢正月、三月、五

月、十二月四個月，每臨月終之日，自上午十點

鐘至下午四點鐘，坐堂聽訟。每逢二月、四月、

十月、十二月四個月，每月自初一日起至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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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究辦聽訴告狀。又每逢二月、四月、十月、

十二月四個月，每月從十五日起至月底之日，該

署之臬司等審辦定罪。倘另應行事，則聽臬司定

日期矣。至除六、七、八、九四個月外，亦准各

人等赴臬司之房，以招人致辦案件，行各法務。

惟每日只限上午十點鐘起，至下午三點鐘而已

也。

至若告狀，則務先赴記錄官稟明委曲原由，

以憑出票招其被告者，並寫明法規銀項若干。若欠

債之人正要逃脫，惟赴臬司據實稟明，以憑拿獲。

倘他無人担保、並不還清銀項，即仰巡理正堂監

禁拘留。但該原告者遲滯不理，則釋放該被告者。

若原告者毒意干累，則令原告賠還被告者所失之費

用錢銀，如無交還，即行監禁。迨及填還清楚與被

告者，即臬司由巡理正堂傳諭各人遵照赴衙，限八

日，或親至，或訟師請記錄官繕寫情由。若該原告

與被告者訴語，均必據實陳事，不得糊塗參差，不

然則臬司擲還呈稟不理。但被告者見招，臨期並不

赴署，則不准伊訴狀其原告者不遵例告狀，亦不准

追究。遇事不按例，符合亦必棄案不理。即將為查

察案議處後七日前啟明，以便豫備各文件上控，如

招証見，即必赴署，又帶同憑據到來。若不能待期

聽審，惟在臬司臺前立証，至証人所費工銀，亦當

補賠矣。倘輕憲招証不來者，聽臬司罰銀一百員以

下，或監禁二月以下也。即有証人發誓妄枉，或有

漢人聲明，如果查係假誣，真是藐視官憲，均監禁

二月以下、或罰銀一百元以下。

或臨時定案，知其債人並無基業、不足以

填還欠項，惟聽記錄員查奪，如何妥辦。設有填

還，聽臬司分限諭令繳還。至若查抄物件，不論

香港等處何地，只准日間，並不准晚夜時候。

如有稟帖陳事，則於坐堂先一日以前，呈進記

錄官查收，或因銀案重大，經臬司審判而原告者未

能足其心，又以上告，此係一千五百員以上之案，

則限十四日內，准赴本總理衙內稟訴。設有銀案係

關五千銀以上者，而原告並不如意，臬司擬定即取

担保補回規費，准行奏進大英君主御覽，並將該臬

司所關此案之文書各件附粘，奏進聖鑒。

至審辦判斷之際，必有同盟妥協殷實鄉紳

六位聽訟後，公抒意見，或詳細聲明，觧事會商

該被告者是否有罪也。但此人其年紀必係二十年

以上，六十年以下，又必在香港每月曾受過工銀

二十五元以上者，或每年每年有俸祿一千元以上

者，方可充是職，却不准當過武士、醫生、法師

等，充任此位也。

至遇有案件當查覈究辦，則前示明以何時審

判發出牌票。設原告者不遵照届期赴轅，則廢此

案也。至其証人，必寫明其姓名赴案傍侍。

至其罪犯立在臺前，不用鐵鏈綢縛索鎻。如

言係無辜，即傳諭同盟鄉紳議定，如此議處後，

不得因毫錯廢矣。

所有審案規費，或在臬司之署，或在記錄房

內開明清單查看，除關國家之土地、稅項等與争

訟銀項、賭錢之外，准該臬司自行審斷。若案件

關一百大元以下者，毋庸招同盟鄉紳，即可自行

查辦。飭令發誓以憑妥理。記錄官即按單算賬，

收各規費。

如上刑罰，倘若藐視枉誓等獘，惟准監禁三

月以下，所有議定案件，並不得毫釐差錯反覆，

至遇最貧之人赴署呈稟，則免規費，又准法師代

辦，倘討還錢銀，仍必慎還規費。

等因。合就出示曉諭闔港軍民人等知悉：汝

等各宜遵照凜之毋違。特示。       右仰知悉

甲辰年七月初八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八月

二十一日告示

A19  第拾玖號  

憲示：兹於本月二十日以後，大英按察使司

胡，8陸續坐堂斷案。今據寔詳細查覈各罪犯擬斷

何罪，開列如左。

梁亞華、梁郭氏。等因。強迫牽賣良家婦

女作為娼妓，擬監禁十八個月。亞華又要每日挑

坭。梁郭氏又要每月一次觧至街市示眾。

陳亞昌、黃亞德、黃亞耀、張亞九、葉慶

發。等因。穿鑿偷掠強盜，擬終生徒流海外之

地，劉亞二因偷搶強盜，擬十年徒流於海外之

地。等因。為此示仰闔港民人知悉，以警匪徒而

除惡獘。特示。

甲辰年八月二十七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

月初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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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  第貳拾號  

大英欽命護總理香港事務、陸路提督大，為

曉示事。照得本護總理詳細查察路啤銀錢，其價

每貳百二十五塊，均可換壹百大洋錢等情。前又

經曉示在案。兹有無法之徒，胆敢以路啤為輕，

並不依其寔價找換賣買等獘，殊屬可恨。除將上

年在粵省公司議定各項銀錢開列外，合就出諭，

為此示仰各色民人知悉：汝等務宜公道，按照寔

價販賣，而各市舖找換銀錢，亦不得輕此重彼，

以昭平允而免哄騙也。倘敢故違法紀，決不姑

寬。凜之。特示。

兹將上年在粵省公同議定各項銀錢價開列如

左。

一 路啤：二十塊兌重六兩二錢三厘，鑄除

銅渣，寔五兩六錢五分，即是一百兩路啤均係

九十一兩八分五厘，便合足色紋銀之數。

一 佰路大銀：每五塊兌重三兩六錢，鑄除銅

渣，寔三兩二錢三分，即是一佰兩佰路大銀，均

係八十九兩七錢二分二厘五毫，便合足色紋銀之

數。

一 麥西哥大銀：每五塊兌重三兩五錢七分五

厘，鑄除銅渣，寔三兩一錢九分五厘，即是一百

兩麥西哥大銀，均係八十九兩三錢七分一厘，便

合足色紋銀之數。

一 破利文大銀：每五塊兌重三兩六錢，鑄

除銅渣，寔三兩二錢一分，即是一百兩破利文大

銀，均係八十九兩一錢六分七厘，便合足色紋銀

之數。

一 治里大銀：每五塊兌重三兩五錢九分五

厘，鑄除銅渣，寔三兩一錢九分五厘，即是一百

兩治里大銀均係八十八兩八錢七分，便合足色紋

銀之數。

右仰知悉。

甲辰年八月二十九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

月初九日告示

A21  貳拾壹號  

欽差大臣、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為曉諭事。照得清遠縣民

人徐亞福，被花旗國人鳥鎗斃命一案，經本部堂

劄飭該國領事確查交，允照例擬辦。兹據該國領事

福士申稱，查明鎗斃徐亞福之人名呾喋哩，業經全

案交本國公使查照，按律例辦理。等因。查上年議

定英國善後條款，內開：華人與英人交涉詞訟，英

人如何治罪，由英國議定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又

本年議定本眾國9即花旗通商善後事宜，內開：事

後10中國民人與合眾國民人有争鬪詞訟交涉事件，

如中國民人由中國地方官捉拏審訊，照本國例治

罪；合眾國民人由領事官捉拏審訊，照本國例治

罪。各等語。經本部堂奏奉諭旨，勅部核覆在案。

所有徐亞滿命案，既據領事福士查明，呾喋哩鎗斃

徐亞福，已交本國照例辦理。核與奏准條約相符，

除飭知遵照外，合行出示曉諭軍民人等知悉，勿得

私相報復致釀事端。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告示

A22  貳拾貳號  

署廣州府正堂、加三級紀錄十次劉、南海縣

史、番禺縣文，為曉諭事。案奉督憲札開：

照得十三行各寓館，為外國商人寄居之所，

近年以來，屢有焚搶及斃命重案，總因通衢往

來，中外雜處，其初衅起細微，兩不相讓，內

地匪徒，因之乘机糾集，漸釀事端。待其仇隙已

成，地方文武始帶兵弁前往彈壓，不惟諸費周

章，亦屬不成事體，丞應預為防範，以期相安。

飭即會營親詣十三行左近，詳加履勘，將何處應

設柵欄，何處應添卡房，如何酌撥兵差巡察，務

使各分界限，不致往來錯雜，肇衅啟争。仍將勘

辦緣由，繪圖加說，通稟察核。

等因。當經會營勘明，繪圖註說，並將議定

各條款，先後通稟列憲。旋奉院憲批，行  藩憲核

議，及飭將未盡事宜妥議詳覆。均經遵照議詳，各

在案。兹復奉院憲批，飭將議定章程出示曉諭。等

因。奉此，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諭該處軍民人等

知悉：爾等須知中外雜處，每易肇衅啟争。現在所

定章程、界址分明，往來無虞錯雜，範圍嚴密，彼

此胥就防閑，從此匪徒絕窺伺之緣，而莫生覬覦；

遠商有藩籬之限而永慶綏安。法至週而無獘，事可

久而相安。爾等務宜遵照，毋得故違，致負大憲之

仁心、與本府縣之期望，是為至要。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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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章程開列在後。

一 十三行一帶，民居稠密，易滋火患，不可

不預為之防。嗣後准外國住行商人，各從本樓牆

基之上，接築三面圍墙，所有添建工料，或由行

主備辦，抑由住行之人自備，均聽其便。

一 東自新荳攔口起，西自靖遠街口起，均南

自河邊止，所有舊設木柵，均應改為堅固牆垣，

或磚或石，由外國商人捐資建造，俾免內地人民

往來窺覷，肇衅啟争。

一 同文、清遠、新荳攔三街之北頭洋行後

身，亦准外國住行商人于本樓牆之上接築高牆，

以防火患，或行主自備工料，亦無不可。三街南

北兩頭均添設堅固包銕木柵。

一 中外雜處，易滋事端，嗣後三街六柵，應

設兵房、差館，常川駐守彈壓。所有肩挑貿易之

人，不許在行前左右出賣瓜菓、糕餅等物。其餘

醫卜星相，剃頭乞丐，擺設西洋鏡及一切閒雜人

等，均不許在行前左右往來擁擠，招引閒人，違

者查究。遇有打架鬧事，或遇火災，即將六柵全

行關鎻，不許閒人窺覷，或有人強要入內，致與

守閘兵差互相争鬥，應即嚴拿究治。倘兵差驅逐

不力，一併究惩。

一 靖遠街官卡，應派明幹武弁一員，常川督

帶兵差駐守，遇有口角細事，由該武弁隨時彈壓

理處。若人眾滋事，亦由該武弁稟請  大憲多派兵

差前往查辦，以息争端。

一 嗣後各行門前路不通行，兩頭木柵由領事

管鎻。每於日落時及禮拜日，即行關鎻，非有事

不啟。

一 附近十三行舖戶，如有私自賣酒與外國

人，飲者一經查出，即將該舖封鎖，併捉舖戶責

處。其街道不許堆積糞土，違者送官酌惩。

一 如娼妓入行情獘，查有証據，即將該妓並

該行買辦送官嚴辦。

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示實貼

A23  貳拾叁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示事。照得

兹有漢人等，未蒙憲准，在香港裙帶路海邊等處

建造，乃敢盤踞地趾，擅自搭篷寮木屋等，並不

交納租地銀錢，殊屬違背法規。現今本總理業經

諭飭，量地管官傳諭，該盤踞擅造者，限定日期

即行拆搬所有各寮屋，倘不遵照，該管官自行驅

逐搬拆。等因。合就出諭示，仰各色人等知悉：

汝等務必遵照，於限內拆搬，以免自累。凜之，

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九月十一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月

二十二日告示

A24  貳拾肆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督同議官，為曉

示事。

照得向來無賴匪類，赴到香港等處，以至

地方不能安靖，是以設立衙門，以憑編戶各口，

登名於籍，恭候上諭，權且置立官憲等，定奪

俸祿，以管各事務矣。嗣後自本年九月二十一以

後，除非編官、不准其來港外，凡各男人年紀有

二十一歲以上，住在香港能度生活者，必須每年

一次親赴該署登名，聽該編官查詢該人之年紀多

少、務業何處、及家眷子女來此港日期各原由，

以便載籍。設該人係匪類無賴之徒，則不准居住

香港，倘係良民，則行納規。又按其日期姓名照

寫漢字樣而給其牌票，即准在此居住也。但此票

惟准限一年可用，至一年滿後，若不再來報名登

籍，按照無載籍之例，議罰銀錢。

至該各行頭目，若僱傭工，無論挑泥各匠人

等，新到香港者，必須即時赴該署以登其名焉。

設有人在本家內地址，私藏無票之徒居住僱傭

者，即罰銀以十大元以下。

除灣泊本港內兵商船隻水手、若蒙該船長

人之票、准行上岸外，若有人來港一日內並不赴

該署掛報，則罰銀二十員以下，又准該編官責令

各行頭目、地保等，在鄉里中以所屬居民家眷若

干、務何事業各情節，開列清單呈覽，倘有不報

者，每一名罰銀二十大員以下，而該編官又將牌

票空白交該屋主，將家內地址各人丁名字，限日

內填註呈進編官查閱，倘不遵照，則罰銀二十大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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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登名領票規銀舖戶買辦人等，每月受銀

二十大元以上者，即納規銀五大元；書辦人等每月

受銀二十元至十元者，即納規銀三大元；管店水手

各工人等每月受銀十元以下者；即納規銀一員。

所有在本港剝艇三板渡船各項船戶，必須帶

船中水手各伴，赴編官衙署稟報，以便登簿，又

給其牌票，以明畫其號在船傍，若有船載二十擔

及載二十担以下者，俱納規錢壹伯三十八文。倘

若不遵而該船戶又不到來掛報，胆敢在香港受僱

往來駕駛，或有票私借他船，或假畫字號，則罰

銀一百大元以下。

至所有赴此港之船主，各人一到，必須即當

掛報，而該編官即按所定之例，給發紅牌也。如

有不遵則罰銀項二十員以下。或有人假詐，以本

票借他人以為暫時搪塞，私偷違諭等獘，則罰銀

五十員以下，但無錢銀即監禁二月以下。至該罪

犯則押在巡理正衙門以便究辦。

若有人出首稟報違諭不納規者，即將該罰銀

一半賜他。等因。合就出諭示仰各色人等知悉：

汝等各宜凜遵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七月初八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八月

二十一日告示實貼

A25  貳拾伍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示事。照得

在香港所有各田畆基業房屋等，必有牌照為據，

是以本總理特派量地衙門為記錄。等因。在案。

兹遇有人買賣基業屋宇，務必赴到漢文官衙門，

稟明各原由，又帶同地保貴重人等為証，以憑查

辦給照。呈進量地衙門據寔紀錄，以除擅自買

賣、至有哄騙惡獘。等因，合就出諭示仰各色居

民人等知悉：汝等若前未經稟明漢文衙署，所立

買賣各契不得執為憑據，庶可杜絕光棍抑騙良民

之獘竇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九月十四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月

二十五日告示寔貼

A26  貳拾陸號  

量地官示  造路擔泥石匠頭目知悉，凡該擔

泥石匠人等，早辰限六點鐘開工，晚限六點鐘收

工。日間務要恒常着力，若不依定限期而來，則

該路之監督不准伊作工，至於早餐准限四個刻食

完，午餐准限一個時辰食完。倘越時限而不開

工，或懶惰、或觀望、或坐卧、食烟、或挑泥不

滿其篸等獘，即議例罰錢，而該路之監督，即行

登簿，于每日呈進本官查覽。至鑿石人等打該石

塊不合原量尺度或折短，並入內沙泥不相稱糊塗

等事，該監督即飭令改變，若不遵照不得給發工

錢。倘若屢次如此作工，本官再不給與工作也。

兹將所定罰錢銀例規開列如左：

一 如有十名遲來作工者，每過時辰罰錢二百

文。

一 如有每班不作工夫或挑不滿篸，罰銀四大

員，若再犯者罰銀五大員。

甲辰年九月二初十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

月二十一日示

A27  貳拾柒號  

第　　號　　量 地 官 諭　　或 承 辦 人 等

知悉，限三十日，必須將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所欠　　號　　地址租

銀　　呈進本國地方公帑。特諭。

　　年　　月　　日、一千八百四十　　

年　　月　　日　　漢文官親筆蓋

A28  貳拾捌號  

第　　號　　量地官諭　　或承辦人等，將

各規銀呈進本國地方公帑開列於左。

　　年　　月　　日、一千八百四十四　　

年　　月　　日

A29  貳拾玖號11  

盖聞放利而行則怨多，見義不為則勇少。曩者

大 之人始開香港，初辟草萊土木經營，倏爾高樓

大廈，江山變易，俄然滄海桑田，依稀富厚埠頭，

也是繁華世界。於焉九流三教，各處俱來，四海

工商，無遠弗届。瞬息間地方興旺，物阜人康，風

俗公平，唐和番合。見有盜賊，設法祛除；見有賭

嫖，出示禁止。猶慮震驚貿易，攪擾生涯，規矩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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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多方擺布，由是賭風減迹，賊匪潜踪，所在之

人，莫不咸稱樂國，共羨良圖。既來者以為安土之

敦，可期永久；欲至者亦云敦艮之吉，可作喬遷。

竊謂如此嘉謀嘉猷，其後不難日新月盛也。

詎料忽開新例，要收身價之銀，告示頒行，

四方震動。若此起例，未曉何心。雖於唐人收銀有

限，而其英國獲利無窮，不知禍患伏於隱微，其害

正良不淺也。試畧言之：舊例重收地租，已無限辛

苦，新例加收身價，又何等艱難。坐賈行商者不得

不高抬貨價以博蠅頭，傭工食力者不得不多求工價

以圖餬口。更有求財無地，誰悲失運之人；尋路無

方，候補棲身之客。欲取票而一文莫有，欲不取而

半步難行。揭借無門，旋歸不得，身無牌票，親友

難留，此際畫餅充飢，望梅止渴，不禁心如火迫，

激反梁山，試問作惡為非，有不從兹而起者乎！或

時身票遺失，搜撿便捉擔枷，訟從此繁，刑從此

酷。嗟乎！唐人受害，總總難堪，設不預為杜漸防

微，其禍將不知於胡底也。

今者公議，各行工商，暫行停止。貿易者罷

其市，傭僱者歇其工，大眾踴躍同心，務行挾制之

法，俾得聯情懇免，然後再開生意之門。倘有不

虞，變生莫測，切須患難相顧，協力扶持，若其執

例必行，寧可席卷而去。天下豈無佳境，何必香港

乃為樂郊！凡我唐人，同勵厥志，以直報怨。莫使

其放利而行，義舉當為，諸君其好勇過我！

公啟

A30  第叁拾號  

憲示：兹有奸奸煽惑漢人，令之受損甚重。

昨該居民忤逆，大英官憲不能接收其稟單。當

此之時，汝等各民人仍舊作工開舖貿易，准各鄉

紳頭人具稟。至所有編戶登名之諭，再將查覽斟

酌，另行改變焉。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甲辰年九

月廿一日示貼

A31  第叁拾壹號  

憲示：所有登籍規條，係每年一次呈納，並

不論月也。各宜知之。特示。

九月二十日示

A32  第叁拾貳號12  

椽木求魚事一翻，貪賘污吏好羞顏。

詭計行規身價納，亂作形摸不再三。

須之13埠廣多華盛，返轉回歸也是聞。

各有原根生故土，愁無他處做營生。

屈指算今年四載，初無此埠亦無難。

僥倖得些殘寸土，治制無能日靜安。

咫尺又防偷共搶，這等福兒想坐邦。

國祚山河君莫想，消愁悵。

罷咯！不若我轉歸夷國、免喪他邦。

天朝暫失英雄志，虎走平陽彼犬欺。

時來得遇風雲際，盡把英奴一掃除。

眼看便是英雄漢，動手烏龜王八郎。

A33  第叁拾叁號  

大英署量地統領官記　　諭　　悉知：前容

汝　　，但此地今要公司，合就出諭示，仰汝各

民人知悉：汝等務必即時搬拆給還該地址。倘要

買之，惟俟定日期以便投賣。如敢抗違、並不給

還該地址，本統領惟執法，循　欽差大臣於　　

月　　日所出諭示而行焉。特諭。

A34  第叁拾肆號  

大英特調漢文經歷郭14　　諭　　知悉：今奉  

欽差大臣德諭：汝等一齊赴按察使衙署，稟求允

准汝等置立代辦基業之敕諭，以便保結辦行。特

諭。

甲辰年九月廿六日

A35  第叁拾伍號  

憲示：現有石船在香港之紅香爐、七姊妹、

黃角嘴、筲箕、卧船等環，買各石塊，運進內

地。按照英、清各大憲議定，必帶護照方可准

行。合就出諭曉示，各石船人等知悉：汝等嗣後

務要赴漢文官衙署呈稟，以憑給領海防官護照，

以便往來無礙，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甲辰年九

月廿六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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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6  第叁拾六號  

