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二級歷史科 
考察工作紙（大埔） 

 
姓名：______________   班別：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第一站：大埔舊北區理民府 

 
 
 
 
 
 
 
 
 
 
 
 

                           現時前理民府面貌 
 
建於_____1907____年 
 
位於______大埔運頭角里__________ 
 
現為____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總部______ 
  
性質：___民政大廈____________ 
 
職責：____負責地方上的行政、仲裁及田土註冊，道路設施，水電供應等基本建

設，甚至管理地方案件(1961 前，仍有一個裁判司法庭)，幾乎管轄新界的

所有大小事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管理範圍：_________荃灣以北的新界地區________ 
 
建築特色：採用富有__殖民地__色彩的建築手法，為了適應新界潮濕及炎熱的天

氣，建有_寬敞__的走廊及_磚___造的拱門   
 
於___1983___年開始停止運作，而之前理民府亦先後易名為政務處及民政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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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86%E6%B0%91%E5%BA%9C&variant=zh-hk


考考你： 
此建築是英國接管新界後的首座民政大廈，到底英國因哪條約獲得於新界 99 年

的管治權？ 
 

__《拓展香港界址專條》(1898 年)_____ 
 
第二站：_前大埔警署_____ 

從理民府往下走，我們會見到甚麼歷史建築？  

請同學切勿走近該歷史建築物!!!!!!! 因為它並不對外開放，而且

內裡狗隻繁多，所以有一定的危險性。 
 

它的近貌(載於香港地方網頁)  

 
想想看： 
這警署的設立地方有何特别？為甚麼會這樣的呢？ 
____高踞在山丘，，以便監視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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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富善街  
 
由於(1)大埔舊墟已無法應付商業活動更見

頻繁；而(2)居民深感(舊墟)在鄧氏的壟斷之

下，貨品價格不公，再(3)加上林村河西岸上

的人赴墟都要渡河，十分不便，於是各村居

民 提 倡 自 由 買 賣 ， 並 成 立 _ 七 約 __ 於

__1893_______年建立____太和市______，

該所在地於 1898 年易名為富善街。 
 

 
這 是 連 接 大 埔 舊 墟 和 太 和 市 的 _ 廣 褔 橋

_______。它於 1896 年落成，節省了居民赴

墟要渡河的時間，使新墟獲得更大的發展。 

 
 
找找看： 
 
1(a)你在富善街中見到很多哪些類型的店舖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由作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b)2 你有否見到富有特色的貨品，把它畫出來吧！ 
    
(自由作答)_ 

它是 ______(自由作答)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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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墟市和現今的街市或市場有甚麼最大的分別？ 
  ___________ 太和市只把每月_上、中、下旬的三、六、九日定為墟期， 

即供應買賣，而現時的則為每天開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富善街中商店的貨品擺放方式有何特別？ 

 
 
 
____各店舖也是將貨品舖陳至街上擺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太和市成立之初建立了 28 間瓦屋商舖，你能找到碩果僅存的一點遺跡嗎？  

它位於富善街的甚麼地方呢？__一號(祥興時果)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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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站：文武廟                           

  
建於_______1891___年，位於大埔____富善街________。文武廟採用的是典型的

古式建築，四周建有___圍牆_____。廟內採用對稱佈局，中軸兩旁共分三個部分，

分別是_正門入口_______、____露天庭院及偏廂___和 _____大殿_______。     
 
考考你： 
1. 廟內是一所什麼教的寺廟？所供奉的是誰？ 

__道教，文昌及關武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相片中的景物是些什麼？它的作用是什麼？ 
___公秤房，保障太和市內的交易公平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武廟除作為寺廟外，還曾經有過甚麼用途？ 

   _________曾作七約鄉公所的辦公場所，處理鄉事，策劃墟務及並積極參與救 
災扶貧，排難解紛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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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站-香港鐵路博物館 

 
 
