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班別：             



 

 

在香港眾多圍村中，保存得較為完整而歷史

又悠久的圍村寥寥可數。當中以擁有五百多年歷

史的吉慶圍較為著名。 

 

 希望同學藉著這次難得的機會，透過瞭解吉

慶圍的歷史及建築特色，親身感受歷史遺跡背後

的意義和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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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愛吉慶圍的                              ,  

這是我們的合照 

 
 
 
 
 
 
 
 
 
 
 
因為： 
                                                      
                                                      
                                                      
                                                      

 

 

吉慶圍地圖                             P.1 

 吉慶圍簡介                             P.2 

 建築對對碰                             P.3 

嘩！畫畫                               P.4 

閘門的故事                             P.5 

 我的最愛 / 最不愛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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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兩至三位同學，邀請村民(不限於一位)作訪問。 
 

我想問…… 村民的答覆 我的回應 
這件事發生在何時？   
那時新界是由哪個國

家管治？ 
  

後來誰接收了？   
村民對新界的管治權

被接收了有何反應及

行動？ 

  

這件事跟鐵門有甚麼

關係呢？ 
  

                  
                  ?

  

                  
                  ?

  

                  
                  ?

  

   
我喜歡 / 不喜歡這個訪問，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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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以上兩張圖片，反映了吉慶圍那件歷史嗎？  

                                                          
                                                          
                                                        
 
    

 
 
 
 
 
 
 
 
 
 
 
 
 
 

 
1. 吉慶圍位於                          

 

2. 由鄧伯經等人於                     興建 

 

3. 居民主要姓                          

 

4. 吉慶圍入場費是                      

 

5. 吉慶圍的圍牆是後來加建的，這是為了： 

                                      

 

6. 吉慶圍四邊被城牆圍繞，我覺得它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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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圍  高：           長：            

 
 
牆上的小孔是                  ， 
 
用來                             
 

    牆的四角築有                 ， 
 
    它們之間有               ，並與錦 
 

田的其他三條圍村相呼應 
 

 
這是圍村的            ，屋頂上 
 
的          象徵鄧氏乃是具功名的家族 
 

 
 

這是早時吉慶圍的平面圖   請為吉慶圍畫下新的平面圖。 
 

 
 
 
 
 
 

 
 

這是圍村的甚麼地方？ 
 
                                

 
裡面擺放著一枚大炮，讓我把它畫下 

 

 

      
 
 

(二) 內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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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授世界歷史、中國歷史，甚至香港歷史時，教師除了可以利用教科書及

史料外，相信文物古蹟會是更真實而具體的教材。它們將歷史活生生的呈現在學

生面前。相對來說，香港的歷史不算太長，但是香港仍有不少古蹟文物。 

 

 我希望藉這次機會利用吉慶圍設計了一份考察的資料。一方面，教師可透過

學生身邊的事物教會學生認識歷史，明白歷史不限於世界歷史或中國歷史。原

來，我們生活的城市裡，都有自己的歷史，而且就在我們的身邊。另一方面，希

望學生認識更多香港不同的古蹟文物，而不是只認識那些「有名氣」的古蹟，如：

三棟屋、張保仔洞、宋王臺等。 

 

「導賞指引」是為教師而設計的，包括了教師應注意的事項及一些跟吉慶圍

相關的資料。「考察小冊子」則專為學生而設的，希望他們將考察時得到的資料

都記在冊子內。為了放便打印後成為小冊子，故檔案內的小冊子，頁數不是順序

排列的。「補充資料」是一些較次要的資料，如：吉慶圍的源流、「錦田」一名的

由來及清朝遷海政策。雖然這些資料跟吉慶圍的建築及閘門的故事無關，但是教

師可用作參考，即使學生發問相關的問題時，教師也有充足的資料回答。「吉慶

圍簡報」是我將搜集得來的資料製作成簡報。我深知學校的資源及人手不足，要

為學生安排考察活動，實在不容易。因此，即使學校未能為學生安排外出考察活

動，也可透過簡報認識吉慶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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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慶圍之歷史考察 