大英特調海防伯，15 為給護照事。兹有石船

人　　船號　　水手　　名，赴本署稟領護照，

以便載運香港石塊，往來內地發賣，合就給領護

照，以憑經過內地關津，並無阻礙。特給香港石

船牌照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甲辰年九

月廿六日　執照

A37  第叁拾柒號  

憲示：嚴禁在此山割樹叢，惟准任割草。如

違自取咎戾。凜之。

十月初三日

A38  第叁拾捌號  

大英署量地統領官記，為曉示事。兹有黃坭

涌掃筸埔地方居民，本國家與他承買各田畝。兹

該民人等遊手好閒，並無務農事業。倘該民有勤

力作工，合宜者，本官憲遇有公務用挑坭者，即

着令該頭人俱用黃泥涌掃筸居民可也。特示。

甲辰年十月初三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一

月十三日

A39  第叁拾玖號  

署新安縣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湯，為曉諭

速領新照以憑造冊申繳事。照得屬內大小船隻，

奉行定例，每年七月將舊照繳銷，另換新照，出

海採捕，以察良歹。如有執持舊照影射，分別拿

究，船隻充公。等因。遵照在案。兹道光二十四

年分漁船，已奉藩憲印發到縣，除移營廳及飭差

稽查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諭各港澳甲甲1 6

船戶約保耆老人等，即便遵照爾等大小船隻，立

將舊照繳銷，換領新照，捸捕資生。倘敢执持舊

照，影射有無票船隻，潛在海面滋事，定即嚴拿

究辦。該澳甲仍將經營港內船戶舵水姓名年貌住

址，造具清冊呈繳，以憑核送詳辦。毋得包庇的

徇延，致干查究。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示　告示　發

仰牌船沿海張掛曉諭

A40  第肆拾號  

大英署統理量地官記，17 諭上環各舖主知悉：

汝等各人，宜於本月十六日下午，帶同地址執照

與所有買賣之契，赴漢文官衙門，以憑查察，毋

違。特示。

甲辰年十月十三日示、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A41  肆拾壹號  

大英署統理量地官記，為曉示事。照得所

有在西營盤與海邊之地址，經已量度，定於本月

二十三日，將該地方在漢文衙門投賣，以出最高

價者得。但各人買該地址，必先交該地租銀十分

之一作為定銀。當收本署契照之時，每壹伯員地

租，先納十五員，以便修備其地址矣。等因。合

就出示，仰各殷寔人知悉：汝等凡欲投買，必先

時赴到漢文官衙門，觀看地圖，而詢問其投賣之

情形如何，以免混買。各宜遵照。特示。

甲辰年十月十四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

A42  肆拾貳號  

大英特調地方經歷布，18 為禁諭事。照得所有

大路，係屬通衢，不准房屋寮宇越出界限，以致

阻窄街道。倘敢不遵而所建屋宇突出所定地址，

即行治罪，稍不寬貸。各宜凜之。特諭。

甲辰年十月　　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一

月　　日

A43  肆拾叁號  

兹 有 地 址 南 及　　丈　　尺 ， 北 及　　

丈　　尺，東及　　丈　　尺，西及　　丈　　

尺，在量地署籍內第　　號。該地址屬　　人。

今有　　人給銀　　員，向該　　買是地址。約

明自己與其嗣子代辦承辦等。遵照契照內，言明

年限情形存守，隨時呈納租金數而該　　將其契

照交與　　執守為據。該地址嗣後任　　隨便建

蓋無阻。恐口言無據，立此□照，永為憑矣。

　　年　　月　　日　　賣人　　親筆，証

見　　親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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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八百四十　　年　　月　　日　　買

人　　証見

A44  肆拾肆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督同議官，為曉

示事。

照得在香港所有居民，多無定在，凡在英轄

下各處民人，兹務必隨時按數編名登籍，以靖地

方，而阻無賴之徒、生事之匪等來此處也。又將

本年九月所出之諭示另行通變焉。今恭候上諭，

權且置立編官衙署，及定奪官憲俸祿，以理登籍

之事。除屬水陸武弁、鄉紳、商賈舖戶屋主與各

人，每年有納地租銀二百五十員以上，或各士民

每年收銀五百元以上外，自甲辰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以後，其餘各男人有二十一歲以上，能度生活

者，每年一次必親赴該署以登其名焉。若該官有

免伊登籍者，毋庸赴到本署，但該署官等查出是

人係良民，例准該官，准給編票，盡免規銀。如

查是人係兇徒爛仔，則准該官操權，不許居住於

此也。倘有在香港生長者，亦必照該例而辦也。

至其票內必用漢字樣，言明何號何日給領各

原由，俾將居民之數詳細呈覽，又將此鳥分別圖

甲，預定日期，以便登名。但此票限用一年，至

一年滿後，若不再來報名登籍，按照無載籍之例

議罰。

倘有工匠頭目人等，僱人作工，不准請無編

票者。該有人在本家內地址，擅自私藏無票之徒

居住，僱傭者則罰銀二十員以下。

除灣泊本港內兵商船水手，若蒙該船長之票

准行上岸外，若有人來香港，一日內不赴該署登

名，則署銀19二十員以下。至該編官責令各頭目地

保等，在鄉里中務必將所屬房屋居民家眷若干、

男女年歲若干各情節，開列清單呈覽。倘地保等

胆敢不報、並不登名者，每一名罰銀二十員。

而該編官又隨時奉命將牌票空白交該屋主，

以便將家內地址、男女來客、各人丁所務何事業

各原由填註，限五日呈進編官查閱。倘不遵照，

則罰銀五十員以下。

至所有在本港剝船、三板渡船大小船隻，各

項船戶，必帶水手赴署登名錄簿，又給其牌票，

以明畫其號在船旁船尾。倘有該船戶敢在香港受

僱往來、並不來掛報登籍，或有票私借他船，或

帶假票，則罰銀二十五員以下。若無銀，抄船入

官。至所有赴此港之華船，各人一到，必須即時

掛報在編署。及開行之時，該編官給發紅牌，方

得開行。倘不能如此辦行，則准編官呈稟大憲，

如該船主不遵，則罰銀二十員以下，設有人不肯

據實報名，或報假名，或以本票借他人，或執他

人之票影射以為搪塞，除上所禁諭外，罰銀五十

員以下。或故犯此諭者，則押到巡理衙門以便究

辦。

除屋主不遵編官不監禁外，凡各犯若無銀

錢者，即監禁二月以下。又令挑坭。若有人出首

稟報違諭等人，則將該罰銀一半賜他。或因時勢

變異，則本總理依然□此條諭。等因。合就出諭

示，仰各色人等知悉。汝等各宜遵照毋違。特

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十月初四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一

月十三日

A45  肆拾伍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納田賦事。照

得香港全島所有各鄉村之田主，務必按例，隨時

納該田賦，呈與大英官憲。設有人將田賦納與華

官，則本大臣不獨令之再納，亦抄其田畝入官，

或遇有清官到來催賦，即必拿送巡理正堂究辦。

等因。合就出諭示，仰各田主知悉。汝等務必遵

照納呈田賦，並不得納與華官以干例禁。各宜凜

遵毋違。特示。

甲辰年十一月初二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A46  肆拾陸號 

大英特調地方經歷布，為曉示事。照得兹奉

欽差大臣德札飭，所有香港等處鴉片，惟准成箱

發賣。倘有零星碎賣者，則必領牌照以憑妥辦。

等因。奉此合就出諭，曉示各等人民知悉：自本

月二十一日以後，所有各洋烟，不准各人仍舊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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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零星碎賣，惟獨責成一人零星碎賣。如有人

欲當是責，必須即赴本署稟明，自願每年納稅若

干，以領牌照。至其准照，以出最高價者得。各

宜遵照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十一月初十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十二月十九日

A47  肆拾柒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示事。照得

於本年三月十四日，有陳慒牛等匪，近在赤柱海

面刼銀，殺死本國兵弁，眾所切齒痛恨。該匪業

經被華官拿獲，兹接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憲文，

內開：

陳慒牛係起意行刼之犯，雖經監斃，亦應戮

屍。陳亞大、杜亞得均係過船刼殺要犯，情罪重

大，法無可逭。當即恭請王命，飭委臬司，將陳

亞大、杜亞得二犯綁赴市曹斬決梟首。並起意行

刼之陳慒牛一犯，一並戳屍。從犯陳亞二、林富

仔與洋盜同夥，亦應照例問擬斬決，聽候部覆辦

理。

等語。到本大臣。合就出諭示，仰各色人等

知悉：所有匪犯逃活，惟今悉遭大辟之慘，以□

□戒。顧此正法森嚴，可不以前車為鍳！各宜恪

守本分，毋蹈刑誅，以貽後悔。凜之。特示。右

仰知悉。

甲辰年十一月十一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日

A48  肆拾捌號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廣總

督部堂、宗室耆，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程，

督理粵海關稅務文，為曉諭事。照得本大臣、部

院、關部先經會同奏：各國商人，情願赴澳門貿

易或租房屯貯貨物，毋庸禁止。其不願赴澳者，

亦聽其便。所有收納稅鈔章程，均照新例辦理。

等因。現在欽奉諭旨：

澳夷久住中華，素稱恭順，所請各國商船准

令赴澳一體貿易，既據該督等查無流弊，着照所

議變通辦理。欽此。

除諭知西洋唩嚟哆20 遵照外，惟恐遠商未及周

知，合行一体恭錄，曉諭各國商人知悉：該商等

願否赴澳貿易及租房貯貨，悉從其便。至收納稅

鈔章程，均照所議章程辦理。其各欽遵毋違。特

示。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示

A49  肆拾玖號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兩廣總督

部堂、宗室耆，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程，督

理粵海關稅務文，為曉示遵照事。案照 門貿易

事宜，前經議定新章，凡華商運赴 貨物，不限

担數，如應經過粵海大關者，即在大關照新例完

稅，請牌出口。若向不經由大關者，即在 關照新

例完稅。等因。當經遵照辦理在案。現復據西洋

理事宜唩嚟哆稟請曉諭新章，准令桂皮、土絲等

貨，徑由產地赴 ，以免棍匪擾累。等情。前來

除桂皮一項係由廣西運來，應順道赴大關完稅、

再行出口外，查土絲產自南海順德各縣，聚於九

江、沙頭、石岐、黃連、甘竹等處，港汊紛歧，

條支曲遶，河通省、佛、香、 、大洋者，不知凡

幾。洵難必其確赴 門。且 外之十字門、潭仔一

帶，為外國商船聚泊各處，渡船小艇均可越關而

至，搬運接戴，事事堪虞。 關相隔窵遠，耳目難

周，故多有借赴□關完稅為名、以遂其繞漏營私

之計，寔於關稅大有妨碍，亟須嚴定稽查，始免

□獘。查前奏設七處卡口，原屬防閑透漏，現在

划艇往來如織，不受稽查，而渡船亦多，不遵赴

驗，殊屬不成事体。自應嚴禁曉諭，以昭慎密。

為此示，仰各商船戶人等知悉：嗣後商客船戶人

等，無論載赴省 各處，均須遵赴就近卡口請驗掛

號，該口發給照單，填明貨物斤兩，編列號數，

其運赴澳門者，至粵關繳單輸稅。運赴省城者，

即於總巡銷號，在大關納餉。如由各處卡口載赴

香港等處者，前途並無收稅關口，自應報明所出

卡口掛號給單，照運來省仍由大關銷號完稅，方

准出口。似此明定章程，既免匪徒擾害之虞，亦

昭各口防維之密，且與新定章程均屬符合。倘不

肖奸商胆敢勾串小船划艇遊奕潜行，欲圖私載，

一經查獲，定即分別從嚴究惩。如有內地匪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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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商船遵例掛號出口後，輙敢以查私為名，需索擾

累，即由被害商民指名控究，以憑照例嚴辦，決不

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示

A50  伍拾號  

憲示：於十一月初十日所出鴉片示諭，今

再限十五日，各人赴到漢文衙門稟明，出價銀若

干，以憑妥辦。特示。

甲辰年十一月十七日

A51  伍拾壹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督同議官，為給

領牌照、在香港發賣塩、鴉片、□□□梹蔞、設

立當舖、開夜冷舘投賣貨物等事。兹將官憲押名

牌照內載議罰規銀開列如左。

一 鴉片烟膏。所有在香港等處居住民人，若

不蒙承命官憲允准，不得在香港等處擅自煑烟販

賣吃食，又不得將他處之鴉片烟膏進來本港。惟

准奉憲領照、包辦此事之人販賣該膏也。若查有

人私藏該烟膏販賣者，而該包辦之人若不知覺，

一經查出，交在正副巡理二位臺前確訊。如若認

罪初犯者，罰銀一百六員，次犯者罰銀二百五十

大員，屢犯者罰銀五百大員。倘若無銀，即行監

禁束鎖担坭治罪。初犯者挑坭六月，次犯者挑坭

一年，屢犯者挑坭二年。至所獲該犯屋內之鴉

片烟膏、並煑烟各器具，一切查□入官，隨意□

□。

一 鴉片烟□只准全箱販賣，至所有零星販

賣，惟准領照之人包辦也。除買零星進出口外，

若遇有人零星販賣，在香港並無全箱，一經查

出，交正副巡理二位官憲臺前確訊。如若認罪，

初犯罰銀一百大員，次犯罰銀二百五十元，屢犯

罰銀五百員。倘若無銀，如上條一例，監禁挑

坭。凡所有在正副巡理二位官憲臺前確查拿獲違

法，零星照賣鴉片者，必照烟價三倍罰銀。倘若

無銀，則照該罰銀多少議罪。如每罰銀十五員，

即要議罰束鎻監禁挑坭一月也。除非全箱販賣，

俱行禁止零星碎賣。倘有故違私漏，若在正副巡

理二位官憲確查，若果係走私，則照該鴉片之價

十倍罰銀，如無銀，則行監追。

一 在香港等處領憲牌照，開舖零星販賣烟膏

及零星碎賣烟坭，惟仰聽本總理大臣□□諭，官

憲議定該舖若干間，而該舖必與衙街相延。每日

開舖，限自黎明時候，至晚十点鐘，必須閉舖，

即不准賣鴉片。如違者在正副巡理兩位官憲臺前

查□。如若認罪，即罰銀五十員。

一 凡人於晚時十點鐘以後，除在本屋裡吃食

鴉片外，若遇在別處吃食者，若在巡理官臺前確

查，如若認罪，罰銀十員，其屋主均同議罰。

一 所有領牌販賣吃食鴉片舖內，不准人帶兵

械刀槍，如違該屋主若在巡理官憲臺前確，如若

認罪，罰銀五十員。

一所有領牌照開鴉片烟舖者，惟准以金銀銅

錢等賣買土膏。如違則在巡理官憲臺前確查，如

若認罪，罰銀二十五員。

一 遇有人在該鴉片烟舖內滋事争鬧，該舖戶

即赴□□巡邏□官憲查令，按例究辦。

一 非奉官憲之牌照允准，不得在本埠港內兵

船煑鴉片。如違，若在巡理官憲臺前確查，如若

認罪，則按照上所開第三條例罰銀。

一 除船主將鴉片分給各水手吃食外，不准在

本港各船隻零星販賣鴉片。如違，若在巡理官憲

臺前確查，如若認罪，則按第二條例刑罰治罪。

一 所有奉憲准領牌票零星販賣坭膏人等，若

查出在本港內灣泊船隻違法私煑零星鴉片發賣，

則准赴巡衙署發誓，即確有証據，明知在其船有

私賣鴉片者，即奉巡理官之牌照捉拿到案查辦。

一 非奉官憲准領牌照人等，不准居住香港

等處居民，販賣□□土、鴉片烟渣、□□烟泥等

物。如違，若在巡理臺前確查，如若認罪，如上

第三條內議罰。

一 各人要開零星販賣鴉片烟舖，必領本官憲

所立包辦人之牌照也。

一 所有在香港等處包辦零星販賣梹蔞者，敬

聽本總理大臣，或定期租出，或囑委人等代辦。

即於每年正月初間示明。

一 非官憲所准零星販賣梹蔞人等，不准在香

港等處民人販賣。若非梹蔞不在本田土生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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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包辦者，買出而獲梹蔞販賣，一經查出，若

在正副巡理二位臺前認罪，刑罰如左：初犯罰銀

五十員，次犯罰銀一百員，屢犯罰銀二百員。倘

若無銀，即監禁挑坭。初犯挑坭三月，次犯挑坭

六月，屢犯挑坭一年。所有獲該私藏梹蔞入官，

隨意□□。

一 所有在香港等處開梹蔞舖戶，□□□總理

大臣議定若干間，或委官憲妥辦此事。但該舖戶

必要相連衙街，限黎明□□，至晚十点鐘，即行

□□。若違法，則罰銀三十員。

一 凡零星賣梹萎者，必須領該包辦人之准

照，方可販賣。倘敢不遵則罰銀二十五員……。

一 凡□□□□□□□准該鋪戶□□□近巡更

官憲查拿，按例究辦。但該舖主不遵照，則罰銀

二十五員。

等因。合就示諭各舖戶人等知悉。汝等各宜

凜遵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十一月十五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B　F.O.233/185頁29-46：1845年

B01  第壹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督同議官，為議

戥尺秤碼，必須立定法式，方可公同合用而杜抑

騙等獘。是以各戥尺等即行議造法式，加印國號

為憑。另置戥尺等式在各巡理衙署，以便對較，

或有人假冒遺失敗壞是式，則罰銀一百大員。倘

若果然壞失者，准行再造合式。兹飭令巡理正堂

調人稽查各舖戶戥尺秤碼。等事。即准該人任意

進各舖棧房，細查各戥尺等件。如查出果係假

詐、並無印號，即將該戥尺秤碼等折，而押該人

到巡理衙門，審訊確實，罰銀一百大員以下。倘

有阻攔推委、並不肯將該戥尺等帶出驗明，即罰

銀貳佰大員以下，五十大員以上。遇有舖戶新立

戥尺秤碼，必須帶進巡理衙署，稟請加印國號，

或該官憲不肯如請，即罰該官銀五十員。除藥

材、金銀、寶玉等物，及前示相約售賣□外，兹

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後，所有各貿易用戥尺秤

碼，一概必須按照原式，如敢故違另用他樣者，

即罰銀一百員。至量穀米亦須用斗□制平，方得

公誼。等因。合就出諭示，仰各舖戶商賈木匠人

等知悉：汝等各宜遵照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千八百四十四年

十二月三十日

兹將戥尺秤碼法式開列如左：

司碼：一石：一百二十斤；一擔：一佰斤、

大英一百三十三磅三分一；一斤：十六兩、大英

一磅三分一；一兩：十錢、大英五佰八十□；一

錢：十分；一分：十厘；一厘：十毫。

穀量：一石：十斗、大英立方三千一佰六十

寸；一斛：五斗、大英立方一千五佰八十寸；

一斗：十升、大英文方三佰一十六寸；一升：十

合；一合：十龠；一龠：十勺；一勺：十抄。

量度：一丈：十尺、大英一百四十一寸或四

碼；一尺：十寸、大英十四寸十分一；一寸：十

分、大英一寸五分一；一分：十□。

B02  第貳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示事。照得

本總理大臣，於本月十八日接到粵東藩司黃文，

開：鄧姓田畝既係坐落香港界內，現在香港已歸

大英。據守華官自未便再向鄧姓田畝徵糧。等

因。合就出諭示，仰各田主知悉：所有香港田

賦，一切呈納大英國帑，汝等各宜遵照，全數清

納，以免催徵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正月初六日

B03  第叁號  

大英特調地方經歷布，為曉示事。照得總

理欽差大臣前後諭飭香港居民：「擇其尊貴有體

面人等，公舉為保甲，即赴總理欽差大臣衙署稟

明，以憑查辦。該人克充厥職，俾得責成管束匪

類而安良善也」等諭在案。合就曉示中下環等處

居民舖戶知悉：汝等各宜克日公舉保甲，稟報欽

差大臣查照妥辦。凜之。特示。

甲辰年十二月初一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正

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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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第肆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督同議官，為彈

壓三合會匪等事。照得所有中華三合會匪黨，違

背憲權，而擾亂倫常，以致不得安保生命基業。

但該會匪私行芶串，甚易犯罪，並助罪犯逃遁。

是以嗣後查有居住香港等處漢人，與該三合會匪

黨糾結，例應究辦。如查確寔有據，即監禁限三

年以下，或令挑坭、或不令挑坭，及至限完，則

刻字右臉，與逃兵無異，並驅出香港。等諭。合

就出示，仰闔港居民人等知悉：汝等各人務宜安

分守己，毋與該會匪交結，以干罪戾。各宜凜遵

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甲辰年十二月初一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正

月十八日

B05  第伍號  

憲示：昨所有在香港等處曉示包辦零星碎賣

鴉片之事，限於本月十八日內稟報地方經歷布，

而後不收其稟也。

道光甲辰年十二月十六日

B06  第陸號  

憲示：兹囑差役綠衣等嚴查：遇有人砍伐官

憲所屬在香港地方之各樹叢，即行捉拿治罪，稍

不寬貸。各宜凜遵。

甲辰年十二月十六日

B07  第柒號

按照於大英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內所有諭遵

第　　條款，欽差總理香港等處大臣德，准所

相約　　人，自　　年　　月　　日，即　　

年　　月　　日起，至大英　　年　　月　　

日，在香港等處包辦全箱以下，零星碎賣鴉片，

兹該　　相約言明：每月初一日後，必交與香港

署庫使手內銀　　佰　　拾大員，及凡事凜遵欽

差總理香港等處大臣所諭各條，以辦零星碎賣鴉

片之務。如仍循行，則所議定無不妥立。倘若不

遵，則所應約裁廢矣。等事。恐口無憑，立此永

存為據。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親筆

証見　　眼同

B08  第捌號  

兹示眾人知悉：駐香港商韋亞貴、馮亞帝、

陳亞九，敬仰上帝之恩典、大英伊耳蘭等國君主

保護信德威度理亞，兹堅穩擔保香港通行銀二千

大員，全數納進君主或其所嗣裔接國位者收入。

而該章亞貴、馮亞帝、陳亞九等自己與我嗣接代

辦承辦等各人，堅穩兼立結約，將該銀項全數果

然進呈。等情。恐口無憑，立此永存為據。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初五日、乙已年六月

初一日　　親筆

証見　　眼同

B09  第玖號  

憲 示 ： 兹 香 港 軍 需 病 院 ， 招 人 承 買 一

年 各 物 件 。 於 明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起 ， 至 英 國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如有人應承立

約，照後開單物件買來充足，則赴武量道衙署，按

照兩月所需物件，價銀多少以為担保，及查察合約

事項各原由，至明年正月十八日以前，呈進清單，

言明買各項價錢若干，以憑核辦。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甲辰年

十二月二十日

買各物件開列如左：麵包、生牛肉、頂好

糖、二等糖、茶葉、塩、蒜頭、生棉羊肉、葱

頭、鷄蛋、鷄、麵粉、菓子、牛奶、沙穀米、各

項蔬菜、柴油、棉燈心、蠟燭、塩魚、禾稈（以

充□褥的）、牛蜞。

B10  第拾號  

憲示：兹在香港等處地方並在所屬洋面，招

人包賣全箱以下零星鴉片事務，今於本月二十二

日下午二点鐘，在巡理衙門開投。至所有論包辦

規例條諭，可赴巡理衙門或漢文署等處查察。若

投得包辦者，應請殷實人擔保，以便納餉而遵示

諭。特示。

乙已年正月十三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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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第拾壹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諭事。照得

