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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仔天后廟【snoopy】
香港仔是港島南區的一個相當繁盛的漁
村，英國人還未到達香港的時候，中國的漁民
已經集居於此，建成一個富庶的漁村。漁民與
神，似乎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因他們對自己的
生命沒有保障，只能祈求神靈庇佑。
香港仔
有一座建於
咸 豐 元 年
(1851) 的 天
后廟，位於香
港仔市區鴨
巴甸水塘道
與香港仔大
道 182 號交
界，經常香火鼎盛。一般天后廟都建在岸邊，
該廟當然也不例外，但因四十年代社區的發

展，開山填海，一幢幢四層高的現代樓宇，開
始出現在香港仔大街，天后廟便跟隨社區的發
展而續漸遠離岸邊。
該廟是一百五十多年前，由香港仔漁民集
資興建，為兩進三間硬山式的磚石建築，面積
約三百零六平方呎。前殿高約五尺，正殿則高
約六呎。兩旁設有偏殿，殿前有天井，東西兩
旁牆壁分別有左青龍、右白虎的浮雕，在香港
的廟宇中屬罕見。廟宇正殿原供奉天后，壇前
有「千里眼」及「順風耳」
，分立二旁護駕。偏
殿有黃大仙、觀音及譚公等神祗。前後兩進間
原有的天井早以加建上蓋，但留有空隙給予陽
光照射入內。
殿的正脊是石灣花脊，有「同治癸酉年」
(1873)及「陸遂昌店造」的銘刻。脊頂中央有
鎮火珠用作避火災；兩邊有鰲魚為降雨滅火之
效，也代表功名、吉祥之意。脊上還有其他的
人物陶塑，如：女將、文官、武將、侍女、馬
伕等面露笑容的陶塑，展示出祥和之象。另外，
在廟外石雕的日神、月神等和脊上陶塑的造型
逼真、樸實及各身分配合，令人嘆為觀止，不
容錯過。
廟內有三幅
壁畫，正門是繪有
樓閣水榭，風格頗
受西方的影響。右
左兩旁的山牆壁
畫取材花卉，畫工
末見精細，而且模
糊不清，不如陶塑
人物突出。
廟內的銅鐘
不可不提，該鐘是
雍正四年（1726）
鑄造，比該廟歷史
還久遠，據說是漁
民出海捕魚時撈獲，後轉送給天后廟。
天后廟曾多次重建，最近一次在 1999 年，
除這次重修外，曾在同治十二年（1873）及光
緒二十四年（1898）重修。初由街坊神功值理
會管理，1929 年由華人廟宇委員會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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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花卉「石竹」
今年維園花展以「石竹」為主題花，石竹
色彩艷麗，形態優美，而且花期長，一直以來
深受愛花人士的喜愛。石竹在全世界大約有
300 種，主要源自歐亞大陸，在地中海一帶及
南歐山區特別多，也有少量源自非洲。
石竹隸屬石竹科（Caryophyllaceae）石竹屬
（Dianthus），
是 1、2 年或多
年生草本花
卉，一般介乎
15 至 17 厘米
高，葉對生、
線狀披針形或
劍形。花單生
或簇生；有
紅、粉紅、黃、
白等色；花期
10 月至 4 月。
香港常見的石竹品種可按其繁多的顏色，
形態及植株的高度，大致分為三大類，包括：
1. 石竹類（Pinks）－ 中國石竹（D. chinensis）、
常 夏 石 竹 （ D. plumarius ） 及 少 女 石 竹 （ D.
deltoides）等；
2. 香 石 竹 類 （ Carnations ） － 康 乃 馨 （ D.
caryophyllus）；
3. 西洋石竹類（Sweet Williams）－ 鬚苞石竹
（D. barbatus）。

「死火」與「拋錨」
【香港人】
「死火」與「拋錨」都是駕車人士所常用
的共通語言，表面上似是同一件事的兩種講
法。正因如此，很容易把「死火」和「拋錨」
混淆，以為兩者的性質相同，實際上兩者是有
分別的。
在開動汽車的時候，第一步驟是打火，香
港人通稱「撻車」。汽車是用汽油作為動力原
料，是以首先將內燃機的汽油燃燒，才能開動
汽車。故先要打著了火，汽車才能開動，若果
無法打火，汽車就無法開動，稱之為「死火」。
若汽車在行車途中突然「死火」
，無法再開
動，就好像輪船的停航，故形容為「拋錨」
。因
輪船停航時一定要把船錨拋入海中，利用錨頭
把海底的泥沙拏穩，避免船受風浪所推動，到
處飄流。
「死火」不一定在行車途中發生，在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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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動之初即會「死火」；「拋錨」則是指汽車在
行車途中開不動，被迫停下。這是兩個詞相似，
而實際上是有分別。
由於「死火」意即一開始便不成，慢慢成
為廣大的流行用詞，將一切無法進行或不如意
的事，都用「死火」來形容，但卻沒有人用「拋
錨」來形容此類事情。

