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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德公所與新界抗英       蘇萬興 二零零七年八月 

1894 年，日本挑起侵略中國的戰爭，清朝海陸軍在李鴻章的失敗主義的指揮下，陸軍戰無不敗，

北洋水師全軍覆沒，清政府危在旦夕，卑怯地向日求和，訂立《馬關條約》，賠償二萬萬兩，割讓台

灣和遼東半島。清政府的無能和中國的積弱，引起列強紛紛在中國爭奪地盤，德國佔據了膠州灣、俄

國佔據了旅順、大連和東北，而法國則霸佔了廣州灣（湛江）。於是英國亦以此為借口，聲稱為了香

港的防衛問題，要求中國將九龍半島（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北）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租借

給英國。 

1898 年 6 月 9 日，《展拓香港界址專條》在北京簽署，專條內容規定將新界及九龍半島租借給與英

國，自 1898 年 7 月 1 日 起，九十九年為限期，至 1997 年 6 月 30 日止。翌年清朝委派官員王傳善

與港府輔政司駱克共同勘界，並簽訂「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將九龍半島北面之土地，南自界限街，

北至深圳河，東則由大鵬灣起，西至后海灣，共約三百七十六平方英里之地，及大嶼山一帶之小島，

佔前清新安縣土地三分之二，但租金多少，未有提及，亦從來沒有交收。 

英國強迫政府簽訂《展拓香港專條》之後，因為准備不足，並未有按時接管新界。為了順利接管新

界，1898 年 6 月英國派出港英政府輔政司駱克對當地的實地情況進行全面調查。駱克於 8 月初到達

新界，於月底完成調查，立即回英國，在船上寫成長達 31 頁的《香港殖民地展拓界址報告書》，簡稱

《駱克報告》。駱克報告全面敘述了新界各方面的狀況，向英國政府提出了今後統治、管理新界的重

要建議，力主“ 應該在英統治下盡量維持舊中國的現狀”。 

 1899 年 3 月初，駱克檄諭新界居民，將土地印契呈驗，並有加稅之說。3 月 27 日，港督卜力派遺

警察司梅軒利(Henry May)率人到達大埔運頭角泮涌附近的一個小山

丘(今稱圓崗)搭警棚，准備接收新界。3 月 28 日(農曆二月十七日)，

梅軒利到屏山與當地父老商談覓地興建臨時警署，遇到激烈反對。新

界各鄉村之代表齊集於屏山的達德公所，召開會議，商議抗英。翌日，

各村張貼「抗英揭貼」。                                                     圓崗 

4 月 2 日梅軒利帶領 6 名錫克族警察前往大埔，途中又在九龍城中國駐軍中借來數名兵士，准備接

替駐守警棚的印度警察。 

4 月 3 日，警察司梅軒利往去大埔巡視臨時警署蓋搭的情況，鄉民以妨礙風水為理由，提出強烈反

對，包圍圈子越來越大。晚間並在附近山頭部署武力，包圍運頭角小山丘，用密集火力射擊，將警棚

燒毀。梅軒利在大埔遇襲後，帶同三位隨從，連夜從大埔後山山邊步行逃到沙田火炭山邊，並向港督

報告在大埔的脫險經過。梅軒利在大埔歷險和警棚被燒，促使卜力決定派兵前往新界。 

  4 月 4 日，卜力命加士居少將(W.J.Gascoigne)率兵百名，會同駱克前往大埔，翌日，駱克於新界

各處張貼兩廣總督府所頒之曉諭告示。4 月 7 日公佈接管新界儀式將於 4 月 17 日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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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4 月 3 日晚上大埔發生鄉民武裝夜襲警署之後，港英方面，計劃在租借地設立東西兩區的軍事

政治中心，東區是大埔的運頭角山，西區是屏山的埔滘山，分別各建一座臨時警署。大埔鄉民夜襲警

署之後，駱克即積極策劃鎮壓反抗的軍事行動部署。他和皇家瞧鳩號艦長韓斯(De Horsey , H.M.S. 

