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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從廖萬石堂看中國傳統建築與祭祀

考察對象 中六同學

觀察流程

1. 於學校操場集合，然後乘旅遊車前往廖萬石堂。

2. 觀察廖萬石堂，需時約一小時。

3. 於廖萬石堂門外集合後，乘旅遊車回校，並於學校門外解散。

考察過程

第一階段：考察前的簡介

教師在出發前，請向同學介紹廖萬石堂的歷史背景，及是次考察的重點（以廖萬

石堂為例，探討中國傳統的建築與祭祀文化）。教師可將「廖萬石堂歷史背景」

及「中國傳統建築小辭典」兩項的資料（詳見附錄一及二）派發給同學，並請教

師提醒同學於考察當日，攜帶這兩份資料，以作參考之用。

第二階段：考察廖萬石堂

有關廖萬石堂內的建築特色及祭祀活動的情況，詳情可參閱「考察重點」，教師

可因應實際情況，把「考察重點」的內容作出剪裁或增刪。

1. 向學生介紹廖萬石堂外的「照壁」（又名「風水牆」）。

2. 教師可從風水佈局方面，向同學分析廖萬石堂在選址上的優勢，從而說明風

水對建築物的重要性。

3. 步向廖萬石堂的大門，繼而講解下列中國傳統建築特色：

- 大門的顏色

- 大門上的門神（有辟邪之意）

- 大門兩旁由紅粉石製成的牆壁

- 廖萬石堂門前兩旁的台基

- 屋脊上的裝飾（如鰲魚、彩塑、木雕等）

此外，教師可向同學解釋大門兩旁的對聯，從而指出廖族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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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隨後步入廖萬石堂的第一進（又名「前廳」）內，並在擋中前停留。教師宜

介紹擋中的作用，及要求學生觀賞擋中兩旁的對聯。

此外，教師可詢問同學從擋中頂部的牌匾中看到甚麼（與軍功有關的牌匾）。

5. 繞過擋中後，隨即就踏進第一進與第二進之間的天井，教師可指出天井具有

採光、通風的作用。

6. 經過兩進之間的天井後，便進入廖萬石堂的第二進（又名「過廳」），繼而講

解下列中國傳統建築特色：

- 位於第二進中央的「明間」（由四條直柱所組成的空間）

- 屋頂是由七架樑及斗拱來承托

- 第二進兩旁的牆壁頂部皆有不少壁畫、詩詞

再者，教師可要求同學考察「澤綿萬石」的牌匾，以詢問同學牌匾所表達的

思想。

此外，教師可指出第二進的作用，如舉行春祭、慶典、族人議事等集體活動。

教師宜進一步介紹春祭當天的盛況，讓學生設想和感受新界圍村的祭祀活

動。同時，亦可同學指出春祭後的「盤宴」，也是在後廳舉行的，繼而說明

盤宴如何維繫廖族的凝聚力。

7. 離開第二進後，便是天井的範圍。從天井步向第三進，要踏上三級紅色的台

階，方可進入後廳。而後廳的台基是整座祠堂最高的。教師可就台階和後廳

台基的高度分析中國傳統建築的特有觀念。

8. 第三進後廳的間隔劃分為三部分，教師宜與同學先觀賞中間部分（「正廳」），

接著是左邊的「配享祠」，最後是右邊的「配賢祠」。（有關這三部分可參閱

「考察重點」。）

教師宜借用後廳內的擺設說明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 正殿內供奉的先人木牌，如何表現出廖氏族人發揚中國人「慎終追遠」

的傳統。（教師宜以春祭為例，說明鄉中父老齊集祠堂內進行祭祀，紀

念開基創業的祖先；以及從春祭進行時所見的宗族倫理關係。）

- 後廳內的牌匾（牌匾數目是三進中最多的）大多是與功名有關，繼而指

出廖氏族人如何重視功名。（時間許可的話，教師可借廖萬石堂改建為

鳳溪學校一事，說明廖氏宗族如何重視對教育的提倡。）

最後，教師可要求同學說出後廳在建築上的特色，藉以查考同學對中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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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的認知程度。簡單來說，後廳有以下的建築特色：