 
目的：  (1) 認識吉慶圍之建築特色 
     (2) 瞭解抗清歷史跟吉慶圍之關係 
     (3) 讓學生衝出課室，透過古蹟文物、人物口述學習歷史 
 
附件：  (1) 給教師的導賞指引 
     (2) 給學生的考察小冊子 
   (3) 吉慶圍的補充資料 
   (4) 吉慶圍簡報 
 
參考資料： 

1. 春華編(1980)。《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香港︰百靈出版社。 
2. 蕭國健、蕭國鈞(1982)。《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香港︰顯潮書室出

版。 
3. 香港博物館編製(1982)。《活的歷史︰保護香港的歷史建築》。香港︰香

港市政局。 
4. 鄭宇碩編(1983)。《變遷中的新界》。香港︰大學出版印務。 
5. 劉偉編(1983)。《香港主權交涉》，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華風

書局。 
6. 楊子嬰主編(1994)︰《香港的回顧》，香港︰雅苑出版社。 
7. 楊思賢(1986)。《香港滄桑》。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8. 蕭國健(1990)。《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990。 
9. 吳國昌(1993)。《香港旅遊黃頁》。香港︰河畔文化事業公司。 
10. 侯書森編(1996)。《百年滄桑︰香港的過去，現在與未來》。北京︰中國

文聯出版公司。 
11. 蕭國健(1997)。《香港的歷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2. 黃南翔編著(1998)。《香港風物趣談》。香港︰奔馬出版社。 
13. 朱維德(1998)。《舊貌新顏話香江》。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4. 陳志華、黃家樑(1998) 。《簡明香港歷史》。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5. 余滿華(1999) 。《香港老地方見》。香港︰突破出版社。 
16. 爾東(2001) 。《香港歷史之謎》。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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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圍村及吉慶圍的資料 
 

 
 
 
 
 
 
 所謂「圍」，就是住宅四邊也有城牆圍繞。根據康熙年間 (1688 年) 的《新

安縣志》記載，位於香港地區的圍村共有十九條。至嘉慶年間(1819 年)，圍村數

目已增至二十九條。這些圍村，大都是一族獨有的，即使兩族共享，也會各自劃

分勢力範圍。時至今日，新界許多鄉村還保留「圍村」的古蹟，例如鄧氏在錦田

築建的五大圍︰吉慶圍、泰康圍、永隆圍、北圍、南圍，當中又以「吉慶圍」最

為著名，歷史最為悠久。 
 

吉慶圍擁有五百多年歷史，位於新界錦田大馬路北圍斜對面，是鄧伯經等人

於明憲宗成化年 (1465 年至 1487 年) 間所興建的圍村。吉慶圍初無圍牆。至清

康熙初葉，為防盜寇，始加建圍牆。圍牆邊長八十米，牆高七米。圍牆牆身由青

磚砌成，牆基則以大麻石為材料所建成。 
 
二、欣賞吉慶圍的建築特色 
 
 
 
 
 
 
 
1. 外圍的建築特色 
 
 吉慶圍是錦田原有六大圍最典型的一圍，規模也是最大的。它的面積約九千

平方米。在現存的圍村中，吉慶圍的圍牆和護城壕是最鞏固的，建築格局也是保

存得最好的。 
 
 如前所說，圍牆邊長八十米，牆高七米。圍牆牆身由青磚砌成，牆基則以大

麻石為材料所建成。城牆上特設有小槍孔，村民可以透過這些小孔，監察和射擊

牆外的敵人。 

指引： 
到達吉慶圍後，教師宜在吉慶圍前之空地簡單介紹圍村及交代吉慶圍的背

景資料，並派發考察小冊子予學生。讓學生在考察以前，對吉慶圍有初步

的認識，並紀錄在小冊子上。 

指引： 
教師宜先帶領學生欣賞吉慶圍的外圍，然後才讓學生自由參觀內圍。否

則學生在內圍四散以後，教師難以聚集他們，並向他們講解外圍的建築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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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的四角築有更樓 (俗稱砲樓、哨樓) ，頂部設有通道，所以各更樓之間是

