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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舒博士所藏屯門歷史文獻資料
James Hayes

潘淑華

編者按：
有關香港新界鄉村的研究，多集中在所謂新界「五大族」，這個由學者所創造的學術詞彙，雖然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界北區的權力關係的真實情況，但同時亦局限了我們對新界歷史的理解和視野。「五大
族」聚居地以外的新界區域，大都被學術界所忽略。許舒博士（Dr. James Hayes）是少數關注新界南區歷史
發展的學者。相對於香港新界其他地區，位於新界西的屯門區是一個被「遺忘」的區域，以致我們對此區
域的認識仍較為浮淺。本期的《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特別輯入許舒博士所藏的屯門歷史文獻資料的
介紹。這些資料將有助今後對屯門歷史的研究。下文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由許舒博士親自執筆，主要介
紹他搜集這批資料的過程，以及這批資料所反映的屯門歷史面貌。第二部份由潘淑華所寫，目的是以這批
資料作為基礎，再配合其他相關資料，勾勒出屯門兩個主要社會祖織
為血緣組織的陶氏宗族

作為地域組織的「忠義堂」及作

的發展。第三部份則是此批屯門歷史文獻資料的目錄。許舒博士將會把這批資

料捐贈給香港中央圖書館收藏，讓有興趣屯門歷史的讀者作研究之用。

圖一、許舒有關屯門田野考察筆記的其中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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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ung Yee Tong and Tuen Mun District
James Hayes

Up to the mid-1980s, my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including the large Hakka village complex of So

had focused on the towns and old villages of the

Kwun Wat (掃管芴) and the medium-sized Chung Uk

southern part of the New Territories, more especially

Tsuen (鍾屋村), which provide information on 19th

to those on Lantau and in the former Tsuen Wan

century study halls. There is also the note of a visit

district. However, an invitation to officiate at the

made in 1972 with the then Curator of the Hong Kong

Chung Yee Tong’s once in ten years Ta Chiu (打醮)

Museum of History, Mr Ho Ching-hin (何清顯), to

on 2 December 1986, when I was Regional Secretary

an old villager of Tuen Mun San Hui (新墟), mainly

New Territories, led to a fruitful connection with

to question him about the salt ﬁelds that had operated

the Tong and its member villages in the Tuen Mun

there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after.1

District. I paid another official visit in July 1987,

Looking back on the notes after over twenty

four months before my retirement from government

years, it seems to me that any interest they may

service, and made several more private visits to the

possess for others may center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area thereafter, prior to moving residence to Australia
in October 1990.

1. They describe the condition of the villages of

The typed reports which accompany this note are

the Chung Yee Tong (忠義堂) after over 40 years of

the record of this happy association with the Chairman

postwar change. The villages were partly ruined and

and members of the Tong. I wish to thank them, and

generally dilapidated, their native populations were

particularly their chairman, Mr. To Fuk-tim (陶福添), for

generally less numerous than in the past, and there was

kindness and assistance during every visit. The walking

little evidence of new development. Once reasonably

tours around the villages under his guidance were most

prosperous, they were still poor, because unlike the

informative, and his deep knowledge of the area and

Hakka villages of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Tuen Mun

its history, together with his collections of historical

District, they had not up to then shared in the ﬁnancial

material, were indispensable for gaining an understanding

beneﬁts arising from the resumptions of private land

of the Tong’s organization and past history. The notes

and village resitings requir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de of places visited, things seen, and information

Tuen Mun New Town.

recorded on each occasion, owe much to his enthusiasm
and support. I must also thank the Senior Liaison Ofﬁcer,

2. Thanks to Mr To Fuk-tim’s writings and

Tuen Mun District, Mr Johnny Ho (何國柱), who with

other information, they shed light on the changes

other members of his staff made the arrangements for

within the Tong’s membership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several post-retirement visits and accompanied me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 various duties

throughout. I have been truly fortunate in my friends!

it has carried out at one time or another. The details

I include here notes of visits to some other

of its organization of its ‘once in ten years’ Ta Chiu,

villages of the Tuen Mun District in the mid-1980s,

an immensely important periodic event in th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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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ll its member residents and in existence for about

decline by the 1980s owing to the growth of the New

two hundred years,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t is

Towns with their much larger primary and secondary

comparable to the similar, and even older, cycle of Ta

schools, and to parental preference for these over

Chiu carried out at Kam Tin and to others of the kind

the village schools.2 My informants had also spoken

elsewher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hich were once

of their teachers, including Mr Wong Tze-lut (黃子

more numerous and widespread than at present.

