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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9

亦是村落向外顯示財富和團結的機會。不過對於

層的意義　　

一次的打醮活動了。對研究本地歷史的學者來

12月10日醮會的終

上了句號。

　　筆者最早踏足九龍衙前圍村是在2000

時與游子安和卜永堅兄共同接受了黃大仙區議會

長、梁錫麟先生、吳佛全先生、何其強先生、林

和口述歷史。《黃大仙區風物志》在2003年出版

1884-1975

爺」吳渭池在臨終前一年(1974)

即席筆錄而成。

1884年4月1

10

1901 17歲的吳渭池開始他的海員生活。

由1901年至1909

美國「德哥打號」、「中國皇后號」、「西伯利

初的三元逐漸遞升到二十元。1909

26

和日本。1914

視乎情況而定。1916

員工會的前身。

1937年7

濟傷兵和難民。1939

生的歡迎。1940 57

〈九龍衙前圍村歷史與文獻〉出版緣起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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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衙前圍村免受匪徒的搶掠。由於衙前圍村在當時

1941

了附近的上下沙埔、蒲崗、新舊隔坑、上下元

嶺、石鼓窿、打鼓嶺、沙地園、豬屎寮等一帶村

港。

　　1945

港海員與衙前圍村村民中有極大的影響力。這

1948

1961年才退

休。退休後的吳渭池仍積極參與衙前圍鄉的鄉

在祠堂內的義學。1975 91歲高齡與

海員〉兩份自述手稿。

20世紀初

40

圍村渡過艱難的日治時期。其實這種經歷在香港

悉相關。

始與中心秘書黃永豪兄籌劃出版事宜。我們當時

錫麟先生也記錄了一些曾與衙前圍村有密切關係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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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條村落並進行研究是在2000

地」。雖然村民習慣認為衙前圍是由吳、陳、李

2000

氏擁有。

祖先吳廣玄、吳東玄、吳泰玄和吳日玄作為代

7 1918

譜》與民國26 1937

五世而已。另外廿五世孫吳揚森先生收藏的《吳

1986

族譜的開首更放置了四房四始祖吳仕高及其子吳

臣任的夫妻畫像。1 

　　本文的目的是敘述衙前圍吳氏對其祖先理解

於我們對華南宗族的了解和九龍早期地方歷史的

還依賴大量經筆者和其他學者所做的訪問記錄。

(二) 典型的珠三角宗族故事

有一個極為顯赫的貴族遠祖。據《吳氏重修族

1 9 1 8

是要說明自己的祖先是來自有高度文化的中原正

法地」建立起本族的祠堂。2 

所置放的木主也被書上「延陵堂上歷代祖先考妣

九龍衙前圍村吳氏祖先的追尋

張瑞威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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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3  

宗族的日後發展便必須有一段「南遷」粵東的插

1918

1078-1158

基。

1126

份是在1158

意味吳居厚用了32
4 

基了。

1918

 

祖。目前衙前圍村的廣玄祖、東玄祖、泰玄祖和

這四房各選一名司理共同管理。

1918

他的生卒年份也欠奉。

先是在元末明初才於衙前圍定居下來的。在1976

1352

年矣。」5 1982

1370-1400

陳朝賢祖、李成規祖、吳成達祖族人自東莞遷來

1410-1424 6 李富是李成

朝初年15世紀時候的人了。

泰伯、延陵季子、吳居厚、吳日玄、吳成達等數

代之後衙前圍的吳氏定居者在追尋遠祖過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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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宗族的開始

7 

　　這碑刻顯示衙前圍的建築時間是在1724

合附近其它村落進行首次的太平清醮活動。

祠堂和編修族譜等等。8 據《寶安縣衙前圍吳氏

1803

1751-1823

房的子孫在1918

輯而成的。

1918年當日玄祖的

子孫根據「舊本」修撰《吳氏重修族譜》的時

洞　　

1937年編撰《吳

所以在《吳氏家乘》的有關記載上仍是原文照

錄。1986

次是要編寫一部代表四大房的《寶安縣衙前圍吳

吳詠棠再度將這問題提出來考證一番。他認為清

1661

1668 7

而有數代之遺失。再在假設吳成達是明初時候或

中葉的倭寇期間。9 似乎由於初修族譜時的過於大

1986年

 