可以互通的。吉慶圍的砲樓設計與鄧氏錦田的其他三條圍村 (錦慶圍、永隆圍、

泰康圍) 的砲樓互相呼應。當其中一圍被襲擊時，其他二圍的村民便可互相看

見，並可以立刻作出應變，合力保衛家國和對抗外敵。 
 
 祖廟的屋頂上加有「茶壺耳」的設計。在當時，只有具功名的人士才能在自

己的屋頂上加建「茶壺耳」。由此可見，鄧氏乃是具功名的家族。 
 
 
 

 
 
 
 
 
 
 
整個圍牆只有一個小入口，位於城牆的西側。 
 
 
 
 
 

 
 
 
 
 
 
 
 
 

指引： 
教師可帶領學生從吉慶圍的右邊走到圍的後面，向學生介紹更多吉慶圍的

外圍特色及東、南面的護城河。 

指引： 
教師在介紹完吉慶圍的外圍特色後，可稍作停頓，讓學生拍照及提問。 

指引： 
教師在引領學生回到吉慶圍入口時，可提示學生留意北面的護城河。 

指引： 
教師應提醒學生在進入吉慶圍以前，須遵照指示的要求，先繳付一元方可

入內參觀。門外間中或會有一老婦看守。 

指引： 
教師視乎遊覽的人數，讓學生自由活動，並鼓勵他們跟圍村村民交談，吸

收更多的歷史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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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圍的建築特色 

 
 
 
 
 
 
 

吉慶圍的內圍佈局採用中軸形的對稱架構。因此，從西面的入口直達末端的

祖廟，形成了一條寬約十呎的南北主要街道，將圍內的房屋分為左右兩半，左右

兩旁乃是住宅。圍內房舍作四方格式結構，分三條街，另十二條橫巷，與大街成

直角，街闊約十呎，巷則三餘呎。這些房舍皆由廣東的青磚砌成，以厚約十二吋

的兩層通心牆作為承重牆。牆的中間是空氣，這由空氣所構成的間隔形成了一絕

緣體，使屋子能夠冬暖夏涼。此外，雨水也不能輕易地滲進屋裡。現時不少原有

的村屋已改建為西方別墅式建築。這些舊建樓房的屋頂是用一排排的杉木為標，

再鋪上瓦片。 
 

位於圍的最深處，有一用來供鄧氏祖先的祖廟。廟內擺放著一花砲，據圍內

的老婦說，這花砲是村民在正月十五的時候，從鄧氏的大祠堂搶回來的。廟內亦

擺放了一枚大砲，相信是當時放在四角砲樓上的大砲之一。由於砲樓現已被棄

置，村民便把大砲放在祖廟裡。除此之外，廟內花砲的右邊擺放著一個龍頭，乃

是龍船上的龍頭。村內一老婦指出，端午節划龍船後，村民便把該龍頭存放在祖

廟內。牆上也掛著對聯，其中一聯「南國樹屏藩恩留郇黍」，它原是掛在內門的

鐵門旁的，現則被掛在祖廟的右牆上。 
 

圍內的住宅整齊地排列在大街的兩旁，每間房屋闊約十呎，門口共有三道

門，每道門的門頭上都有雕花的裝飾。第一道門是半截屏，是廣東式的木拉閘，

可使室內空氣流通，並得到充足的光線，也可阻止盜賊直接闖入屋內。中間的是

「趟攏」，它只有一個普通人的高度，可以阻擋屋外閒人直視屋內的眼光，而不

阻隔室內的空氣和光線。最內的一道門是大木門，主要是增加私人空間。除了前

後兩排的屋只有一個天井及一所房間外，其餘各排屋均分前中後三部分，前部分

乃是十二呎的起居室，中間是八呎深的天井，而後面的部分則為深十二呎的睡

房，有些房舍為增加居住的空間，會加建閣樓。 
 
 

指引： 
為了達到考察的目的，讓學生從人物口述中學習歷史及收集歷史資料，教

師宜盡量鼓勵學生觀察，及訪問圍村的居民。以下的資料，教師可因應個

別的情況為學生作指導或解說，而不需要逐一告訴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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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鐵門的故事 
 
