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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健同樂「古蹟無障礙自助遊」義工調查員招募
合作機構： 香港傷健協會 深水埗傷健中心
研究範圍： 全港 18 區，主要法定古蹟 / 文物徑等，選取不同景點，重點作深入研究。
研究方法： 包括填寫統計報表、拍照及問卷調查。
主要基於使用手义、輪椅及電動輪椅者能實行「古蹟無障礙
自助遊」為焦點，評估項目包括：
1. 接駁公共交通工具、最近停車場；
評估目的： 2. 前往通道、電梯、洗手間位置、標誌；
3. 可觀賞地方的比率、景點資料；
4. 評估能否順利完成、距離及所需時間等。
最後將需要改善項目，提交有關部門，以作出相應措施。
 健全人士的比較調查 (包括調查景點問卷調查)
多方評估：  傷健人士的意見 (焦點小組)
 政府過去的政策及措施
A. 義工調查員招募
2006 年 7 月
B. 調查員訓練及調查簡介
8 月中至 9 月
暫定日程： C. 景點資料搜集
10 月至 11 月
D. 分析資料及撰寫報告
12 月至 1 月
E. 發佈「古蹟無障礙自助遊」指南
2007 年 2 月

報名詳情： 歡迎瀏覽「旅遊之友」網站 www.ftihk.org
有些人對於香港流行的俗語的來源，常用主觀的
觀點去解釋，例如「起碼」一詞，環顧目前香港，只
有布匹常用「碼」作為量度單位來計算長度。其實「起
碼」中的碼，並非英制的碼，而是砝碼的碼。
「砝碼」是一種計算重量的單位，自從外國傳入
用指針式或電子顯示的「磅」後，現在大部份店舖都
磅來計算重量，只有少數舊式店舖仍有用砝碼，因
此，很少人知道「起碼」一詞是源於砝碼。
砝碼分一兩、二兩、三兩、四兩、半斤、一斤、
二斤、三斤、五斤和十斤重量，假定你買五斤香米，
雜貨舖的老板，先將一個二斤和一個三斤的砝碼放在
天平的一端，然後將香米裝入紙袋裡，放在天平的另
一端，當香米的重量與砝碼的重量相等時，則天平便
會平衡，香米便有足五斤的重量。
由於砝碼只分幾種指定重量，最輕的砝碼，就是
「起碼」
。因此，從前到市場購物，店舖中天平上取最輕的砝碼，就成為起碼的重量。故買東西時，
店員會聲明「起碼」買多少才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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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共有兩個墟市，一新一舊，舊墟就在今日汀
角 道天 后廟 附 近的地 方 。 舊 墟建 於於 康熙 十一 年
(1672)，由新界五大族之一的鄧氏創設，與鄧氏族人
鄧師孟有關。據【新安縣誌】記載，鄧師孟是明隆慶
年間(1567-1572)人，其父被海賊所擄，勒取贖金，鄧
師孟無法籌得贖金，便親至賊船，願以身代父，賊答
應並釋放其父。師孟在父親離去後，不願為盜匪挾帶，
趁無人監視時投海而死。新安知縣邱體乾得知此事，將他的事蹟寫進新安縣誌，以示表彰。到了明
萬曆年間，鄧氏族人又在大埔建立了一座孝子祠，以紀念這位鄧族的孝子。隨着孝子祠的建立，鄧
族的另一分房亦定居於大埔頭。而文氏族人亦遷入大埔泰亨。
康熙十一年，為了維持孝子祠的香火和管理，鄧氏鄉紳
在孝子祠旁建立墟市，所得收入，撥作孝子祠的經費，是為
「大埔舊墟」
。昔日大埔汀角路前為一片汪洋，不少船隻在此
停泊，水上交通非常方便，遠至沙田瀝源及烏溪沙一帶的村
民，也乘街渡到此買賣，使舊墟的發展日益蓬勃，成為了香
港三大墟市之一。為了方便信奉天后的居民，當地人在墟前
臨海處修建了一座天后廟，時為康熙三十年(1691)。天后廟建
立後，成為了當地的宗教和行政中心，不但吸引大量善男信
女到此拜祭，也是大埔鄉紳聚會和議事的地方。因此鄧族取
得了當區的經濟壟斷地位。
到了光緒時，由於鄧族人多勢眾，財大氣粗，引起了聚居於附近的其他姓氏族人的不滿。到了
清代中葉，太坑村的文氏有意另設一個墟市。據說當時泰亨青磚圍父老文湛泉先生在墟市中購買一
條生猛石斑魚，但遭到仗勢者阻止，並且以粗言相向，令他屈氣難消。泰亨文氏，亦乃大族鄉紳，
在墟市看中區區一尾石斑，亦被鄧人「橫刀奪愛」，再加上日積月累的恩怨情仇，因而決心另建新
墟，遂召集鄉鄰，發起籌建工作。
文氏聯合大埔七個非鄧氏村落（包括泰亨約、林村約、翕和約、集和約、樟樹灘約、汀角約及