　　吳氏宗族的更大發展應是在清末。光緒二十

1894

1937

1962年政府

徵地的關係被迫遷徙至現時圍村的旁邊。重遷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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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上一直是由吳成達祖以下的四房司理共同負

責。

19

吳東玄、吳泰玄和吳日玄四位同代的祖先作為血

1918年編修的《吳氏重

演變而編成的。

 (四) 宋帝昺傳說的加插

　　筆者是在2000年開始在衙前圍村進行口述歷

口中聽到的竟是一個有異於吳氏族譜的「開基」

故事　　

1 3世紀初

2003

驚』」。10 而在2005

親題。11 雖然吳九鄉長從未解釋何以吳氏族譜一

均牽連到宋帝昺事蹟。

　　其實吳九鄉長不是第一位將宋帝昺傳說附會

1974年前鄉長吳渭池也有類

12 

Pat r ick Hase

衙前圍有著深厚的淵源。13 在有關衙前圍的研究

14

氏在1999年編寫的《新界南約坑口區將軍澳村陳

勝/泰/

1138

被派居廣東南雄居住。陳俊卿的兒子夢龍為二世

隆的另一兒子國賢則分居於衙前塱。14 根據這部

1150-70年左右已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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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

1570-74

15 筆者

1999

　　似乎當圍村

的祖先同樣是歷史悠久的衙前圍原居民。

直被當地人視為宋帝昺曾作駐蹕的證據。羅香林

能興復。16 不過近年歷史學者開始對這個事蹟提

19

但經過20世紀初清末遺老的「深化」和歷史學者

體。17

圍村的其它記錄上。1948年衙前圍村重修天后宮

18 

作出重修。

帝昺的淵源。1982

文大學歷史系的學生們在衙前圍村作過深入的實

9名年逾50的吳氏

村民。19 

20 在

21 

71

表示在兒時已從長輩中聽聞許多有關宋帝昺在九

任何關係。

　　這批1982年的訪問稿中也提到「慶有餘」牌

22 吳少川

1982年60

打勝「紅頭賊」而寫的。23 1982年約

60 1982年67

圍村亦得以逃過大難。24 1982年68

25 

1724

頗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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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時代因素的。

(五) 祖先事蹟與土地發展的關係

　　我們已不清楚吳渭池在甚麼環境下將宋帝昺

援。26

是這條古老圍村面臨全面拆卸危機的時候。1994

將衙前圍評估為沒有古蹟特質。這個決定的作

曾經改建但是又有重要社會文化意義的建築物或

原址保留並不可行。27 1996

為政府進行市區重建計劃的公營機構土地發展公

重建。28 

130 114個

業權29

30 到1999

表示將在地盤上興建住宅樓面積三十七萬四千方

650

經陸續收購不少村屋的業權。31

2002

32 

令村民打消這個念頭。33 

九鄉長仍然希望市建局能向長實和個別業主的房

自2000

到訪的學者、學生以及記者解說宋帝昺與衙前圍

使到2003年1月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明確

34 吳九鄉

了立法局議員、黃大仙區議員及數名學者到場聲

圍村對香港市民的意義。35 同年他向記者表示衙前

36

　　保存衙前圍的氣氛是在2004年開始改變。3

8

達百分之六十八。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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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餘下的原居民業主在市建局和長實進行磋商或

談判。2005年10月3

業主、居民、商戶共同發信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暨

地政局、民政事務局、古物古蹟辦事處和黃大仙

接生活上的影響¡ ¡ 【我們原居民業主、居民業

局各方的意見。」38 文中所謂的村內有歷史價值的

文物指天后廟、門樓及「慶有餘」牌匾。這個新

10月底告訴

記者的。39

　　衙前圍村現時可能已不再需要宋帝昺了。

2005年11

承諾會保留村內的三件古蹟。40 12月

26

可能成為宋帝昺在九龍事蹟中的佐證。

(六) 