- 台基高度是三進中最高的（教師宜以前廳擋中兩旁的對聯作引證，以加

深同學的印象。）

- 以斗拱承擔屋頂的重量

- 斗拱上有涼瓜形狀的木柱（稱為「瓜柱」）

9. 教師宜預留十五分鐘，讓同學自行在祠堂進行考察，並建議同學在這段時間

內完成工作紙。

10. 在廖萬石堂外的花園集合後，教師可帶同同學到廖萬石堂旁的通道；在通道

上，可觀賞山牆（建築物兩旁的牆壁）頂部的三角形部分（稱為「山尖」），

此部分除了有寓意吉祥的動物和圖案外，還刻有「福祿善慶」四字，可見山

牆上的雕刻與字詞亦充分表達吉祥的思想。

第三階段：考察後的討論

中國語文及及文化科老師將於考察結束的翌日，在課堂上派發若干討論題目。同

學要就在廖萬石堂的所見，並綜合已研習的文化篇章，對中國傳統建築與祭祀的

問題，作一小組討論。（有關詳情請參閱附錄四）

作業安排

1. 同學必須於考察當日完成工作紙（I）及（II），並繳交給中史科老師。

2. 同學於考察後，在中國語文及文化課上進行小組討論，並將討論結果撰寫成

小組報告，然後把報告交給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老師。

考察重點

第一部分：從廖萬石堂看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

1. 中國人建村講求風水，建築講求禮法，祠堂的建築也不例外。廖萬石堂的建

設，充分表現出中國傳統建築講求風水的特色。廖萬石堂門外築了一塊照

壁，其作用是阻擋太陽直射祖先的木主，又有風水上的擋剎作用，故又稱風

水牆。

2. 至於廖萬石堂所在位置，根據一位著名風水先生勘察過，認為廖氏宗祠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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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龍脈之首，萬石挺拔，翠竹環繞，龍氣集中，分瀉兩旁，所以廖氏亦陸續

於東西方，各建一所分祠發展起來（這兩所分祠分別是顯承堂（應龍廖公家

塾）和明德堂（應鳳廖公家塾））。

3. 廖萬石堂是廖氏先祖與其子因官祿合共萬石而得名，祠堂為三間三進，規模

較其他宗族的祠堂為大。（參見圖一）據廖漢強村長所言，「三進」的結構模

式與其先祖任官有關。再者，廖萬石堂之所以有三進，是根據《大清律例》

而建，《清史稿》有以下的記載：「⋯⋯八九品（官）廟三楹，中廣，左右狹，

庭無廡」，故廖萬石堂的建築佈局是有典法根據的。三進分別是前廳、過廳

和後廳三部分，它們分別座落在不同高低的台基上。現就三進的具體情況詳

述於如下：

(1) 第一進為前廳，台基相對是較低，其功能是接待客人，擺放雜物之用。

另外，在廖萬石堂的門前左右各有台基一座（參見圖二），但廖氏祠堂

並非建築於台基之上，原因是南方的地基較為穩固。相比之下，北方的

建築是先建設台基，然後在台基上建屋，這正是北方地基欠缺鞏固的緣

故。至於廖萬石堂的大門是褐色，根據《大清律例》，老百姓是不能用

朱紅色大門的。大門上有左右門神（參見圖三），用以防止妖魔鬼怪進

入祠堂之內。大門的裝飾亦很講究，門上的銅鋪首有如意和吉祥圖案，

用作辟擋鬼神（參見圖四）。此外，大門兩旁的牆壁是由紅粉石制成，

用紅粉石的好處是石塊沒有滲水的空間，具有防潮的作用。

接著，就廖萬石堂在屋頂上的建築而言，於屋頂之下有木版雕刻，內裡

有很多雕工細緻的精美花紋和圖案。屋頂上有屋脊，屋脊上亦有不少精

緻且具有寓意吉祥的裝飾（參見圖五），如八仙、龍等，這些裝飾皆是

灰雕（由白灰雕制而成的）。同時，屋脊有兩條鰲魚，它們皆在石灣制

成的；鰲魚也是吉祥之物，具有辟邪之意。相傳鰲魚是龍生九子之一，

而龍是中國的吉祥物，又是屬水，故中國的木構建築中，多用上與龍有

關的建築構件。

然而，在屋脊的邊緣，其木雕裝飾亦受到風雨的衝擊，而遭受嚴重破壞。

屋頂上亦有系統地鋪滿了瓦片，由於利用散熱原理，屋頂上的瓦片大多

是青色，且是重疊砌成的，瓦片與瓦片之間形成空氣層，有隔熱之用。

正因為瓦片數量龐大，故此建築物料的成本亦較高。此外，第一進的屋

頂是由「斗拱」承托的，斗拱上亦有雕刻精美的圖案（參見圖六）。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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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從廖萬石堂屋頂上的建築及裝飾所見，這所祠堂實為一典雅而華