 
 
 
 

吉慶圍的門口在西側，內門原是堅固的鐵門，現已被拆掉；外門則是連環鐵

門，可見鄧氏乃較富有的家族。這道連環鐵門扼守著圍村的出入。連環鐵門由精

良的鐵鑄成，面積非常大。這扇鐵門的結構十分特別，以連環扣形式鑄造，一扣

連一扣，沒有連接口。現存於吉慶圍正門的連環鐵門已經不完全是當時的鐵門，

左邊那扇鐵門是從泰康圍遷移而來的，只有右邊那扇門才是真正屬於吉慶圍的產

物。鐵門外原有一座吊橋，把吊橋搖起來，圍村便與對外交通斷絕，惜吊橋已不

見了。 

 
吉慶圍的連環鐵門建於明代，距今已有三百年歷史。村民鑄造這道鐵門是因

為那時東南沿海一帶，海盜猖獗，鄧氏家族的祖先為了防止盜賊對村寨的襲擊，

特地鑄造了這扇堅固的鐵門，並成為了吉慶圍村民世世代代相傳的珍寶。鐵門也

從此成為抵抗外敵的象徵。 
 

    根據《拓展香港界址專條》規定，條約開始施行的日期是 1898 年 7 月 1 日，

但英國人正式接管時間卻延遲了九個月，關鍵在於英人懾於新界居民的反抗。

1898 年 7 月，英軍進入新界進行實地考察時，首先遭到錦田鄧氏村民的反抗。

後來，香港政府輔政司駱克(Stewart Lockhart)派遣七十五名英國海軍陸戰隊，強

行進入錦田村吉慶圍。同時，駱克迫使新安知縣盧煥把新界的田土登記註冊簿交

出，藉此掌握英人接管新界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地理及文化等第一手資料。再

者，駱克更收買了一些喪失民族氣節的鄉紳，為自己提供情報，以了解當時新界

居民反抗行動的最新動態。 
 
    1898 年 6 月 9 日，清廷跟英政府在北京簽署了《拓展香港界址專條》後，

九龍界限街以北至深圳河以南的大片新界土地，便開始租借給英國。由於新界鄉

民紛紛反對，使得英國接管新界的工作，遲遲無法進行。英國終於宣布在 1899
年 3 月 19 日簽署《香港英新租界合同》。直至翌年 4 月 9 日，港府才發出強硬通

令要接管新界。4 月 16 日，英軍於大埔舉行昇旗禮。翌日，三千六百名鄉民群

起反抗，但遭英軍鎮壓。事件平息後，英軍佔據了大埔，繼續向錦田、元朗一帶

進攻。4 月 18 日，英軍逼近錦田，錦田的鄉民紛紛以犁鋤作武器抗禦英軍，並

以圍牆與壕溝跟英軍對壘，最後英軍在重炮的掩護下，成功攻進吉慶圍。 
 

指引： 
教師不宜直接告訴學生閘門的故事，讓他們透過訪問村民，建構對這段歷

史的認知。因此，以下資料只供教師參考，教師不宜對學生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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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軍為了炫耀輝煌的戰績，便拆下連環鐵門作戰利品，運回英國，後又轉運

愛爾蘭展出。鄧氏族人沒有忘記連環鐵門被奪的耻辱。在相隔二十五年後，即

1924 年，紳耆鄧伯裘籲請當時的港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 K.M.G.) 
歸還被英軍運走的鐵門。雖然港督司徒拔答允紳耆的要求，但是當年指揮作戰的

軍官已經去逝，加上鐵門運出的時候又沒有記錄在案，英方有關部門一時毫無頭

緒。後來，經過他們多方的查證，才確知它的下落，終於在次年運返香港，並由

港督司徒拔於 5 月 26 日，到吉慶圍主持送回連環鐵門的「還珠」典禮。這對鑄

於明代、具有歷史價值的鐵門才重回吉慶圍。 
 

為了紀念此事，村民便於鐵門右牆上立了一紀念碑。可是，此碑在日治時期

被日軍挖去。因此，鐵門左牆便補上一塊中英對照的銅刻碑文，用以紀念鐵門一

事，並闡述鄧氏一族之由來和吉慶圍的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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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慶圍的歷史源流 
 