九廣鐵路於_____1910____年通車，起初大埔墟只是一個臨時的訊號站。而舊大

埔火車站建於____1913______年，至電氣化火車通車時停止使用。政府在 1984
年把火車站大樓列為法定古蹟，並於___1985年開放予市民參觀。 
 
觀察、細看： 
 
1. 舊大埔墟火車站大樓採用的是什麼類型的建築，試加以說明。 
 

________古典中式(金字頂)建築，屋脊上的鰲魚及定火珠有驅邪作用；另山

牆上蝙蝠、牡丹及喜鵲等吉祥物，富有中國傳統民居特色______________ 
 

2. 參觀博物館後，你認為舊火車和新火車在以下各方面有何分別？ 
 

售票方式：___________售票處人手賣票，沒有現在的機器售票_____________ 
 
乘客規則：_____舊時乘客可以在車上進食，甚至有人在車上售賣食品，現在

車廂內則不准進食；舊時乘客可在路軌上行走，現在則嚴格禁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驅動方式：___最初由蒸汽驅動，及後改由柴油驅動，至 1983 年起，火車開

始電氣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車廂內設施：_______可自由作答(如空調、座位等方面)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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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以分組的形式，訪問一個在火車電氣化以前乘搭過火車的人，讓他訴說一 

下當時的情況容自訂，報告約 300 字) 
   

 

 
4. 

   .   

   上圖是窄軌蒸汽火車頭，它曾經於哪一條已取消的鐵路支線行駛呢？ 
   ____________粉嶺-沙頭角支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思考問題： 
 
這舊大埔墟車站怎樣影響我們先前到過的富善街(新墟)的發展？ 
_____由於新墟比舊墟更接近火車站，火車站的建立促進了新墟的發展，改變了

大埔一向以來的經濟及政治中心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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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後工作 
 
1. 以上考察地點中，哪一個地方或東西給你留下最深刻的印象？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與此同時，大埔綜合大樓（新街市）於去年九月啟用後，對富善街商戶的生

意也造成了影響……富善街商戶互助委員會主席陳炳全也說﹕「七、八年前

富善街一間吉舖都沒有，想到富善街做生意只有給『頂手費』才可以。」但

現在卻有舖無人租，數間商舖都落下大閘。 
.                     節錄自大學線 http://www.com.cuhk.edu.hk/ubeat/050569/story15.htm 

 
你認為富善街應否被淘汰嗎？試說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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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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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街道打造文物徑 

規劃署規劃標準及研究組高級城市規劃師劉榮想接受專訪時稱納入研究的包括位於運

頭角的法定古跡「大埔舊北區理民府」及二級歷史建築物「舊大埔警署」，並擬將舊警

署改為文物復修工作坊或警察博物館……至於仍有很多傳統土產和食品商舖經營、有

百年歷史的富善街，則會先重鋪路面及改善排水工程。該署又會與其他部門商討，擴建

毗鄰的鐵路博物館，增設「坐火車」環節或設置以火車為題的主題餐廳。     

 

 

 

 

節錄自東方日報,26/12/2006 

 你同意政府的建議嗎？試說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延伸問題：在歷史文物的保護和城市發展之間，往往時有衝突，例如天星碼

頭的清拆等，你會怎樣去取捨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二歷史科大埔考察 
 
考察目的：讓學生認識大埔這個社區，亦藉此來加強學生對自己所屬社區歷史 
                    的興趣→最終希望培養學生對歷史及歷史文物的興趣，並認為古蹟 

及歷史文物保留的重要性 
 

教學對象：中二級學生 
 
 
考察所需時間：3 小時(不要選擇在星期二進行，因該天是鐵路博物館的休息時間 

              最好選擇在上午進行，因那時候的富善街更具特色 

 
考察前準備： 
 
向學生簡介大埔(教材 Powerpoint P.1-18) 
 
考察過程：(工作紙P.1-7) 
 
建議行程表：大埔墟火車站(集合地點)→步行約 15分鐘→理民府(逗留時間：20

分鐘)→步行約 20分鐘(途經前大埔警署)→富善街(逗留時間：40分

鐘)→文武廟(逗留時間：30分鐘)→步行約 5分鐘→香港鐵路博物館

(逗留時間：50分鐘)-可事先預約導遊服務及教學活動室 

 

考察後 

 

考察後第一堂課:(教材 Powerpoint P.19-50) 

考察後工作紙(工作紙 p.8-9) 

             

 

 

 

 



大大步，遊大埔



大埔的位置



大埔?大步?