麗的建築。

進入前廳後，便會看見「擋中」，擋中是由一對高門組成的（參見圖七）。

擋中是有保障私隱作用，用以是遮擋祠堂，避免祠堂內的神主牌讓他人

從祠堂外看見。另外，如有貴賓到臨，擋中才開啟，讓貴賓從擋中進入

祠堂內，故有「大開中門」一說。而在擋中的兩旁有一副對聯：「堂高

分內外，簾遠肅衣冠。」，表示祠堂的高度是有高低之分。從廖萬石堂

的規劃所見，後廳的高度是最高的。由於後廳是擺放先人木主，因此，

後廳的地位亦較其餘兩廳為重要，故它的台基是高於前廳及過廳，以表

對先人的尊敬。值得注意的是，在擋中前後的頂部皆懸掛著一塊牌匾；

擋中前方的頂部有「欽點兵部主政」牌匾，而後方的頂部則有「陸軍中

將」（民國時期）牌匾（參見圖八及九）。從這兩塊的牌匾所見，廖氏族

人先後在不同時期的政府都曾擔當軍事職務，亦反映出族人在軍事上的

成就。

(2) 第二進為過廳，是議事、慶祝、宴會的地方，可見廖萬石堂是鄉中社交

活動中心。俗語有云：「返祠堂」，意思是指一切村內事由祠堂開會決定。

有時會在祖先木主面前擲杯決定，可見祠堂對族人是十分重要。

過廳的中央位置有四支直柱，而四條直柱內的空間，稱為「間」，又稱

「明間」（參見圖十）。「間」之內是沒有隔扇門或間牆，屬於開放式設

計，是典型的南方特色。如在北方，則直柱之間有隔扇門連接起來。而

「間」之外的範圍則稱為「廊」。而從直柱的下部加以觀察，便會發現

有一柱礎，柱礎是石造，可以防潮，免除柱腳腐蝕，具保護直柱的作用。

廖萬石堂中的柱礎大都雕刻成葫蘆形狀或蓮瓣覆盆形狀，紋飾十分細

緻。

至於屋頂上的建築，首先，屋頂的重量是由七架樑來承托的（參見圖十

一）。事實上，屋頂的下壓重量是由樑柱承接，樑通常有幾層，由下層

樑抬托上層的樑架，故稱為「抬樑式」結構。再者，在架樑與架樑之間

有「駝峰」支撐屋頂（參見圖十二）；駝峰是由一個像倒「山」字形蝙

蝠接上樑，下接一隻獅子，十分富有裝飾性。進一步說，駝峰的實際作

用是傳導荷載屋頂的重量至地基。所以，駝峰既反映中國傳統建築的藝

術性，亦有其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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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廳兩旁牆壁的頂部，都繪有壁畫及詩詞（參見圖十三）。一方面表現