前甲辰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第二十一條諭內，本

大臣督同議官，業經立條諭，以便在香港等處並

所屬洋面發賣塩、鴉片□荌□梹蔞、設立當舖、

開夜冷舘、投賣貨物等事，又將官憲押名、出牌

照、開列規銀等由在案。兹於本年正月初二日，

本大臣督同議官，仍籌定零星包賣鴉片之條諭各

欵，開列如左：

一 所有在香港等處並所屬洋面境內，只准

全箱販賣鴉片烟土。如有未領官憲牌照，若非全

箱，敢有零星消賣鴉片，一經查出，則在巡理

臺前確訊。初犯者罰銀一百大員，次犯者罰銀

二百五十大員，屢犯者每次罰銀五百大員。至該

所罰銀兩，巡理官憲力行追繳。若確查後，如有

不呈該罰銀，則抄該犯者貨物入官。倘該貨不足

抵償，則將該犯罰以監禁。初犯者兩月，次犯者

四月，屢犯者每次六月以下，但犯此條諭者，而

巡理確查則另議，將所零星販賣鴉片價錢若干加

三倍罰銀。惟此等罰項，不得過五百員以上也。

一 凡所有在香港等處領牌照舖戶，全箱以下

零星販賣鴉片及容人吃食等事，惟聽本大臣並議

官酌定，或派官員賜權，定着該舖宇必與衙街相

連。除禮拜日外，准領牌舖戶每日限自黎明時候

至晚十点鐘販賣。但逢禮拜日於夜間十点鐘後、

及黎明時候，不准販賣鴉片。如違，在巡理臺前

確查，罰該舖戶銀五十大員。除在本屋居處吃食

外，夜間以十点鐘後，若在該舖或在他處吃鴉片

者，在巡理臺前確查，則罰銀二十大員，又均罰

屋主銀二十大員。但在香港等處並所屬洋面，惟

准在領牌照舖戶，全箱以下零星販賣鴉片，容人

吃食，並不准在他處販賣也。

一 所有領牌舖戶，惟准以錢銀賣鴉片，並不

得以他物換賣也。如違，在巡理臺前確查。罰該

舖戶銀五十大員。

一 所有領牌舖戶不准人帶兵械利器而入，如

違，在巡理臺前確查，罰銀該舖戶銀五十大員。

一 所有領牌舖內，如有人争鬧滋事，該舖戶

必即赴稟邏更官憲查拿，按例究辦。

一 遇有人違此條諭，私賣零星鴉片，一經查

出，准該包辦人赴巡理臺前發誓，自信確知某船

上有零星私賣鴉片者，具稟請給官憲搜票，任伊

前往香港等處所屬洋面停泊各船隻，搜撿犯法零

星私賣鴉片者。

一 遇有人在香港等處境內並所屬洋面，不領

牌照而販賣烟膏、烟屎、烟渣，調與鴉片土者，

在巡理確查，則按照在第一條諭內載明刑罰治

罪。

一 遇有人在全屋或分屋俾人食鴉片、並全箱

下零星販賣者，必向該承辦人請領准照。若不蒙

允准，即按照第一條諭載明刑罰究辦。但該承辦

者按照第二條諭，必聽仰本大臣定奪零星販賣吃

食鴉片舖戶若干間數。

一 右所諭明，遇另有別案事件當罰銀者，

必如上先抄貨入官，追繳罰銀，若該貨物不足以

抵償則將該犯監禁六月以下，而該巡理官憲等審

訊，犯此條諭者，仍得奉權換改前例罰銀，而減

諭內所言監禁日期。

等因。合就出諭，示各色人等知悉：各宜遵

照毋違。特示。右仰知悉。

乙已年正月初二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二月

初八日

B12  第拾貳

憲示：兹於本月初九、十一兩日，大英欽命

按察司胡，坐堂斷案。所有各罪犯擬斷何罪，開

列如左：

　 西洋人彼得羅非難得，係事仔，因偷物

件，監禁兩年，挑坭。

　 印度人吳蘭，被告偷物，確查無罪，訊

釋。

　 漢人蕭瑤階，勒索錢銀，監禁六月，挑

坭，罰銀壹百大員。

　 林亞幅有偷盜攻擊之意，監禁三年，挑

坭。

　 高亞列、程亞包兩人，因穿鑿強盜，監禁

三年，挑坭。

　 黃啟祥有使刀傷害人之意，終生流徒海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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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亞兌一名釋放。

　 楊亞松、梁亞光、勞亞昭等盜物傷人，定

死罪，在監自盡。

　 林全又名陳林周，因被告焚屋之案，訊

釋。

等由。為此示仰闔港居民知悉，以警匪徒而

除惡獘。特示。

乙已年正月二十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二月

二十六日示

B13  第拾叁  

憲示：兹有大英第十八營兵丁來到香港，所

有管營各官示仰各舖戶人等知悉：如有肯信被該

兵丁拖欠者，不得追還其欠項。各宜凜遵毋違。

特示。

查汗□伯肆拾伍年叁月初七日、即乙已年正

月二十九日示 

B14  第拾肆  

憲示：兹有□治土得亞勒散得馬丁馬地□兩

人，今奉大英欽差總理香港大臣之命，獨准該兩

人在香港等處及所屬洋面，全箱以下零星販賣鴉

片，並由該兩人出票，准人開吃食。鴉片烟店自

本年二月初九日起，於英國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三

月十六日止。等因。在案。為此示禁各色人等，

不得擅自零星販賣，遵前諭各條。如違，自取咎

戾，定必刑罰，決不寬貸。凜之。特示。

乙已年正月二十九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三

月初七日

B15  第拾伍  

憲示：兹招人在裙帶路各處設轎，以為利便

行人。今如有人要為此事者，於本月二十六日以

前，赴巡理署稟明，以憑准辦。特示。

乙已年二月初十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三月

十七日

B16  第拾陸  

憲示：兹有統理邏更官邁，21 來到香港，駐

搭在古市之署。所有盜賊争鬧煩擾，干涉邏更各

案，惟赴該署稟報，並不仍舊告在巡理衙門也。

各宜知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乙已年二月

十一日

B17  第拾柒  

憲示：所有憲田，若有人要租以種蔬菜、並

不種禾，惟稟赴監督行署，以查其租之原由也。

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三月十九日、乙已年二月

十二日示

B18  第拾捌  

憲示：現在大路馬車，騎馬聯絡往來，奔走

不絕，誠恐所有步行人等，在大路中間行走，未免

受害，是以示諭各民人等知悉：汝等嗣後惟向大路

兩旁來往行動，以避車馬踐踏之獘。如有不遵、仍

由大路中間行往、並不行該兩旁，後有遭車馬所傷

者，是自取之也。各宜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乙已年二

月二十日

B19  第拾玖  

昨有上環舖戶彭□□等，稟求減少地租等因，

在案。據此，查香港各國據地人等，一槩均定其地

租，高低與該舖戶無異，毫無偏倚為難之事。況所

居之地連及海邊，其水最深，故其地斷無不貴重

者矣。試使將該地公然投賣，其價定必高昂多於所

估定者。是以本大臣不得如稟允准。而飭令該舖戶

等，克日呈納前所議定地租銀項，毋得延遲外，即

諭地方經歷布  轉諭舖戶等知悉。凜之。

乙已年二月二十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三月

二十七日

B20  第貳拾  

憲示：前所有查船誤人，今已不用，不准仍

舊登舟盤詰。倘有有船到，則有大英海防及屬官

登舟稽詢，並無他人矣。各宜知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四月初七日、乙已年三月

初一日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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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  貳拾壹  

憲示：所有竹壁篷葵各寮，與各引火之物

所造屋宇內，点火嚴禁，諭飭拆壞。如敢再行撘

盖，立即拿獲該犯，押赴巡理衙門，以憑治罪。

各宜凜之。特示。

乙已年三月初五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四月

十一日

B22  貳拾貳  

憲示：現下克時乾涸黃坭涌谷地，以便各

工造作，前日官憲所買之田地，所有栽種蔬菜各

項，該舊田主凾宜拔出，不然則行敗壞之也。若

遇有人阻攔工人，立刻查拿，押送巡理衙門，以

憑治罪。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四月二十日、乙已年三月

十五日

B23  貳拾叁  

曉諭事。照得廣州為各國通商馬頭，理宜中

外相安，共圖樂利，不應倚恃土著，欺侮遠人。

乃本年年22二月十一日，有英吉利國副領事查祈遜

等三人，登岸閒遊，被匪郭亞順、方亞吉等搶奪

金壳洋表等物，並拾石擲打，未經成傷，似此貪

利無恥，藐法難寬。除將郭亞順、方亞吉照搶奪

本律擬以滿徒，餘犯陳亞安等均折重杖外，合行

出示曉諭。嗣後如有外國人安分守法，而內地匪

徒胆敢尋衅欺凌、用強毆打，甚或見財起意搶奪

得賍，一經查出，定即從重究辦。凜遵。特示。

B24  貳拾肆  

憲示：兹於本月初九、初十兩日，大英欽命

按察司胡，坐堂斷案。所有各罪犯擬斷何罪，開

列如左：

　 漢人李大定、羅亞興、羅古老、羅葉氏四

人，因被告偷物業，經訊明，無罪釋放。

　 漢人羅亞帶、郭亞七、梁亞華三人，在船

搬貨，暗行偷窃，訊明有罪，監禁挑坭二年。

　 佛蘭西人安得，偷物，次期坐堂擬審。

　 西洋人馬奴葉，攻擊人民，監禁挑坭一

年。

　 漢人王亞二一人，因被告強盜，訊明無罪

釋放。

　 漢人林珍，持械搶奪，前坐堂訊明，未為

明火之獘。因鑿牆搶劫，擬終生徒流。

　 漢人巫亞仁，被告持械搶奪，但查為盜並

無持械之罪，擬斷三年監禁，挑坭。

　 英人約尼士一人，吞騙，擬監禁六個月，

但同審之人請開恩典。

等由。為此示仰闔港民人知悉，以警匪徒，

而除惡獘。凜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四月廿四日、乙已年三月

十八日

B25  貳拾伍  

大英欽命按察使司胡，准　　析業之書，

附粘遺書：兹有　　棄世，立遺書，經有憑據在

按察使署內，但未派人經理。是以准汝操權妥辦

該棄世者之基業銀項財物，並追還該欠棄世者之

項，及填還該棄世者所欠之數。又給遺書內所

存基業銀項財物。汝又發誓應承妥理物業及　　

年　　月前，將該基業、銀項、財物，據實開列

清單，呈署查覽。又於　　年　　月　　日以

前，開明如何經辦各原由。本臬司合就為此立派

汝辦妥該棄世者之基業、銀項、財物外，附粘

遺書。　　在香港　　年　　月　　日　　証

見　　親筆

B26  貳拾陸  

擔保約：為通示事。兹有　　等，堅妥立

約與大英君主並其嗣接位者　　等，自己並本

嗣、接代辦、承辦人等，各人擔保銀　　員，

真實納進大英君主並其嗣接位者，合就為此立憑

據。兹　　年　　月　　日奉按察使之諭，准辦

棄世　　之基業銀項財物之書，今該　　立擔保

妥辦。今估該棄世者之基業計銀。該承辦人查該

棄世者有何物業，又何人現分據之，應承將該棄

世者之基業、銀項、財物各項，逐一據實開列清

單。以　　年　　月　　日前，進署查覽。又查

該棄世者於亡日，有何基業、銀項、財物、或有

他人據其物業而該承辦人嗣後查獲，按例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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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　　年　　月　　日前或去後，隨時例應據

實開明如何辦理。但所有後來凡獲所餘基業、銀

項、財物，在香港署內前行察核准行，亦必開明

如何辦理。各事必遵照該署之命妥辦。倘若如

此，則其擔保裁廢。如有不遵，則必力行成就。

　　年　　月　　日、年　月　日   証見     

親筆

B27  貳拾柒  

憲示：近日多有盜案，是以大英大憲立出賞

格。若巡捕等如逢盜匪正臨刼搶之際，放鎗擊死

戮殺者，賞銀二十大員，或獲盜賊後立憑據，均

賞銀二十大員，各宜知之。特示。

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初四日、一千八百四十五

年五月初九日

B28  貳拾捌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務、

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頒赦事。照得本大臣

操權恩赦。故於本月十九日大英君主萬壽，所有香

港坐監罪犯、或因未干重罪、或行藏善好，日久監

禁挑坭者共十九名頒赦。等因。合就諭飭，於本月

十九日，將罪犯十九名釋放。各宜知悉。特示。

乙已年四月十七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五月

二十二日

B29  貳拾玖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批諭事。兹接

潮州褔建人□成順、李賢德等稟稱：在本處東

向，請給地址，以便建造行舖貿易。等情。本大

臣據此當批。蓋殷實漢人來此居住通商，是本大

臣所最願，今歸簡易。今廣州府福潮人等，分別

各有其居處，以守安寧，殊屬合宜。是以本大臣

諭飭量地總官會商該稟人，採擇地址，以為居

處。定些少之地租，並無投賣之理。俾得該□成

順、李賢德等如願自便，各有居處。等情。查該

總官會商等採擇地址，本大臣諭定，所要地址若

干，以搭盖舖戶，每英畝四分之一，每年納地租

英銀三十磅。正是每段地址長七丈闊二丈六尺，

每年納租銀二十四員。按照所准特用之地址，以

立常法，租連七十五年。倘若賣與異人，並非漢

人者，該地仍抄歸本國也。特批。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乙已年四

月十八日

B30  叁拾  

憲示：兹建造房官，要招人買來大岸大青磚

貳拾萬只、大官則瓦伍萬塊、瓦筒貳萬伍千個、

灰貳千担。至其瓦磚，限至五月十六日必盡交，

排在糧道署院處，其灰担至新房安置。如有人要

買來此物件，可於五月初一午時，帶各項式樣，

到來開單。言明該物價若干，以憑查定交給。各

宜知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乙已年四

月二十二日

B31  叁拾壹  

憲示：兹在香港等處招人包賣檳榔蔞葉等物，

於五月十六日在巡理正堂衙署開投。如有人要包辦

此事者，可於是日赴該署投賣可也。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乙已年四

月二十六日

B32  叁拾貳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示事。照得

查前與大清國家議定：若本年十二月內終所有銀

項盡還，而各事固守約條，則按照成約，將在舟

山本弁兵退回，而交還其島也。至和約內所定，

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而該居民或與英

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俟候英官者，均由大清皇

帝全然免罪等語。此是本國盡務安保舟山民人者

也。然本大臣查舟山居民自辛丑年降服以後，連

四年安分勤勞。嗣後如大清下官有勒索逼迫汝

等，惟將其究屈稟赴本大臣，即願與大清國按照

成約，斟酌妥辦。等因。理合出示仰舟山居民人

等知悉。各宜遵照。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月　　日、乙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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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i  叁拾叁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督同議官，為曉

諭事。照得在香港地方，所有巡捕等費宜，必於

本處屋宇地址征餉，以供該巡捕之俸祿。今奉上

諭，准如所議。等因，兹除禮拜堂廟、病院、墳

墓等地免出巡捕餉外，本大臣督同議官，於每年

一次調派委員數名，按實查察，以該地址、房

屋、田畝，一概估價若干，示知該業主。又開單

稟報本大臣，俾得議定一年每百銀業價呈納幾

分，以憑妥辦。但所定銀項，限三個月一次必須

預先納進。倘有人不遵示諭，並不隨期呈進者，

即着巡理正堂抄該人之物件，填還該欠項。設有

所定銀項太過、並不合宜，即准該業主赴按察使

衙門訴明寃枉，另招殷實人據寔估該基業之價。

若本大臣或有議明在香港何處地方免納此餉者，

亦不用呈納該銀項。倘有房屋，於一年內連三個

月以上，並無人民居住者，或有田畝不耕者，一

經查明，亦免該餉。等由。兹本大臣派員征收餉

項，於所收每百員定除若干員，以為該員俸祿。

而該員又於每年正月必開單繕明所收之銀兩若

干，以憑眾人覆明。等因。合就示，仰闔港民人

知悉：汝等務宜遵照毋違。特示。右仰知悉。告

示實貼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乙已年四

月十八日

B33ii  叁拾叁

【按：該號文書與前份文書內容重覆，只少了

「告示實貼」四字。】

B34  叁拾肆  

憲示：今在黃坭涌義醫舘山谷間，有打纜

路，於五月二十七在巡理衙署開投一年以出租，

價高者得。至限期滿六月之前示明可否仍住。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乙已年五月

十二日

B35  叁拾伍

【按：該號文書與A48號文書內容重覆】

B36  叁拾陸  

憲示  前有示明：本月十六日開投包辦檳榔蔞

葉等情，兹另行改期開投。倘有定期後，行示明

各宜知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六月十九日、乙已年五月

十五日

B37  叁拾柒  

憲示：所有沿路之溝渠，嚴禁藉故阻塞。倘

有敢違禁例，則如上年所曉諭示，着巡捕押到巡

理衙門，按例究辦。各宜凜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乙已年五

月二十二日

B38  叁拾捌  

憲示：凡人要在石塘嘴打石，必赴到量地衙

署索領准票。倘敢不帶票打石者，着巡捕拿獲。

各宜凜遵。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乙已年五

月二十二日

B39  叁拾玖  

憲示：本年正月初二日，業經將包辦鴉片條

例各原由示明，兹於六月十二日以後，前所准承

辦人等，即行退職，其立約俱以裁廢。故此，於

六月二十八日，在巡理正堂署內，再將總理包辦

鴉片成箱以下者，或買在香港等地內而食，或買

運出口外，一概出投以價高者得之。特示

乙已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

月初二日

B40  肆拾  

憲示：前上年十月初四日，諭飭各居民登籍

領票。等由。兹於本月二十八日以後，若未帶票

者，着巡捕從嚴究辦。此時，汝等各人，將必作

速赴到監督衙署，並照前諭請領牌票。各宜凜之

慎之。特示。

乙已年五月二十九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

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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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  肆拾壹  

巡捕規銀項，乙已年四月十八日，業諭明

將凡屋宇征餉以供巡捕之俸祿等由。今派委破

比打倫兩員，將各屋宇據實估價。每年收租銀

一百員即納五員以定其規也。第　　號，每年收

租銀　　員　　錢　　分。於本年五月二十七日

起，每三月前納銀　　員　　錢　　分。

　　年　　月　　日、一千八百四十五

年　　月　　日

B42  肆拾貳  

憲示：現要造巡理衙門一間、並所屬各宇

望樓二座，與所屬墙壁、所有監宇，宜必改變補

修。各等在量地署有畫圖，由六月初三日起及六

月十七日，每日自十点至十二点時，可以細查，

但要造而出價最低者得之。即進單於本月十七日

定奪。特示

乙已年五月二十七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

月初一日

B43  肆拾叁  

憲示：現所有包辦稱塩之務將廢，是以於七

月三十日午十二点鐘時，招人赴巡理署，投賣一

年包辦稱塩之務。以出最高價者得。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初九日、乙已年六月

初五日

B44  肆拾肆  

憲示：兹管石塘之務將廢，是以於七月三十

日午十二点鐘時，招人赴巡理署投賣一年管石塘

之務。以出最高價者得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初九、乙已年六月初

五日

B45  肆拾伍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務、

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准領牌票販賣生熟

孖拮呂宋各項烟事。兹限本年九月初一日起，除賣

呂宋孖拮等烟一千條、鼻烟一斤、各項烟二斤以

上外，若要零星販賣，須必前地方經歷衙署稟明，

以憑准領牌票呈納規銀二十大員，即將該舖字號

錄載，至該牌票准限一年可用。倘若未經領票，擅

自零星販賣，則押到巡理衙署確查，罰銀二百員以

下，如若無銀，即將貨物抄官。等因。合就示諭闔

港舖戶人等知悉：各宜遵照毋違。特示。

乙已年六月十三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

十七日示

B46  肆拾陸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示事。照得

上年業經示明，各人開舖零星販賣燒酒，必須呈

納規銀五十員，方得給領牌票。等因。在案。兹

再諭明，若要開舖賣酒，其所領票規銀壹百大

員，方得允准。等因。合就示仰闔港各色人等知

悉。汝等務宜遵照。特示。

乙已年六月十三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

十七日示

B47  肆拾柒  

憲示：兹查有屬新安縣衙門姜桂堂，殊違定

例，向赤柱舖戶勒索租銀，寔屬可恨。但汝等各舖

戶毋得給絲毫銀錢與他。如若再行迫討，汝等即觧

押憲署究辦，以免自取咎戾。各宜知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乙已年六

月二十日

B48  肆拾捌  

憲示：兹於六月二十八日，有買辦馮亞帝，

包辦一年零星販賣鴉片。倘有人不蒙馮亞帝准票，

擅自零星販賣，則按照本年前告示確訊，初犯者罰

銀壹百員，次犯者罰銀二百五十員，屢犯者每次

罰銀五百員。若該犯如有不呈該罰銀，則抄其貨物

入官，或仍不足以抵償，即將該犯監禁，初犯者兩

月，次犯者四月，屢犯者每次六月以下，又將所零

星販賣鴉片價銀若干加三倍罰銀。惟三等罰項不得

過五百員以上。等因。合就出示仰各色人等知悉。

汝等務宜凜遵毋違。特示。

乙已年七月初三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

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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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9  肆拾玖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通示事。照得

所有英國通行銀錢，務要據寔算其價值。兹將各

項銀錢價值開列，嗣後凡人務要按照價值找換，

不得錯亂以致虧缺。等因。為此示諭闔港舖戶各

色人等知悉：汝等務宜凜遵毋違。特示。

銀錢價值開列於左

寔冷：找錢二百八十八文，作銀二毛四個仙

時  

色士扁士： 找錢一百四十四十文，作銀一毛

二個仙時

勒扁士：找錢七十二文，作銀六個仙時

花邊：找錢一千二百文，每員作四個寔冷四

仙時

路啤：每個作寔冷一個十分。

乙已年七月初五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月初七日示

B50  伍拾  

憲示：兹有下環街市一段舖戶，盡被火燒，

今要改建，廣延東向三丈五尺，共計長一十二丈

五尺，濶九丈。於七月三十日十一点鐘，招人在

巡理衙門連投五載。從本年三十日起算，以出價

高者得。但投得者，必須以本錢將該市建造青磚

舖戶宇宅，及開溝渠鋪砌石街。等事。又要遵照

量地官所諭而行，及五年期滿後，將該舖戶街渠

一概交還大英官憲管理，並無償賠。等因。合就

出示仰闔港民人等知悉：汝等如有要投者，屆期

赴到巡理衙署可也。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乙已年七月

十三日

B51  伍拾壹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  為曉示事。照得

於本月三十日接到督部堂耆、撫部院黃來文。內

稱：香港石商羅先稟稱，本月初八日有黃善合、

李成合石船二隻，載石往省，因市價大低，十四

日復駛至佛山鎮。不料該分府官兵竟將該船連人抅

留索詐。該船將執照呈閱，竟被扭碎，請即將該船

釋放，並勸責抅留之分府。等因。查黃善合、李成

合二船載石駛至佛山，執有貴國牌照，該兵役等妄

行攔阻，殊屬不合，已札飭佛山同知，即將該船釋

放。並將兵役究處。等因。合就出諭示仰香港商民

人等知悉：後有華官攔阻訛索等獘，立即稟赴本大

臣，以憑查辦釋放。各宜記之。特示。

乙已年七月三十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

初一日

B52  伍拾貳  

憲示：現有管驛之主海蘭23 到來香港。嗣後所

有快艇渡船等，由本港省會澳門等處往來，而帶

官民人等各信函俱交該處驛署查收。每一張新聞給

錢二十文，每一封信給錢四十文。兹查有快艇渡船

等，由該處往來，並不肯帶本港驛署信函，殊屬無

理。兹後再有不遵者，即按例罰英銀二百磅。若有

人不屬驛署之人，擅自私帶信函，並不交與驛署，

則每封信罰銀五磅，決不寬貸。各宜凜遵。特示。

乙已年八月十一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

十二日

B53  伍拾叁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曉示事。照得

查有中國官憲，不守和約，擅派弁兵，捉拿香港

漢人，而失和睦之意，本大臣宜保護居民無虞。

嗣後若有差役，無送公文者，到來本境滋擾，無

論何處居民，須必克時捉拿，押到巡理衙門以稟

究辦。設若有船戶、或在岸良民，被該官員獲去

者，即着該親隣人等，立即赴到巡理衙門稟明，

俾得送回該被拿之人。等因。合就出諭示，仰闔

港居民知悉：汝等各宜遵照毋違。特示。

乙已年八月初九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

初十日

B54  伍拾肆  

憲示：兹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在巡理署派羅

先當一年稱塩頭目之職。合就出諭示仰各色人等

知悉。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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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已年八月十四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