律) of Yuen Long, a xiucai (秀才)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igher level instruction had been provided

3. Though less well-documented, the glimpses

in earlier times in the study halls of the larger villages,

provided of inter-clan strife in the area over past

as indicated in the notes on So Kwun Wat and Chung

centuries, in particular with the powerful Tang lineage

Uk Tsuen, which had produced candidates (and even

of Ping Shan, contribute to the general social and

graduate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ir tim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ew Territories. The notes also
indicate the vicissitudes of village and lineage history

6. For me, these opportunities to inspect a rural

over time, with some former villages of the group, or

area, hitherto prosperous but not yet redeveloped for

from nearby, leaving the alliance or simply ceasing to

the rapidly growing Tuen Mun New Town, meant

exist, and lineages ﬂourishing or dying out, or moving

that, once more, I would be visiting old long-settled

elsewhere.

villages and meeting with village people who, I
soon discovered, were little different from those I

4. The notes provide more evidence for the

had encountered in the late 1950s in the then rural

great variety of settlements to be found in the New

communities of the old Southern District, as described

Territor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their turbulent

in Friends and Teachers. Given the great changes

history under an imperial bureaucracy that was small in

since then, this was quite remarkable.

size and obliged to rely on local leaders at the village
and township level for the everyday management of

7. Those I met exhibited much the same

their communities. They remind us of the great need,

qualities: namely, a determination to press their case

in times long past, for self-management and self-help

with a persistence bordering on obsession; a rooted

in any emergency of whatever kind, whether natural

objection to anything deemed unfair or any treatment

or man-made. Perhaps above all, they demonstrate

by the authorities which seemed lacking in respect;

the innate capability of local leaders for carrying out

together with the same marked tendency to ignore

whatever was required, across the spectrum.

facts that did not suit! I recognized, too, the same
rugged independence of outlook, born of past centuries

5. Some of the notes give information on

of having to look after, and look out for, themselves.

educational provision in the villages. This was

Th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combined with the innate

obtained from elderly men who had received

courtesy and ease that stemmed from a traditional

instruction in Cantonese or Hakka from local teachers

upbringing and a keen sense of their own identity and

in the period 1910-41 in classes held in ancestral halls,

worth.

village houses, or in purpose-built structures. Those
old-style schools had given way to the government-

8. Among insights gained during the visits, I

subsidized primary schools of the 1950s, with

recall being reminded of the importance in imperial

teaching only in Cantonese. Most of these were in

times of having ofﬁcial connections, or access to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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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did. During a visit to the village temple we made

Footnotes

together in 1986, the village representative of Chung

1

I must further explain that the papers included in

Uk Tsuen had exclaimed, “If you have ofﬁcials in your

the List of Documents are "as is". They have not

village, you don’t need the help of the gods!” There

been re-typed, revised, or edited, and have been

were also the reminders of how seriously fungshui

sent for safekeeping solely because they may

had been, and still was, regarded in old villages. In
the late 1980s, the taking of soil from “borrow areas”

conceivably be of some use to future researchers.
2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se and other topics

on adjacent hillsides for major reclamation projects

mentioned in this Introduction, see my Friends

connected with New Town and other development

and Teachers: Hong Kong and its People 1953-87

was causing great unease in the area and occasional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confrontations with angry villagers who saw this as

at chapters One, Two, and Ten.

a direct threat to their wellbeing through altering the
local landscape and damaging, as they thought, their
hitherto good fungshui.

圖二、忠義堂四股收租簿封面

圖三、陶福添抄錄的忠義堂簡史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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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舒博士所藏屯門歷史文獻資料中的忠義堂及陶氏宗族
潘淑華