鄉民因老虎常在此覓食，途經此地鄉民因老虎常在此覓食，途經此地

也必大步而過，避免招禍，故古名也必大步而過，避免招禍，故古名

「大步」，至光緒年間才雅名大埔「大步」，至光緒年間才雅名大埔



大埔？大埗？

清代中葉，大埔已有碼頭出現，故有人將之易名為
 「大埗」

1950年代大埔滘碼頭(香港博物館藏）



大埔－古時的採珠池

早在唐朝，已是一個採珠業重鎮。及至南漢時期（963 
年），稱「媚川都」

歷代統治者對大埔的珍珠強加撈採

到明末清初，大埔海在五個月內只採得半斤珍珠時，官府
 才不得不承認大埔已到了無珠可採的地步



大埔－古時陶業中心

文、謝兩氏於明萬曆年間在碗文、謝兩氏於明萬曆年間在碗窰一帶創建陶窰場窰一帶創建陶窰場

清初遷海，窰場被迫廢置。清乾隆年間，馬氏購買窰場清初遷海，窰場被迫廢置。清乾隆年間，馬氏購買窰場
 後，瓷碗大受歡迎，部分更對外銷售，直至光緒末年因後，瓷碗大受歡迎，部分更對外銷售，直至光緒末年因
 對外競爭已衰落對外競爭已衰落

該地村民為酬謝陶業祖師爺
樊仙而設的樊仙宮



大埔-漁農業

當地居民一直以來主要靠漁農業為生，直至政府決定發展
 大埔後，這些行業才慢慢息微

1932年間大埔區北部海濱(香港博物館收藏)



大埔最早的村落

南宋年間，新界鄧氏族人聚居於頁水圍、大埔頭村等處，統稱為大埔

 鄉

元末，文氏亦遷至太坑村(右圖)
本為蔡姓姓族人聚居之地



大埔舊墟的建立

源於一個孝子的故事源於一個孝子的故事

鄧師孟之父被海盜綁架後鄧師孟之父被海盜綁架後，這孝子以身贖父，最終投河自，這孝子以身贖父，最終投河自
 盡，而官府為表彰他的孝義精神，於現今大埔舊墟之天后盡，而官府為表彰他的孝義精神，於現今大埔舊墟之天后
 廟附近，建立鄧孝子祠廟附近，建立鄧孝子祠

從此，在該祠附近聚居的居民增多，形成村落從此，在該祠附近聚居的居民增多，形成村落



大埔舊墟的建立

16721672年年，鄧氏族人開始在孝子祠側立墟起舖，出租，鄧氏族人開始在孝子祠側立墟起舖，出租
 營業，利潤撥作孝子祠的經費營業，利潤撥作孝子祠的經費

由於漁農各業發展不俗，商業也開始由於漁農各業發展不俗，商業也開始蓬勃起來蓬勃起來，該，該
 處很快成為一個重要市集處很快成為一個重要市集，，甚至吸引沙田式及粉甚至吸引沙田式及粉嶺嶺
 的居的居 民到來赴墟民到來赴墟，這就是大埔舊墟了，這就是大埔舊墟了!!!!



太和市(後易名為富善街)

它於1893年建立

這是我們考察的其中一個地點

想一想，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墟市建立呢？

為甚麼它後來取代了大埔舊墟，成為最大規模的墟市呢？

現在它又面對著甚麼困難呢？



文武廟

它於1891年建立，位於富善街，也是我們考察的其中一個
 地點

試找找，它僅作為一所廟宇的用途嗎？



大埔警署及理民府

在運頭角里的山丘上，我們將會考察兩座建築物，它們
 分別是大埔警署及前理民府。

它們先後於1899及1907年間設立，究竟是甚麼的原因呢?