十三日

B55  伍拾伍  

憲示：兹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在巡理署派金

天賜一年管理石塘事務。合就出示仰闔港人等知

悉。特示。

乙已年八月十四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

十五日

B56  伍拾陸  

告示稿：　　銜　　為曉諭居民事。照得宇

內萬國，皆在天地覆載之中，凡為天之所覆、地

之所載者，咸以和睦親愛為貴，其有殘害欺凌，

皆足上干天怒之也。我廣州為西洋各國通商輻輳

之區，番舶絡繹，二百餘年彼此均沾樂利。近蒙

我皇上一視同仁，無間中外，准予變通舊制，更

定新章。凡華民之與遠商，既許任便交易，又不

禁止往來，更宜蠲釋猜嫌，永歸輯睦。前接�咭

唎、咪唎 兩國領事來文，以伊國之人素習遊玩，

藉以調勻氣血，開豁心懷。今遠客粵東，請寬展

界址，以便遊行。等因。此亦人情之常。各國寔

與中華無異，且查善後條約第六款開載：廣州等

五口，各國商人或常川居住，或不時來往，均不

可妄到鄉間任意遊行，更不可遠入內地貿易，以

期永久彼此相安。等語。久奉諭旨，允准在案。

況各國商人均有恒業，俱知體面，並遵守各國法

律，不想妄為，必不致遠赴內地遊蕩妄歸。自未

便過為限制，致乖雅誼。但恐各國商人偶經，附

近或有愚民喧嚷嬉笑，甚至藉端搶奪歐打，致啟

事端。合行示諭此處諸色人等知悉：爾等須知各

國久通貿易，中外即屬一家。如有各國商人，或

到此買物，或到此閒遊，凡我百姓均應相安無

事。勿得或生欺侮有傷和好，上負我皇上懷柔遠

人之至意。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B57  伍拾柒  

為曉諭居民事。照得宇內萬國皆在天地覆

載之中，凡為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咸以和睦親

愛為貴。有殘害欺凌之獘，須必盡杜根抹。我廣

州為各國通商輻輳之區。番舶絡繹二百餘年，內

外徒此均沾樂利。近蒙我皇上無問中外，准予變

通舊制，更定新章。凡華民之與遠商，既任便交

易，又不禁止往來，更宜蠲釋猜嫌，永歸輯睦。

所有赴本口之遠商，在省會散步以調氣血，開豁

心懷，是自然之理。是以汝等各居民，一看其遊

玩，彼此以禮待，是君子所當為而和約明載以固

守也。倘若無理之徒，胆敢故違而欺凌遠客，即

執法嚴辦，以保遠商而示警戒也。

B58  伍拾捌  

憲示：兹於本月初三日晚間十点鐘以前，

有兇匪走入下環附近英墳英國鐵匠之屋，虐殺其

妻，搶去鳥鎗四枝，短鎗一枝，大刀一張。汝等

各人如有知情，指明該兇手係何人，穩立憑據，

即賞給花銀一百大員。各宜知之。特示。

九月初八日

B59  伍拾玖  

憲示  今有中國弁役李炳清、張發興等到來本

港，並未蒙本巡理官准照施行，胆敢違大英綦嚴

律例，擅自捉拿所疑之漢人一名。是以將該弁役

擬定監禁一月，以治其罪。合就諭，仰本港中外

各色居民人等知悉：嗣後遇有此等弁役來本港，

汝等即拿押巡理衙門以憑究治。特示仰。

乙已年九月十五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月

十五日示

B60  陸拾號  

為曉諭事。照得宇內萬國，皆在天地覆載之

中，凡為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咸以和睦親愛為貴，

不得有殘害欺凌之習。我廣州為各國通商輻輳之區。

番舶絡繹二百餘年，內外彼此，均沾樂利。近蒙我

皇上無間中外，准予變通舊制，更定新章。凡華民

之與遠商，既許任便交易，又不禁止往來，更宜蠲釋

猜嫌，永歸輯睦。所有赴本口之遠商，在附近處所，

隨便散步以調勻氣血，開豁心懷，是自然之理，汝

等軍民人等務各以禮相待，共敦和好。倘有無知之

徒，胆敢故違，動相欺凌，致滋事端。本縣等定即

執法嚴辦，決不姑寬。切宜凜之毋違。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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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1  陸拾壹號  

遠來者隨便散步。24 調署南海縣正堂、加十

級紀錄十次吳，即補直隸州、番禺縣正堂、加十

級紀錄十次文，為曉諭事。照得宇內萬國，皆在

天地覆載之中，凡為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咸

以和睦親愛為貴，不得有殘害欺凌之習。我廣州

為各國通商輻輳之區。番舶絡繹二百餘年，內外

彼此，均沾樂利。近蒙皇上無間中外，准予變通

舊制，更定新章。凡華民之與遠商，既許任便交

易，又不禁止往來，更宜蠲釋猜疑，永歸輯睦。

所有赴本口之遠商，隨便散步，以調勻氣血，開

豁心懷，是自然之理，汝等軍民人等，務各以禮

相待，共敦和好。倘有無知之徒，胆敢故違，動

相欺凌，致滋事端，本縣等定即執法嚴辦，決不

姑寬。切宜凜遵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在省城天字馬頭帖

B62  陸拾貳號  

憲諭：各邏更知悉，嗣後於夜間十点鐘後，

如有狗在各街道行走，立即打死。特示。

乙已年十月二十二日示

B63  陸拾叁號  

示諭舟山居民抄稿  為曉諭事。照得舟山地

方所駐英國官兵，現當撒退。業經本大臣派委大

員前來接收。所有該處居民，應各復回安業。查

原議條約載明：退地之後，凡有英官所住房屋及

棧房兵房，無論係英人建造或曾經修整，均不得

拆毀，即交還華官轉交業戶管理，亦不請追修造

價值，免至遲延及口角争論之事，以敦和好。

又按和約，一凡係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民

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俟候英國官

人者，均由大皇帝□降御旨，謄錄天下，頒赦在

案。今收復舟山，誠恐居民人等未能周知，妄生

疑懼，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該處諸色人等

知悉：爾等俱係中國子民，現在舟山業已收回，

爾等當照舊各安其業。所有英人修造之屋並未拆

毀，亦不追價，聽爾等認明基址，赴官呈明，立即

交還管業至該民人等。當日有與英人往來、及跟隨

英官服役者，已蒙皇上逾格施恩，爾等毋懷疑懼。

官員吏役人等，有藉端嚇勒等事，許即赴官憲轉稟

本大臣查照，立為伸理。決不使稍有擾累。爾等各

宜安分，亦不得滋生事端，以期從此安居樂業，共

享太平，毋負本大臣委曲矜全之意。切切。特示

B64  陸拾肆號  

大英訓得利船船主墨夥長人等，於八月內由

粵省開行被狂風飄到海南南方，船已破壞漏水，

幸得到岸。被中國官憲接待甚厚，所供食物甚

隆。由一千八百里水陸路引導，於粵省一路，所

有病人跛腳者，給好轎坐駕等。甚表鴻恩，感佩

無窮。是以家人在新聞內揚布該地方官憲深仁厚

澤，銘于五內。

B65  陸拾伍號  

憲示：公帑厙使默，25諭各屋主知悉：所有及本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年之地租，自本日起，限二十一

日，須必納進本公帑。各宜遵照毋違。特諭。

乙已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B66  陸拾陸號

憲示：兹於本月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及

二十一等日，大英欽命按察司胡，坐堂斷案。所

有各罪犯擬斷何罪，開列如左：

一 漢人楊啟、張志兩人，因被告偷物，訊明

無罪，釋放。

一 英人□的架，因被告偷物，自認有罪，監

禁三月。

一 漢人何亞有，在船中偷物，其扶同一人逃

監者，帶兩口小刀，訊明有罪，徒流七年。

一 英人士篾，被告偷物，訊明無罪，釋放。

一 英人布啷，被告偷物，按例無憑，故示明

釋放。

一 漢人尹亞保、尹佐時、葉亞金三人，被

告偷物，其罪魁尹亞保逃去定罪。另二犯憑據無

足，示明釋放。

一 西洋人地司利化，被告偷物，訊明無罪，

釋放。

一 漢人程亞彥，在居室偷物、價值英銀五

磅，訊明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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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漢人盧亞保，在居室偷物、價值英銀五百

磅，訊明有罪，徒流十五年。

一 漢人金亞三，在居室偷物、價值英銀五百

磅，訊明有罪，徒流十年。

一 漢人李亞伍，在居室偷物、價值英銀五百

磅，訊明有罪，徒流十五年。

一 漢人李亞伍，越監，因徒流不復治罪。

一 漢人陳亞三，拆房搶物，訊明有罪，徒流

十五年。

一 漢人衙役卓如，藉故勒索銀錢，訊明有

罪，監禁十二月，挑坭。

一 漢人何亞貫，藏憲□物，查此人買該貨並

不知屬憲，但容其賣之人業經逃走，是以示明釋

放。

一 漢人周亞益，被告事仔偷物，查非事仔，

並無偷物之罪，釋放。

一 漢人李亞幅、黃亞得兩人，強搶，訊明有

罪，終生徒流。另有三名扶同持兵器在本港水面

強搶，追捉不獲。

一 英人剌士，立意害人，以致割傷，自認有

罪，徒流十五年。

一 漢人劉幅勝，立意害人，以致割傷，訊明

有重害之罪，終生徒流。

一 漢人劉幅勝，懷兇意刺人。法師大憲，因

前經告案，不肯究辦。

一 蕪來由人布司，懷兇意刺人，訊明有罪，

終生徒流。

一 嚒嚕人佘力強姦十歲以下之女，訊明無

罪，釋放。

一 英人喴利士，男色，查有，要行此惡獘之

罪，監禁十二月。

一 漢人盧亞得拆房強搶，訊明有罪，終生徒

流。

一 漢人關亞辛、文亞六、王亞不三人被告，

持械強搶，查其搶奪並未持械器，按例定罪。文

亞六監禁六個月，關亞辛監禁三月，王亞不監禁

一月，眾皆挑坭。

一 漢人凌亞梯、凌亞高被告係兇手告凌梯，

但查有罪，擬定死罪。告凌亞高扶同逃犯安亞然

行兇，但查無罪釋放。

一 嚒嚕人馬咑唦在居室偷物價值英銀五磅，

訊明有罪，徒流十年。

一 漢人吳亞貴懷□意，割傷人訊明有罪，終

生徒流。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乙已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

C　F.O.233/185頁47-57：1846年

C01  第壹號  

憲示：兹香港軍需病院，招人承買一年各物

件。自本英年四月初一日起，於明年三月十一日

止，如有人應承立約照後開明物件買來充足。則

於本英正月初十起限至二月二十日止，每日午時

赴到武糧道衙門查察合約事項。各原由。呈進清

單言明買各項價錢若干，以憑核辦。特示。

買各物件開列於左：麵包、生牛肉、頂好

糖、二等糖、茶葉、塩、蒜頭、生棉羊肉、蔥

頭、鷄、鷄蛋、麵粉、菓子、牛奶、沙穀米、

柴、油、各項蔬菜、棉燈心、蠟燭、鹹魚、牛

蜞、米、薏米、藕、醋、燈心、番覘、胡麻麵

粉、檸檬汁、紅葡萄酒。

乙已年十二月十二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正

月初十日

C02  第貳號  

憲示：今有軍機官要補造公館屋宇等故，

招坭水鉛木鐵玻璃油漆粉灰鉅木等匠，並論日作

工人等做該工夫。所有承辦該事約自英本年正

月十四日起，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如有相約承辦人不肯做完該工，或該造主不

如意，承辦人則先三月以前寫出示明，便可罷者

所約者。各人如要承辦此事，自本日至十七日，

每日午時起，軍機官衙門查看圖形。各原由。以

憑妥辦可也。特示。

乙已年十二月初十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正

月初七日

C03  第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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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曉諭事。照得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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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方所駐英國官兵，現當撒退，業經本大臣派

委大員前來接收。所有該處居民，應各復回安

業，查原議條約載明：退地之後，凡有英官所駐

房屋及棧房兵房，無論係英人建造或曾經修整，

均不得拆毀，即交還華官轉交業戶管理，亦不請

追修造價值，免至遲延及口角争論之事，以敦和

好。又，凡中國人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或與英

人有來往者，或在英官處服役者，均恩准免罪。

等因。在案。今收復舟山，誡恐居民人等未能周

知，妄生疑懼，合亟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該處諸

色人等知悉：爾等俱係中國子民，現在舟山業已

收回，爾當照舊各安其業。所有英人修建之屋並

未拆毀，亦不追價，聽爾等認明基址，赴官呈

明，立即交還管業至該民人等。當日有與英人往

來及跟隨英官服役者，已蒙皇上逾格施恩，概免

治罪。爾等毋懷疑懼。如吏役人等有藉端嚇勒等

事，許即赴官呈明，轉稟立為伸理。決不使稍有

擾累爾等，各宜安分，亦不得滋生事端，以期從

此安居樂業，共享太平，毋負本大臣委曲矜全之

意。切切。特示。

C04  第肆號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協辦大學

士、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欽命兵部侍郎、廣

東巡撫部院黃，為曉諭紳民共體皇仁以示懷柔

事。照得廣州為海外各國通商總匯。溯自我朝

二百餘年，外國人民從未入城。是以節年以來英

國公使屢議欲入城。均經本大臣、部院飭令地方

官，勸諭紳民，以輿情不協，旋即中止。兹英國

公使復理前議。本大臣、部院又會同傳諭紳士，

轉諭居民。旋據紳士等聯名呈稱，省城內外居民

均不願外國人進城等語，並有人於各處標貼長

紅，情詞忿激。又經本大臣、部院將一切情形詳

細照復，現在英國公使以通商，褔州等處均准進

城，廣州亦應一例辦理等因，備文固請前來。紳

民等當思兩國既已通好，皇上一視同仁，外國人

民即與內地人民無異。且現在通商五口，除廈門

本無城郭外，其福州、寧波、上海等處，皆許英

人入城，並無滋擾情事。廣州碍難獨為拒絕。但

恐紳民未悉其中原委，難免眾論不一，甚或有好

事之人藉端滋鬧，均未可定。合行出示曉諭。為

此示仰省城由外紳民人等知悉：務各破除畛域，

蠲釋猜嫌，勿再仍前阻撓，以敦和好。本大臣部

院自當與英國公使從長計議，善辦理。各宜凜遵

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示

C05  第伍號  

大英特調海防李，26 為曉明示事。兹奉欽差大

臣德諭令，凡所進口之船，務必赴本海防□，查

明停泊之處，又詢問來意，要住幾久。倘若該船

有苦難急需者，亦必帮助。若該舟有帶文書者，

到巡理等官或傳言交本海防轉遞，斷不准難為。

在港四方所泊之船隻，或在岸之漢民，但該來船

不遵其例，則令之駛去遠離香港。倘有滋擾所屬

香港漢人，則拘留該船，候本國官憲因其所觸

犯，盡行伸寃。等因。為此奉  憲諭命出示曉諭。

汝等各宜遵照毋違。特示。

乙已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正

月十七日

C06  第陸號  

督憲大人，病國害民。貪愛夷利，數百萬

銀。一個一堆，兩家平分。雖然欺主，難以對

神。所求無厭，反亡其身。忠言難入，勸世徒

殷。凡我萬民，保護惟勤。聞得入城，動起三

軍。

C07i  第柒號  

賍官悞國，甘喪亷耻。從夷所欲，天實厭

之。倘夷入城，鳴鼓攻之。

C07ii  第柒號  

廣東全省水陸鄉村志士義民，明白曉諭各

國夷商等知悉。照得英夷居心險詐，桀驁鴟張，

罪惡握髮難數。兹復懷負隅之技，挾制大憲，屢

欲入城。我大憲厚德深仁，恩太優而反懦。現出

告示，意准其入城，獨不思英夷生化外刀毒之

鄉，狠心獸面，虎視狐疑。在彼之不敢覬覦我粵

者，惟不得進城探實地勢與消息矣。今公然奉示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三期　2011.4.15 第31頁

入城，不但強捍霸佔，欺凌百姓，其害更有不可

勝言者。是以我粵士民雖三尺孩童，無不奮臂而

起。曰：與其遵示而受野夷之茶毒，不若遺示而

顧國家之舊制，令公議遵俟。該夷進城畢命之

日，內則斬誅醜類，外則焚毀其巢，同心合力，

盡剿根株，以彰天計而申公憤。惟念十三行一

帶，各國夷商貿易叢集，良不一。倘義旗一舉，

玉石俱焚，以為不教而誅，故特先諭爾等知悉，

如有安分良夷及不與進城之謀者，早行逃避，無

致徒傷性命。至附近行舖居民，亦止可自保身家

門戶，不准妄出救護，自遭魚池，禍及噬臍，悔

晚，勿謂言之不先也。凜此慎之。時諭。

各鄉紳士帖

C08  第捌號  

憲示：各人如有稟帖呈進上憲，宜必赴到地

方經歷之衙門，以憑呈遞。倘不遵照，即不接此

稟矣。各宜知之。特示。

乙已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

正月十九日

C09  第玖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世襲子爵德，為嚴

禁事。照得本大臣督同議官立禁諭如左：

　 凡人丟出死獸、臭物、糞草、屎尿在香港

街道水溝井泉屋邊，以致臭氣撲過行人之鼻，或在

路上丟瓦碎構料等物，以阻碍通路，或在路邊搭寮

賣物以塞路，或在憲地建宇，或越本地址之境盖

房，或屋將倒不修通緝，或在路上宰畜賣畜，或不

管束犬，致害行人，或□□□□，並不管之，而□

咬人，則罰犬主英銀十鎊□□□倘有人□□二十□

□□□而擾居民，則罰英銀十鎊。或□推車，或騎

馬奔騰以害行路之人，或未蒙巡理之准喻，有賽會

擅自打鐸吹筒，或放肆發花咆鳥鎗，或無事而扣他

人之門戶，或滅街邊燈火，或賭博而擾他人，或裸

身露瘡傷以丐乞路上，此等各獘，即著巡捕捉押巡

理衙門，罰英銀五磅以下。等因。

　 或有人搭篷寮用引火之物件，或在墙面貼

帖紙，並不蒙屋主允准，或有使役離其本主，並

不聽亂行詈駡本主，或屋主居民等夜間不點燈，

或有人養娼妓在本屋，或知夜間無事雲集多人不

稟報巡理官，或邏更不醒悟，或船戶違例，無事

就近馬頭以塞他船之來路，或自夜間九點鐘及早

號炮之時不離岸，仍在岸邊處停泊，或丟石頭污

物在港水，或船沉不搬，或割傷犬馬牛等獸。如

有行此弊者，即捉拿押到巡理衙門，罰銀五磅以

下。等因。

　 倘有人收受水手等偷來船中貨物，明知不

係他自己物件，或有人懷偷意、割斷在本港停泊

船船隻之纜索、並壞所載之物件，或有人裝載所

偷之物而恐露出即丟在水內，或載過他船等獘。

查出，准巡捕捉拿該犯而拘留該船也。或事情已

查出□□，若有妄証取假名假居處而阻其追還物

件，或有人故意在港內並在馬頭拆壞貨□以敗壞

之等獘。若在本港犯此，即押到巡理署，罰英銀

十磅以下。等因。

　 例准巡捕領官，帶同差役，晝夜在港內停

泊之船隻，查撿所有船上之人並裝載之物件，而

管束人平安舉動。倘在船上妄行偷物，例准該領

官等上船細查而拘捉所有偷獘勾串之人。

　 遇有人搬去地址界竿，即押到巡理署，罰

英銀五磅以下，監禁七月。

　 遇有人以下□有人故意拆壞籬笆割□憲之

叢樹，或壞橋墙，則押到巡理署，罰英銀十磅以

下，或監禁十四日以下。

　 遇有人在市舖排賣壞酒蔬菜魚肉等物，業

經嗔壞，則押到巡理署，罰英銀五磅以下，或監

禁七日以下。

　 遇有人藏鎗干大刀等利器，並假鎻鐵條而

懷毒意，按例無所用之物，則押到巡理署，罰英

銀十磅以下，監禁十四日以下。

　 遇有人吵鬧，妄稱惡言邪詞詈駡，特意滋

事，則押到巡理署，罰英銀五磅以下，且監禁七

日以下。

　 遇有備巡捕號衣，藉其名職，假冒其行為

以射利，則押到巡理署。罰英銀十磅以下，且例

准真巡捕差役捉此等光棍，且例准該巡捕等未蒙

牌票拿各項之爛仔、生事之匪類、並夜間逗遛無

籍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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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有物主查出有人私偷物件，或交之與當