出中國藝術的卓越技巧，另方面是借壁畫、書法來宣揚教化。

此外，過廳上有「澤綿萬石」牌匾（參見圖十四），用意是祈求將廖族

先人的恩澤延續下去。

(3) 第三進是後廳，台基最高，其功能是擺放祖先靈位，是祠堂最重要之地

（有關第三進的後廳所見的祭祀活動，詳見第二部分）。

中國人有「後高前低」、「內高外低」、「正高偏低」之觀念，而廖萬石堂

的對聯上寫有「堂高分內外」（擋中旁的對聯），可見中國建築中空間規

模與輩份階級地位二者有密切關係。因此，第三進的建築台基是最高

的，以顯示其地位的重要。此外，陰陽觀念也影響中國建築，如台階級

數及間進數目是奇數，廖萬石堂是三間三進，台階也多是三級的。

第三進的間隔可分為三部分：中間是「正廳」，面積最大；左邊是「配

享祠」；右邊是「配賢祠」（參見圖十五至十七）。「正廳」是供奉廖氏的

開基族祖廖仲傑至四世祖，先人木主靈位的排列次序是以「左昭右穆」

原則的；「配享祠」是供奉贊助興建、修葺祠堂的祖先；「配賢祠」是供

奉有功名的祖先。

後廳內放置了大量紀念廖氏族人取得功名的牌匾，可見廖氏非常重視教

育，而且成績卓越，屢獲佳績，例如掛於正廳之上的是「兄弟科貢」、

掛在右邊配賢祠的「文學士」（廖瑞祥先生於 1961年獲香港大學文學士

榮譽學位）、而在左邊配享祠則有「文魁」、「進士」等牌匾掛在橫樑上

（參見圖十八至二十一）。由此可見，廖氏族人曾多次科舉考試中取得

優異的成績，據族譜所載，中舉者共四十七人。（有關功名牌匾所見的

中國傳統文化特色，詳情可參閱第三部分）

此外，於第三進的架樑上有「瓜柱」，是雕有涼瓜形狀的木柱（參見圖

二十二）。而瓜是多種子之疏果，表示族中多子，人口繁衍，故瓜柱亦

含有吉祥之意。總之，瓜柱除了表現出中國雕刻的精湛造詣外，還具有

實際承托屋頂的作用。

4. 除了台基高度受《大清律例》規定之外，進深也有規定的。進深是由架構所

決定，從廖萬石堂可見，後廳的頂部都是七架樑。三進七架建築多是祠堂，

民房是十分罕見。故此祠堂成為全村中最高及最宏偉的建築物，一般村屋高

度是不可以高於祠堂，這樣能突出祠堂在村中的重要性。然而，部分丁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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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是超過規定。可見隨著村落擴展及現代化，祠堂的地位不及往昔了。

5. 還有的是，廖萬石堂外的牆壁（山牆）亦富有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中國的

山牆有「牆倒而屋不塌」，由此可知山牆不是承托屋頂的重量，只是有防火、

防盜的作用。從觀察所見，廖萬石堂的牆壁是硬山山牆，表示牆壁極為堅硬，

這與山牆是以石為建築物料有很大的關連。山牆的頂部與屋頂相接，其接合

位置為「博縫」。博縫有精細美麗的圖案，以作裝飾（參見圖二十三）。再者，

山牆越高，廳堂空間越大，空氣更流通，採光效果更好，故此高山牆多見於

潮濕的南方傳統建築物中。廖萬石堂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第二部分：從廖萬石堂所見的祭祀活動（春祭的過程）

1. 廖氏族人如一般新界鄉村於農曆二月初二在廖萬石堂內進行春祭。廖族中人

曾載：「每年二月初二，邀集鄉中父老紳者於一堂，隆重舉行春祭盛典，祝

的闔圍鼎盛，長發其祥」，可見廖氏族人對春祭的重視。

2. 舉行春祭的時間不是隨意選擇，而是先由風水術數家參照通勝及五行（金、

木、水、火、土）來選定舉行儀式的時辰，不過時間多在上午舉行。

3. 春祭當日的上午，十數執事，帶備三牲酒禮，香燭果品，並備六樂一隊，以

示隆重。儀式進行前，先燃放炮竹，然後關上祠堂大門不許任何人出入，這

是為了尊重先祖，避免儀式受到騷擾。

4. 此外，在儀式進行前，廖氏族長亦先在廖萬石堂之大門前祭謝簡公，因為上

水區本是簡族居地，廖族初至時，只散居在附近。由於後來簡族移居松柏塱，

廖族才定居於上水。因此，廖氏在春祭時祭謝簡公是報答簡氏讓廖氏在上水

發展。

5. 在祭謝簡公後，由鳳溪中學校長廖福榮先生讀祝文，而祝文中的字句是帶來

客家讀音及調子，因此只有老一輩的族人才懂得有關內容。跟著是鄉中紳者

在族長帶領下，依輩份長幼肅立，對開基祖廖仲傑及以下的祖先舉行拜祭。

6. 祭祀時，族中的長老都穿著傳統的灰色長衫，他們向祖先神位敬酒，並叩頭

行禮，跟著其餘族人逐一上前行禮，祈求祖先繼續保佑後人。而在禮成後，

會在祠堂門外燒炮竹，至此春祭儀式完結。

7. 春祭後，族人會在祠堂外進行「分豬肉」。二歲的男丁及六十一歲以上的父

老均可分得胙肉。到當日下午四時許，村民會在祠堂內食盤宴，而參與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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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廖姓六十一歲或以上的長者，食過盤宴後，這個整體祭祖活動便完結了。