在Friends and Teachers: Hong Kong and Its

士訪問當地村民後所作的筆記、村民投訴某些政

People, 1953-87的序言中，許舒博士對他作為政

府政策的信件、以及許舒博士獲邀出席地方宗教

府官員及歷史學家的雙重身份有以下的感悟：

活動的請柬等。這批資料將會送交香港中央圖書

「我時常覺得，我對歷史的愛好使我的工作更為

館收藏。本文旨在對這批文獻作一簡介，並以之

順暢。與老人家訪談，讓我得以走進他們的家

作為基礎，勾勒出屯門兩個主要社會祖織

中，亦得以從政府以外的角度來審視政府。在那

為地域組織的「忠義堂」及作為血緣組織的陶氏

個年代，這些非官方的角度並不是能夠輕易得到

宗族

的。這是由於在中國人的傳統中，官員總是高高

可利用這批文獻，深入研究屯門的歷史變遷。4

作

的發展。有興趣香港新界歷史的讀者，

在上的，而人們對官員（無論是本地或外國）的

屯門的發展與香港新界其他地區比較，除了

態度，也總是畢恭畢敬的。而對過去的理解，亦

一些共通點之外，亦有其獨特性。屯門位於新界

為我在處理當下的問題時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在

西部，由於地處珠江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

1950年代後期興建石壁水塘及1970年代重建荃灣

的經濟及戰略位置。根據蕭國健的研究，屯門即

1

區就是很好的例子。」 許舒博士對中國及香港本

「軍隊屯防守衛的海門」。雖然中國史書上所記

地史的興趣及知識，幫助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而

載的屯門並非狹指今天的屯門區，而是泛指從浪

他在公務過程中對地方文獻的搜集，一方面為他

白到大鵬灣的沿岸海域，5 但現今屯門區因位處中

書寫香港歷史提供了資料，另一方面亦為香港保

西貿易路線上，因而曾成為中西對壘的前哨站。

存了日漸因城市化而湮滅的鄉村文獻。

16世紀的西方海上霸權葡萄牙，於1510年代曾在

許舒博士在1 9 8 7年退休前曾先後任職民政

屯門設立營寨，以便確立其在亞洲的海外貿易，

署、荃灣政務處及新界政務總署等。他的著作主

葡人於數年後被明朝軍隊驅逐。 6 而與新界其他

要討論新界的傳統鄉村結構以及1898年被納入香

地區一樣，屯門在1 7世紀的發展因清初遷界而備

港殖民地後各方面的變遷，例如地方組織對地域

受打擊。到了1 8世紀，屯門在社區及宗族組織方

社會的管治、地方領袖的產生、香港殖民地政府

面，均有顯著的發展。在元明時期遷居屯門的陶

在管治新界時對中國習慣法（Chinese customary

氏，於1718年建成陶氏宗祠。而屯門最重要的地

law）的應用、政府公共建設（如興建水塘及新市

方鄉約組織（或稱村落聯盟）「忠義堂」，亦於

2

鎮）對新界居民的影響等。 許舒博士細緻而深入

清乾隆年間（1736-1795）成立。「忠義堂」包括

的研究，一方面基於他對香港政府制定政策的機

九條村落，即坭圍、青磚圍、屯子圍、藍地、屯

制極為熟悉，另一方面亦源於他深入新界村落，

門新村、子田圍、紫田村、寶塘下村及小坑村，

觀察鄉民活動和與鄉民訪談，以及大量搜集地方

前五條村以陶姓為主。忠義堂成員以「股」而非

文獻。許舒博士長年搜集回來的文獻資料，有一

「村」為參與單位。忠義堂成立時合共有五股：

部份已整理出版，3 亦有一部份已捐給圖書館。筆

青磚圍及屯子圍合一股，藍地及屯門新村合一

者有幸得到許舒博士借閱他所收藏的有關屯門的

股，子田圍及紫田村合一股，7 寶塘下村及小坑村

歷史文獻資料（下稱「屯門文獻」），當中包括

合一股，而坭圍獨佔一股。8 但值得注意的是，忠

地方紳耆所編寫的屯門鄉約及宗族歷史、許舒博

義堂的成員在2 0世紀有了變化。以陶氏為主的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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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圍，村內的蕭姓村民於1918年遷出，建立新慶