舖，或藏之在屋宇，例准該物主拘留該匪人而交之

巡捕等，以憑押送。且准該巡捕等，早自六點鐘

及晚八點鐘時候，有人將各傢伙六畜等而搬移以免

納稅者，即行拘留。倘有巡捕實信知有人攻擊他

人，則不必奉牌照而克時拿之。其所捉之人，若有

車馬舟隻等物，即如左犯罪准該巡捕拘留之也。如

有人如此捉拿，即留在巡捕之署，待及押到巡理官

之臺前，或按例治罪，或取担保，但所害傷或干犯

者輕微，則該巡捕自主可取其但保也。即犯徒流之

重罪，而巡捕正捉之際，其巡理衙門已經關了，亦

可隨其形勢取担保也。又當言明何時赴理署，並開

列居處各原由。倘有人藏偷物件，並不能對官憲言

明如何，則到巡理衙，罰英銀十磅以下，或監禁擔

坭，或不擔坭，然若查出在某屋有藏物件，例准巡

理官給巡捕領牌照，晝夜遍搜，而留該物件即查出

有人藏偷物，或用僕擔去，若盤撿有憑據，則罰英

銀十磅以下，或監禁擔坭，或不擔坭三月以下。但

以偷物業經與經紀賣去或當之，則該販買主必賠原

價與該物之原主，以質當之物件均同賠還銀價□當

主收，該物件由小童有十二歲以下，則罰英銀十磅

以下。倘巡捕之領官獲有偷物，而限十二月並無人

來求之，則可賣之，而價值歸巡捕衙也。

　 若有妄告，並無憑據，則巡理罰誣陷者英

銀十磅以下，而給與被告者。

　 倘若人稟報有惡獘，後又藉端推辭，則罰

銀十磅以上。但再敢如此妄行，則罰兩倍。若前罰

五磅以下、或監禁十四日以下，倘前次不罰十磅有

餘，則監禁一月以下。然查有偷物，雖賊已釋放，

遵例准巡理官追還。至於巡理官准喻所有捉之罪

犯，寬限再招，赴本臺前究辦，亦招其証人。

　 遇有積糞，例准雇人搬去，但其費不及其

罰銀，是積人所必出。

　 遇有傷人，則巡理官諭定應給與被傷人銀

若干或十磅以下，以補該人之害也。但不可兩次

罰其打傷人。等因。

此次議定，即使犯人不能還所罰之銀，則

按照所出於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四月初十日第十條

諭監禁。若罰銀五磅則監禁七日以下，若罰銀十

磅，監禁十四日以下。倘一經給銀則釋放也。等

諭。是巡理正堂左堂等所辦。故諭示闔27各男女及

各色人知悉。等因。合就出示諭闔港民人知悉。

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乙已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

C10  第拾號  

廣東布政使司傅、廣東按察使司章，為再行

曉諭事。照得夷人進城一事，本司等深知□商百姓

實不情愿，前兩院憲飭令首府縣張貼告示，原欲看

爾百姓是如何情形，果非真即准與進城也。今該府

以責一鬧道之人，竟動公忿如此。爾百姓之心，已

畧可見。今本司等以夷人進城，除非本司等不在其

位，但一日在位，必不忍棄我闔城可百姓也。爾等

務体本司等苦心。各宜切思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示

C11  第拾壹號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部堂、宗

室耆，欽命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黃，為剴切

曉諭、以釋羣疑事。照得本閣部堂、部院來守粵

土以28數年矣。自愧德薄才疎，不能有益於地方。

而愛民奉公之心，如有不誠，天祖鑒之。即如近

年以來，費盡心力，與各外國議定條約，無非為

安民之計，豈有厚待外國、薄待我民之理。至英

人進城一事，前以民心不洽，業經再三阻止。兹

因英人以福州等處均准進城為言，堅執固請。本

閣部堂、部院，是以出示曉諭。本擬俟出示後體

察民情，再行酌辦，並非即准英人進城。乃出示

後，即標貼紅白字跡，詞多憤激，嘖有煩言。本

閣部堂、部院既不能折服外國之人，又不能取信

于我中國之民。每一念及，愧汗交下。但其中細

微曲折，實有不能遍告爾百姓之處，而並無厚待

外國薄待我民，則此心實堪自信，恨不能剖心相

示耳。今再曉諭紳民人等一體知悉，爾等當知本

閣部堂、部院，前次將英人進城之事，明白出

示，本欲使人共曉，以便體察酌商，並非一經出

示，即准英人進城。前日有英人三名欲進太平門，

仍行阻止，乃其明証。如果百姓均不願英人進城，

本閣部堂、部院何肯大拂民情，曲狥外國人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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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得各懷疑慮，競相怨讟。致本閣部堂、部院一片

苦心，無以共白於我紳民也。特示。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示

C12  第拾貳號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部堂耆，兵部侍郎、廣

東巡撫部院黃，為明白曉諭事。照得守土之官，以

得民心為本。苟失民心，殊慚尸位。兹聞廣府因責

打民人，以致眾心不服，始而鬧堂塞署，繼而焚毀

器物，寔屬不成事体。在地方官用刑失當，國難辭

咎，而聚眾滋事，亦屬玩法。合行示諭，諸色人等

知悉，爾等速即觧散，聽候本部堂、院秉公查辦。

其城內舖戶居民人等，皆我赤子，保護不遑，何忍

株連。務當各安本業，切勿恐懷。為此特示。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示

C13  第拾叁號  

欽差大臣、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協辦大學

士、兩廣總督部堂、宗室耆，欽命兵部侍郎、廣

東巡撫部院黃，為曉諭事。照得各國商民，奉旨

准其在粵貿易，自應彼此相安，共臻輯睦。前因

英人欲進粵城，故粵民眾論嘩然。本大臣、部院

出示曉諭，諒已周知。今英民進城之議，業已中

止。凡爾軍民人等，須知我皇上懷柔遠人之威

德、及各國與中國通商和好互相友愛之雅誼，務

須照常相安，共謀樂利，不可仍行□貼長紅，譏

訕怨讟，更不可向十三行等處混行生事滋擾，以

致各國商民不安生業。合行出示示曉諭，為此

示，仰城廂內外軍民人等一體知悉：嗣後務須各

安本分，有事稟官聽候核辦，勿再造作言語，假

以公義為名，混行滋事，如敢故違，定將起意之

人查拿照例嚴辦。各宜凜遵勿違。特示。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

C14  第拾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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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札復事。現

據該領事申稱，有火輪船水師官喀□唲啲，於本

月初九日早，同別官等及帮獵人六名，又引路中

國人一名，携帶大鎗手鎗，上岸打鳥遊行，行近

石頭嘴村隔其船三里，被該處居民千餘人擲石攻

擊，當即回船，並未受傷，應請查辦。等情。據

此，查善後條約第六條，內開：廣州等五港口英

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時來往，均不可妄到鄉間

任意遊行。倘有英人違背此條禁約，擅到內地遠

遊者，不倫係何品級，即聽該地方民人捉拿，交

英國管事官依情處罪。但該民人等不得擅自毆打

傷害，致傷和好。等語。此次水師官喀□唲啲帶

同帮獵人等、携帶火器上岸，□至距船三里之石

頭嘴村地方，遊行捕獵，係屬違背條約。該鄉民

等不准前往，核與成約相符，即擲石攻擊，亦並

未毆傷，碍難率行拿辦，致令眾心不服，惟既據

申陳，姑候飭令該地方官約束鄉民，以後遇有英

人妄到鄉間遊行，該鄉民等應遵照成約辦理，不

得率行毆打傷害，有傷和好。該領事亦即將此條

成約，傳知該水師人等，共相遵守，永敦友睦，

是為至要。為此札復該領事知照，須至札復者。

右劄英國領事官馬准此，道光二十六年正月

十三日

C15  拾伍號  

憲示：向所有欠未納之地租，必克日呈進香

港公庫，毋稍遲延。凜之，特諭。

C16  拾陸號  

兹於本月二十日，大英欽命按察使司胡，坐

堂斷案。所有各罪犯擬斷何罪開列如左：

一 漢人林亞辛、林亞福、林亞福祿三人被告

偷物，核律情重，但証人不到對証，無以實據，

即將被告釋放，其証人之担保銀抄官。

一 漢人曾亞炳，被告偷物，自認有罪，監禁

挑坭一年。  

一 漢人古亞溫，被告詐騙銀兩，但該所告詐

之銀票，並非詐騙之物，不得加罪，故示明釋放。

一 漢人郭亞穌、張亞輔、凌亞四、凌亞利、

並楊氏五名，被告偷物，訊明有罪，四名徒流十

年，楊氏監禁一年。

一 漢人黃亞遠，被告私入人家偷竊，押監逃

走，但自認偷竊之罪，故不究越監禁，徒流十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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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漢人陳亞就，被告手執利器，白日強搶，

訊明有罪，沒世充軍。

一 漢人梁亞四、譚亞合，被告強搶，訊明無

罪釋放。

一 漢人佘亞三，被告強奪，訊明無罪釋放。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四月　日、丙午年三月  日

C17  拾柒號  

憲示：兹有漢官據善後約照會云：有罪犯

三名逃避，是以出示，遇有人知其踪跡，即行拿

獲，押送巡理衙門查究。等因。故將該人之年歲

面貌如何，並賞格花若干開列于左，各宜知之特

示。計開：順德縣逃監犯人名單： 

　 黎亞沃，即黎家評，鷺洲人，現年三十七

歲，身中，面紫無鬚，左眉毛有黑點一點，左面

刺強盜二字。

　 黎艷濚，係龍山鄉大陳涌人，現年二十八

歲，身中，面紫無鬚，麻鼻梁，右有黑墨一點，

在頷頰有小瘡疤一個，左面強刺強盜二字。

　 周傑興，年三十歲，身中，面紫，微麻，

無鬚，左額顱有疤痕一個，左面刺強盜二字。  

倘拿獲一犯者，另送花紅銀叁百員。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初二日、丙午年四月

初七日

C18  拾捌號  

憲示：兹將海港禁例如左：

一 嚴禁船主船戶水手人等，在港內投入石土

等物。倘敢故違，罰銀二百員以下。

一 除無人攻擊外，嚴禁所有來本港內各項船

隻，晚自六点鍾，及早放號炮之際，不准放鳥鎗

等火炮。29

一 嚴禁火炮鳥鎗下彈子而放也。倘敢故違，

罰銀二百員以下。等因。

汝等各宜凜遵，毋違禁例。如敢抗違，本海

防惟執法究辦。凜之慎之。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丙午年四月

十六日

C19  拾玖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世襲子爵德，為曉

諭事。今將各船隻來到本港停泊章程開列如左：

一 准各省舟船到來本港灣泊，隨便住留開行

無妨，盡免鈔項等規。

一 准水手船戶客商，隨意上岸與各人等貿

易。惟零星鴉片並非全箱者，必向該奉諭包攬之

商人而買。至全箱以上者，不論向何人，隨意可

買也。

一 海防官並帶憲票之人，與及巡捕等，□□

登船，倘有人而船主不欲伊上船者，則可能阻止

矣。

一 遇有人違法到來攪擾船隻，則將其寃情

稟報，或海防，或巡理官。若有藉故勒索銀錢，

或假稱有包攬之權，如此阻塞本港通商之廣路等

情，殊屬違背本大臣之諭令，一經據實稟報，從

治罪。30

除飭海防官前往諭各船戶水手人等知照，合

就出示諭各船戶等知悉：汝等各宜凜遵。特示。

丙午年四月二十八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五

月二十三日

C20  貳拾號  

憲示：兹將海港禁例開列如左：

一 嚴禁船主船戶水手人等，在港內投棄石土

等物，倘敢故違，罰銀二百大員以下。  

一 除無人攻擊外，嚴禁所有來本港內各項船

隻，晚自六点鐘及早放號炮之際，不准放鳥鎗等

火器，又嚴禁斷不准晝夜放火炮。  

一 嚴禁火炮鳥鎗下彈子而放也。倘敢故違，

罰銀二百員以下。等因。

汝等各凜遵毋違例禁，如敢抗違，本海防執

法究辦，凜之慎之。特示

丙午年五月　　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四

月　　日

C21  貳拾壹  

今示眾人知悉。兹有南海人鄺沃泉，當香港

監督行署師爺之職，今南海陳星池在香港開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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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蒙上帝之恩典大英伊爾蘭等國君主並保護信德

者威度理亞而結保鄺沃泉銀二百員，全項呈進主

上並嗣接位者，且我自己或兩人或本嗣裔或本承

辦代辦人等，咸堅結保，誠然妥送此銀項，押名

盖印，永為憑據。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　　月　　日、丙午

年　　月　　日

盖陳星池應允擔保鄺沃泉，故立保結其結保

之原由，係因該鄺沃泉當監督行署師爺之職，稍

不妄行，並不虧交，對算師爺悉所代收之銀項，

則該保結銀兩不用交出。倘或不然，即遵照保結

辦行也。

押名盖印在裙帶路

証見　　親筆

C22  貳拾貳  

欽加同知銜、署南海縣事、准陞羅定直隸州

正堂、加十級紀錄十次史，為凱31 切曉諭事。照得

本月月十五日，英人與民人因口角細故，輙用鳥

鎗將民人致斃三命，致傷六人，寔屬英人理曲。

當經本縣以閧鬧之餘，恐有不法人等乘機搶奪舖

戶居民情事，是以會同營員，督帶兵差，彈壓保

護保護32 地方，復經驗明，屍傷據寔具稟，并奉

大憲札飭英國領事，查明兇手，按照條約□罪嚴

辦。官之於民，如父母之於子。似此橫羅慘毒，

斷無不為伸理。惟恐爾等民人藉口報復，復行

紏眾滋鬧，以致理直者反居理曲之列。且一經聚

眾，即難保無匪徒混雜其中，乘機搶掠，殃及舖

戶居民。爾等良莠難分，一同拿辦。在匪徒假公

憤以濟其私，罪有應得。原無足惜，而在爾等安

分良民，因一時憤激隨聲附和，轉被匪徒所虞，

同罹罪譴，豈不可惜，合亟凱切曉諭。為此示

仰，該附近諸色人等知悉，所有前事應聽候  大憲

核辦。爾等務須各安生業，勿得藉詞報復，滋生

他事，致干重咎。本縣為安靜地方，保護爾等身

家起見，是以不惜諄諄告誡，各宜仰體予心。凜

遵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八日示

C23  貳拾叁號  

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部院黃示：頃聞十三行附近

居民與外國人因口角争鬧，孰曲孰直，本部院當為

秉心查辦。如果外國人理曲，必無屈辦內民之理。

爾等無得聚眾滋事，致干拏究。凜遵。特示。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五日示

C24  貳拾肆

欽命署理浙江寧紹台道陳，為先行出諭曉示

事。案奉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劄開：

現接德公使來文，因上海地方所出天主教規

矩告示，有不供奉十字架圖像念經，即不得為天

主教之語，慮恐不供偶像即不保護，聲明其本國

及花旗等國之教，拜偶像等事業，經多年罷止，

若異待其門徒，與江南和約不合，請轉蘇松太

道，另出告示。等因。

查前與合眾國約定通商章程，即有准在五港

口設立禮拜堂之條，業經通行，各國本無區別，

嗣佛蘭西拉公使請將中國習教為善之概行免罪，

及供奉十字架圖像，聽從其便。均經本大臣奏，

奉恩旨允准，通行遵照在案，乃係專指中國習教

為善之人，且既已一概免治罪，則無論供奉十字

架圖像與否，但非藉教為惡者，皆所勿禁，不問

可知。至泰西各國自奉其教，中國既不過問，

斷無異待而不保護之理。飭即一体出示曉諭。等

因。正在出示間，又奉撫憲梁札問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欽奉上諭，令該督等擬定示諭底稿，通行五

口地方張掛。着傳諭各該督撫，俟粵中咨行到

日，飭令該地方官於上海、寧波、廈門、福州海

口貿易馬頭，即行張挂曉諭，不准遲延。其別項

邪教，仍應照常查究，毋得任合影射蔓延。等

因。欽此。恭錄札知，欽遵辦理。等因，到道。

奉此，除俟奉到欽差大臣耆擬定示諭底稿咨行到

日再示諭外，合先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闔屬軍民

人等一體遵照毋違。特示

丙午年二月　日

C25  貳拾五  

兹於丙午年七月十一日後，正是英九月初一

日，在巡理正堂衙門公堂投賣塩頭事務，而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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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充本港塩頭之職，自英九月初一日起，限滿一

年為止。為此立羅先供此事也。□□□□□□□

□憲地方經歷堅奉諭，為此立憑據。

丙午年九月二十三日、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八

月初四日

C26  貳拾陸  

署理南海縣左堂、揭陽縣左堂、加五級紀錄

十次施，為嚴禁事。照得靖遠街外海旁馬頭，其

南頭北頭俱係六街通津，華夷往來要道。今海旁

邊街坊雇有糞草艇一隻，常泊在此，聽候各街舖

戶倒放糞草，載運別處，毋許亂倒地上。及擺賣

什物、與開設醫卜星相相、33 併放西洋鏡等項，

致令招惹過往遊人聚集觀看，喧鬧阻碍，久奉大

憲飭行驅逐在案。兹訪得該街南頭外餘地及北頭

街口兩旁，仍有不法之徒，胆敢在該處擺賣魚菜

什物、醫卜星相、堆積糞草、聚集閒人、喧鬧阻

碍，殊屬可惡，除飭差協同更保盡驅外，合行出

示嚴禁。為此示諭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後，爾

等無得仍踏前轍，招惹閒人、聚集喧鬧、阻碍行

人，倘敢抗違，許該更保及街坊人等，扭赴本分

縣以憑觧究，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示

D　F.O.233/185頁57-62：1847年

D01  第壹號  

憲 示 ： 兹 香 港 軍 需 病 院 ， 招 人 承 買 各 物

件，自英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四月初一日起，至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十一日止。如有人應承立

約，照後開物件買來充足，則於英年正月初九日

起，限至二月十九日止，即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

廿三日起，至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止，每日午

後，赴到武糧地衙門，查察合約事項各原由。開

列清單呈進，言明買各項價錢若干以憑。道光

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開標核辦。特示。

買各物件開列如左：

麵包、生牛肉、等好糖、34 二等糖、茶葉、

塩、蒜頭、生棉羊肉、薏米、麵粉、牛奶、沙穀

米、柴、油、棉灯心、蠟燭、米、咸魚、紅葡萄

酒、雞蛋、番覘、芥末、菓子、豆、醋、檸檬

汁、胡麻麵粉、牛蜞、蔥頭、鷄、灯心

丙午年十一月廿三日、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正

月初九日

D02  第貳號  

兹 香 港 軍 需 病 院 ， 招 人 承 買 一 年 各 物

件 ， 於 英 一 千 八 百 四 十 七 年 四 月 初 一 起 ， 至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三月十一日止。各原由開列於

在左：

一 麵包。必須用幼細最好麵粉，而坑也又35

要頂好者。

一 牛肉。必要欄內所畜之牛，又必十成肥者

合用。至屠後三個時辰□□惟准交收□□，並不

要肝腸頭足等件。

一 糖。必要兩頭項，其細好者為病院所用

矣，粗好者為兵丁所用。各必務須等好者。

一 茶葉。必要正好武夷山之茶。

一 米。必要凈潔上白者。

一 羊肉。為黑兵所用，或草羊或棉羊，務

要十成至好者，又必須帶成隻生羊到來過稱。以

十八斤生羊計七斤羊肉，或屠之而□其肉十全，

各遵諭而行。

一 咸魚。必須市正頂好為式。

一 柴。必須松片破切，無庸復斬。

一 油。係点灯之油，務以光明淨潔者為式。

一 其餘各項物件，必須在市上買來頂上好。

一 買辦務必自己托人，將每日所須用各物

件，交兵房病院等處。

一 每月其武量官開單，明言每項若干供充與

各營汛，其承辦者必遵照買來。此等清單，惟限

一月內立明。倘買得者是承辦者損缺。

一 承辦者所用牛羊麵粉務，必恆積一月之

久，以便武量道查察。

一 其兵丁不肯收買辦買來之物，必即時交

換，倘必須用者，則官憲會議定奪查察，按照所

定，不得更變。為設不肯收該買辦之物，亦不得

收價錢也。至武量日所代出之項，若所買之物高

價異常，則買辦之人必親補所缺矣。

一 醫官查病人所用之物件，惟聽醫官取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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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照兩月所需物件價銀多少，以為担保

人，而該承辦人另將一千員交武量道以定保。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正月廿三日、丙午年十一

月初九日

D03  第叁號  

大英欽命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務、

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世襲子爵德，督同議官。

為曉示事。照得本港附近地方各處盜賊並起，洋面

海盜如林，亟須設法以除匪黨躲身藏匿本港也。是

以除將甲辰年十月初四日所出之諭，而□□親赴監

督署領票紙外，將香港居民設三戶口冊，特調編冊

監督兼攝司理之職，以便□□惡獘而保良民，且例

准隨時進漢人屋宇船隻，以憑查辦。

一 前所派之保甲，必遵照監督之諭，隨時查

明戶口所屬各情，據實稟報，如違，罰銀一百大

員以下。

一 各屋宇必遵例照在門楣上貼明號數，如

違，罰銀四十員以下。

一 監督繕修英字綠牌票，給與該家主收入，

倘若要查察，必將該牌票交出，以便觀核，如

違，罰銀二十員以下。

一 該家主必遵照監督之諭，將家中各人寫

明在牌票上，公掛家中，以便眾人觀看。而該家

主又當自出牌票，寫明何姓名、做何事業，每家

內人給與一張，以便他隨行。或該人離却本屋，

到往他處，飭他交還該票。倘家主明知該人係匪

類，亦給票與他，或留無票惡人，並不稟報，即

罰該家主銀二十大員。

一 家主必要隨時稟家內所有生死嫁娶，或有

人離去本屋，或有新人到本家各等情，必須稟明

保甲，如違，罰銀二十員以下。

一 所有服事外國之漢人並傭僱工各匠，必請

本主給照為憑，即行赴到監督署，以繕編牌，即

交與本主存守，如有受僱十日後，並不領票稟報

監督署，則罰銀二十員以下。但該僱工人離去本

主之時，即以票交還。若遇傭僱人逃去，或有行

惡獘，則以票交還監督，以憑查究。

一 挑担買賣人，必須有人保結，而蒙監督查

究允准，方可。不然，即不准人做挑担生意，如

違，罰銀二十大員以下。如該挑担買賣人有犯罪

者，經官憲查出，除其准票。

一 除來本港買賣貿易船隻外，所有在本港大

小三板艇船隻，及裝載客人來往渡船，一切宜必赴

到監督署，立明保結，稟領船牌。其頂大快艇領

牌，每年納銀十大員；大快艇，每年納銀五大員；

小快艇，每年納銀三大員；小三板，每年納銀□大

員。而該監督給畫牌票號數，交與該船，以便貼在

船邊船尾。如不領牌，並不容查察，或相換船牌假

冒，或不貼號數在本港等獘，罰銀五十大員以下，

若不呈交該罰銀，則將該船抄官。

一 按照前所出諭示，各人未蒙監督允准，

到來本港居住，在憲地或擅自撘寮等獘，即行毀

拆，並罰銀五十大員以下。

一 例准巡理官，如遇不住港爛崽人等，必

立保結限一年以下，或供訟、或查訊，如有憲諭

傳問，必遵照赴署。倘該人不得人担保，違命不

來，即不准再到本港居住，如違銀罰五十大員，

監禁三月，挑坭或不挑坭。

一 除殷實安分人等，在本港來往，按例做事

外，凡各漢人，不遵諭帶牌票，或出假姓姓名，或

改換牌票，或詐騙各項獘，實罰銀五十大員以下。

一 凡所有做担人者，必須按照所保之銀若

干，即行填還，並不□行罰銀。

一 監督遵照大憲之諭，以空白牌票交與該家

主，限五日內將家裡各男女姓名、做何事業、保

何處人氏，詳細寫明填註。如違罰銀五十大員以

下。

一 上所言家主，則指當時為主者，如若不

在，惟問其屋主或其承辦人，或有同伴夥計數

名，則指一名為主。

各等諭，合就出諭示，仰各居民人等知悉毋

違。特諭。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丙午年

十一月十四日□辦

D04  第肆號  

憲示：現在香港全島所有包辦稱塩之務，並管

石塘之務，均於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即英八月三十一

日齊裁廢。是以於五月二十三日即英七月初五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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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一点鐘，在巡理署投賣包辦稱塩，並包辦石塘等