黃竹坑石刻【葉培興】
黃竹坑位於港島南面，背為南朗山，周邊
環海。1960 年代因人口增加，須興建屋邨，開
山填海，廣建屋邨及工廠大廈。
古老黃竹坑村正確位置在南風道之西北
方，這一帶土地不算肥沃，屬黃泥地，故不少
土地荒廢，主要村落只有「黃竹坑新圍」和「黃
竹坑舊圍」
。在香港未開埠以前，已經有二百多
名居民居住，是沙田和東莞所產香木的轉口
港。當地以前有一條大水坑，而兩旁種滿了金
黃色的「金竹」
，成為該處特色，所以稱為「黃
竹坑」。
在 1983 年，黃竹坑南風道一條小溪之牆
壁上，被一名在附近居住的鄭姓老伯，無意中
發現一系列古老石刻，再為該區証明幾千年前
己經有人在此居住。
香港地區石刻一般見於沿海地帶，但黃竹
坑石刻則在距海一公里之內陸地帶，然而石刻
在溪水之旁發現，仍屬臨近水邊。証明該處可
能曾經滄海桑田，幾千年來小溪堆積沙土或地
殼變動而形成大片土地，再經人為因素，填海
所得土地，這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發現石刻經過是當時鄭伯所飼養的家禽，
因風雨雞飛走鴨，他到處尋覓，在溪旁一幅垂
直牆壁上，見有花紋覺得奇怪，通知木屋互委
會，再請有關人士臨場探察，證實古代石刻，
並在 1984 年列入古物古蹟保護，鄭伯因此得
到一張感謝狀。
石刻有三組明顯的幾何紋飾，橫看直看各
有不同，所涉及面積很廣，以動物頭眼、螺紋、
迴紋為主，內容風格與石澳大浪灣、長洲、莆
台島石刻部分相同；與中國三千年前的商朝至
漢朝間的青銅器和陶器上的紋飾也有雷同之
處。經專家鑑定，此石刻絕非近代所刻鑿，居
住的原居民的文獻也沒有記錄或傳說。
細心觀察石刻的紋飾，有經石器敲鑿的痕
跡，本港不少史前遺址也有發掘出尖狀石器，
可能是祖先用以製造石刻的工具，真正作者及
刻鑿年代已無法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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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線以上。土牆在石基以上夯築，牆頂則設出
達 3 米左右的大屋簷，以確保雨水瀉出牆外。

奇妙的物理性：客家土樓的牆體厚
達 1.5 米左右，從而熱天可以防止酷暑進入，冷
天可以隔絕烈風侵襲，樓內形成一個夏涼冬暖
的小氣候。在閩、粵、贛 3 省交界地區，年降
雨量多達 1800 毫米，並且往往驟晴驟雨，室
外濕度變化太大。厚土能保持著適宜人體的濕
度，環境太乾時，它能夠自然釋放水份；環境
太濕時，則吸收水份，這種調節作用顯然十分
利於居民健康。
今天的建築師們經常談到室內噪音的控
制，由於強烈的內向性，客家土樓，特別是圓
寨容易產生噪音聚焦效應，對於大多數厭惡喧
鬧的現代人來說，這是一大土樓弊端。但在昔
日荒山寂野的客家人生存環境中，建築內部的
迴響正是令人心慰的生命氣息。

突出的防禦性：客家土樓的厚牆是

土樓建築結構【永定視窗】
充分的經濟性：客家土樓的主要建
築材料是黃土和杉土，在客家人聚居的閩、粵、
贛 3 省交界地區，這兩種材料取之不盡。特別
是黃土，它取自山坡，因而不存在破壞耕地問
題。舊樓若須拆除重建，牆土可以重複使用，
或用於農作物肥料。
一般來說，由於屋架通風較暢，木構件受
白蟻侵襲或潮濕天氣的影響並不嚴重，舊料可
以兩次或以上使用。土樓的施工技術較易掌
握，完全人力操作，無須特殊設備。通常建樓
時間安排在乾燥少雨的冬季，此時正當農閒，
族人可以大量參與工程。

良好的堅固性：客家土樓，特別是
圓寨的堅固性最好。圓筒狀結構能均勻地傳遞
各類荷載，同時外牆底部最厚，往上漸薄並略
微內傾，形成極佳的向心狀態。在一般的地震
或地基不均勻下陷的情況下，土樓整體不會發
生破壞性變形。由於土牆內部埋有竹片、木條
等結構性筋骨，即便因暫時受力過大而產生裂
縫，整體結構並無危險，從未聽說圓寨坍塌的
事故發生。
土樓最大的危險之一是水襲，但絕大多數
做法是用大塊卵石築基，其高度設計在最大洪

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中國傳統住宅內向性的
極端表現。以常見的 4 層土樓為例，底層和二
層均不辟外窗，三層開一條窄縫，四層大窗，
有時四層加設眺望台。土牆的薄弱點是入口，
加強措施是在硬木厚門上包貼鐵皮，門後用橫
杠抵固，門上置防火水櫃，這些全部出於防禦
要求。
惡劣的生存環境迫使家客家人極其重視防
禦，他們將住宅建造成一座易難攻的設防城
市，聚族而居。土樓內備水井、糧倉、畜牲圈
等，土樓使客家人獲得了足夠的安全保障。