Plover Captain)秘密會商，探討水陸並進的夾擊計劃。駱克的

軍事行動攻擊目標有兩個：第一個目標是大埔，第二個目標是

元朗。以大埔為基地，逐步推進。接管計劃是先以軍事行動清

除障礙，以小型兵艦開入吐露港，用機關槍掃射元洲仔、泮涌、

錦山一帶山崗，並在運頭塘山四週佈防，使鄉民武裝隊伍不能

迫近，保護升旗禮場合的安全。第二個目標元朗屏山建立警署，進行施政工作。    舊屏山警署 

青山的杜堂滔、上水的廖雲谷、泰亨的文湛全、大埔頭的鄧茂、新田的文禮堂、粉嶺的彭少垣等先

後與廈村鄧菁士取得密切聯繫，決定以元朗為抗英總部基地，以林村谷走廊及屯門谷走廊，為元朗與

大埔之間及元朗與青山之間相互支援的交通綫。新界鄧氏族人鄧儀石、鄧菁士、鄧芳卿、廖氏族人廖

雲谷、文氏族人文湛全、侯氏族人侯翰階、彭氏族人彭少垣等成立太平公局，聯同其他新界鄉民，在

元朗成立「太平公局」，進行抵抗。  

4 月 10 日(農曆三月初一日，星期日)，鄉民於元朗舊墟內大王古廟附近之東平學社開會，部署行動，

並把指揮部定名為「太平公局」，為當時部署抗英之指揮機關，名太平公局，議決每村最少出銀一百

兩，充作抗英費用，各村團練處作戰狀態。太平公局今位置已難考證。「太平公局」對於號召鄉民抗

英入侵鄉土，頗起領導作用。以屏山人為首的主導力量，結合錦田、八鄉、十八鄉、青山一帶鄉民，

迅速組成聯鄉力量。元朗太平公局成立以後，鄧菁士、鄧植亭、鄧朝儀等商議，在覲廷書室秘密設參

謀部。 

 4 月 12 日，清廷派廣東大鵬協右營守備方儒率水師抵青山灣，向村民曉諭順從英軍之入駐，無效

而回。而駱克則於屏山接見各父老，迫其簽交「請願書」。 

4 月 15 日，卜力加派警察，監督重修蓆棚，豎立旗杆，並於 16 日增調軍隊兩連，輕炮十二門，及

軍艦兩艘，前往保護升旗儀式進行。 

4 月 16 日，英軍在大埔舉行昇旗儀式，正式宣佈接管新界。後於該處建築警署。1900 年，該警署

落成，並為大埔警署，至 1941 年，該警署一直用作新界警察總部。現作為水警北分區臨時時設施。 

4 月 17 日新界居民在太平公局的指揮下，在大埔林村對英軍進行反擊，英軍被迫退至上村。4 月

18 日英軍在上村與鄉民戰鬥，由於英軍火力強大，鄉民終被擊退。八鄉石頭圍鄉民抗英戰鬥結束，

香港政府在屏山覲廷書室設立臨時辦事處，由駱克主持善後工作。英軍取得上村勝利後，繼續進攻錦

田、屏山。4 月 26 日，新界居民反抗英軍的運動被鎮壓，卜力報告抗英運動已經全部平息，英國對

香港新界的殖民統治得以確立下來。駱克被任命兼任新界專員，還將吉慶圍及泰康圍兩度連環鐵門取

走，作為對“當地人抗英的一種懲罰” 。駱克將兩度鐵門獻給卜力。卜力卸任後，將連環門運回英國，

裝飾其鄉間別墅。直至 1925 年，鐵門才在鄧族鄉民的要求下，物歸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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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9 日，新界村民投降，駱克往元朗太平公局搜尋文件，抗英領袖逃往廣州及南頭等地。4