粉嶺約）組成大埔七約，遂聯同七條村落，組成「大埔七約鄉公所」，攜手另起爐灶，開發「大埔
新墟」
，免由鄧族專美。鄧氏得悉事件後，擔心生意受影響，孝子祠難以維持，故大力反對。對此，
鄧族向新安縣府以「影響鄧孝子祠祀糧」為由，提出反對。後經連番訴訟，由於當時大埔剛受颶風
侵襲，不少地區急待重建，才得以定案。新墟最終獲准動工，卻只能以「太和市」命名，且文氏一
族，不得越界在舊墟建舖。
太和市位於「大步墟」對面河，翌年，定名為「太和市」
。
「太和市」
，亦即現時之「大埔墟」，
於光緒十八年(1892)農曆七月初八「開墟」
，合共 28 間舖位，落成於富善街，逢每月上、中、下旬
的三、六、九日定為墟期。墟內另建立一間鄉公所，作為辦事處及宗教中心，並設立公秤制度，使
鄉民作公平買賣。所內供奉文武二帝，亦即「文武廟」的前身。當時鄉民往返林村河兩岸十分不便，
居民依靠橫水渡甚至赤腳涉水橫渡林村河。大埔七約為了方便居民及令到「太和市」進一步繁榮，
在 1896 年，七約修建了由太和市至林村河北岸的廣福橋。1984 年，廣福橋改建為公路橋，遂將廣
福橋拆卸。九十年代初，大埔公路擴展，廣福橋回復為行人橋。並在原址興建一條仿古行人橋。舊
有廣福橋的石欄桿、石躉仍然可以在現有廣福橋處看到。
太和市本是一個市集，主要售賣禽畜肉食、蔬菜農具等。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後，大埔區位於新界東中央，成為行
政中心，太和市所在地改為富善街。1913 年，太和市旁的大
埔墟火車站落成，舊有的大埔墟日漸衰落，太和市因而得盡
地利，店戶日增。因此人們將太和市稱作大埔墟，原有的大
埔墟稱為大埔舊墟。新墟的發展一日千里，舊墟則漸趨沒落，
孝子祠也蕩然無存，幸好今天還留下天后廟作為歷史的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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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客之選－「抓飯」
維吾爾語叫「波糯」
，是維吾爾、烏孜別克
等族款待賓客的食品之一。原料是新鮮羊肉、
胡蘿蔔、洋蔥、清油、羊油和大米。做法是先
將羊肉剁成小塊用清油炸，然後再放洋蔥和胡
蘿蔔在鍋裡炒，並酌量放些鹽和水，之後再翻
洗泡好的大米放入鍋內，不要攪動，焗約 40 分
鐘即成。
按照傳統習慣，吃抓飯時，主人會先請客
人們圍坐在炕上，當中鋪上一塊乾淨餐布。隨
後，主人一手端盆，一手執壺，請客人逐個洗
手，並遞上乾淨毛巾。待客人們全部洗淨手坐
好後，主人端來幾盤抓飯置於餐布上（習慣是 2
- 3 人一盤）
，請客人直接抓吃。現在，有些家庭
接待漢族客人時，抓飯一般都備有小勺。

熱賣街頭小吃－「羊肉串」
正宗的羊肉串和烤全羊一樣，要色澤焦黃
油亮，味道微辣中帶着鮮香，不膩不膻，肉嫩
可口。首先，將羊肉剔下來切成薄片，每一片
有瘦有肥最好，然後肥瘦相間地穿在鐵釺上，
穿好後，便將它們排在爐子上，一邊扇風烘烤，
一邊撒上精鹽、孜然粉和辣椒粉，上下翻烤數
分鐘即可食用。
還有一種稱為「米特爾喀瓦普」的羊肉串，
意為「1 米長的羊肉串」
，所用鐵釺有 70 – 80cm
長，肉塊大，豎立在坑爐裡烘熟，吃起來更過
癮。

超過 50 個品種－「饢」
根據考證，
「饢」一字源於波
斯語，流行在阿拉
伯半島、土耳其、
中亞細亞各國。維
吾爾族原先把饢
叫做「艾買克」，
直到伊斯蘭教傳
入新彊後，才改叫
「饢」。
新疆「饢」的品種很多，常見的有肉饢、
油饢、窩窩饢和芝麻饢等。做法跟漢族烤燒餅
很相似，先在麵粉或精粉中加少許鹽水和酵
麵，和勻，揉透，稍發，即可烤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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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提及『絲綢之路』這名稱，是由是 19 世紀德
國傑出的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Richthofen) 提出，而
『海上絲綢之路』，則是日本學者三杉隆敏於 1967 年
出版的專著《探索海上絲綢之路》提出來的，已為學
術界所普遍接受。