大埔墟火車站

於1913年建立，它是我們考察的最後一站

它怎樣影響大埔的發展？

而火車的發展如何，也是我們當天應該注意的地方。



大埔的急速發展

1950年，大埔仍是個淳樸的鄉村

左圖為1949年大埔的鳥瞰圖

(載於《大埔風物志》



大埔的急速發展

19601960年初期年初期，政府已決定有計劃地發展大埔，政府已決定有計劃地發展大埔

首先在寶湖道和鄉事會街之間開闢土地，及後亦進行大首先在寶湖道和鄉事會街之間開闢土地，及後亦進行大

幅度的填海，範圍包括現在寶湖花園、大埔中心、廣褔、幅度的填海，範圍包括現在寶湖花園、大埔中心、廣褔、

富善等，到了九十年代中期，三百多公頃的土地已經由富善等，到了九十年代中期，三百多公頃的土地已經由

填海闢拓而成填海闢拓而成

，
攝於1979年，大埔興建中的新市鎮，載於

 《新界簡報》



大埔的急速發展

19741974及及19761976年分別落實興建大埔工業村及首個公共屋村年分別落實興建大埔工業村及首個公共屋村

19791979年港府將大埔升格為新市鎮年港府將大埔升格為新市鎮

19811981年首個屋村年首個屋村--大元村落成大元村落成，另外五個屋村也先後落，另外五個屋村也先後落
 成，而大埔亦有其他大型的屋苑。在成，而大埔亦有其他大型的屋苑。在20012001年，大埔的人年，大埔的人

 口已由口已由19501950年的約年的約44萬人增加至約萬人增加至約3030萬人萬人



大埔的急速發展(近代大埔鳥瞰圖)



在考察的那天，你見到些….



前大埔理民府舊貌
 

（約攝於五十年代）

建於1907年

位於大埔運頭角里

管理荃灣以北

的新界地區



前大埔理民府現貌

（現在為香港童軍總會新界東地域總部）

於1981年被列為法定古蹟



前大埔理民府現貌

設有圓形的拱門及寬敞的走廊，以應付潮濕的天氣



理民府的功能



理民府的功能

幾乎管轄新界的所有大小事

務，包括土地註冊、使用、

基本建設，另在1961年前還

可審理地方案件

上述碑文載於《香港華文碑刻集 》



前大埔警署

設於1899年，在1941年前，
 一直是新界的警察總部

高鋸在山丘，以便監察

已被列入二級歷史建築，可
 是完全不對外開放



小組討論時間

上述歷史建築是英國管治新界的重要見證。

你認為政府對它們的看待手法恰當嗎？試分別說明。



富善街(建立新墟)
之前文氏亦曾建議開放市場或在自己村內建舖營業之前文氏亦曾建議開放市場或在自己村內建舖營業，，

唯因鄧氏及官府的反對，制止了這種做法唯因鄧氏及官府的反對，制止了這種做法

時至時至18931893年年……....

1)1)大埔舊墟已無法應付商業活動更見頻繁大埔舊墟已無法應付商業活動更見頻繁

2)2)居民深感居民深感((舊墟舊墟))在鄧氏的壟斷之下，貨品價格不公在鄧氏的壟斷之下，貨品價格不公

3)3)加上林村河西岸上的人赴墟都要渡河，十分不便，於是加上林村河西岸上的人赴墟都要渡河，十分不便，於是

各村居民提倡自由買賣各村居民提倡自由買賣



富善街(建立新墟)
最後最後，各村村民成立七約，於，各村村民成立七約，於18931893年建立太和市，後來易年建立太和市，後來易

 名為富善街名為富善街

太和市只把每月上、中、下旬的三太和市只把每月上、中、下旬的三

、六、九日定為墟期，即供應買賣、六、九日定為墟期，即供應買賣



太和市逐漸取代大埔舊墟之原因

廣福橋的建立，節省渡河
 時間(右圖為鄉民集資建造
 的芳名開列)