8. 其實春祭在經過數十年後，已有了一些轉變，例如時間長短和女性也可參與

等。在二次大戰前，春祭儀式須要用上五小時，但現在卻只須四十五分鐘左

右，連一小時都不足。此外，現在廖氏的春祭可讓婦女及小孩觀禮，甚至容

許外人錄音、拍照等，因此儀式已有所轉變。而事實上容許女性參與春祭，

是因為約在二十多年前曾有一村長認為村內的婦女和小孩都是村中的一分

子，他們對村中也有所貢獻，因此現在的春祭可准許婦女及六十歲以下的男

性參與。

第三部分：從廖萬石堂看中國傳統文化特色

1. 重視孝道：

中國文化以家族為本位，這構成了宗族倫理，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有巨大的影

響力。宗法倫理重視血緣關係之維繫與繼承。在宗法觀念的影響下，中國人

自古以來，強調「慎終追遠」、「飲水思源」，有濃厚的「報恩」及「不忘本」

的敬祖孝親思想，把祭祀看作是天大重要的任務。中國人堅信祖先是有靈魂

的，祖先的靈魂游離於生命肉體之外，是永恆不滅的，並且能夠干預人事，

給在生的後人帶來吉凶禍福。廖氏族人深受這種思想影響，認為自己的生命，

產業是由祖先所賜予；甚至是自己的命運，吉凶也在冥冥之中受到祖先的影

響。而且，在子孫們的心目中，祖先經驗豐富，慮事周全，行為老練，自然

值得後輩著力仿效。這種向祖宗認同的思想，強化了祖先崇拜的意識。為了

表達對祖先敬重之情，廖氏的族人舉行春秋二祭向祖先崇拜。就以春祭為例，

在祭祀進行時，族人會朗讀祭文，以講述開基祖廖仲傑的恩德傳於後世，使

廖氏上下各人得恩澤福蔭。至於村中父老亦在祠堂向祖先靈位敬拜，祈求祖

先保佑後人，使子孫繁衍，闔鄉安寧。這反映出祖先崇拜很重視父系的傳宗

接代，從而鞏固廖氏的宗法和人倫關係。

2. 男性中心：

(1) 中國自商、周以來，家族中的領袖、財產承繼者、生產者、保衛者都是

以男性為主。這說明了男性血統和父權得到重視，相對而言，女性地位

受到貶抑，重男輕女，宣稱男尊女卑。更重要的是，按照宗法理論，祖

先崇拜是一種血緣崇拜，拜者與被拜者之間必具血緣關係。所以，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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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祭者必須是廖族的成員。廖族女子雖與祖宗具有同一血統，但一旦出

嫁，便成為外族成員。因此，參與祭祖活動便落在男性的身上，這突出

了男性在廖族中的地位。在傳統上，只有族中的長者及有功名的人士才

有資格出席春祭，而這兩類人士都是男性，反映出廖族對男性的重視。

(2) 同時，從祭祖後的「分豬肉」活動亦可見廖族很重視男性。廖族規定只

有兩歲的男丁（稱「新丁」），與六十一歲的男丁均可分得胙肉四兩，而

胙肉有福壽綿延的意思，使他們能夠長命百歲。至於七十一歲或以上的

男性可分半斤的胙肉，顯示了廖氏族人對年長的男性甚為尊敬。

(3) 相反，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只是家庭中的附屬品。廖氏族人的女兒

只是暫時成員，將來要嫁給外姓，不屬於廖氏的世系。另一方面，外姓

嫁進來的女子，只是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她們依附於丈夫，在廖族內

並沒有獨立人格。正是這些原因，過往上水鄉婦女不得參加春祭，否則，

便是對祖先不敬。據廖漢強村長表示，行經期間的婦女，被認為不潔，

進入祠堂（廖萬石堂）會被視為有辱祖先。所以，她們不得參加祭祖活

動。然而，隨著社會觀念的改變，這個限制已經取消了。此外，以往春

祭後在祠堂舉行的宴會，婦女不得參與；但近年已放寬了，容許六十歲

以上的婦女參加，以對她們一生的辛勞表示敬意。因為她們負責照顧家

庭，於是村長向村民建議給予婦女參與有關祭祀活動的權利，經過村民

商討後，這個建議終被接納。

3. 家族社會：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自商、周以來，已發展成以家庭為本位；家庭以血緣為基