　 　 天 后 宮 內 「 廟 史 」 碑 刻 所 說 雍 正 二 年

1724

並不表示在這之前該地沒有村落。事實上杜臻於

1 6 8 4

1688

區也註有衙前村。41 顯然在1724

知了。

　　吳、陳、李三姓在雍正二年合力建成衙前

1662

命 令 東 南 沿 海 邊 界 內 遷 5 0 里 。 幸 好 康 熙 八 年

1669 7年的九龍

居民也可回鄉了。42 

在1684

1676年

範圍和耕種地。43 

是在1684

所以吳、陳、李三姓需要遲至1724

村民也從此流傳建圍以抗紅頭賊的故事。

1 9

宗族結構。但吳氏宗族的擴大則在光緒二十年

1894

吳氏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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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1 《寶安縣衙前圍吳氏族譜》(1986) 7-8。

2  

得建祠祭祖。

3  據衙前圍村民吳送發先生(1982年68歲)在1982年

吳氏】宗

(參考〈衙前

1982年5月24

) 若果

著另一群來自不同祖先的吳氏。

4  族譜中的其它有關吳居厚的部份也出現嚴重的矛

1056-1063
5  

志》( 2003) 190。

6  

《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1957-1982》

( 1982) 17。

7  

190

埔村、大磡村、隔坑村、打鼓嶺村、石鼓壟村和

衙前塱村。

8 

歷史真實　　珠江三角洲族譜中宗教歷史的敘事

(

1999) 151。

9  1986 35。

10  2003年9月16日。

11 2005年10月24日。

12 

1974年。

13  (James 

Hayes 60年代曾到衙前圍村作實地調查) 和他

(約在90年初開始在衙前圍作調查)講述吳、陳、

李三姓祖先與南宋朝廷的關係。(參考Pa t r ic k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9 (2002), p. 62 [footnote 

13]。)

14  《新界南約坑口區將軍澳村陳勝/泰/學賢族譜移

1999年。

15  參考Patrick Hase, ¡Beside the yamen: Nga Tsin 

Wai village,¡ pp. 1-15。夏思義認為衙前圍最初

建圍的時間應該是在1570-74

界大圍是在1574

故得出如此的結論。見上文頁9。高添強對衙

(

(香港) 2001) 45-93。

16 

《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

1959) 67-108。

1 7 

1-29。

18  「重修天后碑記」(1948年)

177。

19  筆者特此感激科大衛教授借出訪問稿參考。

  衙前圍村吳健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1日)

20  衙前圍村吳送發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4

日)
21  衙前圍村父老〉訪問稿(1982年5月15日)

22  衙前圍村吳兆川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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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 
23 衙前圍村吳兆川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10

日)
24  衙前圍村吳送發先生〉訪問稿(1982年5月24

日)
25  參考本專號的〈胡渭池傳略〉。

26  《明報》1999年8月4

區政府新聞處發出(2004年3月24日) 。
27  1999年8月4日。

28 2004年8月3日。

29  2003年1月23日。

30  1999年8月6日。

31 2002年3月19日。

32  2006年2月10日。

33  2003年1月18日。

34  2003年1月26
35   2003年9月16日。

36  

論》 2004年3月24 2004年

8月3日。

37   《衙前圍村原居民業主、業主、居民、商戶

要求市區重建局盡快開展衙前圍村重建計劃》

2005年10月3日。

38 《星島日報》2002年10月24日。

39   《香港經濟日報》2005年11月9日。

40  

16。

41  16。

42  

28期(2002年7月) 1-8。 

1962年《香港年鑒》所

載之黃大仙地區圖。轉引自游子安等

(

2003) 22。

圖一、1961年衙前圍位置圖



第12頁  　　　　　　　　　　　　　　　　　　　　　　　　　　　　　　　               田野與文獻　第45期　2006.10.15

一、出生

　　1884年4月1

23

年的海員生活。

二、海員生活的四十年

　　1901

當時該輪是行駛山東的青島、煙台等口岸的。

　　1903

1 2

去。

　　於1906

1908

公司名下「中國皇后」號郵船任職。當時已打下

此就有了選擇的機會了。這次是我初到「皇后」

港、上海、橫濱等埠的。當一次船由加拿大開往

這次也總算平安回來了。

　　1909

加了「聯義社」。因當時任職的「中國皇后」號

港、橫濱、上海、檀香山、三藩市等埠。約兩年

吳渭池傳略

吳渭池口述

梁錫麟筆錄(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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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年又轉到加拿大郵船公司屬下的一艘較大郵船