大埔至沙田一段因漁業發
 達形成了很多鄉村，他們
 到太和市比較方便

大埔墟火車站的建立位置
 較接近富善街(前太和市)



富善街現貌

商店的貨品擺放方式 :

將貨品舖陳至街上擺
 賣 ，以吸引顧客



富善街的傳統食物



富善街歷史的遺跡

開市後一直經營至今
 的商號(右圖) ，目前
 由他的後人經營，成
 為富善街的「老字

 號」

「林寶盛雜貨店」



富善街歷史的遺跡

太和市成立之初，建立了28 
間瓦屋商舖，位於富善街一

 號的「祥興時果」就是現在
 碩果僅存的一間



富善街將何去何從?

面對來自多方面的競
 爭，例如新街市的開
 業等，富善街商舖的
 生意變差



小組討論時間

富善街面對著競爭，它是否應該被

淘汰呢？

若是，請說明原因。

若不是，也應說明原因，並建議如何拯救富善街?



文武廟

建於1891年，四周建有圍牆。廟內採用對稱

佈局，中軸兩旁共分三個部分，分別是正門

入口、露天庭院及偏廂和大殿



文武廟

由大埔七約鄉民出資興建，1984年被政府訂為法定歷史建築

廟宇最初是大埔七約鄉公所

的辦事處，是太和市的行政

中心，處理鄉事，策劃墟務

及並積極參與救災扶貧，排

難解紛。工作內裡亦設有公

秤房(右圖)，是太和市買賣公正的仲裁中心



文武廟

1954年，新鄉公所落成

後，該廟改為奉祀文昌

帝及關武帝，成為一個

宗教信仰中心



思考題

你是否贊同當時採用鄉公所作為保證公平交易的
 場所?



鐵路博物館(前大埔墟車站)
九廣鐵路於1910年通車，

 於成立之初僅有4個車站

舊大埔火車站建於1913 
年，至電氣化火車通車後

 停止使用

1984年把火車站大樓列為
 法定古蹟，並於1985年開
 放予市民參觀



鐵路博物館(前大埔墟車站)

古典中式(金字頂)建築，
 屋脊上的鰲魚及定火珠

 有驅邪作用；另山牆上
 蝙蝠、牡丹及喜鵲等吉
 祥物，富有中國傳統民
 居特色



鐵路博物館(火車的演變)

51號柴油電動機車

行走粉嶺-沙頭角線的窄軌
 蒸汽火車頭 (1924-1928)



鐵路博物館(火車的演變)

歷史車卡

(左上圖)

1911年302號三等車卡

(左下圖)



(舊時乘火車的售票情況)

舊時火車站的售票處

乘火車時用的車票



火車往事

現在我們是嚴禁進入路軌的，但原來以前我們是
 可以經過路軌到達火車站的!!!



火車往事

現在，火車上是嚴

禁飲食的，但原來

以前在火車上是可

以飲食的，還有人

在叫賣的呢！



火車往事

現在我們常說乘搭火
 車時很擠迫，那麼以
 前是怎樣的情況?



嘗試完成工作紙，讓大家對這考察有更深
 刻的思考吧!!!



參考資料

《大埔風物志 》,大埔區議會,1997
《大埔手册》,大埔區議會,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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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埔區議會編輯小組,《家在大埔》,大埔區議會 : 大埔政務處 , 1987
張志義著, 《圖說香港昔日風情》,經要文化出版有公司, 2002
蕭國健, 《香港的歷史與文物》,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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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o.gov.hk/ 古物古蹟辦事處

http://www.hk-place.com/ 香港地方

http://qcrc.qef.org.hk/ 優質教育基金網上資源中心

http://www.com.cuhk.edu.hk/ubeat/050569/story15.htm 大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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