月 20 日，英軍往屏山等村落搜尋抗英領袖，迫繳武器。4 月 22 日，新界村民返回各自鄉村。港英於

大埔、元朗凹頭及屏山三處，各建警署一座，派兵駐守，以作鎮壓。 

達德公所位屏山聚星樓之北，創建年代難考，屏山由於

位於後海灣之旁，水陸交通便利，成為附近一帶鄉村的中

心，多個自然村落組成一個”約”，名為”達德約”，辦公地點

設在屏山，稱為”達德公所”，位於聚星樓之旁。公所始建於

何時，已無從考證，成立目的是為了抵禦來自對岸南頭的海

盜，1899 年，英軍武裝接管”新界”，達德約組織了三十九

條村的村民聯合起來，募集款項，購買武器，組織青壯男丁，

抗擊英軍，但被英軍所敗，許多抗英志士流血犧牲。 

1933 年，屏山達德約集資修葺達德公所，並在達德公所旁興建「英勇祠」，配享祭祀。1938 重修

公所時，為當年抗英義士刻石立碑，紀念碑上方一塊橫匾刻有「忠義留芳」四個金色大字。上款書：

「民國廿八年(1839)春初吉日」，下款為「蔡寶田偕男榮業敬題」。兩旁有一對聯：「達顯英靈如在望；

德成敢勇永留名。」 

紀念碑上面記載著的烈士、烈婦姓名，計屏山鄉八十一人，橫洲鄉三

十三人，沙江鄉十八人，長莆鄉一人，下岸鄉三人，鞍崗鄉一人，上村

鄉四人，元崗鄉四人，台山鄉五人，鰲磡鄉六人，山下鄉五人，管乙鄉

五人，懷德鄉三人，錦田鄉一人，西路疍家蓢三人，共一百七十三人，

姓氏包括鄧、林、陶、蘇、李、蔡、黃、梁、楊、洪、薛、鄭、馮、莊、

陳、曾、關、何、胡、莫、彭、簡、黎、駱、張、程、房、許共二十八

姓，以鄧姓最多。其中有些烈士姓氏不詳，僅錄下「阿英」、「阿珠」

這樣的乳名，有些烈婦連個正式名字也沒有，如「鄧門梁氏」、「蘇門

黃氏」等等，這是當時對已婚婦女的習慣稱呼，而「興嬌林姑」、「連

喜蔡姑」、「群妹黃姑」則是一些年輕姑娘的名字，死難時尚未出嫁，還保留著娘家的姓氏。 

達德公所和英勇祠的存在，剌痛了港英政府，不但被港英政府排除在屏山文物徑之外，還欲除之而

後快。到了八十年代，港英政府將毗鄰屏山的天水圍闢為新市鎮，乘機將屏山河填平，屏山三圍六村

的天然排水系統遭到破壞，達德公所和英勇祠慘遭水淹，整個建築物岌岌可危。 

1997 年 4 月 19 日香港特別行政區候任行政長官董建華訪問屏山，同意初步維修達德公所。目直

至 2005 年，有關部門才開始將公所內之積水抽走，準備進行維修工程，但因為達德公所長期失修，

加上被積水所淹，因此維修工程難度很大，可能會拆卸重建。我們希望工程能早日完成，以慰英靈。 

參考資料：新界鄉村與習俗 劉崇  

補天裂     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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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德公所內配享碑： 

達 顯 英 靈 如 在 望  

民國二十七年歲次戊寅中秋重修紀誌 

長莆鄉烈義士 大庸鄧公之神位 

下輋鄉烈義士 就養楊公 彭光楊公 龍德張公之神位 

鞍崗鄉烈義士 細妹簡公之神位 

上村鄉烈義士 百喜黎公 金泰曾公 金保曾公 旭仔李公之神位 

元崗鄉烈義士 金德李公 遇春李公 祖大鄧公 英德梁公之神位 

台山鄉烈義士 貴保鄧公 阿六鄧公 珠七鄧公 阿長駱公 阿群曾公之神位 

鰲冚鄉烈義士 發興黃公 成功黃公 美興黃公 成興黃公 阿積黃公之神位 

山下鄉烈義士 伯興張公 金興張公 富昌張公 京賢張公 親貴張公之神位 

橫洲鄉烈義士 太福楊公 金興楊公 聖岳楊公 廷料楊公 英貴林公 英夫曾公 成功楊公 東海楊公 

    丙貴楊公 連英楊公 毛祖林公 九奴關公 婆夫楊公 添興楊公 國興楊公 金福楊公 阿昌林公 

    福壽關公 樹江楊公 勝廣楊公 祖賢楊公 婆夫林公 乾升曾公 林保蔡公 阿英楊公 阿珠楊公 

    水穩楊公 公興林公 英德曾公 英保蔡公 沛林蔡公 廷壁蔡公 同福蔡公 伯益鄧公 煥南黃公 

    四興梁公 阿光陳公 保葵陳公之神位 

屏山鄉烈義士 叠承鄧公 得義鄧公 創義鄧公 阿享鄧公 九仔鄧公 國太陶公 升福蘇公 英北楊公 

    宜右鄧公 萬壽鄧公 貴興鄧公 德位鄧公 添福鄧公 日福陶公 神福蘇公 英昌楊公 金諾鄧公 

    福重鄧公 阿基鄧公 阿成鄧公 德昌鄧公 華升林公 福興蘇公 悅興楊公 阿鳳鄭公 鴻芝鄧公 

    祿仔鄧公 金安鄧公 平熙鄧公 帝佑陳公 太保林公 群保李公 水保洪公 為受馮公 正全鄧公 

    喜昌鄧公 阿國鄧公 金容鄧公 勝發陳公 壬長林公 阿德李公 鳳群洪公 文泰黃公 植葵鄧公 

    安泰鄧公 百喜鄧公 元佑鄧公 百全陳公 阿元林公 安吉蔡公 群壽洪公 鎮泰莊公 日保鄧公 

    植柏鄧公 儉三鄧公 添貴鄧公 夫全陳公 樹生林公 就大莫公 阿青薛公 梅泰鄧公 祿桂鄧公 

    阿海鄧公 德龍鄧公 甲長陳公 敬琦林公 阿可楊公 樹受黃公之神位 

沙江鄉烈義士 有興陶公 添興黃公 樹德黃公 添貴黃公 福賢黃公 東獄黃公 阿年黃公 阿興梁公 

    容發莫公 灶養莫公 成德莫公 成貴范公 招興梁公 添壽何公 觀保何公 六壽何公 觀保胡公 

    之神位 

管乙鄉烈義士 啟廣陳公 木生陳公 火受陳公 阿四陳公 怡業程公之神位 

懷德鄉烈義士 玉保鄧公 阿同鄧公 虞陶房公之神位 

錦田鄉烈義士 天保唐公之神位 

屏山鄉烈義婦 鄧門梁氏 鄭門黃氏 蘇門黃氏 周門林氏 洪門鄧氏之神位 

橫洲鄉烈義婦 曾門鄧氏 興嬌林姑 連喜蔡姑 群妹黃姑之神位 

沙江鄉烈義婦 黃門蔡氏之神位 

鰲冚鄉烈義婦 黃門林氏之神位 

西路蛋家蓢烈義士 阿瑞黃公 火亮莫公 豬孻許公之神位 

                         榮益公司 蔡寶田設計 曾忠良繪圖 敬贈 

                   德 成 敢 勇 永 留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