有關「吉慶圍」的歷史源流，可追溯至宋代。新界鄧氏系出南陽，為高密侯

禹公之後，原居江西、福建等地。至趙宋初年，世居江西省吉安府吉水縣白沙鄉

之鄧漢黻，才徙居粵東東莞岑田 (即今之錦田)。遷居岑田的漢黻公乃後周常德

府尹宣公之子，北宋初官承務郎，到粵東宦遊時，見該地風俗淳樸，因而在開寶

六年移居至寶安岑里 (即現時之錦田鄉)。北宋神宗熙寧二年 (1069 年) ，鄧漢黻

之四世孫鄧符 (字符協) 進士及第後，授為廣東陽春縣令。赴任時途經寶安岑

田，發現該處山明水秀、土地肥沃、平原廣袤、龍氣匯聚，認為此乃福祉之地，

更是建村立籍的最佳地方。於是在任滿後，鄧符便舉家遷居東莞縣桂角山下岑田

村，從此佔據了新界東北方最肥沃的土地。鄧氏定居此地後，一方面把曾祖鄧漢

黻，祖父鄧冠及父鄧旭的骸骨，合葬於岑田程山坑，另一方面則廣置田園、盡闢

其地，先建北圍 (今稱水頭村)，繼建南圍 (今稱錦水圍)。此外，更於岑田桂角

山下，建力瀛書院，廣置書籍、聚友講學。至明憲宗成化年間，鄧氏子孫於鄰近

增建泰康圍、吉慶圍和永隆圍。因此，鄧符公實為鄧氏遷居新界之始祖，對香港

新界地之發展，功勞甚巨。 
 
鄧族曾有一段為人熟悉的輝煌歷史，即為鄧族收留南宋落難公主一事。建炎

三年，由於南宋皇室成員為逃避金人的追擊，便南下廣東、福建一帶。曾任贛縣

令的鄧銧 (鄧符之孫) ，在金兵南下、宋室播遷時，起兵勤王，力衛隆佑太后及

潘妃宮人於虔州，並於戰亂中救獲一名年僅十歲的女孩子。其後，銧子惟汲娶之

為妻。直至金人敗退後，惟汲妻才表明自己的公主身份。孝宗之子光宗認回皇姑

後，封惟汲為稅院駙馬。 
 
鄧族可以說是由中原南來的大家族中最早定居新界的一族，他們自北宋初年

遷居錦田，開村立籍，經過多年艱辛困苦的開闢，鄧族的人口愈來愈興旺。到了

元末明初，鄧氏後人開始築牆建城，保衛辛辛苦苦建成的家園，圍村便慢慢由此

形成。鄧族於錦田經歷宋、元、明、清四朝，至今將近千載，經過世世代代的繁

衍與開拓，他們不僅把錦田建造成新界最大的村莊，而且把勢力擴展到元朗、屏

山、夏村、大埔與龍躍頭，甚至遠達東莞和中山。然而，他們的子孫後代都視錦

田為自己祖先的發源地，因此對它特別重視。 
 
 
二、「錦田」一名的由來 
 

錦田除是新界最古的鄉村外，亦是鄧族建圍之地。「錦田」一名與鄧氏素有

淵源。錦田位於新界坳頭的東南、新田的南面，該處為一大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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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田原名陳田，曾先後隸屬新安縣及寶安縣的管治。鄧符協遷居陳田後，依