1914

1 9 2 0年離船。同年轉落中國郵船公司屬下「拉

1922年離

開「拉路」號轉落到太平洋郵船公司屬下的一艘

包括香港、菲律濱、新加坡、馬來亞、印度、印

大、紅海、黑海、荷蘭、比利時、英國、法國、

德國、地中海、蘇聯、東非、西非、南非、巴拿

馬運河、古巴、美國等廿多個國家和地區。在輪

時月薪達25

濱、日本、上海、香港等口埠的。在該郵船是

打、中國皇后、西伯利亞、俄國皇后、亞加多、拉

路、威路辰總統、比亞時總統、加拿大總統等不下

德國、法國、蘇聯、荷蘭、澳洲、巴拿馬運河、蘇

伊士運河、紅海、黑海、阿力山大、東非、南非、

西非、葡萄牙、婆羅洲、越南、印度、緬甸、錫

蘭、亞丁、新加坡、馬來亞、好望角、地中海、菲

律濱、朝鮮、中國等數十處。

三、在上海的三年

　　1924

5月15日上海日本紗厰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

5月28日在青島又發生

5月

30

　　1 9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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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的一名軍長洪兆麟這個殺人王因事欲與上海

盾。此事給予我很大的教訓。不覺在上海過了三

可是經年所賺得的一點餘錢就這樣經營酒樓短短

操舊業　　到船上去。

四、從事各項活動

　　1909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橫濱組織了「聯義

的外國人仕。首先物色了一些進步的海員做聯絡

[件]接觸

脫了覊留。在上海英租界上了岸。

　　1911

的果實斷送了。中國海員工人與中國千百萬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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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寫一個大商人　　

亦非常喜歡這個戲。

　　1914

定奪。

由「俄國皇后」號海員工友聯合具名去信到「亞

洲皇后」、「日本皇后」、「滿提高」號等各

生活的團體。初步在各輪辦了一些「書報閱覧

起來。

　　1916

了註冊始落船。原來當時香港當局法例中並無社

發動參加的合格會員就有三千之眾。致後來在

「反對包工、反對無理尅扣」致【至】所以成功

是「海員慈善會」的初年時代的重大考驗。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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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檀香山私下購了兩箱炸葯運到香港□駐港的夏

仲文收轉漳州作圍攻廣州之用。當時所有彈葯的

把汗。

　　1927

1937年7

人較易地侵略、屠殺。實行在中國施其三光政

船頭都能籌得壹兩千元救濟傷兵難民。並在舊金

把募捐芳名及捐款數額登報宣揚。

　　1 9 3 9

在目。到了惠陽當晚還開了7

家裏憤恨地帶了一子一姪起程去東江交了給曾

五、戰時護鄉鬥爭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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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當時主要來源靠祠堂撥來每年兩百元和收每學

1941年10

先爭取了十大蔴包大米來給鄉民續炊、每戶分得

解決了一時食飯的困難。當時附近各鄉都因我鄉

結果被批指現在九龍塘模範村及錦田。模範村是

本人只草率地搭回了一些木竹棚之類交鄉民了

力退出香港等幾項檢舉我。當時日寇特務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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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香港回到內地　　惠陽。在惠陽從事海員戰

六、恢復工會鬥爭

四面八方回來了。我也與一些工友由內地回到了

會又向外借了三百元。後來許多工友都陸逐回來

了。後來它竟以近百元的出賣了。當時曾力爭合

早不在了。因我辭職後他因無人敢重(從)中挑剔

子弟管教班達數百名學生、組織達兩千多人的家

屬福利互助組和組織了家屋訪問組。使海員工會

的大家庭逐漸壯大鞏固起來。現在擁有五十多位

萬之眾。工會的基礎是鞏固了。我也終因年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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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疾化險為夷。