礎，以父家為中心聚族而居。家族的生產、學習、娛樂和祭祀活動，都是集

體進行的。時至今日，雖然廖氏已不是所有族人皆聚族而居，甚至有些族人

遷往市區居住。就祭祀活動而言，春祭集中了全族父老鄉耆參與的；特別是

春祭後的盤宴，加強了廖氏族人的凝聚力，有部分在外居住的鄉民也回來參

加祭祀，並與其他族人於盤宴中共同分享一盤食品，象徵團圓之意。席間，

廖族成員可暢談論他們感興趣的話題，族長也會向族人講述祖宗的懿言美行

和家族的光榮歷史，充分地體現廖族成員之間應有的血緣親情。由此可見，

盤宴是廖氏族人團聚的機會，也是維繫族人感情的精神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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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法制度：

(1) 在廖氏的祭祀中，仍深深反映出中國古代傳統宗法制度強調長幼有序的

觀念和團結本族的精神。根據「宗族制度」的特點，是同宗的人，都同

奉一個始祖，始祖的嫡長子為大宗宗子。自此以後，嫡長子代代繼承，

為大宗宗子。凡始祖的後人，都要尊奉他，受他的治理和帶領。大宗宗

子和族人的關係，不論親疏遠近，永遠如此。可知宗法制度只著重輩分

的高低，而不論年齡或財富的多寡。

(2) 就以廖族舉行的春祭為例，主持祭祀的人，是整個上水鄉廖姓男丁輩分

最高的族長，而不是由村民選出來的村長。這是由於在宗法制度中，長

幼分明有序，任何情況都不得僭越。族長代表了整個氏族的象徵，是團

結本族的精神力量。在傳統的宗族社會中，最重要的禮儀莫過於祭祀，

故此，春祭必然是由一個輩分最高，最能凝聚本族力量的人主持，這責

任便落在族長手中。在春祭進行時，鄉中紳耆在族長的帶領下，在正堂

階下依輩分長幼肅立，遵執事指引分別奠祭，反映出族長的重要領導地

位，體現了宗法制度的精神。

5. 重視功名及教育

廖萬石堂的第三進內放置了大量紀念廖氏族人取得功名的牌匾，可見廖氏非

常重視教育，而且成績卓越，屢獲佳績，其中掛於三進正廳之上的是「兄弟

科貢」。因此，在祠堂中設有供奉中舉先人之神位，是由於受到中國傳統科舉

制度和儒家學說的影響，中國人自古以來都認為鼓勵子弟讀書，從而考獲功

名，晉身仕途，是光宗耀祖的最佳途徑。正是這個原因，廖族曾於 1932年自

資改建廖萬石堂為鳳溪公立學校校舍，為族中子弟提供讀書的地方，務求取

得更多的功名，從而提高廖氏宗族在新界地區的地位和聲譽。不過，由於學

校是由祠堂改建而成，致令部分鄉民不滿，因他們認為祠堂是一處神聖和不

可侵犯的地方。直至 1974 年，鳳溪小學遷往新址，廖萬石堂於 1985 年進行

重修後，遂回復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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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廖萬石堂的歷史背景

