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 EDD5103 歷史課程與教學 (副修)

教學資源: 龍躍頭禮制建築



教學活動大綱

對像: 中二

教學目的：  (一)介紹 習主題「龍 考古行動」,建立考察目的。
(二)透過主動的全方位學習，讓學生對龍躍頭鄧氏宗族有
更加立體的認識。

(三)幫助學生統整中一及中二兩節課題，研究祠堂和建築
的關係。

(四)訓練 生邏輯思維方法,利用歸納法分析及了解一個
新的概念「禮制建築」。

考察題目： 龍 考古行動

考察地點： 龍躍頭文物徑

教材： 簡佈檔案兩個、工作紙共三份

教案綱要：

禮制建築(一) 探索篇
老師和學生一起重溫中一「古代香港的傳統生活」一課，鄧氏

是新界五大族之一，現散居於廈村、屏山、錦田、大埔頭、龍躍頭，

其中以龍躍頭鄧氏與中國皇室淵源最深，族人聚居於龍山附近的五圍
六村，現址設立一條龍躍頭文物徑，同學可以親身找尋龍的足跡，追

溯鄧族與龍的關係。

老師使用簡佈檔案，讓學生對禮制建築的類型，有概略的認識。

禮制建築(二) 考察篇
要求學生閱讀有關的背景資料，然後按照工作紙進行實地考察

工作。

習作的設計，除了增加趣味性，亦希望嘗試用圖像輔文表達，
加強學生對建築藝術載含歷史意義的理解。

禮制建築(三) 總結篇
首先提出「禮制建築」概念，讓學生自由講出含義及理解。

引導性提問: 1.分析禮制是什 ? 建築是什 ?
2.思考中一時接觸「古代香港的傳統生活」一課,
新界五大族的祠堂是否屬於禮制的一部份?

3.再想想剛完成「開埠至 21世紀初的香港」一課,
歷史建築物如何反映歷史的演變?

4.宗教建築有三要素：信仰對象、信仰理論、宗教
職業者(佛、法、僧)。

老師使用簡佈檔案，講述禮制建築的起源和歷史演變，以及所

呈現的具象藝術美(祠堂)和抽象藝術美(天后宮)。



 

禮制建築(二)  考察篇
目標：(一)探索龍躍頭鄧氏袓族的身世之謎。

(二)比較不同禮制建築風格。

考察地點：粉嶺龍躍頭鄉五圍六村、松嶺鄧公祠和天后宮。

帶物品：地圖、工作紙、照相機、筆、太陽帽。

背景：

龍躍頭，俗稱龍骨頭，亦稱龍嶺，該處有山名龍躍嶺，自古相傳有

龍跳躍其間，因而得名。
龍躍頭鄉為新界鄧族聚居之所，其先世原居江西，於北宋期間遷移

於現今新界錦田定居，嗣後子孫繁衍，於元朝末年分遷至粉嶺龍躍頭，經過三百

多年遂成為今日的五圍六村。該鄉現有鄧族祠堂一所天后古廟及書室各一間。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龍躍頭文物徑正式開放，供市民遊覽的珍貴法定古蹟，
發思古之情。



考古行動一 龍躍頭圍村逐一查訪

圍村

名稱

依照地圖路線 1 - 10，沿途發掘與龍有關的圍村情景及歷史文物，例如對
聯、門匾、建築等，並作簡單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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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行動二  登入松嶺鄧公祠

三進

式

一

進

二

進

三

進

  



          簡答題:

1. 龍躍頭鄧氏共衍生多少條圍村？請一一列出名稱。迄今傳至第幾代後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現在你知道鄧氏是否龍的一族嗎？請解釋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松嶺鄧公祠是帝王抑或百姓的宗廟？請解釋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考古行動三  比較儒家禮制思想與鬼神崇拜

小檔案：

龍躍頭松嶺鄧公祠側，有座古老的天后
宮，從風水的角度而言，，這種佈局非常罕

有。天后宮的創建年代已不可考，但據村民

所傳，則較宗祠為早。

考察：請同學細心考察這兩座古建築物，並回答下列問題。

簡答題:

1. 進入天后宮左殿，考究兩口古鐘上的銘文，找出鑄造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2. 松嶺鄧公祠與天后宮是哪種類型建築物？

祠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天后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片分析：

1. 說出祠堂及天后宮的用途。

祠堂:
1. 宗族活動：

2. 供奉祖先：

3. 法庭作用：

天后宮：

1. 正殿：
  
2. 偏殿：

2. 比較兩種禮制的建築特色。

祠堂:
1. 三進式建築

2. 建築裝飾

3. 獲准蓋造

天后宮:
1.



2.