七、退休的生活

司理身份與其他三房司理共擬族務。我因年事

善堂聽過當時參加條約簽署清朝唯一廣東採花出

5604分

拆為7434、7435

24 45人共1080

子弟80

　　1962年學校、祠堂落成。最令我反感為祠堂

67

3 0

活、壓力不少。

　　1970

7 2

兼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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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遠洋航運的工作了。

�

用小火輪拖進港灣裏去。

有很大的剝削存在。那時到船上去從事商運工作

初期出海的中國海員

吳渭池口述

梁錫麟筆錄(1974)

人。

能購買到出海的勞動力了。香港遂漸變成為他們

工作。

中國海員的早期活動

　　從1909年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橫濱組織「聯義

搭船華人即使付出頭等的票價也不能得到□□人

岸　　

實際工作考驗中紀律性也很強。那時我們正在隸

屬於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的「西伯利亞」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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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等工作。每載船一到橫濱即秘密派出代表往

位海員上岸以留下一個的辦法把該委員化裝冒充

運輸彈藥接濟漳州行動。當時經我等手的就有一

噸子彈以番梘包裝用箱由□把子彈藏在中心的方

州事宜。

　　1911

是在帝國主義者、封建買辦、包工頭殘酷的壓迫

為一個廣大航運的產業工人。

　　可是當時中國的海員多在外國的輪船上工

11小時至16

生活非常難過。

勞役中抱恨。

前刻板式的生活。在痛苦的勞役中嘗得一點娛

當時一切上演道具用具無不是工友自願借出來

西都是得來不易的。

一個大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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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1 4

9

這位工友便到神戶昌興輪船公司事務所去要求

種對待中國海員工人的不負責任的態度表示不

家都認為彼此應有互助的必要。

30元足

社」提高工友文化坊。

　　1916

的二樓。

　　1917

滅。思想上是逐漸凝成的。

服服貼貼的。「滿提高」號與舊「日本皇后」號

頭實施每個工人每月要受到無理的尅扣兩塊錢的

「慈善會」馬上表示支持「日本皇后」號海員的

工人的團結。當「慈善會」知道此事後先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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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工制是取消了。

下了香港海員團結和鬥爭歷史的光輝一頁。

光芒四射

　　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給予全世界工人帶來了

也更堅决了。

　　1920

1921年3月6日隆重地成立了「中

善會直到了1924年自行結束。

　　1922年1

1925

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力量的支柱。

　　1927年4月12

「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亦於1928年被香港政府

封閉。

不屈不撓的鬥爭

活動。

　　1930

都不理會。工人的生活是毫無保障。

　　東昌興輪船公司的「加拿大皇后」號與舊

織了「知中樂社」性質相同的組織。



第24頁  　　　　　　　　　　　　　　　　　　　　　　　　　　　　　　　               田野與文獻　第45期　2006.10.15

把工友們捐給他們的九百元在九龍花園街設立一

「日本皇后」與「加拿大皇后」兩輪的「餘間樂

國皇后」的「知中樂社」都改組為船上「餘間樂

九龍彌敦道上。

也得到廣大海員工人的信任和維護。

　　1936年5

　　1937

了各輪海員工人及10,003

要求恢復原日的「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遞交

1937年夏

碼頭的對面。

　　1937

個軸心國進行血腥的戰爭¡ ¡ (缺)

更正啟者

　　本刊第44 1899-1999
22頁所述「¡ ¡ 1987

1987

本刊編輯部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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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生於1935

1942年日本政府要建築

1943

龍寨城城牆之大麻石搬去建築大坑渠和飛機場沿

6號居住。當

1944

又迫著遷往黃大仙竹園村正街32

農為生。1 9 4 5

130

1957年港英政府在黃大仙

1969年被迫遷往慈雲山公屋66座2044

繼而1996年政府重建66

2 0 0 6

　　東九龍地區於1941

角、牛池灣、蒲崗村、衙前圍、踎前古屋、沙埔

1941年

禮、義、廉、恥、仁、信、智、悌。可惜於1941

窰頭、蒲崗村之大山嶺、石鼓壟村、隔坑村、衙

具、鄉村建屋材料、柴舖、衣服、食品等。而沙

地。1941年至1945年也是中國游擊隊傳送訊息和

同時用蒲崗大山泥土築成新的飛機場和飛機庫。

現今由蒲崗之「可立中學」直至今天之「麗晶花

2005

惜已患了癡呆症。鯉魚門鄉長羅群詳知悉【此

七十年目睹的東九龍社區變化

吳佛全(2005-2006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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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係今天之中國解放軍軍營地域安給鄉民耕種。