廖萬石堂位於新界上水鄉門口村與中心村之間，是廖氏的主祠，建於一七五

一年，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

廖氏淵源可追溯自西晉時的子璋公，原為南京始祖。及至五胡亂華，廖族遂

遷至江南一帶。到了唐代，因避黃巢之亂，再輾轉遷至福建。廖族開基祖先廖仲

傑，是在南宋末年時，與父親和同僚因被蒙古兵追迫而南遷。初居屯門，後再遷

到深圳河以北的福田村，最後定居上水雙魚河，即現今廖氏族人聚居的地方。

起初，廖氏族人散居四方，難以守望相助。於是，在明萬曆年間，廖族在第

七代先祖南沙公為了團結族民，決定在今上水建立圍內村，以便互相照應。自此

之後，廖氏不斷擴大，建立了不少村落，其中包括門口村、大元村、中心村、上

北村、下北村和興仁村等。這些相鄰的村落後來合稱為上水鄉。

到了十八世紀，廖族子孫繁衍，發展昌盛，便集合族人的力量，創建廖萬石

堂，以表達對先人的敬意。

「萬石」之名可追溯至宋代，相傳廖氏遠祖廖剛及其四個兒子皆任高官，每

人官祿二千石，合共萬石。後人為紀念先祖，乃將祠堂命名為廖萬石堂。

廖萬石堂共有三個廳堂及兩個天井，祠堂前有花園，整座建築物裝飾華麗。

木刻、壁畫、灰塑、泥塑等比目皆是，題材多為傳統吉祥圖案。祠堂屋脊上飾有

石灣陶塑。

1932 年，廖萬石堂曾改建為鳳溪公立學校的校舍，內部分為若干課室，令

建築物的原貌受到影響，至 1985年重修時才恢復原貌，現今已被列為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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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中國傳統建築小辭典

I. 屋頂

1. 博縫： 是一塊釘在檁子端頭的長板。博縫原用於懸山屋頂，因檁子伸出兩

端的山牆而受日曬雨淋的腐蝕，故博縫有保護檁子的作用。博縫有

用磚砌的，也有雕飾美化，後來硬山屋頂也使用。

2. 鴟吻： 又稱吻獸，是安裝在屋脊兩端的雕飾品。其形狀有的似鳳凰，有的

似龍頭或鴟。

II. 屋身

3. 進： 成組建築物的計算單位，縱向一組建築為一進。

4. 間： 建築物平面的單位，由根柱子組成的空間，稱作一間。間之寬面稱

為面闊，間之深稱為進深。

5. 柱礎： 是柱下承托柱腳的石塊，具有固定柱身的作用。柱礎均以石為製料

，因石質既可防潮，又可免柱腳腐蝕或碰損。

6. 枋： 房屋柱上前後排列的橫木。

7. 樑架： 房屋柱上左右排列的橫木，稱作樑。上下數層重疊的樑，稱作樑架。

6. 金柱： 房屋內起主要支撐作用的大柱。

7. 斗拱： 一般設在橫樑與立柱之交接處。其主要作用是指上部屋架的重量傳

給立柱。又可作承載屋簷向外挑重量的作用。

8. 山牆： 建築物兩端的立牆，牆體分上、下兩段，山牆上部的三角形部分稱

為「山尖」。山牆有防盜、防火及保護作用。山牆有硬山及懸山之分。

9. 雀替： 常見於大式建築外檐額坊，興柱相交處。從柱內伸出承托額仿，有

增大額枋榫子受剪斷面及拉、結額枋的作用。雀替可用木刻或磚石

制作，部分有精美雕刻及彩繪。

III. 台基

台基： 指建築物的柱子或牆體以下部分，作用是防水避潮、穩固屋基及承托屋

頂及牆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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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廖萬石堂工作紙

廖萬石堂工作紙（I）

1. 填圖

(a) 試在地圖上填上廖萬石堂的位置。

                   

(b) 請在下列廖萬石堂的平面圖，用英文字母標示各項事物的位置。

a. 功名牌匾

b. 神主

c. 報享祠

d. 門神

e. 正廳

f. 天井

g. 報賢祠

h. 擋中

i. 明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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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表

香港古建築多具有下列兩項功用：一是象徵意義，二是實用性。試就你在廖萬石

堂所見，說明中國傳統建築的特色。

你認為廖萬石堂在建築上具有甚麼作用，它們具有「象

徵」還是「實用」的意義。

建築配件 象徵 實用

台基台

基 柱礎

間進

山牆

瓜狀

樑架

樑柱、金柱、檐柱

斗拱

雀替

門（鋪首）

天井

墻身

屋

身

紅粉石

龍舟脊

博古

鴟吻

鰲魚

走獸

青瓦

屋

頂

照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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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萬石堂工作紙（II）

