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德公所與「新界」抗英
達德公所建於 1857 年，是本港現存唯一專為鄉約聚會、
祭祀、以及作為市集管理處而建的公所，是區內社會經濟發
展和防禦工作的重要歷史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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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聚星樓之旁。公所的名稱源自達德約。
該約於十八世紀前後成立，目的是保護約中各鄉村的經濟和
社會資源。據屏山鄧族父老憶述，達德約除了屏山三圍六村外，還包括沙江圍、新舊牛磡、石埗、山
廈、欖口、水邊圍、水邊村、鳳池村、橫洲鄉、大井三村、吳屋村、大井圍、新屋村、輞井圍、輞井
村、龍鼓灘、掃管笏、大欖涌、田肚仔(花山)、元墩(青龍頭)、馬鞍崗、八鄉、元崗、牛徑、蓮花地、
石頭圍、上村、橫台山等三十九條村落。當時的領袖為屏山鄧族二十世祖鄧瑞泰(1777-1831)。瑞泰
去世後，他的第三子鄧勳猷(1812-1874)繼承為鄉約領袖，並在其倡議下於咸豐丁已年(1857)建成達
德公所，以供達德約成員聚會、祭祀之用，以及用作屏山市管理處。同治五年(1866)，達德約在公所
兩側加建慰寂祠和英勇祠。分別為紀念孤苦無依者和衛約護鄉的英勇捐軀者。

1898 年 6 月 9 日，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北京簽訂，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龍
半島地區，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個島嶼，總面積達九百七十五平方公里，佔新安縣全縣面積
三分之二的土地，被英國強行租借，並被稱為『新界』。
1899 年 4 月，英軍武裝接管「新界」
，「新界」各鄉鄉民進行武裝反抗，達德公所亦成為抗英議
事場所。達德約募集款項，購買武器，組織青壯男丁，抗擊英軍。但最終為英軍所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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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公所時，在牆壁夾縫中發現當年抗英的烈士名單，
於是為抗英義士刻石立碑，紀念碑上方一塊匾額刻有「忠義留芳」四個金色大字。上款書：「民國廿
八年(19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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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人，橫洲鄉 33 人，沙江鄉 18 人，長莆鄉 1
人，下岸鄉 3 人，鞍崗鄉 1 人，上村鄉 4 人，元崗鄉 4 人，台山鄉 5 人，鰲磡鄉 6 人，山下鄉 5 人，
管乙鄉 5 人，懷德鄉 3 人，錦田鄉 1 人，西路疍家 3 人，共 173 人，其中婦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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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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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港英政府將毗鄰屏山的天水圍闢為新市鎮，屏山河被填平，屏山三圍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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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然排水系統遭到破壞，達德公所水淹，水深及膝，屋頂及後牆塌陷，整個建築物岌岌可危。公所
內的烈士紀念碑的左上角亦裂開為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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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山的父老向董建華提出，達
德公所具有重犬的歷史意義，希望重修達德公所，日後作為抗英紀念館，以慰英靈。董建華同意初步
維修達德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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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 月 23 日達德公所被列為法定古蹟，在香港賽馬會基金的贊助下，建築物的第一期修
繕工程全面開始。除了完善公所內外的地下水系統，後山山坡的護土工程外，還要復修公所本身的磚
木結構。由於年代久遠，原來的結構遭到破壞，恢復 1933 年時的內外建築原貌亦有相當大的難度。
重修時，在建築物首進閣樓上，發現了一塊匾額和一對木刻
對聯，相信是始建公所的物件，另外還有多副於 1933 年重修公
所時，各鄉送來祝賀的木刻對聯。如今重置於公所內。原日後進
上正脊上的琉璃寶珠，亦在屋頂上的桁架殘作中尋獲，置回原
位。整座公所的維修費用，接近一千萬元。
2018 年 6 月底，達德公所第一期修繕工程完成。7 月 2 日舉
行簡單的開光儀式。屏山鄉鄧族族長，多位長老和屏山鄉民齊集
公所。上午 11 時 30 分儀式開始，屏山鄉區議員鄧慶業致詞，感
謝政府有關方面的支持。他說達德公所的重修是屏山鄉民的多年
心願，長期以來，公所失修，頺垣敗瓦，鄉民心頭沉重不安，如
今達德公所回復當年的面貌，開敞明亮，堪慰烈士英靈。接著，
舉行簡單的道教儀式，由道長誦經、上香、化寶。族長與數位長
老，在烈士碑前敬茶奠酒，其他鄉民亦順序上香。
屏山鄉民為了表達他們對烈士們的敬重，在碑前的拜桌上，供奉了五茶、五飯。五糕、五過湯、
五生、五熟等祭品，還有金豬六頭。除此之外，按照俗例，鄉民們還為每位烈士都備了一份祭品，分
別是一套紙衣服和紙鞋，分開男、女，每份祭品上寫上烈士芳名，在公所門前焚化以奉。至此，儀式
結束，鄉民分享金豬，以討吉利。達德公所正式開放，成為「屏山文物徑」的起點，供遊人參觀。
1898 年 6 月 9 日，英國迫使清朝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
專條》
，強行租借「新界」
。1899 年 3 月 18 日完成「勘界」後，
英軍全面接管「新界」
。
「新界」各鄉鄉民組織起來，反抗英軍，
但在英軍的武裝優勢下，最終鄉民敗退。屏山達德公所紀錄了當
年屏山一帶鄉民抗英的英勇事蹟。
抗英鬥爭距今己百多年。達德公所重修開放，是對烈士英靈
的敬重和慰籍。借古鑑今，毌忘歷史。。達德公所可以而且應該成為香港的國情教育基地，希望通過
參觀達德公所，可以讓香港市民，特別是年青一代重溫當年的歷史，從而為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貢獻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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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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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