6

1949

46

仙區風物志》( 2003) 47。

圖二、1902年九龍城附近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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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36

(吳渭池)照顧。

則別無遺憾。

估量。如1983年他捐校25

　　我與彭振球律師認識始於1990年初皇家亞洲

提供寶貴的法律意見。事緣當時香港政府為著

1997

是當時長房司理逝世、而第四房司理則已移民海

1996

眼淚也強忍不住。

　　我也想起另一位共事多年且令我畢生難忘的

故人　　

1989

略述圍村

梁錫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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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叔安息。

代的前人事蹟和圍村習俗。

衙前圍七約十年一屆(2006丙戌年)太平清醮醮務法事功德通表序宜

日期 農曆 時間 行事 備註

2006-9-3 閏七月十一 吉時

2006-9-10 閏七月十八 吉時 成立建醮委員會

登報

通報政府部門

邀請主禮嘉賓

開工紮作

2006-10-7 八月十六 中午12時 發奏上頭表

2006-11-1 九月十一 下午1時 二表

發請柬

2006-11-26 十月初六 下午1時 三表

2006-11-28 十月初八 上午11時 開搭醮棚

2006-12-5 十月十五 下午1-5時 媽娘更衣

2006-12-8 十月十八 下午3時 媽娘更衣

2006-12-8 十月十八 下午3時 取水

2006-12-9 十月十九 上午10時 啟壇解禳典禮

請媽娘

開壇請聖

早朝

早飯

開金榜

禮斗祈福

晚朝謝幡

晚飯

開經禮懺

封相賀壽

施食祭幽

2006-12-10 十月二十日 上午10時 還神送媽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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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五十年代衙前圍附近地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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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協辦

廣東道觀歷史研討會

2006年9月16
M1室

發表論文次序

　　〈廣州五仙觀研究〉

　　〈廣州三元宮的歷史　　清代廣東全真道的發展與地方官員的關係〉

　　〈「仙館」與近代嶺南道教〉

　　〈雲泉仙館與近代嶺南的呂祖信仰〉

　　〈善業弘開的梅州贊化宮　　從廣東到泰國道堂研究〉

　　〈唐代內道場道士與廣東道教〉

　　〈南中國道觀與廟宇　　香港蓬瀛仙館與九龍城侯王廟之研究〉

　　〈從碑刻資料看廣東道觀歷史的研究〉

(852) 23587778 (852) 23587774 schina@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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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主辦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講座系列

第三十四講

清代西南「封禁」政策小考

　　　日本學習院大學文學部史學科

2006年8月24日(星期四)　下午16:00-18:00

第三十五講

外來知識份子與近代中國社會　　以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為例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2006年9月28 15:30-18:00

第三十六講

　　　臺灣東華大學歷史系  

2006年11月3日(星期五)　下午15:30-18:00

第三十七講

　　　臺灣東吳大學歷史系  

2006年11月6日(星期一)　上午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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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研究講座

(東莞文史研究專家)

2006年12月5日 (星期二)
3362室 

4:00至5:30

2006年12月6日 (星期三)

6:00至7:30

2006年12月9日 (星期六)

3:00至5:00

(852) 23587778 (852) 23587774 schina@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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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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辦

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第十二期)

　　　　　　　　　　　　　　 2006年11月4-5日

程序表

2006年11月5日

一、9:00-12:45

人地關係的演變歷程　　以宋元明清

時期爲中心

　　香港新界粉嶺蓬瀛

仙館的社區關係與身份建構

二、13:30-17:15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所碩士生)

　　

以土地、人丁爲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碩士生)

　　一個豫東農村的花籃

會研究

 