獨特的藝術性：客家土樓的藝術性，
主要體現在整體造型上，三種典型土樓均有其
特點：
「五鳳樓」一般選址於山腳向陽處，其立
面中軸線上，下堂、中堂、上堂高度遞增，作
為主體的上堂居於支配地位。中軸線兩翼橫屋
與之呼應地漸次升高，其重疊的三角形山面對
峙左右，形成極工整的秩序構圖。雖不著力於
細部刻繪，但那錯落有致的九脊歇山，飽含雄
渾古樸的韻味。
「方樓」的造型特徵與五鳳樓近似，唯其
下堂和橫屋的外牆加厚升高，形成更為壯觀的
整體。
「圓寨」是三種典型土樓中，造型藝術最
富魅力的一種。崇山峻嶺之間，它以渾然一體
的純粹形態出現，正如茫茫大漠中的埃及金字
塔一樣，極具代表性。
詳細資料可瀏覽 http://www.ydt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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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太平清醮
「醮」是陽間的人類通過道士、和尚為媒
介與陰間鬼神溝通的大規模祭祀活動。
「醮」的
種類繁多，香港大部份都屬於「太平清醮」
，是
一種保平安的「平安醮」。
除了沙頭角的吉澳、西貢的高流灣及塔門
等社區，稱為「安龍清醮」以外，香港大部份
的醮，都叫做「太平清醮」。
打醮一般是定期舉行的，最長的週期是上
水鄉，每六十年才舉行一次，適逢 2006 年 3
月 6-12 日是上水鄉醮期；最短的是在長洲，每
年舉行一次；其他大部份的鄉村則每五年或十
年舉行一次。
至於舉行的時間，農業社區和漁業社區頗
有不同。一般來說，漁業社區（例如長洲）
，舉
行的時間在農曆四月；農業社區（例如新界的
泰亨、粉嶺圍、沙江圍等）
，則在農曆十一月舉
行。究其原因，漁業社區在出海捕魚前舉行，
希望能預先求得神靈的庇佑；農業社區則待秋
收之後才舉行，一則不會妨礙農耕，二則要在
秋收後，農民才能夠儘量付出人力、物力來支
持耗費龐大的醮會。

長洲太平清醮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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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祭祀超幽。當所有祭祀都完成後，最後一
個項目就是「搶包山」
。一聲號令後，青年們就
會爬上包山，盡他們所能搶奪包子，三座包山
上數以萬計的包子在數分鐘內便一掃而空，而
搶到的包子則會分派給其他居民。
「搶包山」活動自 1978 年停辦，事因當
年三百人從四面八方攀上搶飽，但竹棚突然倒
塌，釀成多人受傷的慘劇。在 2005 年恢復舉
行「搶包山」活動，令大家可有機會再次目睹
這項特色盛事。初九早上分派幽包，下午送神
回廟。

傳統節慶巡禮
「2006 精采香港旅遊年」期間，於 4 月
20 日至 5 月 7 日舉行為期 18 天的「傳統節慶
巡禮」
。這項活動以天后誕、佛誕、長洲太平清
醮及譚公誕四個節日為主題，為方便大家同時
體驗四個節日的特色，中環渡輪碼頭一帶將會
築起牌樓、包山，精心布置成廟會（註）場地，帶
來別開生面的文化之旅。
註：以往每年固定的祭祀、慶典等活動，
稱為「廟會」
，而燒香集中的高峰期，稱為「香
期」
。由於廟會、香期是當地人流量最為集中的
時期，各地農村民眾平時很少往來，廟會、香
期則成了物資交流的好機會。

長洲太平清醮相傳已有二百年歷史，清朝
中葉，長洲發生嚴重瘟疫，死傷慘重，村民驚
恐萬分，向北帝廟的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及島上
諸神求助。後得到北帝的指示，請高僧設壇拜
祭，超渡水陸孤魂，並奉神遊行街道，瘟疫自
會消失。
村民杯卜日期舉辦太平清醮後，瘟疫果然
消失。為了防止再發生瘟疫及酬謝神恩，村民
決定每年都到北帝廟杯卜舉行太平清醮日期，
於是演變成了現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醮。
以往每年舉行太平清醮前，須先到北帝廟
杯卜日期，故舉辦日期年年不同，但離不開農
曆四月上旬至中旬，但有感以往醮期因經常未
能與假期吻合而稍微遜色。
由 2001 年起政府定佛誕為公眾假期，值
理在北帝殿前杯卜，決定於每年農曆四月初八
舉行神鑾及會景巡遊，以帶動地方繁榮，及使
各街坊、社團能多派人員參與。
四月初五迎神，把長洲所有廟宇的神靈都
請到醮壇供奉。接著三天是全島齋戒，屠宰完
全停止，包括遊客亦須嚴守齋戒，不得帶肉類
食品進入長洲。四月初七祭神，並為巡遊的麒
麟、獅子點睛。接著四月初八下午會景巡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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