其地形而改陳田為岑田，意謂土地被山所包圍。至明萬曆十五年 (1588 年) ，寶

安大旱，民生困苦，知縣邱體乾傾盡義倉救災，但仍未能紓解民困，故下鄉向民

眾發起賬災運動。當時新安各地募得米糧，各處只得數石，多者亦不過二、三十

石。鄧族當年已富甲一方，居田水尾村之鄧元勳，便慷慨捐穀二千石，備受褒獎。

邱體乾見其鄉土地膏腴，田疇如錦，故將該地賜名「錦田」以代替岑田。光緒二

十五年，清廷將深圳河南隅租與英國，為期九十九年，自此之後，深圳河以南至

九龍界限街之範圍內，改稱新界。現時新界分為元朗、大埔、荃灣、南約 (西貢

坑口) 及離島五區，錦田則為元朗轄下七區中之一區。 
 
 
三、清朝遷海政策 
 
    清朝順治四年 (1647 年)，鄭成功起兵鼓浪嶼，佔金門、夏門及福建沿海等

地。後來，桂王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聲勢漸大。順治十六年 (1659 年) ，鄭成

功及他的兒子鄭經，佔據台灣，招攬沿海居民，以協助共同反抗清朝的統治。除

了政治因素外，鄭成功父子取軍閩粵，更是為了奪取糧食作為補給之用。由於清

軍不善水戰，朝廷有感難以應付鄭氏，於是在東南沿海逐步實行遷海政策。 
 
    順治十八年 (1661 年)，清廷頒佈遷海令，禁絕沿海居民接濟及接觸鄭成功。

所謂遷海，就是強制下令將沿海居民遷界內徙五十里，禁止乘船出海。期間，區

內的村莊田宅均被焚棄，居民內遷，城堡台寨全被拆毀，駐兵撤回，使此地變成

無人區，以割斷鄭氏與沿海居民聯絡。由於此地空虛，遂成為海盜的巢穴。 
 
    遷海令由康熙元年(1662 年)開始實施，至康熙二十二年(1684 年)才全面撤

消，其間進行了初遷、再遷、三遷三次遷海。由於香港屬新安縣，接連東莞，所

以這兩個地方的經歷正好反映當時香港的情況。 
 
    初遷由康熙元年三月開始，當時新安縣拆界驅民，居民野棲露處，有居民因

此而死亡、有的遁入東莞、有的遠流他方。據《新安縣志》所載，「康熙元年二

月，大憲巡邊立界，邑地遷三之二。三月差總鎮曹、總統馬督同營兵析界，驅民

遷入五十里內地。」1康熙二年(1663 年)八月，再令遷移，東莞復遷入三十里。

據《新安縣志》所載，當時「不聽內遷或私自出界者，即被處死。」2第三次遷

海於康熙三年(1664 年)三月開始，此後邊界始定。現在新界大部份土地正是在遷

                                                 
1 鄭宇碩編 (1983)。《變遷中的新界》。香港︰大學出版印務，頁 6。 
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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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境內，而新安縣亦因而在康熙五年(1666 年)被裁撤，併入東莞縣。 
 