三、19:00-20:45

　　以巴縣客

1681¡ 1911

2006年11月5日

四、9:00-12:45

　　以明清以來

廣州瀝滘村的社會變遷爲例

　　一項海

南五指山區黎族村莊生態文明村工程

的個案研究

五、13:00-17:15

　　宋以降的聞喜宗族

研究

　　近代江南

1825 1949

六、17:15-18:00

總結與圓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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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

　專論

卜工

女性祖先或女神　　 連瑞枝

「割都分治」之下　　 陳賢波

坡子街上的對抗　　 黃永豪

　書評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民俗曲藝¡ 天災與宗教專輯》

Michael F. BROWN, Who Owns Native Culture?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Dru C. GLADNEY, 
Minorities, and Other Subaltern Subjects

《歷史人類學學刊》

2006年4

　專論

莆田平原的宗族與宗教　　

地方傳統的建構與文化轉向　　

動亂、國家認同與「客家」文化　　一個贛南聚落12 18

　述評

　　

　書評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木村

自

Lynn A. STRUVE,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鄧慶平

吳昱

秦海瀅

呂永鋒

陳賢波

　　 卜永堅

Qin SHAO, Culturing Modernity: The Nantong Model, 1890-1930 潘淑華

Yunxiang YAN,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楊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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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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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產簿、分家書、田產買賣典當契約和借債文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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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泰號是十九

1928年的股東名單」、「1928-1936年的會議

紀錄簿」、代理合約一份、札單17張及商往來書信83件。亨泰號合同2 1本及商

業往來書信17件。欽州永壽號年結1本。

1893-1935年結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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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 1903-1908 1910-1913 1915-1935

 　
120元

376 189件銀行及

283
收費記錄。全書共輯錄848件商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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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400多條。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80元 

　　

傳教士所寫的文章。



第36頁  　　　　　　　　　　　　　　　　　　　　　　　　　　　　　　　               田野與文獻　第45期　2006.10.15

訂購表格

歷史人類學學刊 機構 個人 學生

 US$ HK$ US$ HK$ US$ HK$

一年共兩期 50 350 30 220 20 150

兩年共四期 100 700 60 440 40 300

叁年共六期 150 1050 90 660 60 450

請以 X

　　　　卷第　　　　　期

華南研究文獻叢刊 定價 折扣價 訂購數目 合計

1. 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  HK$80  HK$64  US$8 本        HK$/US$

2.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  HK$80  HK$64  US$8 本  HK$/US$

3. 馬木池編《北海貞泰號1893-1935年結簿》  HK$120  HK$96  US$12 本  HK$/US$

4. 蔡志祥編《乾泰隆商業文書》  HK$120  HK$96  US$12 本  HK$/US$

5. 張小軍、余理民編《福建杉洋村落碑銘》  HK$120  HK$96  US$12 本  HK$/US$

6. 宋怡明編《明清福建五帝信仰資料彙編》  HK$80  HK$64  US$8 本  HK$/US$

郵費#　  HK$/US$

#   HK$/US$

10元或美金1

□附上支票/銀行本票* 港幣/美元*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請圈出合適者)。

□請在我的信用咭帳戶扣除港幣/美元*　　　　　　　　　　　　　　　  (*請圈出合適者)

VISA  □MASTER CARD

信用咭號碼 　　　　　　　　　　　　   　　　 　　　　　　　　　　　　　　　

　　　　　　　　　　　　　　　 　　　　　　　　　　　　　　　

　　　　　　　　　　　　　　　　　　

　　　　　　　　　　　　　　　　　　　　　　　　　　　　　　　　　　　

　　　　　　　　　 　　　　　　　　　 Email:　　　　　　　　　　　



　　更改地址　　　　　　　　　　　新訂戶

姓名(Name 　　　　　　　　　　　　　　　　　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電話(Phone) 　　　　　　　　　　　電子郵箱(E-mail)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編輯委員會啟事

　　

刊自今期開始書號更改為ISSN:1990-9020



Fieldwork and Documents:

(一) 本刊由「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出版。

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等。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九) 來稿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審閱。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黃永豪先生收

schina@ust.hk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轉

歐冬紅小姐收

hshac@mail.sysu.edu.cn

徵稿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