到了1950年代，忠義堂的司理因借貸問題發生糾

村。之後，同樣以陶姓為主的藍地村，李、陳、

紛，忠義堂自此不再貸款給村民。事件的始末可

薛三姓村民遷出，建立桃園圍。新慶村及桃園圍

參考「屯門文獻」中許舒博士與村民的訪談筆

被承認是忠義堂的成員，但它們並不另佔一股，

記。

而是與其原來的村落分享股分。結果，新慶村與

宗族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另一重要組織形式。

青磚圍及屯子圍合一股，而桃園圍與藍地及屯門

有關新界宗族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新界北的所

新村合一股。1933年，坭圍退出忠義堂。忠義堂

謂「五大族」，有關屯門宗族的研究甚少。事實

9

今餘下四股。

上，在屯門勢力最大的陶族是不能被忽略的新界

忠義堂的成立目的主要為維持屯門鄉的治

氏族。陶氏族譜中指屯門陶族為晉朝有名的田

安，其更練館設於屯子圍的陶氏宗祠內。而忠義

園詩人陶淵明的後代，於北宋末年從廣西鬱林

堂亦負責十年一次的打醮。在「屯門文獻」中，

遷至新界元朗牛潭尾，但不知何故，族人於元

包括一份訂立於清朝光緒年間的「忠義堂巡丁條

明時期捨棄牛潭尾，遷至屯門，建立「屯門大

例」，以及由陶族耆老陶福添所撰寫的「忠義堂

村」（位於現今的屯子圍），並於康熙五十七年

簡史」。從巡丁條例中，可看到忠義堂辦理鄉村

（1718） 在屯子圍建立陶氏宗祠，以陶嘉儀祖的

自衛組織的方式，如承領組織巡丁的承頭人資格

名義成立祖嘗。至清乾隆年間，陶族各房先後建

的規定、村民對團練的財政義務，以及財物失竊

坭圍（又名黃崗圍）、青磚圍（又名麥園圍）、

10

時的賠償方式等。 忠義堂過往作為鄉村自衛力量

屯子圍（又名田子圍）、藍地村（又名永安村）

的角色早已消失，但它仍繼續主辦十年一屆的打

及屯門新村（又名大園圍），「屯門大村，由此

醮活動。打醮活動不單有潔淨社區的宗教意義，

而散」。雖然陶族控制的地域得以擴充，但族長

亦有加強村落聯盟關係的實質意義。「屯門文

在初期並未能有效規管族人及控制族產。於乾隆

獻」內的1986年第十八屆「屯門忠義堂建醮功德

五十二年（1787）豎立於陶氏宗祠內的「陶氏嘉

部」，收錄了由陶福添所撰的「屯門忠義堂建醮

儀祖嘗條規」，記載了族中「無廉恥輩滿目……

經過」，以及各項與組織打醮活動有關的資料，

將境內田地，藉端踞耕，升斗不漏，租穀全抗」

例如行香圖、打醮所需物品的清單、各村落的神

的情況，結果在乾隆五十年（1 7 8 5）及五十一

祇名稱、與木偶戲班、南巫道士及棚廠承建人的

年（1 7 8 6）發生旱災時 1 1 ，「祠值空匱，倚向無

合同格式等。當中對各項打醮物品鉅細無遺的描

從」。族長為加強其權威，避免族人再霸耕族田

述，以及合同中所訂明的南巫道士應準備的物品

及抗租，便於祠堂內豎立此祖嘗條規，訂明「違

的式樣（如紙扎的左右判官門將一對，須「通身

規踞耕者」不單會被「革胙出祠」，更會被「送

金甲」及「足踏獅虎」），反映出打醮並非由道

官懲治」。12

士所主宰的儀式，村落組織亦參與規範及傳承了
醮會的表現形式。

雖然陶族並不如新界強族之一的鄧族般純
粹通過建構宗族來主導地方社會的發展，而需要

「屯門文獻」中有關忠義堂的其他文獻資料

與屯門其他非陶姓的村落組成地域聯盟「忠義

包括1986年醮務委員會發給許舒博士（當時為新

堂」，但不能否認，陶族在「忠義堂」這個地域

界政務總署署長）的請柬、民國十六年（1927）

聯盟中，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九條成員村落中有

的收租簿影印本、新界田土登記冊 （Block Crown

五條是陶姓所立的，在五股中佔了三股，在上文

L e a s e）中忠義堂的產業紀錄，以及許舒博士於

提到的「忠義堂巡丁條例」，1 4名簽署的紳耆

1987年訪問忠義堂的筆記等。當中1927年的收租

中，陶姓有六人。在經濟活動方面，陶姓擁有屯

簿，反映忠義堂除批佃土地外，亦通過借貸收息

門的鹽田，並種蔗製煉蔗糖。在陶姓族譜中記載

獲利。當時忠義堂成員村落的村民向忠義堂借港

了屯門陶族以蔗糖與錦田鄧族鬥富的故事：「農

幣5 0 0元，每月利息為5元，即年利息為一厘。但

業最盛時期，陶族與錦田鄧族預備比身家，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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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谷公［筆者按：陶族八世祖］以蔗糖五缸一