    在遷海的過程中，新安區被內遷的地方幾乎達三份之二，而香港區全都在被

遷界的範圍當中，整體曾一度荒廢。因為沿海空虛，故使鄭成功更容易攻入內陸，

而海盜的搶掠也更為猖獗。居民被迫流離失所，客死異鄉，於是當時的廣東巡撫

王來任便向清廷建議撤消遷海政策。清廷終於在康熙八年(1669 年) 接受建議，

正式下令復界，拆除界溝，改設墩台，設兵看守，又准許遷民回原居地復業。 
 

康熙八年，沿海復界，以海邊為界，遷民得以重回舊地，復建家園。當時海

盜猖獗，為禍甚烈，朝廷為安民計，遂於沿海添設營汛、砲台，派兵駐守。其時，

以沿海駐兵之實力並不足以平寇安民。居民為求自保，便在村落四周建高圍牆，

挖護城河，安裝堅固大門，以保障居民的生命財產， 
 





•• 位於新界錦田位於新界錦田

•• 是鄧伯經等人所建是鄧伯經等人所建

•• 建於明憲宗成化年建於明憲宗成化年 (1465(1465年至年至
14871487年年))間間

•• 為了防禦了海盜為了防禦了海盜



面積約九千平方米面積約九千平方米

圍牆邊長八十米圍牆邊長八十米

牆高七米牆高七米



城牆牆身由青磚砌成城牆牆身由青磚砌成

牆基以大麻石為牆基以大麻石為材料材料



城牆上特設有小槍孔城牆上特設有小槍孔

作用是監察和射擊牆作用是監察和射擊牆
外的敵人外的敵人



俗稱砲樓、哨樓俗稱砲樓、哨樓

各更樓設有互通的各更樓設有互通的通道通道

吉慶圍的更樓吉慶圍的更樓設計與鄧設計與鄧
氏錦田的其他三條圍村氏錦田的其他三條圍村
的更樓互相呼應的更樓互相呼應



城牆外四面原先挖有城牆外四面原先挖有
十餘米深的護城河十餘米深的護城河

現在只有城牆外的東、南現在只有城牆外的東、南
及北面的護城河，大門外及北面的護城河，大門外
的已被填封的已被填封



祖廟頂上祖廟頂上有「茶壺有「茶壺
耳」的設計耳」的設計

是是功名的象徵功名的象徵



圍村圍村只有一個小入口，位於城牆的西側只有一個小入口，位於城牆的西側

門外有一老婦門外有一老婦看守看守

參觀者須繳付一元參觀者須繳付一元
才可入內參觀才可入內參觀



採用中軸形的對稱架構採用中軸形的對稱架構

入口至祖廟由一條寬約入口至祖廟由一條寬約
十呎的主要街道相連十呎的主要街道相連

房舍作房舍作四方格式結構四方格式結構

分三條街十二條橫巷分三條街十二條橫巷



位於圍的最深處位於圍的最深處

屋頂加有「茶壺耳」的設計屋頂加有「茶壺耳」的設計

花砲花砲

大砲大砲

原放於更樓上原放於更樓上



圍內的房舍有圍內的房舍有舊式的，舊式的，
也有被改建成西方別墅式的也有被改建成西方別墅式的

你認為西式的別墅
有沒有破壞圍村原
先的建築風格？



這對這對鐵門背後有鐵門背後有
甚麼故事呢？甚麼故事呢？



•• 清政府與英國於清光緒廿四年清政府與英國於清光緒廿四年((公元公元18981898
年年))簽訂這條約簽訂這條約

•• 英國從清政府租借新界，租英國從清政府租借新界，租
借期限為九十九年借期限為九十九年

•• 引起新界鄉民極力反對，並引起新界鄉民極力反對，並
與英軍發生衝突，繼而爆發與英軍發生衝突，繼而爆發
戰爭戰爭



•• 當時的港督認為吉慶圍及泰康圍內藏參當時的港督認為吉慶圍及泰康圍內藏參
與戰爭的嫌疑犯，於是向兩圍開炮與戰爭的嫌疑犯，於是向兩圍開炮

•• 村民以犁鋤作武器抗禦英軍，英軍村民以犁鋤作武器抗禦英軍，英軍以武以武
力鎮壓鄉民力鎮壓鄉民

•• 英軍把英軍把連環鐵閘拆除運往愛爾蘭作戰利連環鐵閘拆除運往愛爾蘭作戰利
品品



•• 19241924年，鄉紳鄧伯裘勸請當時的港督司年，鄉紳鄧伯裘勸請當時的港督司
徒拔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tubb K.M.G.)   K.M.G.)   
歸還被英軍運走的鐵門歸還被英軍運走的鐵門

•• 經過多方的查證後，鐵門終於在經過多方的查證後，鐵門終於在19251925年年
被運返香港被運返香港

•• 55月月2626日由港督司徒拔主持送回連環鐵日由港督司徒拔主持送回連環鐵
門的「還珠」典禮門的「還珠」典禮



•• 為紀念鐵門的回歸一事，為紀念鐵門的回歸一事，
村民便於鐵門的右牆上立村民便於鐵門的右牆上立
了一紀念碑了一紀念碑

•• 此碑在日治時日軍挖去此碑在日治時日軍挖去

•• 鐵門的左牆便補上一中英鐵門的左牆便補上一中英
對照的銅刻碑文，紀念鐵對照的銅刻碑文，紀念鐵
門一事門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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