在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際，海內外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鄭和的“海上絲綢之路”延續傳
播中國的絲綢文化，對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超越了傳統的騎著駱駝在沙漠中行進的張騫的“陸上
絲綢之路”，對人類的進步又一個偉大的貢獻，有著不可磨滅的深遠影響。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出現，唐、宋時期最
為興盛，中國造船技術高度發展，加上有羅盤的發明，各國商船頻繁地進行航海貿易，其範圍東起
朝鮮、日本，西至東非和地中海東岸的全部航程；其中又以印度半島為中界，將其全程分為二段：
半島以東為東段，中經日本海、黃海、南海和孟加拉灣；半島以西為西段，其間經印度洋、阿拉伯
海、波斯灣和紅海。令中國沿海地區出現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包括揚州、明州（寧波）
、泉州、
番禺（廣州）等。
『海上絲綢之路』
，亦被稱為「陶瓷之路」
、
「香藥之路」
。古代東西方的陸上和海上交通線都以
絲綢命名，說明中國在東西方貿易中，絲綢處於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絲綢改變了海外人民的穿衣
習慣，東南亞各國人民都喜歡穿中國絲綢製作的筒裙，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中國蠶絲的
傳入，促進了東南亞國家絲織品工業的發展。
『海上絲綢之路』亦令中國和亞非各國之間的國際貿易得以暢通，將中國的絲綢、陶瓷、香料、
茶葉、漆器等物產運往歐亞非，換回珠寶（象牙、犀牛角、珍珠、玳瑁、琥珀、瑪瑙）和香料（宋
朝又稱"香藥"，泛指胡椒、檀香、麝香、龍腦、乳香、丁香、沉香、木香、肉豆蔻、安息香、末藥、
蘇合油等）等。
明朝為控制對外貿易和防範海外勢力入侵，對民間的海上貿易實施“海禁”，結果事與願違，
造成東南沿海倭寇和海盜盛行，武裝走私和搶劫商品現象成風，明政府只好開禁。
清朝施行“閉關政策”，西方國家在輸出大量銀圓購買中國商品的同時，因無法建立平等互利
的自由貿易關係，而出現了巨額貿易差額，於是英國方面違背中國官方的禁令，非法大規模向中國
傾銷鴉片以追逐高額利潤，扭轉貿易逆差，最終導致了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為代表的禁煙運動作
為導火線，引爆了 1842 年開始的鴉片戰爭，『海上絲綢之路』從此徹底走到盡頭。
1991 年 2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海上絲綢之路』
綜合考察團在泉州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並舉行“中國與海上
絲綢之路”國際學術討論會，進一步激起了人們對海上絲綢
之路歷史的廣泛興趣。
1745 年 9 月 12 日，瑞典商船“哥德堡號”滿載著來自
中國的商品，經過整 30 個月的航行，駛回家鄉之港「哥德
堡」。眼看就要完成她去中國的第三次航程了，企盼以久的
歸家之旅卻不幸地在轉瞬間化為悲劇——“哥德堡號”在
港口附近觸礁沉沒。船上所有的貨物，包括來自中國的瓷
器、茶葉、絲綢、香料等，隨之沉入海底。所幸的是，所有
的船員都被附近的船隻救起，部分船載商品經過多次打撈而
獲得保存，其價值竟相當與當時的瑞典國民預算總值。
“哥德堡號”被漸漸遺忘，直到 250 年之後(1984)，一
位潛水員在海底發現了“哥德堡號”的殘骸，開始了徹底的
海底考古發掘工作。這些發掘出來的中國古代物品引起了公
眾的極大興趣，於是，一個近乎瘋狂的想法浮現出來——能
否用傳統工藝再造這艘古船，並駕駛它再次前往中國?
“哥德堡號”現正停泊在珠江河口——老虎嘴的幾座
小島之間。今天 7 月 18 日將進入珠江河口，到達歷史目的地——廣州，慶祝 250 年後，瑞典商船
哥德堡號中國之旅 http://www.soic.se/.4.76a49d3f10903c878b480003388.html
“哥德堡號”再次訪問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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