為，為陶族所接受，但此行為必須通過宴請族中

棟，由屯門排至錦田，鄧族鄧連光，以白銀五元

父老及向他們分派利是以取得族人的認可。而

一同，由錦田排至屯門，此事係舊族相傳，成為

「屯門文獻」中其他有關陶族的資料，大部份為

佳話。」此故事一方面反映出陶族人通過與新界

陶族十九傳族人陶福添（1915 - ）所撰，這些資料

大族之一的鄧族比併的故事，以建立其自我形

雖然未必能夠視為忠實反映陶族在2 0世紀以前的

象，另一方面亦可見蔗糖對屯門陶族建立經濟力

發展情況的一手資料，但對於了解成長於2 0世紀

13

量的重要性。

「屯門文獻」中有關陶族的資料亦可幫助
了解不同時代陶族的耆老對宗族文化的建構。例

的陶族耆老陶福添，如何在英國殖民統治下書寫
及建構陶氏的宗族歷史，仍然是十分珍貴的鄉村
文獻。15

如《廪生曰疇公墨寶撮要帖式》（曰疇公為陶族
14

歷史研究離不開文獻。在一般香港人甚至

十七世祖）， 前面的部份為清朝時期所用的一

是大部分香港學者還沒有意識到本地鄉村歷史的

般吉禮及喪禮的格式，後面的部份則為2 0世紀所

重要性的六、七十年代，許舒博士已積極搜集鄉

新增，當中包括了陶氏於祠堂及祖墳祭祀祖先的

村文獻，不單以之作為其研究香港社會的厚實基

祭文及唱禮文，其中一份為「倖獲殊榮拜祠堂唱

礎，更慷慨地讓其他作者及後輩使用這些寶貴的

禮」。所謂殊榮，包括得到大學學位。大學畢業

資料。在高度城市化的2 1世紀的香港，倖存或生

的族人，須於祠堂向祖先拜跪，整套儀式非常隆

存面臨威脅的鄉村，難免被賦予了各種各樣烏托

重，包括以酒降神、進饌、辭禮、焚幣、放炮

邦式的意涵，或被視為抵制過度都市化發展的文

等。此可見宗族文化在近代社會的延續與調適。

化堡壘及最後防線。回歸歷史，細閱文獻，再與

《帖式》中較特別的是〈義子請承繼酒請本族父

村民作訪談對照，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腳踏實

老式〉，當中可見收養螟蛉子以傳宗接代的行

地去了解鄉村的過去及變遷的歷程。

註釋
1

2

3

James Hayes, Friends and Teachers: Hong Kong

港：華南研究出版社，1 9 9 9）；馬木池編，

and its People 1953-87 (Hong Kong: Hong Kong

《北海貞泰號︰商業往來文書》（香港：華南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x.

研究出版社，2003）。

許舒博士的主要著作，除Friends and Teachers

4

有關屯門的學術研究還在起步階段，對屯門區

外，還有T h e R u r a l C o m m u n i t i e s i n H o n g

的一般論述可參看蕭國健，《東涌•屯門》，

Kong: Studies and Themes (Hong Kong: Oxford

（香港：現代教育研究出版社，1 9 9 0）；

University Press, 1983); Tsuen Wan: Growth of a

Elizabeth Johnson, “Tuen Mun,” in Recording a

“New Town” and its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Rich Heritage: Research on Hong Kong’s “New

University Press, 1993); The Great Difference:

Territories” (Hong Kong: Leisure and Cultural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Hong

Services Department, 2000), pp. 77-88；劉智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鵬，《屯門風物志》（香港：屯門區議會，

已整理出版的文獻資料包括黃永豪編，《廣東

2 0 0 3）；劉智鵬，《屯門歷史與文化》（香

宗族契據彙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

港：屯門區議會，2007）。

究所，1987）；蔡志祥編，《許舒博士所藏商
業及土地契約文書︰乾泰隆文書》（東京：東

5

蕭國健，《東涌•屯門》，頁52。

6

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

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

（台灣：商務印書館，1 9 8 6），頁4 1 - 4 3；

1995）；劉志偉編，《張聲和家族文書》（香

Johnson,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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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子田圍作為忠義堂成員的資格