1. 從研究廖萬石堂，我們可以得見中國傳統文化的一些特點。試仔細觀察，然

後從祠堂的裝飾、設備等舉例說明以下數點。

甲、 孝親敬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 重男輕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 尊崇儒學、崇尚功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 同姓宗族維繫強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從哪方面可見，這座建築物不單用作祭祀，也作其他用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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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討論問題

在考察完結的翌日，文化科老師可在課堂上，與同學討論以下的問題（教師只須

選取兩至三題作討論之用）。教師宜將同學分為若干組別，每條題目的討論時間約

15分鐘，同學需要分組匯報，並於口頭報告後，將討論結果撰寫一份小組報告，

及呈交給文化科老師。

一、 唐君毅在《與青年談中國文化》一文中，認為中國人特別重視孝道。試

就你在廖萬石堂所見，闡釋廖氏族人如何發揚孝道。

（提示︰同學宜以不同的層面和角度，分析廖族後人對孝道的發揚。例

如，就建築層面而言，後廳的高度如何表現對祖先的尊崇。在祭祀的角

度來說，春祭何以反映中國人慎終追遠的精神。）

二、 根據中國傳統習俗，中國人在清明節祭祀祖先。有人認為祭祖過於執著

繁文縟節，是勞師動眾的活動，但有人認為族人共同祭祖得以保留傳統

文化中重視家庭倫理、慎終追遠的精神。試就你在廖萬石堂所見，結合

現今社會情況闡述正、反雙方的觀點，並說明你個人的意見。

（提示︰同學提出個人看法時，可對正、反雙方的觀點，作出評論。評

論時，宜注意時代環境的變遷（如宗族內族人關係的親疏、經濟生產模

式的改變︰由農業轉變工商業；族人出外謀生對聚族而居產生的影響；

年青一代是否認同祭祖的觀念等），是否改變了現代人對祭祖的看法。）

三、 廖族的祭祀活動是否體現了儒家的宗教精神？試綜合唐君毅《與青年談

中國文化》一文，及你在廖萬石堂所見加以評論。

（提示︰儒家之教是信「天人合德」的人道教、人格教或人文教，重視

「人德齊天」，相信「天人合德」、「事親如視天」及「敬祖如敬天」等觀

念。如果同學同意廖族春祭是體現了儒家的宗教精神，宜說明廖氏祖宗

如何「德配天地」，繼而與天界等同祭祀。相反，不同意者可從解釋廖族

祖先的德行為何不配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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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趙永新在《中國藝術的基本精神》一文中，指出中國藝術是「注重神似，

講究氣韻」。上述的中國藝術特色，能否從廖萬石堂的建築中得到印證？

（提示︰「神似」和「氣韻」同樣是強調表現物的神韻（神態），而這種

神韻是生動的。就以廖萬石堂屋脊上的鰲魚雕塑為例，從鰲魚的姿勢所

見，它猶如在空中飛舞，姿態極為飄逸。）

五、 根據《中國的傳統社會》（節錄）一文，金耀基說在中國社會中，人與人

的關係是一種從屬的關係，故此中國社會具有階層性的結構。你認為廖

氏祠堂的建築及其祭祀活動是否體現了金氏的言論？試加以說明。

（提示︰本題的討論重點是廖萬石堂的建築與祭祀是否表現了中國人的

從屬關係。同學可從前後廳的高低、祭祖活動中族長的角色等各方面進

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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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廖萬石堂照片

圖一：廖萬石堂

 
                     
                    圖二：廖萬石堂門外旁邊的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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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大門上的門神  圖四：大門上的銅鋪首

  

             圖五：屋脊上的彩塑和鰲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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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支撐屋頂的斗拱

         

圖七：位於前廳的擋中           圖八及九：擋中頂端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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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過廳內的「明間」

       

            圖十一：雕刻精緻的架樑和斗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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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二：架樑上的「駝峰」

 

                圖十三：山牆上的壁畫

      

        圖十四：過廳內掛上「澤綿萬石」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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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五至十七：祖先木主供奉於後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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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八至二十一：後廳內懸掛的功名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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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二：架樑上的「瓜柱」

     

           圖二十三：山牆頂端的吉祥字句和精緻紋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