事。自七月二十二日即英本年九月初一日起，至英

明年八月三十一日止，限一年為期，以出價高者得

之。如有人要投買屆期赴巡理署可也。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六月初五日、丁未年四月

廿三日

D05  第伍號  

憲示。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業經出示曉諭：

包辦稱塩之務，於本年七月二十一日裁廢。等

因。在案，兹再行示明，此包辦稱塩之事，分燈

籠洲、裙帶路、赤柱、石排灣四處。每處一段，

於五月二十三日即英七月初五日下午一点鐘，在

巡理署分行投賣。自七月二十二日即英本年九月

初一日起，至英明年八月三十一日止，限一年為

期，以出價高者憲准得之。如有人要投買，屆期

赴到巡理署可也。特示。

丁未年五月初三日、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六月

十五日

D06  第陸號  

憲示：現在香港所有包攬販賣鴉片之務，於六

月二十日即英七月三十一日廢止。嗣後如要零星碎

賣鴉片烟土或鴉片烟膏，或開食鴉片之舖，惟赴巡

理署稟領牌票，限一年為期。每月納銀如左：

一 開食鴉片之舖，每月納銀十員。

一 煮賣鴉片膏，每月納銀二十大員。

一 碎賣全箱以下鴉片烟土，每月納銀三十員。

等因。各宜遵照毋違。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七月初五日、丁未年五月

二十三日

D07  第柒號  

憲示：兹於本年九月初七日起，於是月十二

日止，大英欽命按察司胡，坐堂斷案。所有各犯

擬斷何罪開如左：  

一 洪亞玄，被告偷物，訊明有罪，監禁挑坭

三月。

一 林亞才，被告偷物，自認有罪，監禁挑坭

一月。

一 李亞來，被告偷物，訊明有罪，監禁挑坭

六月。

一 陳士魁，被告偷物，訊明有罪，監禁挑坭

一年。

一 伍亞文，被告偷物，訊明有罪，前已審定

徒流海外七年。

一 黎亞二，被告偷物，訊明無罪釋放。

一 樊亞富，被告偷物，訊明無罪釋放。

一 文亞連，被告偷物，訊明有罪，監禁挑坭

三月。

一 周亞興，被告偷物，查出無罪釋放。

一 羅亞七，被告偷物，訊明有罪，監禁挑坭

一年。

一 譚亞朱，被告偷物，訊明有罪，監禁挑坭

一年。

一 關亞申，被告偷物，訊明有罪，查係屢

犯，徒流海外七年。

一 董亞其，被告偷物，訊明無罪釋放。

一 倪亞六、陳亞新、胡亞辛、林亞嬌、蕭

亞幅、倪亞三、倪亞耀、倪亞五、倪亞六、蕭東

幅、張亞發、謝亞八、倪亞午等，持兵械偷物，

訊明有罪，徒流海外七年。

一 馬亞二、曾亞滿，在屋宇偷物，訊明有

罪，監禁挑坭一年。

一 李亞東、郭亞本，在屋宇偷物價值英銀五

磅，因証見不來，不能究辦。

一 石亞六，在屋宇偷物，訊明有罪，監禁挑

坭一年。

一 揭亞保，在屋宇偷物價值英銀五磅，訊明

有罪，徒流海外十年。

一 黃亞賓、林孔章、黃亞其、林亞吉、鄭亞

朝、許亞基、鄭亞先等，被告鑿舖偷物，查出無

罪釋放。

一 陳文浩、陳光海，被告鑿舖偷， 查出無罪

釋放。

一 林亞勝、林亞桓，在停泊港內之船偷物，

訊明有聲，徒流海外十年。

一 梁耀勝，被告在停泊港內之船偷物，訊明

無罪釋放。

一 黃惠南、李亞權、陳亞元、黃亞才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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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搶劫擱淺之船，又搶劫破爛船，訊明有罪，徒

流海外十五年。

一 劉亞三、鐘亞發、陳新發、張亞春等，被

告持兵械偷牲口，查劉亞三、張亞春有罪，徒流

海外十年，陳新發、鐘亞發無罪釋放。

一 唐亞全，被告出偽錢，查出無罪釋放。

一 郭亞成，被告攻擊人，因証人不在，無憑

究辦。

一 劉亞秀，强討銀項，有偷之意，訊明有

罪，監禁挑坭一年。

一 黎容光，被告偷物在人身上，訊明有罪，

監禁挑坭一年。

一 郭亞茂，被告在人身上偷物，訊明有罪，

監禁挑坭二年。

一 謝于成，被告搶盜，查出無罪釋放。

一 有兩人，並張亞受被告搶盜，訊明有罪，

徒流海外十五年。

一 楊亞三、李亞二等，被告持械搶盜，訊明

終生徒流海外。楊亞三、李亞二等被告搶盜前已

究辦，毋庸再審。

一 李全周、劉合幅，被告搶盜，訊明有罪，

監禁挑坭一年。

一 呂華桂、陳亞習、廖亞鳳、袁亞二等，被

告搶盜，訊明陳亞習無罪釋放，其餘三人終生徒

流海外。

一 陳勝意，被告强盜，訊明無罪釋放，所有

屋宇之物件屬有夫之妻。

一 陳意，被告偷物，訊明無罪釋放。

一 李亞起，被告强盜偷物，訊明有罪，徒流

海外十年。

一 李亞益，被告强盜偷物，訊明有罪，徒流

海外七年。

一 梁亞安，被告强盜，訊明無罪釋放。

一 梁玉倫，又名黑沙倫，被告扶同殺梁亞

金，嗣後要審明等由。

為此示仰闔港人民知悉，以警匪徒而除惡

獘。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丁未年十

月初三日

D08  第捌號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世襲子爵德，為曉

諭事。照得於本月初三日，接到兩廣閣部堂耆照

會，內稱黃亞昆等一案，黃姓族人日久並不將該

匪等交出，一味匿延。迨經香山縣親往東岸村勒

交，黃姓人等復稱黃亞昆三人向與喴唎�往來，

其中尚有別故，情願自向理處。香山縣因其情詞

閃爍，未便深求，姑准寬限，聽其自行理處。乃

黃升等輙敢揑詞具呈，赴貴公使處凟控，實為狡

惡之尤。此案，黃姓族人庇匿匪犯，自應向其祖

祠追問所有竊賍，即不將原物交出，亦應變產賠

償。香山縣辦理此案，並不為過。此而不加惩

創，將來外國人被竊，賍賊更無從追尋。犯族紳

耆，更可混行包庇，為害殊非淺鮮。□□行香山

縣，立提具呈之紳耆、地保、及黃亞昆等親屬，

嚴行勒交究追給領矣。等因。合就示諭仰各色人

等知悉：汝等務宜安分守己，毋罹法網致累身家

闔族。倘敢故違，妄行搶盜，甚有干係，親屬同

鄉人等，難脫損害。各宜凜之毋違。特示。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丁未年十

月初六日

註釋

1 其中一些文書，與拙作〈史料介紹――香港殖

民地早期中英官民交涉文書33通〉亦可互相發

明，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

訊》，第57期（2009），頁16-26。

2 這位「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

軍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就是1844

年2月23日被任命為「Governor and Commander-

in-Chief」、年薪6,000英鎊的John Franc is 

Davis，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844), 57＆

62-63，藏英國國家檔案館，編號C.O.133/2；

本文所引用的版本，是香港大學圖書館微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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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縮膠片，編號MPT2610509。John Francis 

Davis是第二任香港總督，任期為1844-1848

年，中文姓名甚多，包括「德庇時」，「爹

鼻事」［見陳鏸勛撰、莫世祥校注，《香港

雜記．外二種》（廣州：曁南大學出版社，

1996），頁28，注釋15］，「德惠師」（見本

文），「戴維士」等。今天香港西環有地名曰

「摩星嶺」（Mount Davis）者，即以他命名。

3 這位「大英巡理香港等處地方都閫府堅」，

即1844年5月9日獲委任為Chief Magistrate of 

Police、年薪1,200英鎊的William Caine，軍

階為少校，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 56＆72。今天香港島有「堅道」（Caine 

Road）者，即以他命名。

4 「量地官」即Surveyor-General，而「量地官

衙門」即Land Office，1844年的量地官是A. T. 

Gordon，他於1844年5月9日獲委任此職，年薪

1,000英鎊，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 , 57＆66。

5 「軍士」當爲「軍事」之誤。

6 這顯然是一篇八股文，究竟是誰的手筆、送呈

何人「斧削」，何以混進這些政務文書中，則

無從稽考。

7 這 位 「 大 英 欽 命 副 總 理 香 港 事 務 陸 路

提 督 大 」 ， 即 1 8 4 4 年 7 月 3 1 日 獲 委 任 為

Lieutenant Governor、年薪300英鎊、軍階陸

軍少將（Major General）的George Charles 

D'Aguilar，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 , 57&62-63。今天香港中環的德己笠街

（D'Aguilar Street），即以他命名。從本文可

見，他的中文名字還包括「戴危拉」。

8 這位「大英欽命按察使司胡」，就是1844年6

月8日獲委任為Chief Justice、年薪3,000英鎊的

John Walter Hulme，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 58&70。按：Chief Justice 在香港

早年被譯為「按察司」，後來才被譯為「首席

大法官」。

9 「本眾國」當爲「合眾國」之誤。

10 「事後」當爲「嗣後」之誤。

11 這份公啟是當時香港華人反對港英殖民地政府徵

收「身價」的公告，聲言發動罷市以示抗議。下

一份文書，是港府的回應，呼籲華人不要罷市，

且暗示有「斟酌」、「改變」的餘地。

12 這首詩提及「身價」，可與第A29號文書內容

互相發明，應該都是當時香港華人反對徵收

「身價」運動的一步。該詩文字俚俗，這本身

沒有問題，但令人費解的是內容互相矛盾，先

說想「轉歸夷國」，後又說「盡把英奴一掃

除」，然後又反對「動手」。有可能是把幾首

詩混抄一處。

13 「須之」疑為「須知」之誤。

14 這 位「大英特調漢文經歷郭」，應該就是著

名的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從本文中

可見，他又名「郭實拉」、「郭寔拉」等。可

是，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的官

員名錄中，卻沒有他的名字。

15 這位「大英特調海防伯」，就是1844年5月9日

獲委任為Marine Magistrate和Harbour Master、

年薪6 0 0英鎊、軍階中尉（L i e u t e n a n t）的

William Pedder，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 58&76。今天香港中環有「畢打街」

（Pedder Street）者，即以他命名。

16 「甲」字重出。

17 這 位「大英署統理量地官記」，就是184 4 年

6月27日獲委任為Assistant Surveyor General、

年薪500英鎊的Charles St.George Cleverly，見

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 56&66。

今天香港上環有「急庇利街」（ C l e v e r l y 

Street）者，即以他命名。

18 這位「大英特調地方經歷布」，就是1844年5月

7日獲委任為Colonial Secretary、年薪300英鎊的

Frederick W. A. Bruce，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4, 56&62。值得一提的是，1844

年度及1845年度的Hongkong Blue Book，每頁

下都有他的簽名。

19 「署銀」當爲「罰銀」之誤。

20 「 唩嚟哆」即葡澳當局專職與中方交涉的代

表，葡文Vereador，參見黃慶華，〈對明代中

葡關系研究中幾個問題的考察〉，《故宮博物

院院刊》，2005年，第6期，頁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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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這位「統理邏更官邁」，應該就是1844年9月

6日獲委任為Inspector of Police、年薪250英鎊

的H. Macgregor，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5, 59&90。

22 「年」重出。

23 「海蘭」即Thomas Hyland，是當時負責香港郵

政的官員，英文職稱為Deputy Postmaster。有關

「海蘭」其人以及這份中文告示的英文原文，

參見Edward B. Proud, The Post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841-1997 (Heathfield, East Sussex: Proud-

Bailey, 2004), 40&43-44。但是，遍查1845年

度及之後幾年度的Hongkong Blue Book，並無

Hyland其人。

24 「遠來者隨便散步」一句，原文如此。又，該

份文書與之前一份內容相同。

25 這位「公帑厙使默」，就是1845年7月8日獲委

任為Acting Colonial Treasurer、年薪1,200英鎊

的W. T. Mercer，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5, 59&66。今天香港上環有「孖沙街」

Mercer Street者，即以他命名。

26 這位「大英特調海防李」，即1841年7月31日獲

委任為Assistant Harbour Master、年薪500英鎊

的A. Lena，見Hongkong Blue Book for the Year 

1846, 73&108。

27 「闔」疑為「闔港」之誤。

28 「以」當爲「已」之誤。

29 原文的確如此。大意是本港內所有船隻，從晚

上6時至早上港口施放號炮期間，除非遇到攻

擊，不得施放槍炮。參見第1846-20號文書。

30 「從治罪」，原文如此。

31 「凱」當為「剴」之誤。

32 「保護」重出。

33 「相」重出。

34 原文如此。

35 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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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沂源土門鎮纏足女性信仰生活調查*

　　以村落廟會為中心

侯杰　趙天鷺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土門鎮位於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西北部，有

23個行政村，包括東松仙嶺、西松仙嶺、董家

莊、蘆芽、陳家山、水麼頭河北村、水麼頭河南

村、朱阿、黃崖、池埠、劉家洞、左家峪、上土

門、下土門河北村、下土門河南村、龍泉、九

會、芝芳、茨峪、孟坡、菜園、大坡及唐家六

村。1 此鎮住著中國最後一批纏足女性。

　　2009年8月12日至26日，我們南開大學歷史學

院的師生一行六人來到土門鎮所轄左家峪、劉家

洞、上土門、下土門河北村及下土門河南村五個行

政村，開展了針對當地纏足女性的田野調查，旨在

搶救珍貴史料、探究纏足女性鮮活的生命歷史。

　　本文跟據是次田野調查所獲取的大量具體詳

實的口述資料、影像資料以及手抄經卷資料，真

切地反映纏足女性的信仰生活，力求走出他者言

說的局面，走進被訪者的心靈世界，彰顯她們的

話語權。其中，於8月14日上午分別由左家峪及劉

家洞兩村所舉辦的關帝廟會慶典以及於8月16日由

左家峪村村民所舉辦的模擬呂祖廟會慶典成為重

要的考察對象，借助再現鄉村廟會儀式與過程，

闡明纏足女性所扮演的角色與身份，探求其信仰

世界的內涵與訴求。

一、儀式•身份•訴求　　以關帝、呂祖廟會慶

典為考察點

（一）左家峪、劉家洞關帝廟會

　　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是關帝的壽辰，2 當地村民

每年均會舉辦隆重的廟會慶典。2009年8月14日，

我們在左家峪及劉家洞兩村調查時得知，村民都是

自願供養關帝，供養的時間沒有限定，在任何時間

前去祭拜皆可。當地每年舉辦一次大祭，由大年

初一到初十五各個村莊互相串著拜，以前由男性主

導，現在由女性主持，纏足女性也多參與其中。

　　關帝在當地被尊為「關老爺」，享有崇高的

地位。長期以來，關羽的形象被後人不斷塑造，

最終「具有司命祿、佑科舉、消災治病、驅邪避

惡、懲罰叛逆，乃至招財進寶、庇護商賈等全能

『神力』」3 當然，傳統時代國家和地方精英對關

帝的「刻劃」（帝國及其機構的保護者）與普通

村民對其的解讀是有差異的。「普通村民為各種

事向他祈求，包括祈雨和治病。在整個華北的農

民都是這種情況，關帝一般總是被當作施惠者和

社區的保護者來崇拜」4 ，「福則祈之，患難則呼

之」5 。總之，關帝可保佑平安，深受纏足女性的

崇拜。

　　左家峪村位於土門鎮西部。該村的關帝廟坐

落於村莊小巷的深處，是一座木石結構的小房

子，週邊立柱與內側小門各貼有一幅對聯：一

為「天官賜福福連福，財神降財財生財」，橫批

「賜福百姓」；一為「橫刀剷除邪惡，正氣護佑

四鄰」，橫批「名滿人間」。小屋內供奉著三尊

神像，從左至右依次為：周倉、關羽、關平。神

像後面的牆壁上掛有三面該村「善男信女」所贈

的錦旗。村民為神像披上了自製的衣服，亦備有

紙鞋及紙元寶等供品。供桌是石砌基座的一部

份，正中央擺放著插滿香的三個香爐，兩側是村

民的供品（包括點心、桃子之類的食物），其中

右側擺放著三個碗、三個酒盅及兩瓶白酒。面對

廟宇的牆壁上張貼有村民重修關帝廟的捐款明細

帳目，以及參與下土門「賀雨」的捐款名單。6 

我們到達時，廟前空地早已遍佈紙錢焚燒後的灰

燼，顯然，有些村民在清晨已進行了拜祭活動。

後至的進香者多為本村的中年女性。她們先是將

自家準備的供品擺放整齊，接著點燃香燭，持香

立於廟前，口中念念有詞，隨即將香插入香爐之

中，進而於廟前下跪，叩頭三次後，雙手合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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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此後，她們將四方的紙錢堆分成六份，逐個攤

開，折成扇形，擺放於廟前空地上焚燒。最後，在

該村一位纏足女性的帶領下，她們以當地方言唱

經，曲目為《十拜香》及《十報恩》。（各經文之

文字版本見附錄，後同。）《十拜香》之演唱版本

與文字版本有出入，故收錄於下：

十拜香7 

一拜香，我拜的是，蘭增［燃燈］先佛

二拜香，我拜的是，天上的玉皇

三拜香，我拜的是，三觀大地［三官大帝］

四拜香，我拜的是，四海龍王

五拜香，我拜的是，五生老母［無生老母］

六拜香，我拜的是，泰山老母娘

七拜香，我拜的是，七星北斗

八拜香，我拜的是，本縣城皇［城隍］

九拜香，我拜的是，山神土地

十拜香，我拜的是，宅神灶王

十拜香，我拜過，眾位神靈，

望神靈，多保佑，弟子平安。

南無阿彌陀佛

　　儘管未能全程考察左家峪關帝廟會的情況，

但是我們在與後至的女性村民訪談中，仍獲得有

關纏足女性與關帝信仰的一些具體情況。是次訪

談內容如下：

問：這個關老爺廟就這麼小麼？

答：早先比這個大，在樹那裏，現在蓋了房子，

有個大平臺。

問：您為什麼拜關帝？

答：就是保平安。

問：你們知道他是財神麼？

答：財神是財神，關老爺是關老爺，他就是保平

安。

問：你們要燒紙麼？

答：要啊，要等香燒差不多了再燒。

問：人多了是不是按順序來？

答：嗯。

問：來的都是女的麼？

答：嗯。

問：那80多裹腳8 的來磕頭會不會很累啊？

答：杠壯實了。

問：你們一起燒紙麼？

答：嗯。

問：那有固定的時間麼？

答：早年都到了11點，這不怪熱麼，五點就開始

了，忙活兩鐘頭。這關老爺就像大隊書記，

大家都怪信服他。

問：這次有纏足的麼？

答：有啊。

問：有十來個人麼？

答：沒有這麼多。年紀大了，都80多了，天氣又

熱。

問：這些信仰是老太太教的麼？

答：傳下來的，一輩輩的。

問：您會念佛麼？

答：會啊。守著老爺就唱個老爺的，守著老母的

唱個老母的。9

　　隨後，我們來到劉家洞村，全程記錄了該村

關帝廟會的盛況。劉家洞位於左家峪西北方地勢

更高之處，關帝廟位於村中一處山坡的中段，其

週邊皆是石砌的民房。關帝廟也是石砌建築，但

比左家峪那座小得多，其大小更像一座神龕。

左家峪那座廟有小木門，而劉家洞這個只有布簾

子，其供桌也只是用幾個小木桌子拼在一起而

已。儘管設備簡陋，場所狹小，但村民們都十分

虔誠與細心，準備工作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

　　在廟會正式開始前，我們訪問了多位家住劉

家洞村的纏足老人，包括LCY、ZSY、WQL、

QYS等人。10 以下為是次訪談之內容：

問：下面（指左家峪）不是也有關老爺廟麼？

答：那個已經拜完了。一個莊拜一個莊的。

問：每個莊用串麼？

答：不用串了。這不是過年，過年的時候到了年

初四到十五串著拜，你到我莊拜，我到你莊

拜，有個全鎮的大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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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左家峪那個關帝廟你們去了麼？