年間屯門鄉約承掌約內巡丁合同〉，《華南

在近年引起爭議。子田圍及紫田村在忠義堂共

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3 8期（2 0 0 5）， 頁
44-49。

享一股的說法見於1987年陶福添所寫之「忠義
堂簡史」。但忠義堂近年出版的資料（如2005

11

年忠義堂編印的「屯門鄉忠義堂重建落成開

志》，對這場災荒有較詳細的描述，當中提到

光」單張中的「忠義堂簡介」）已沒有把與紫

乾隆五十一年「蝗食稻，秋冬旱，大饑」，而

田村合股的子田圍列為村落成員。紫田村（主

在乾隆五十二年，即豎立「條規」的一年，

要為鄧姓）指子田圍即紫田村，因而紫田村佔

「又大旱，斗米洋銀一員，人多餓死」。見王

忠義堂的一股。但紫田村一廖姓村民則指當地

崇熙總纂，《新安縣志》，卷13，下卷，〈防
省志〉。

原有子田圍，為其廖姓祖先所立，但後來廖姓
村民人丁愈來愈少，子田圍在忠義堂的半份股

12

成啟用後，此宗祠被廢置。於2009年，此宗祠

回子田圍的半股，但不成功。此資料來自筆者

被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列為一級古蹟。「陶氏

2006年12月參加忠義堂打醮的行香儀式時，與

嘉儀祖嘗條規」碑的碑文亦收入科大衛、陸鴻

上文提到的廖姓村民的傾談及他張貼於村屋外

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香

丁條例」，提到屯門約內有「子屯圍」，但沒

港：香港博物館，1986），頁50-51。
13

聯》，收入了張貼於糖寮、絞寮（為絞榨蔗汁

不清楚「子屯圍」是否即「紫田村」或「子田

的地方）的對聯三對：「牛強力壯惟十二，糖

圍」。而此份文件由屯門約十四名紳耆簽署，

麗價高過三千」、「吉日開寮糖善價，良辰安

其中四人為鄧姓，一人為廖姓，但文件沒有列

絞物生財」、「絞聲和平臨大有，寮塲吉慶益

明他們所代表的村落。由於缺乏其他佐證，筆

同人」，以及供奉「糖寮祖師」的神壇所用

者對於有關「紫田村」及「子田圍」的關係不

的款額：橫書為「身壯力健」，正中為「敬如

敢罔下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忠義堂在過去

在」，左右對聯為「神德如山重、財源似海

的1 9 6 5年地政署的地圖（此地圖根據1 9 0 0至

深」。此可作為陶族製糖取利的佐證。
14

廪生即已考獲生員資格，並準備參加鄉試的官

1904年香港政府進行土地登記時所繪製的地圖

學生。由於他們享有政府供給膳食，因而稱廪

重繪，原圖附於田土登記冊）中，清楚可見Tze

生。見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ﬁcial

Tin Tsuen（紫田村）及Tsz Tin Wai（子田圍）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12。

是並存而相鄰的村落，子田圍位於紫田村的西
南面。有關子田圍的相關資料，可參考「屯門

10

在「屯門文獻」中，陶福添輯的《撮要適用對

有提到約內有「紫田村」或「子田圍」，筆者

確有村落代表為廖姓。此外，在許舒博士所藏

9

此碑仍存於陶氏宗祠。1971年新的陶氏宗祠建

分亦不再被忠義堂其他成員承認。他曾希望討

的通告。而忠義堂立於光緒年間的「忠義堂巡

8

在 清嘉慶二十四年（181 9 ） 刊行的《新安縣

15

陶福添先生對我們了解屯門歷史，扮演了重要

文獻」中許舒博士於1988年與子田圍村民的訪

的角色。在Friends and Teachers 一書中，許舒

談筆記。

博士提到陶福添先生為他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

此說法根據198 7 年 陶福添所寫之「忠義堂簡

料，以了解新界鄉村中仍存留的中國習慣法。

史」。

見Friends and Teachers, p. 255。而在刊登於本

見2005年忠義堂編印的「屯門鄉忠義堂重建落

期《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的文章中，許舒

成開光」單張中的「忠義堂簡介」。此簡介亦

博士亦特別鳴謝了陶福添先生在他研究新界的

為陶福添所寫。

過程中所提供的幫助。

有 關此文獻的分析，可參看潘淑華，〈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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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許舒博士所藏屯門歷史文獻資料目錄
A. 屯門地圖