作業：

建築是政治、經濟的具體表現，是科學文化藝術的載體。試運用圖像和文字，留

下龍躍頭禮制建築的歷史片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配文約五十字)



 

禮制建築(二)  考察篇
目標：(一)探索龍躍頭鄧氏袓族的身世之謎。

(二)比較不同禮制建築風格。

考察地點：粉嶺龍躍頭鄉五圍六村、松嶺鄧公祠和天后宮。

帶物品：地圖、工作紙、照相機、筆、太陽帽。

背景：

龍躍頭，俗稱龍骨頭，亦稱龍嶺，該處有山名龍躍嶺，自古相傳有

龍跳躍其間，因而得名。
龍躍頭鄉為新界鄧族聚居之所，其先世原居江西，於北宋期間遷移

於現今新界錦田定居，嗣後子孫繁衍，於元朝末年分遷至粉嶺龍躍頭，經過三百

多年遂成為今日的五圍六村。該鄉現有鄧族祠堂一所天后古廟及書室各一間。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龍躍頭文物徑正式開放，供市民遊覽的珍貴法定古蹟，
發思古之情。



考古行動一 龍躍頭圍村逐一查訪

圍村

名稱

依照地圖路線 1 - 10，沿途發掘與龍有關的圍村情景及歷史文物，例如對
聯、門匾、建築等，並作簡單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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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行動二  登入松嶺鄧公祠

三進

式

一

進

對聯：龍山

對聯：宋朝郡馬
這是廟祝居所，裡面掛

一個畫龍打醮燈籠
二

進

對聯：金紫、龍躍、麟

趾

桌邊有龍 椅背有龍

三

進

對聯：鳳閣、龍樓

第一至五世祖先神主牌

其中一個神主牌有龍

首於頂，刻有「宋姬皇

姑趙氏」，表示其族人
是帝裔



          簡答題:

1.龍躍頭鄧氏共衍生多少條圍村？請一一列出名稱。迄今傳至第幾代後人？
共衍生五圍六村。迄今傳至第二十四代。

2.現在你知道鄧氏是否龍的一族嗎？請解釋原因。
祠內正中的萃雲堂祀奉鄧氏祖先，我看見其中一個神主牌有龍首於頂，發現二世

祖先鄧自明公娶了宋朝皇姑趙姬，後遷居龍躍頭。

3. 松嶺鄧公祠是帝王抑或百姓的宗廟？請解釋原因。
雖然鄧氏先祖是帝裔，但並不是嫡糸，是庶糸分支，所以這次考察的地點屬於家

祠建築形制。



            考古行動三  比較儒家禮制思想與鬼神崇拜

小檔案：

龍躍頭松嶺鄧公祠側，有座古老的天后
宮，從風水的角度而言，，這種佈局非常罕

有。天后宮的創建年代已不可考，但據村民

所傳，則較宗祠為早。

考察：請同學細心考察這兩座古建築物，並回答下列問題。

簡答題:

3. 進入天后宮左殿，考究兩口古鐘上的銘文，找出鑄造日期？
大者鑄於康熙三十四年，小者鑄於康熙三十九年。

4. 松嶺鄧公祠與天后宮是哪種類型建築物？
祠堂拜祭祖先，進行人文祭祀，故松嶺鄧公祠屬於人文祀廟。

天后宮供奉天后，又稱媽娘，是鬼神崇拜的一種，故天后宮屬神衹壇廟。

圖片分析：

3. 說出祠堂及天后宮的用途。

祠堂:
1. 宗族活動：婚喪聚會，酬神唱戲，

族內議事。

2. 供奉祖先：顯示族權的威嚴。
3. 法庭作用：對違反族規者予以教

育處罰。

天后宮：

1.正殿：供奉天后像、千里眼及順風
耳二神像。

2.偏殿：地上放置兩口銅鐘，是拜神
用的祭品。

4. 比較兩種禮制的建築特色。

 



祠堂:
1.三進式建築乃脫胎於民間居所，前堂後
寢，視死如生。

2.建築裝飾多用聯匾、字畫，以文學點綴建
築環境，教化族人。

3.獲准蓋造四簷滴水、金錢眼，顯示皇族氣
派，也反映了家祠建築上下有別，等別森然
的階級關係。

天后宮:
1.建築形制與衙門相近似，神像兩旁有千里
眼、順風耳守護，反映天后的官威。

2.廟前置偌大梵香爐，是典型的神衹廟宇。

作業：

建築是政治、經濟的具体表現，是科學文化藝術的載体。試運用圖像和文字，留

下龍躍頭禮制建築的歷史片段。(配文約五十字)
  
圖中景物是松嶺鄧公祠，位於粉嶺

龍躍頭鄉祠堂村祠堂，是供奉宗族袓先

牌位的地方，也是鄉村族人議事之所，

是宗族制度的象徵
祠堂門前有一對門聯，意思是說此

地背龍山面吉水，有五個圍村，鄧氏宗

族是從江西遷移來粵地。

「峰起龍山 疊嶂層巒 五朵芙蓉開嶺表
流翻吉水 尋源溯本 一條脈絡貫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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