答：今天不去，春節的時候去。平常的時候只要

各村拜各村的。

問：互相拜廟的時候纏足的去的多麼？

答：嗯，基本上都是老奶奶。

問：奶奶，您給我們講講今天的儀式吧？是先要

上菜麼？

答：嗯。

問：然後呢？

答：串街。

問：然後呢？

答：念佛，燒紙。

問：敲鑼是什麼意思？

答：叫人啊。那是領頭的。俺這個大廟還要打著

旗。

問：是誰組織的？

答：就這麼傳下來的。

問：都是女的麼？

答：男的沒空。

問：以前男的也沒參加麼？

答：參加啊，老的都沒了。（老人的意思是上了

歲數的男人都沒了），年輕的男人忙，不來

參加這個，光女的在家。

問：你們拜關老爺的時候有什麼願望麼？

答：關老爺，保佑全村，平平安安，保佑上學

的，保佑平安，走到哪保到哪。

問：佛經你們都會唱多少段呢？

答：到時候會唱呢。

問：只有善男信女才能紮這個紅腰帶麼？

答：前面的紮，後面的不紮。

問：那走街的時候敲鑼打鼓的在前面，善男信女

在後面？

答：嗯。正月十五也好多人。

問：您站這麼一上午，會不會累啊？

答：習慣了啊。11 

　　廟會在喧囂的鑼鼓聲中拉開帷幕。鑼鼓隊由

五人組成。一中年男子將鼓用紅繩拴在胸前敲

打，其餘四人則是手持銅鑼、鑔立於其旁。鑼鼓

隊員就站在關帝廟旁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鑼

鼓隊，男性基本被「排斥」在主流祭拜者之列。

在這一刻，女性，包括纏足女性，成為了整個廟

會慶典儀式的主導者。

　　此時，其餘村民也十分忙碌：四張小木桌已

經擺放了越來越多的供品。桌上的香爐也早已插

滿了香。村民為關老爺準備的藍色衣服也掛了起

來。較小的紙元寶被堆放在地上。村民們亦像左

家峪村民那樣將紙錢折成扇形，上面還放有三雙

紙質的鞋。女性村民們將先前準備好的裝飾物佩

戴完備：她們腰繫紅綠帶，胸前配有紅花，花下

還有一個紅綬帶，上書「信女」二字。她們的肩

上還扛有形似扁擔的東西，前後都拴有「蓮花

盆」或「包袱」。「蓮花盆」和「包袱」都是紙

質的，「蓮花盆」上還有較小的紙元寶做裝飾。

「包袱」則是四方形，上綴彩色紙花。12 還有一種

裝飾是由體型較大的紙元寶拼湊而成，亦被放在

關帝廟神像的旁邊。個別信女13 已經開始在廟旁列

隊，為二列縱隊。

　　待一切準備就緒，信女們即開始了LCY老人

提及的「串街」活動。關帝廟周圍的街道很奇

特，有一條直道可直通廟前，而廟的兩側皆有

弧形曲道可達廟前。因此，信女們可以做到「環

廟」巡行。「串街」隊伍由三部份組成：鑼鼓隊

在最前，以敲鼓男子為先導，四位持鑼鑔男子隨

後。其後是肩挑「蓮花盆」和「包袱」的信女

們，每排二人，共五排，合共10人。其中，老年

女性與纏足女性居多。最後是較為年輕的中青年

信女，她們並無挑任何「蓮花盆」和「包袱」，

亦是每排二人，共10排，合共20人。故整個隊伍

有35人。

　　「串街」數巡過後，就是「上菜」了。鑼鼓

隊的人坐在廟旁繼續演奏，肩挑「蓮花盆」和

「包袱」的信女們則分列直道的兩旁。此時，

直道變成了信女們「上菜」的唯一通道了。所謂

「上菜」，就是信女邁著扭秧歌的步伐，手舉裝

滿形形色色菜肴並蓋有黃色布帕的托盤，到廟前

給關帝上供。負責「上菜」的信女們一列縱隊，

以兩人為一組，自道路的底端一路走來，伴著鑼

鼓，將菜肴送達廟前。廟前有專人負責接收與擺

放。如是往復，直到將菜肴全部送達為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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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送菜上來的信女們會在託盤清空後向關帝鞠

躬行禮。亦有其他個別村民向關帝叩頭，場面稍

顯隨意。擺滿供桌的菜肴代表了信女們的誠意和

敬意，當中包括西瓜、餃子、烤雞、雞蛋及點心

等各種食品。

　　接下來，各位信女皆放下手邊的東西，聚攏

廟前，一齊跪下，三叩頭，雙手合十，起身。此

後，廟會進入下一個環節　　唱經。唱經的曲

目，是內容稍有不同的《十拜香》14 等等。最後由

LAX、LX15 母女領唱《大悲咒》。

　　「唱經」過後，廟會並未因此結束。村民們

意猶未盡，在距離關帝廟不遠的村中道路上聚

集，進行各式各樣的文藝表演。大家唱了很多傳

統與現代的戲劇或歌曲，有《蘇三起解》、《踏

浪》、《媽媽的吻》、《母親》、《走進新時

代》、《常回家看看》、《邊疆的泉水清又純》

及《縴夫的愛》等等。最後，前來進行田野調查

和訪問的南開學子也應邀演唱了《南開大學校

歌》。唱畢，廟會正式結束，調查也告一段落。

（二）左家峪模擬呂祖廟會

　　呂洞賓是家喻戶曉的「八仙」之一，與關帝

一樣，這位神仙集隱士、劍仙、酒仙、詩仙及行

業祖師等多重身份於一身。16 在漫長的歷史演進

中，呂洞賓逐漸被定型為一位樂於度人為仙、救

治疾病、扶助貧人、懲戒惡人、宣導人倫及施

行教化的神明。這「都反映了廣大民眾的善良願

望。所以宋元以來，呂洞賓成為民眾最感親切的

神仙，成為『好人』的象徵。」17 至清代，呂洞賓

的地位之崇高，已可與觀音及關帝相比肩。劉獻

廷在黃鶴樓中見到層層供奉的呂祖像，也不禁感

慨：「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

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

莫不歸心嚮往，而香火為之佔盡」 。18

　　在沂源縣，村民稱呂洞賓為「呂祖老爺」，

是一位相當於醫神的人物。他因 「除病去災，有

求必應」而享有崇高的地位。每年的正月十六是

呂祖老爺的生日，全村的村民為他舉辦十分熱鬧

的廟會慶生，其過程系統而完整：從正月初一即

開始準備，正月十五去「上燈」（點蠟燭），正

月十六正式拜廟磕頭。

　　由於錯過了廟會舉辦的時間，我們未能觀摩

到常態下舉辦的呂祖廟會，可熱情好客的村民自

願為我們全程類比了一場廟會慶典。2009年8月

16日清晨，我們在左家峪村，觀摩和記錄了一場

「原汁原味」的呂祖廟會。

　　首先是廟會前的準備活動。村民們，包括鑼

鼓隊的四名中老年男性村民、手持「蓮花盆」和

「包袱」的中老年女性村民，還有身著金色衣服

的男童們及身著粉色衣服的女童們逐漸彙集於

DNL19 的小賣部旁邊。信女們開始換裝，服裝有兩

種：一種是紅衣綠腰帶，一種是綠衣紅腰帶。後

經調查得知，這些衣服都是在淄川購買的，服飾

的顏色搭配沒有特殊象徵意義，就是為了好看，

極具地方特色。20 

　　待一切準備就緒，村民們開始列隊出發。這

一次的隊型排列與此前的關帝廟慶典有所不同。

走在最前面的是男孩們和女孩們，女左男右，每

排二人，共四排，合共八人，排頭女孩手持粉

旗，排頭男孩手持紅旗。孩子們的後面是鑼鼓

隊，此次的鼓很大，需要兩個人於兩旁協助持

拿，一位老年男村民邊走邊敲。後面是其他三位

持鑼鑔的男村民。隨後是22位信女，一列縱隊，

其中，最前面的兩位持香，最後六位肩挑「蓮花

盆」和「包袱」。隊伍穿梭於左家峪內狹窄的小

路上，第一站是該村的關帝廟，也就是兩日前我

們曾經考察過的地方。

　　鑼鼓隊立於關帝廟旁演奏，信女們則在廟前

空地做環繞一圈後，隨即將隊伍變為二列橫隊，

兩位持香信女站在廟前，其餘信女駐足轉身，亦

面向關帝廟。兩位持香信女向關帝鞠躬兩次。此

後，隊伍開始繼續前行，隊形與之前並無太大變

化，只是肩挑「蓮花盆」和「包袱」的六位信女

走在那兩位持香的信女身後。

　　接下來是一段直通目的地　　呂祖廟　　的

山路。因為此山路比較曲折陡峭，路又很窄，隊

伍變成一排縱隊，孩子們遂改為男前女後的交叉

縱隊。

　　呂祖廟格外顯眼，為粉紅色的仿古磚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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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廟的大小與該村關帝廟相當，亦有兩幅對

聯 ， 一 為 「 數 著 殘 棋 江 曉 月 ， 一 聲 長 笛 海 天

秋」；一為「一劍一心走乾坤，仙人指路好人

行」，橫批「一心向善」。它的左側有一個石砌

火爐，紙錢都會在那裏焚燒。廟前空地上建有插

香的凹槽和石桌，桌上早已擺放了六個水杯、六

個酒盅及雞蛋等供品。在廟前空地石階下偏右側

的地方，立有一塊石碑，上面鐫刻著2006年重修

此廟時所有捐款人的姓名與錢數。 21

　　信女們在廣場上變換隊形，進行祈神表演，

將肩挑的「蓮花盆」和「包袱」置於圓形隊伍的中

央，隨即前往廟前空地，燃香祈禱，擺放供品。信

女們紛紛點燃手中的香（香是有人專門攜帶的物

品），立於廟前，口念佛經，內容大概是祈求呂

祖老爺保佑大家平安。似乎是有意為之，她們在祈

禱詞中加入了祈求呂祖保佑我們南開師生平安的內

容。據信女們講，她們經常根據實際生活，變換

祈禱內容。這應為儀式主導者和參與者的一種自主

創造。祈禱後持香鞠躬，將香插入凹槽中。如是往

復，凹槽中旋即插滿了香。信女們在廟前擺放的供

品，多為點心、水果、雞蛋、白酒及饅頭之類。信

女們還將紙錢折成扇形予以焚燒。

　　待供品擺放好後，信女們和孩子們圍於廟

前，一齊跪下，雙手合十，叩頭三次，雙手合

十，起身，雙手合十，鞠躬。接下來，廟會進入

高潮：信女們在DNL及MQY的帶領下唱唸《十

報恩》、《挑花籃》、《偈語》、《路神老爺喜

盈盈》、《十二個月》、《人財兩旺》及《觀音

經》。唱罷，雙手合十，叩頭，起身。模擬廟會

基本結束。《挑花籃》、《路神老爺喜盈盈》、

《十二個月》及《人財兩旺》之演唱版本與文字

版本有出入，固收錄於下：

挑花籃22

這個花籃真是好，挑著花籃來行好。

花籃裏頭是什麼，花籃裏頭盛著武［五］家

寶。

五家大寶都有名，說說念念善人聽。

俺有鑰匙開四門，俺有文平五字經。

五字真經常常念，也免災來也免難。

五擔花籃手中提，裏頭盛著香和紙。

香紙都是神家用。

彌陀佛

路神老爺喜盈盈23

路神老爺喜盈盈，兒女出門你照應。

大路走，小路行，一路走得很太平。

天為陽，地為陰，兒女出門護著身。

菩薩頭前來領路，八大金剛隨後跟。

路神老爺保得好，無災無難回莊村。

回到莊村看一看，看著老少俺放心。

路神老爺保得好，永遠不忘老爺的恩。

念到這裏佛為滿，念聲彌陀保周全。

彌陀佛

十二個月24 

正月裏來正月正，俺和社友龍山登。

見了老爺雙膝跪，老爺就把子孫贈。

二月裏來這一天，龍王老爺過聖旦。

龍袍官帽多周全，風調雨順大增產。

三月裏來三月三，王母娘娘過聖旦。

一年一個盤［蟠］桃會，盤［蟠］桃會上穿蓮

裙。

四月裏來四月八，送子娘娘送娃娃。

送的娃娃白又胖，長命百歲送到家。

五月裏來五水灑，俺和社友去燒香。

燒香燒到金爐裏，磕頭磕在寶地上。

六月裏來三伏天，俺和老母許下願。

老母的鑰匙交給俺，佛堂有事跑在前。

七月裏來七月七，天上的女（牛）郎會織女。

一年一次見一面，夫妻一見淚濕衣。

八月裏來月兒圓，俺和社友逛龍山。

四大明［名］山都逛到，今天俺在龍山上。

九月裏來是重陽，俺給老爺掃廟堂。

掃得那廟堂清又亮，俺給老爺來燒香。

十月裏來好冷天，座著客車到那邊。

千里條條［迢迢］不嫌遠，圍著大佛來求安。

十一月裏雪花天，老母教俺學經卷。

經卷佛法學個全，老母的寶貝交給俺。

臘月裏來整一年，歡歡喜喜過新年。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三期　2011.4.15 第47頁

交了二十封了印，一年的工程總算完。

高高興興把家還，過新年。

彌陀佛

　　最後，是孩子們在廟前稍遠的空地上進行太

極拳表演。與此同時，有些信女繼續圍在呂祖廟

前，跪在地上，雙手合十，念經，叩頭。此間，

MQY曾立於廟前獨用另一種曲子唱《十報恩》。

最後，她們一齊跪地，齊唱《人財兩旺》和《觀

音經》。

人財兩旺25 

這塊手絹四角方，弟子善人來燒香。

燒香念佛人財旺，燒香念佛保安康。

老人燒香福壽長，健康快樂百歲強。

老人念佛心舒暢，身心康樂體強壯。

青年燒香百事順，青年念佛財更旺。

出門在外天天順，人車平安發大財。

種棚養殖辦工廠，日進斗金賽銀行。

學生燒香考狀元，名牌大學來提俺。

官人燒香步步升，萬事如意官運通。

婦女燒香求富貴，德才兼備善良郎。

母親念佛得貴子，父健母康孩兒壯。

神靈之佛帶在身，人財兩旺不受貧。

神靈之佛保太平，人人常念都顯靈。

南無彌陀佛

二、結語

　　左家峪和劉家洞村的關帝廟會，以及呂祖廟

會曾是纏足女性信仰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份。在

特殊的年代，不僅廟會中止，就連廟也不存在

了。如今，在坍圮數十年後，關帝廟和呂祖廟再

度由包括纏足女性在內的眾多村民集體重建一

新，滿足村民的信仰需求。儘管這些廟與昔日的

輝煌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它們的重現卻頗具意

義：它不僅是當下全球的「宗教復興」的一個縮

影，還是終結社會科學領域「世俗化」教條的明

證。「沒有人能夠證明宗教有一天不會消失」，

然 而 ， 「 即 使 那 樣 ， 那 將 不 是 由 現 代 化 引 起

的」。26 

　　當下是一個充滿挑戰與變數的時代。儘管

「普遍貶低婦女，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經常否認

她們的作用，是中國農村文化的特點」，婦女被

有效地「排除在多數公共責任角色之外」27 ，但在

日益開放、市場化及現代化的中國，固有的社會

性別與權力關係必然會受到衝擊。待老一輩的男

性村民相繼過世，年青的男性村民多為家庭生計

所累，或外出謀生，或疲於操勞，在敬神祈福的

領域，男性的支配權將逐步喪失，造成了一種主

導權力的轉換。這一領域將很快被女性所佔據。

　　在這兩個廟會儀式上，無論是組織者、領導

者，還是主要參與者，皆為當地女性，包括纏足

女性。關帝與呂祖，皆為男性神祇，一個保平

安，一個去災難，地位甚高，香火甚旺。然而，

男性在這類神祇的慶典上竟缺乏足夠的主動權，

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儀式和環節扮演特定的角色。

　　女性支配廟會儀式與運作的直接結果是，這

類廟會幾乎成了信女們「娛神娛人」的空間，難

以起到所謂「刺激經濟發展」的效用。雖然，她

們也求財，但是更多祈求家庭與日常生活的平

安。於是，關老爺與呂祖老爺等神靈被更多地賦

予了庇佑人們平安與幸福等功能。由於參與廟會

的纏足女性多是中老年人，她們理應較多祈求自

己與家人身體健康、外出謀生或學習的親人能夠

財、學、福兼得。可是，她們卻在此基礎上，推

己及人，祈求神靈保佑莊親們28 的幸福安康。在敬

神祈福活動中，纏足女性將訴求由家庭推廣到村

落，從血緣擴展到地緣，完成了一次自我超越。

註釋：

*  本研究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5

年度重大研究專案「漢到明代墓葬所見民間

信仰暨近現代華北民間信仰研究」（項目批准

號：05JJD770120）和南開大學「985工程」二

期中國思想與社會研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

專案《中國民間信仰研究　　以華北地區為中

心的考察》、南開大學創新科研「百項工程」

資助專案「近代中國纏足女性的現狀調查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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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以山東沂源為例」階段性成果之一。

1  關於沂源縣的資料，參見沂源縣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yiyuan.gov.cn/）以及沂源資訊港網

站（http://www.yyinfo.net/）。

2  關帝壽誕日期有農曆五月十三日與農曆六月

二十四日兩說。山東地區的祭祀以農曆五月

十三日為多，且多有「雨節」、「磨刀雨」的

說法。道光《商河縣志》曰：「五月十三為

『關帝誕辰』，俗謂是日致祭必有雨，諺有

『大旱三年，莫忘五月十三』之說」；民國

《冠縣志》言：「（五月）十三日，祀關帝。

俗謂『關公磨刀日』，是日多陰雨」；另據民

國《慶雲縣志》載：「（六月）二十四日，賽

關帝」；民國《臨清縣志》云：「六月二十四

日，俗以為『雨節』」。胡小偉認為，儘管於

明代開始普及美洲新物種以及康乾時期精耕細

作農業的發展，使全國各地的需雨時段難以統

一，但「華北地區和棉作物仍然明顯企盼五月

雨」。參見胡小偉，〈歷代方志記載中的關

羽崇拜及習俗〉及〈護國佑民：明清關羽崇

拜〉，《多元一統：元代關羽崇拜》，（香

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2005），頁436-437、

頁541-542。沂源縣的關帝廟會慶典亦與祈雨有

些許關聯，詳見後文。

3  蔡少卿，〈中國民間信仰的特點與社會功能　　

以關帝、觀音和媽祖為例〉，《江蘇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卷，第4期，

頁32-35。

4  Prasenjit Duara, Superscribing Symbols: The Myth 

of Guandi, Chinese God of War,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al-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9), 90. 原文為：

「Then, too, ordinary villagers prayed to him for 

all kinds of benefits, including rain and those from 

his healing powers. This seems to have been the 

case for peasants all over North China, where he 

continued to be worshiped in his generalized aspect 

as a provider and protector of communities.」
5  蒲松齡著，〈關帝廟碑記（代孫咸吉）〉，收入

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1986），卷2，頁43。

6  牆上共有三張紙質名單：一是兩張重修關帝廟

的捐款名單，捐款人不僅有該村纏足女性的丈

夫、兒子，也有幾位纏足女性參與其中，儘管

捐款數額很小。村民們還為捐款數超過30元的

人特製了一面石牌懸掛於牆上。由此捐款名單

可知，左家峪村關帝廟重建於2005年農曆五

月；一是左家峪村民前往下土門「賀雨」的捐

款名單，此次「賀雨」活動的時間不詳，捐款

者多為該村纏足女性的丈夫和兒子。

7   此為14日廟會所唱內容。

8  「裹腳」是當地人對纏足女性的一種稱謂。

9  調查時間：2009年8月14日上午。調查地點：

左家峪關帝廟前。調查者：侯傑、傅懿、趙天

鷺、王來忠、李娜及齊薇等人。

10  LCY，時年80歲。ZSY，時年77歲。WQL，時年

86歲。QYS，時年77歲。我們在接下來的兩日，

即8月17、18日對上述四位老人進行了專訪。

11  調查時間：2009年8月14日上午。調查地點：

劉家洞關帝廟前。調查者：侯傑、傅懿、趙天

鷺、王來忠、李娜及齊薇等人。

12  村民們會在「包袱」的紙花下粘貼「平安文

疏」。「平安文疏」即村民參與廟會慶典時奉

獻祭品、祈求神靈庇佑家人平安幸福的「文字

憑證」。「平安文疏」在8月14日的關帝廟會

與16日的呂祖廟會上皆有發現。此外，村民在

「蓮花盆」上亦貼有類似的物品。

13  本文自該處起，「信女」皆是對參與廟會儀式

活動的女性村民的代稱。

14  此處的《十拜香》與文字材料有些許出入，最

明顯的地方是將「四海龍王」唱成了「四季老

母」。 

15  LX，劉家洞村民，初三女生。她並不理解所唱

的《大悲咒》的內容，就是喜歡這類樂曲，喜

歡參加這種類型的活動。LAX，時年40歲，

也喜歡唱這類歌曲以及參加這類活動。她本人

將歌詞大意理解為勸人做好事。《大悲咒》的

演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地民間信仰的龐雜

性。

16  康豹（Katz）認為，關帝與呂洞賓的神仙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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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發展過程是有一些區別的。關帝崇拜經歷

了一個「疊加」（superscription）過程，較

新的形象被嫁接到較早的形象之上；而作者

基於先前對溫元帥的研究所提出的「並生」

（cogeneration）概念，指出：從總體上看，

呂洞賓神仙崇拜的發展既有「並生」的因素，

也有「疊加」的因素，這類崇拜的發展又與一

些進化論生物學家所定義的「斷續式進化」

（punctuated evolution）或「斷續式平衡」

（punctuated equilibrium）類似：進化並非一

個呈線性向前推進的緩慢過程，而是在相對短

暫的時間內出現多樣化。相關內容參見康豹

著，吳光正、劉瑋譯，劉耳校，《多面相的神

仙　　永樂宮的呂洞賓信仰》（濟南：齊魯書

社，2010），頁108-109。

17  尹志華，〈呂洞賓生平事蹟考〉，《中國道

教》，2007年，第4期。

18  劉獻廷撰，汪北平、夏志和點校，《廣陽雜記》

（卷4），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

中華書局，1997），頁192。

19  DNL，時年49歲，左家峪村民，下土門河北村

纏足女性SZL（時年81歲）的三女兒，經營一

家小賣部，是該村呂祖廟重修的帶頭人之一。8

月23日有專訪，亦為我們提供少量的文字經卷

材料。

20  調查時間：2009年8月16日上午。調查地點：

左家峪呂祖廟前。被調查者：SZY，左家峪村

民，該村呂祖廟重修帶頭人之一。調查者：侯

傑、傅懿、李娜、趙天鷺及王來忠。

21  樸實的村民沒有撰寫任何的重修碑記，其此前

的模樣不可考。據MQY老人講，早先的廟宇

毀於「文化大革命」，比近年重修的廟要小。

老人因同村關帝廟的重修而發願重建呂祖廟。

重修工程耗資不到5,000元人民幣，得到了劉家

洞、下土門河南村的朋友的支持。碑上所記捐

款數額總計2,889元人民幣，多為單個村民以小

額資金拼湊而成。捐款名單幾乎全為男性，有

的還是我們調查過的纏足老人的丈夫和兒子。

儘管捐款的善信多是男性，但整個重修廟宇的

規劃與落實工作全由三位女性所掌控。

22  此為當日演唱版本，與文字版本比較，經卷後

半段省去未唱，應是眾人對經文不熟悉所致。

23  此為演唱版本，第三句和第六句與文字版本出

入較為明顯，詳見附錄。

24  此為演唱版本，與文字版本存在某些出入。值

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將「奶奶」換成「老

爺」，出現在「正月」句和「九月」句。可能

是因為祭拜神靈為呂祖所致，將經文內容加以

變通，使其更加合理、自然。

25  此為演唱版，遺漏一句，錯置一句，原因在於

對經文內容的不熟悉。唱罷，有老人叨念「都

忘了！」即是明證。

26  世俗化理論在宗教社會學領域已存在近三個世

紀，該理論相信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類會逐

漸走向成熟，不再相信超自然之物，宗教信仰

最終會消亡。然而，西方的宗教社會學家業已

證明，古代既不存在高度基督教化的歐洲，亦

無跡象表明現代化進程直接削弱了當下基督教

世界的宗教信仰，穆斯林世界、蘇聯東歐原共

產主義政權地區、亞洲部份地區亦然。世俗化

教條的衰落論難以應對各地區宗教信仰的歷史

考察的複雜性，因此遭到了拋棄。這一理論突

破，並非建立在對中國宗教信仰的考察基礎之

上，因此，它的普適性需要進一步的檢驗。筆

者以為，至少在本文的相關研究中，它是適用

的。關於宗教社會學的世俗化理論批判，詳見

羅德尼•斯達克（Rodney Stark）、羅傑爾•芬

克（Roger Finke）著，楊鳳嵐譯，《信仰的法

則　　解釋宗教之人的方面》（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70-97。

27  朱愛嵐（Ellen R. Judd）著，胡玉坤譯《中國北

方村落的社會性別與權力》（江蘇：江蘇人民

出版社，2004），頁199。

28  當地很多村民多有一些血緣聯繫，所以將村民

稱作「莊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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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大明寺《重修平山堂記》