（1987年8月17日）、許舒博士致陶福添的致謝

1. 陶氏各祠堂及忠義堂的位置

信（1987年8月24日）

2. D.D 130區域村落的位置（包括青磚圍、屯子
圍、新慶村、屯門新村、藍地、泥圍、順風圍）
3. 屯門各村落的位置
4. 紫田村及子田圍的位置

5. 許舒博士蒞臨訪問忠義堂福添致歡迎詞（1988
年4月28日）
6. 許舒博士蒞臨訪問忠義堂福添致歡迎詞（1988
年5月24日）
7. Johnny Ho致許舒博士有關黃子律書籍的信件

B. 書籍及地方文獻

（1988年6月14日）

1. 廪生曰疇公墨寶撮要帖式（陶福添贈，1990）
2. 黃子律先生自書詩稿、黃子律詩作（黃建五
贈，1988）
3. 黃 子 律 先 生 手 書 勸 孝 戒 淫 錄 （ 黃 建 五 贈 ，
1988）

D. 許舒博士與村民訪談筆記
1. Chung Yee Tong: reasons given for not lending
money to villagers
2. Notes on RS (NT)’s Visit to Tuen Mun Ten Year

4. 小三元博士弟子員黃子律老師墨寶

Ta Chiu held at Tuen Tze Wai, Tuen Mun on 2

5. 屯門忠義堂簡史及本屆（1986）建醮簡介

December 1986

6. 民國丁卯十六年吉日置屯門忠義堂四股收租簿
7. 撮要適用對聯（陶福添贈，1988）

3. Tuen Mun Chung Yee Tong Once in Ten Years Ta
Chiu

8. 屯門忠義堂建醮功德部（1986年第十八屆）

4. Notes on Chung Yee Tong (23 February 1987)

9. 陶 族 姓 氏 源 流 、 忠 義 堂 簡 史 、 陶 福 添 簡 略

5. Visit to Chung Yee Tong, Tuen Mun, 17 July 1987

（1988年5月18日）
10. 青磚圍村公所碑記、新建宗祠陶氏源流記
11. 忠義堂巡丁條例
12. 1 9 8 6年屯門忠義堂太平清醮請柬（包括許舒
博士發言辭）
13. 1 9 8 9年屯門后角天后誕請柬（包括賀誕粵劇
的海報及屯門政務處的信件）
14. 陶氏入粵簡史
15. 港督頒給陶福添先生的社區服務獎狀影印本
（1988）
16. 童養媳（有二）（陶福添撰）

6. Chung Yee Tong: visit on 24 May 1988
7. A brief history of Chung Yi Tong in Tuen Mun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is year’s Ta Chiu
8. Village problems in relation to Light Rail System
9. San Hing Tsuen Pilot Scheme
10. Biographical notes: Mr. Wong Lap-tuen (黃立端)
11. Chung Yee Tong, Tuen Mun, 28 April 1988
12. Chung Yee Tong, Tuen Mun, NT: Visit on 24
May 1988
13. San Hing Chuen, Leung Tin Village, Siu Hang
Chuen
14. Identities: A Piece of Village History (Tze Tin

C. 信件
1. 青磚圍村民信件（1987年7月11日）
2. 呈香港政府布政司司憲霍德爵士鈞座（屯門鄉
陶族子孫呈，1987年8月6日）
3. 面呈香港總督大人鈞啟（新界牛潭尾村中區居
民呈，1987年8月7日）
4. S t e p h e n S e l b y致許舒博士有關忠義堂的信件

Wai and Tze Tin Tsuen, 1988)
15. Mr. Sung Mei-sau (宋美壽) of Tuen Mun San
Hui (27 April 1972)
16. Visit to Chung Uk Tsuen, Shun Fung Wai and
Nai Wai on 22 October 1987
17. Visits to So Kwun Wat (10 April 1987; 13 Apri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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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政府資料

F. 報章資料

1. Property lists of the properties held by Chung Yi

1. Fung Shui row peace talks start today / 當局在新

Tong (1987)

田雞公山掘山泥，陶族鄉人反對

2. Schedule of Crown Lessees (子田圍)

圖四、陶福添抄錄的忠義堂巡丁合合同

圖五、陶福添抄錄的醮棚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