與清末民初旌德旅揚紳商的活動

李甜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一、考察概述

　　筆者於2010年春天參加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

究中心所舉辦的綜合考察，從5月13日至17日，

共計五天，相繼穿越了江蘇鎮江、揚州和南京

三市。是次活動的考察區域位於長江兩岸，從丘

陵、山地迤邐至平原、湖沼地區，地形地貌豐

富，橫越幾個地域文化帶，文化多樣性明顯，是

本所的經典考察路線。除了參加人數眾多，考察

內容的綜合性也是一大特點。因此，如何觀察具

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參與人員之調查行為和問題意

識，如何結合不同的調查視角來看待完整的區域

歷史地理變遷狀況，都需要著力學習。1 由於準備

倉促，且限於個人能力和興趣，僅將本報告的重

點放在與個人研究方向密切相關的個案上，希望

藉此討論田野調查與文獻資料的結合途徑。

二、汪時鴻撰《重修平山堂記》的發現與分析

　　大明寺位於揚州城區西北郊蜀岡風景區之中

峰，初建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故稱「大明

寺」。唐天寶年間，大明寺律學高僧鑒真大師即

在此地籌劃東渡日本。此後寺名多有變化，清代

因諱「大明」二字，一度沿稱「棲靈寺」，乾隆

皇帝巡遊揚州時，御筆題書「敕題法淨寺」。咸

豐三年（1853），法淨寺毀於太平軍與清軍之兵

燹，於同治九年（1870）由鹽運使方浚頤重建。

1980年，重新使用舊稱「大明寺」。平山堂位於

大明寺內，由時任揚州太守的歐陽修始建於宋仁

宗慶曆八年（1048）。坐在此堂上，江南諸山歷

歷在目，似與堂平，「平山堂」因而得名。平山

堂於咸同年間因戰亂而毀於兵火之中，同治年間

重建。

　　筆者在5月14日進入大明寺參觀時，為了尋找

乾隆御賜的碑銘而脫離隊伍，闖入平山堂西側的

一片山水園林。園林中有一個湖，遊魚數尾，波

光粼粼，風景秀美，遂在湖邊盤亙良久。偶然間

注意到靠近平山堂一側的湖邊不遠處立有一塊石

碑，碑題為《重修平山堂記》，碑身高大宏偉，

碑文略有殘損。匆匆閱讀一番，發現撰者署名為

「旌德汪時鴻」，頓時引起了極大興趣。因汪時

鴻編修的《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2 ，在筆者的

學位論文中被廣為引用。為下文分析方便，先將

碑文移錄如下：

重修平山堂記

　　登平山遙望江南諸山，回視一平山培塿耳。自八百餘年前，歐陽公守揚州築斯室始，而平山堂號

稱名勝滿天下，非八百餘年來長名勝不銷歇也。揚州繁盛沖達之區，天下無事，則士夫耽風雅，樂嘉

賓，日觴詠於其間，以及舟車往來，爭攬名勝。一旦有事，必被兵，則以名勝為用武之地，至變而蕪

穢荊榛，甚至變而丘墟。灰燼毀之者屢屢，亦興而復之屢屢。前人既書，不一書已。不在識遠，但識

於近。即如辛亥近今三五年中，事尚幸不至泰甚，然而蕪穢丘墟，均在不免。平山堂名勝兩字，幾於

道路間緘口不譚，遊人之蹤跡亦幾於絕。山僧愀然皇皇然，力圖所以興復，而遲之久未果。日者大歡

喜而來，合十謂老人曰：平山堂落成有日，敢請為文以紀之。老人詫甚，詢所以，則以平山堂既復舊

觀對，且以平山堂內外處處盡復舊觀對。費何出？則出大檀越運使公之功德，並諸檀越之功德，亦其

功德也。因言新歲某日，運使公躡平山之巔，憩茲堂良久，俯仰陳跡，慨歎欷歔。僧人捧帙以時進，

陳述歷來興復之所由。運使公曰：噫嘻，有是哉！彼一時，此一時，彼時之鹽務何若，此時之鹽務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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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已勉蠲微簿，以俟來者。且願大奚以償，毋寧得尺得寸，不定多寡，可乎？未幾共集得捐銀

一千四百元，銅錢二百千文。爰亟檄委興工，就款估計，毋使溢，毋稍靡，毋或緩值中和，節經如

訖，清□月杪落成，為時不過三閱月，舉凡堂宇、祠廡、樓閣、園亭，□【以】迄□□、禪寮，靡不

修潔華好，一新耳目。自後遊人絡繹，文酒高會，顧而樂之，儅□佛家所謂皆大歡喜，非耶？老人因

之有感矣。昔浙人金公為揚州守，重建平山堂落成，遷江甯驛傳道以去。今越使公亦浙人，適重修平

山堂落成，量移東粵。不知今之視昔，同不同，為何如？又考志載，昔平山堂淪為浮屠殿宇者十□

稔，金公乃從汪舍人之請以重建。今運使公蒞平山堂，□【從】僧人之請以重修，而假手於不文之老

人汪某紀其事，不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同不同，又為何如？他日運使公由東粵重回首，知萬

松蒼翠茫望，定不減於楊柳春風。而吾家桃花潭水間，亦先後具有微緣若此。抑今日者山僧此舉，迥

異疇昔浮屠氏之所為，殆釋而近於儒者，其□【視】名教亦與有功焉。可紀也，□□裁就，會運使公

以重修平山堂記見屬，即伸紙濡墨繕寫，以上並署名一一於紙尾。運使公謂誰，海甯姚公煜文敷也。

董是役者誰，潁上陳君壽仁樂山也。文記之者誰，七六老人旌德汪時鴻次翁也。書石者誰，江都王景

琦蓉湘也。山僧其誰，則法淨寺住持肇林皎如者。不可以不記。歲次旃蒙單閼之塞餘月。  揚州□雲

龍鐫字

注：文字不清楚者用「□」表示，【】內為筆者推測文字。

　　首先需判斷此碑記的寫作時間。篇尾是「單

閼之塞餘月」，其中「餘月」即農曆四月，「單

閼」是歲陰名，乃是卯年的別稱。《爾雅》〈釋

天〉稱：「（太歲）在卯曰單閼。」3 《史記》，

〈 天 官 書 〉 載 ： 「 單 閼 歲 ， 歲 陰 在 卯 ， 星 居

子。」4 碑記中「即如辛亥近今三五年中」一句，

提示其寫作時間貼近民國初年。汪時鴻所編家譜

中有「今為宣統辛亥三年，其子時鴻七十二歲」5 

的記載，可見他生於道光二十年（1840）。根據

該碑末署名「七六老人」的年齡來推斷，碑記寫

作時間可以鎖定為乙卯年（1915）農曆四月。此

後的遊客便可瞻仰此碑勝跡，如在1926年李根源

撰寫的《揚州遊記》就有所提示：「《重修平山

堂記》，旌德汪時鴻撰。」6 

　　碑中出現的幾位重要人物，事蹟是可考的，

也大致反映出汪時鴻的交際圈。對大明寺有重

建之功的「運使公」，乃是清末民初官員姚煜

（1868-？），字文敷、文甫，浙江海寧人。姚

煜於清末先後擔任奉天蓋平知縣、鹽運使、南洋

學監等職。民國時期，他於1913年9月擔任兩淮

鹽運使，1915年5月去職，此後相繼擔任金陵關

監督及江海關監督等職。工於書法，在擔任兩

淮鹽運使期間重修了大明寺，為寺中門題篆書

「棲靈遺址」四字。負責為《重修平山堂記》書

法的王景琦，乃是揚州近代楷書大家。王景琦

（1878-1960），字容庵，號蓉湘，揚州江都縣仙

女廟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舉人。他以知縣

身份分發廣東，民國後歸里，曾為江蘇省議員及

省文史館館員，是揚州當地著名的鄉紳。

　　在這篇碑記中，汪時鴻記載了數位人士行

善 的 過 程 ， 他 們 為 修 復 平 山 堂 籌 集 得 「 捐 銀

一千四百元、銅錢二百千文」，並在短短三個月

內順利完工。從碑文中可見，他所關注的是揚州

一地之興衰，並將之放到整個國家歷史的大局勢

中予以觀察，把揚州城市變遷的歷程概括為「灰

燼毀之者屢屢，亦興而複之屢屢」，可謂精煉之

至。揚州自古即是繁盛沖達之區，但因地理位置

和歷史條件的影響，如果天下無事，「則士夫耽

風雅，樂嘉賓，日觴詠於其間，以及舟車往來，

爭攬名勝」；若逢天下變亂之世，江淮之間屬南

北要衝，「則以名勝為用武之地，至變而蕪穢荊

榛，甚至變而丘墟」，揚州必遭兵燹而衰。有清

一代，揚州因鹽務、運河而趨向繁華，但清後期

以降，隨著京杭大運河的堵塞，以及兩淮鹽業的

相繼衰落，對於揚州而言是致命的打擊。正如捐

修平山堂的姚煜所言：「有是或彼一時此一時，

彼時之鹽務何若，此時之鹽務何若。」清末民初

鼎革之際，揚州雖然未遭兵燹，但仍有亂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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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九月，汪時鴻為避兵難而逃到泰州，7 整座

城市的頹敗之勢已難阻擋。曾經是名勝之地的平

山堂，在汪時鴻眼中，「事尚幸不至泰甚，然而

蕪穢丘墟，均在不免」，個中緣由，自不待言。

平山堂慘澹的景象，儼然可以視作觀察揚州城市

的一個視窗。雖然無法看到汪時鴻作記時的平山

堂，但透過1930年代平山堂荒草叢生的蕭瑟照

片，或可為我們的聯想作一憑據。相形之下，當

時的法淨寺（即大明寺）尚且顯得壯麗。

三、汪時鴻家族與揚州

　　汪時鴻所屬的汪三暉堂，出自甯國府旌德縣

板橋汪氏一族。據《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記

載，其祖上在唐末五代時期由徽州歙縣的黃墩遷

往旌德，最終定居新建村。8 第70世汪璿入贅江

村，是為遷江村始祖。在明代後期，江村汪氏第

76世汪伯瑛及汪伯珍兩兄弟遷往板橋，是為板橋

汪氏之始。汪伯瑛之父汪永通隨葬新水亭，汪伯

瑛的兄弟汪伯琦也葬於蓮塘墜，汪伯瑛、汪伯珍

兩人及其後代的葬址大都位於上述地點。9 發展至

清代中期，汪氏已經成為旌德西鄉的大族，獲得

了地方大族的認可，「吾旌西鄉各村率多聚族居

一村，恒無二姓，以汪、呂、江、王、譚數姓為

最著世，世聯婚姻」，10 結成了穩定的地緣婚姻

圈。其簡略世系見下表：

　 　 汪 時 鴻 的 父 親 汪 承 翰 ， 生 於 乾 隆 四 十 年

（1775），卒於咸豐四年（1854），年輕時在揚

州府屬的泰州某布莊當學徒，後開辦「承茂布號

所」，在通倉橋北置廒房屯積穀，以至於被人稱

為「八房三省堂擁貲有數十萬之厚」。汪承翰的

長兄汪承澤，也在當地開了兩個布號，獲利亦豐

厚。12 汪時鴻之祖籍雖係皖南旌德，但一生多半在

揚州活動，按照碑記中的說法：「而吾家桃花潭

水間，亦先後具有微緣若此。」

　　太平天國戰亂以降，旌德汪氏族人多從家鄉

出逃至揚州府避難。咸豐十一年（1861）的夏秋

之際，汪時鴻全家一時四散，其長兄汪時培奉其

大伯母「竄入甯國山裏，繞建平、東壩、溧陽，

由江南偷渡江北，適乾淨土之泰州，長、次兩嫂

各挈一嬰孩與俱來，幸無恙」。13 徽州商編路程

《摽船規戒》中有〈徽州府至揚州陸路圖〉：

　　徽州府　六十里至　績溪縣　七十里至

主嶺　九十里至　甯國縣　四十里至　塘

泥嶺  五十里至　張沖嶺　六十里至　建平

縣　三十里至　梅渚鎮　用艮【銀】二錢五

分，雇舡至鎮江府。九十里至　溧陽縣　

九十里至　金澶【壇】縣　九十里至　七里

橋　此橋下出，七里至　丹陽縣　三十五里

至　新豐鎮　三十五里至　丹徒鎮　十五里

至　鎮江府　用元錢卄文，雇船過江，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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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汪氏世系簡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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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船。十八里至　瓜洲鎮　用元錢卅

文，雇小船進揚州。四十里至　揚州府　出

曬白布、暑襪、手巾、履鞋、麻窩，東水關

買。14 

　　由此可知，汪時培一行所走的路線大致如

斯。這段路程偏離水道和陸路交通幹道，走向係

沿著山脈和分水嶺，行程雖然辛苦，卻是一條逃

亡的捷徑。此後大量族人相繼赴揚州府投奔，給

汪時鴻一家帶來很大的經濟壓力，「羣萃於斯，

年深月累，遂不支」，布號先後易主，只有承茂

號店還在勉強維持。後來布業衰歇，全家搬至揚

州，「專以館穀為家計」，生活上陷入困境。15 

汪氏族人多經營布業，其中也有參與經營典當業

的。16 汪時鴻的兒子汪爾玲即是如此，先是「習賈

於高郵之臨澤鎮為典業」，之後又調江都縣仙女

鎮「改業揚州城市之衣莊」，此後到南陵縣學習

典業。由於汪時鴻「以客為家，久僑寓揚州」，

為方便照應，遂謀調回揚州左衛街的典當鋪。17 

　　雖然從揚州到旌德的路程頗為艱苦，汪氏家

人仍堅持將靈柩運回鄉土。汪時鴻的兒子汪爾玲

自揚州攜母親和妹妹的棺櫬歸里，其詳細行程如

下：

　　計從揚子江而大江，而蕪湖內河，而涇

縣灘河、簰河，以達旌德之三溪河，既覆

水又重山，夫然後抵我板橋故里。筮期在冬

月，河流已淺涸，須預籌歸母櫬。母有少女

瑢玲，已及笄，在室亡，權葬海陵十餘年。

堯孫其奉祀猶子，先於八月遷小姑櫬來揚，

遂於九月廿六日同移櫬上宣船。宣船者，我

宣州郡平底船，能行長江入內河至灘河，再

由灘河前行，則非竹簰不可，俗謂之簰河。

行簰河靡定期，或十日八日到三溪。從此登

陸，山路崎嶇，雖日行三四十里，不啻百數

十里，以見長途不易，又皖南一蜀道之難

也……時在初冬十月，於涇鄉簰河中與僕子

玉祥，霜天露宿沙灘七八夜。18 

　　這段路程耗費近20天，路途可謂艱險至極，

漂江過河，跋山涉水，甚且在初冬十月間露宿灘

頭。而在此前，汪時鴻還千里迢迢返鄉數次，花

費不少心血，預先將妻子的墓修得頗為壯麗。他

在傳記中細微地描繪了對家鄉風景的感受：「從

揚州來者，頗似睹隋堤煙景，而木橋，而水碓，

而遠近大小村落，望去更如輞川圖畫中。」19 專門

將風景與揚州做了對比，顯得直觀而親切，也折

射出汪時鴻對兩地的感情。

四、旌德商人與揚州

　　與徽州府毗鄰的甯國府，明清以來逐漸形成

了甯國商人這一羣體，與徽商一同構成皖南地區

外出經商的主體。甯國商人出自甯國府南部丘陵

山地的涇縣、旌德及太平三個縣，它們靠近徽州

北緣，與徽州地理環境相似，人文相近，明清以

來亦發展出一定規模的經商風氣。但作為徽州的

鄰居，來自甯國府的商人羣體也被徽商的輝煌業

績所掩蓋，以至於後人在盤點「中國十大商幫」

時，並沒有為之單列一個位置。當前學界對甯國

商人和「徽甯商幫」的宏觀研究已有一定成果，

但相關領域的微觀研究卻寥寥無幾。20  

　　明代中後期以降，甯國府南部丘陵山地開始

出現一定規模的經商行為，其中旌德受到人口增

長、生態壓力和徽商交通線、商業文化輻射等因

素的疊加，商業化氣息表現得尤為明顯。早在康

熙年間，甯國知府佟賦偉就稱：

　　惟旌地狹人多，田土磽確，物產無幾，

故富者商而貧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間，

居積通易，以致富厚。21 

　　在他看來，旌德外出經商的風氣之所以非常

突出，應該與生態壓力密切相關。旌德在甯國府

各縣中自然條件最差，人口壓力最大，這是本地

經商風氣濃厚的地域背景。

　　在清前中期，旌德商人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

在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及湖廣等長江中、下

游地區，其中蘇北主要集中在揚州及泰州兩地。

在揚州多子街（即今甘泉路東段及附近），有

旌德江氏開設的天瑞堂藥肆。22 旌德江秋元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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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江某，原在揚州當學徒，「向習成衣，寄寓揚

州，咸豐初為賊擄去，日久得官」23 。與商人活

動息息相關的旌德會館，主要分佈在長江中、下

游地區。其中揚州有兩座旌德會館，分別位於彌

陀巷南頭和埂子街願生寺，後者一直得以保留至

今，並列入《揚州市第四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名

單》。24 商人對會館的捐輸也突破了地域限制，如

僑寓揚州的朱德澍，「捐款修旌德會館於京師，

蓋施捨不吝，見義勇為，天性然也」25。

　　太平天國戰亂對旌德商人的衝擊很大。戰爭

初期，太平軍直搗南京，很多人從蘇南戰區撤回家

鄉。太平軍進佔皖南後，大量居民被迫出逃至江右

及江北。旌德商人的應對方式至少有兩種類型，

一是躲藏本地或逃到徽州，這是鄉土居民的本能反

應，但居民面臨長期頻繁逃亡和被各種勢力敲詐勒

索「打秋風」的危險，商人與紳富大多難以生存。

一是逃亡外地投靠經商的親族鄉人，於是揚州、六

安、漢口、江西和福建等地成了避難地。

　　在這其中，因緣際會，使揚州成為許多旌德

逃難者的目的地。咸同戰亂以來，旌德朱德沛一

家則由原籍逃往江北，在常州奔牛鎮遇太平軍，

夫人遇難身亡，朱德沛隻身一人逃至揚州屬地仙

女鎮，後又遷居揚州。26 在《續纂揚州府志》的

人物傳記中，收錄客居揚州五年的旌德名士姚配

中；該志所載戰時殉難流寓者中，就有來自旌德

縣的江洪作、劉某、劉泮元、任錦祥及呂長祥等

五人，以及相鄰的太平縣胡宏才一人。27 戰爭一

結束，揚州商業立刻又活躍起來。朱則誠同治六

年（1867）到揚州貿遷，發跡後於光緒十一年

（1885）將商業拓展到廬州府，「筦合肥義和衣

典業，兼管安慶、亳州、舒城、全椒、巢縣、五

河等分肆十餘所，每歲出入數逾百萬」。28 由此可

見，揚州一直是旌德商人的重要活動地。

五、小結

　　筆者根據文獻資料推測，旌德商人在揚州的

活動比較廣泛，但一直沒有找到較為深入的個

案。清末旌德商人汪竹銘的產業汪氏小苑雖然保

留至今，似未看到與該家族相關的文獻材料。29

汪時鴻所撰《重修平山堂記》，客觀上反映了旌

德旅揚士紳對民國初年揚州風貌的認知。作為外

地客商的後裔，他在碑記中重點談到揚州一地之

興衰，將之放到整個國家歷史的大局勢中予以觀

察，體現了對於揚州經濟、文化的認同和關切之

情。結合他所編撰的家譜文獻，可以構擬出汪時

鴻及其家族在揚州的活動空間。綜而述之，此次

考察所見的碑刻資料，有助於細化清末民初旌德

旅揚紳商的活動狀況，並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文獻

材料與田野資料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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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泛珠三角研究基地

合辦

第二十一屆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南校區永芳堂三樓講學廳

議程

2010年3月26日（星期六）

一、8:30-09:45

報告人：杜樹海（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題　目：國家之間　　宋明以降中越邊境廣西左、

右江上游流域的邊疆建構與社會變遷

主持及評論：李淩霞（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

系）

二、10:00-11:15

報告人：陳彥秀（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

題　目：市鎮社會的結構與變遷　　以明清時期山

東青州府顏神鎮為例

主持及評論：潘弘斐（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三、13:00-14:15

報告人：黃文娟（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

學院）

題　目：疆界變遷下的歷史記述：馬援銅柱「北

移」問題探究

主持及評論：馬健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四、14:15-15:30

報告人：胡錠波（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

題　目：粵贛之交：明末清初廣東與江西關係研究

　　以郭之奇詩文集為中心

主持及評論：洪國強（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五、15:45-17:00

報告人：郎潔（北京大學歷史系）

題　目：戰局與行政區　　五代至北宋初期的

「軍」

主持及評論：李義瓊（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六、17:00-18:15

報告人：李淩霞（廈門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系）

題　目：帝國邊陲與熟番地權　　以北臺灣苗栗地

區後壟社群為中心（1684-1895）

主持及評論：邱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2010年3月27日（星期日）

七、08:30-09:45

報告人：羅歐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題　目：從遷界到展界　　以溫台樂清灣為中心

主持及評論：胡錠波（江西師範大學）

八、10:00-11:15

報告人：任建敏（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題　目：明代景泰年間的士大夫社群與政治

主持及評論：郎潔（北京大學歷史系）

九、13:00-14:15

報告人：許方寧（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

學院）

題　目：岑大將軍崇拜研究　　以樂里村岑大將

軍祭祀為考察中心

主持及評論：覃延佳（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十、14:15-15:30

報告人：趙崢（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題　目：中國國民黨邊疆黨務的曲折召開　　以國

民黨西康黨務活動為中心的討論（1926—

1950）

主持及評論：王傳武（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十一、15:45-17:30

圓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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