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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人氣九龍城出土
千年方井促原址保留 丁新豹：李鄭屋後大發現

沙中線掘出數千文物
香港歷史博物館前總館長丁新豹認

為，今次考古發現相信是 1955 年李
鄭屋漢墓發現後另一重大考古發現，
當中又以不同土層顯示不同年代的文
化層、瓷器及錢幣的出土相當重要，
將本港宋代的歷史重新連結。他個人
認為最理想是在原址興建博物館，但
至少亦要保留及展示罕有的方井。

古蹟辦近日收到港鐵的中期報告後
已低調上載網站，但沒進一步交代如
何處理該遺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批
評，局方過去一年一直未有向外公布
發掘重要數據及保育石井的方案，將
去信要求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處理。

港鐵：專家指毋須原址保留
港鐵回應，出土文物經考古學家研

究及古蹟辦確認， 「認為毋須原址保
留」 ，部分文物已交古蹟辦，其他文
物則根據古蹟辦指示，由港鐵暫代保
管，以供考古學家進一步研究。據悉
相關出土文物數量較預期多，致令工
程或有延誤，港鐵承認土瓜灣站部分
工程或會因考古研究影響，會密切監
察進度調整工序，令沙中線 「大圍至
紅磡段 」 工程按計劃在 2018 年完
成。

港鐵因應環評要求，委聘考古學家
在九龍城聖山（即宋王臺公園附近）
逾 10萬呎土地作研究，並在 2012年
11月開始，至去年12月完成。

專家從不同土層有大發現，單是出
土文物已滿 1000 多箱，包括 3700 件

重要器物。其中淺土第一層遺蹟屬民
初期建築物的地基，第二層為晚清民
居遺址，至於較深層地底，則發現宋
元遺蹟，包括房屋遺蹟、井、窰、墓
葬等（見上圖），令考古專家可重新
探討九龍城一帶海岸線變遷。由於出
土物多，仍在整理，稍後會有最終報
告。

海岸線重現 撿唐代錢幣
另外，出土文物包括陶瓷器碎片、

錢幣、鐵塊等。報告又發現 239個考
古遺蹟，包括 8 個石構建築遺蹟、
151條溝狀遺蹟、5個井及 16個墓葬
遺蹟等。

其中較有價值的包括完整的古碗、
龍泉青瓷碎片及宋代孔明碗等，亦有
不少錢幣可追溯至公元 621年（即唐
代），包括寫有 「開元通寶」 等，考
古報告認為，其中一個遺蹟屬宋元時
期石井，位於考古範圍西北部，保存
較好，應原址保留。考古學家會選取
具較高文物價值的陶瓷碎片，移交古
蹟辦存放於中央考古庋藏室，作展覽
和研究之用。古蹟辦接受這些建議。

古諮會主席：石井華南罕見
古諮會主席林筱魯認為，古蹟辦和

政府部門有需要積極研究原址保留石
井並公開展示，因石井在華南地區絕
對罕見，目前亦不會影響港鐵工程。
考古學會前主席鄭啟明說，古蹟辦適
宜跟進有關文物是否已全部出土，才
應繼續港鐵工程，並應花時間研究文
物與當年宋代發展的關係。

工程如火如荼的沙中線地盤「翻開」整片九龍城，

更令封塵千年的宋元居民在九龍海岸聚居遺蹟和珍

貴瓷器重現人間。港鐵委託考古專家早前在沙中線

土瓜灣站地盤附近發現宋代時期的千年古井，至本周一終完成中

期報告，證實發掘出多達239個考古遺蹟，及數千件出土文物，包

括錢幣和昔日馳名浙江的龍泉青瓷。不過，其中一個宋元時期的

千年方形井面貌完整，專家促原址保育，惟港鐵至今仍未承諾會

保留。 明報記者 鄭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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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在沙中線地盤附近發掘出
200多個考古遺蹟及數千件古物，
專家報告透露，出土物數量很大，
需時整理，而發掘結果為該區過去
歷史提供了實物資料，如發現大量
陶瓷器，反映發掘地點及附近區域
早在宋代（960-1279 年）時已有人
居住，而發現的宋元時期房屋遺
蹟，亦為此提供佐證。古諮會成員
兼熟悉香港歷史的高添強指出，出
土石井和其他文物反映 700 至 800
年前本港生活面貌，香港市區不單
是殖民地後開拓的小漁港，而是早
在宋元時期已有頻繁的貿易活動。

九龍城一帶歷史源遠流長，高添
強說，除較為人熟悉的南宋時期宋
帝二皇逃難到九龍城，過往如在大
廟灣的南宋石刻碑文記載，早在宋
代，九龍城已是廣東地區十三鹽場
之一，也是發達的交通要地，不少
人會在香港安家落戶從商。

殖民地前不止小漁港
他說，今次發現反映有大量居民

聚居，對本港歷史研究有重大作
用。他又指過往英國一直指本港開
埠前是小漁港，又只集中說新界的
大家族歷史，忽視本港市區數百年

前已是貿易港的發展，反令不少市
民誤以為宋王臺等建築只是傳說。

報告今次又根據發掘地點的原地
貌，推測在宋元時期，該處部分低
窪區域是居民傾倒垃圾的地方，周
邊亦有宋元時期的墓葬區和居住
區。墓葬都呈不規則形狀、墓坑較
淺、隨葬品少，相信是較為倉卒地
埋葬；而在若干年後，當墓葬區廢
棄後，人們開始在此建房子居住。

直至晚清，人們開始在該處農
耕，如上世紀初啟德一帶屬住宅
區，後來政府決定修建啟德渠，匯
集該區幾條河流，工程便將附近幾
條街的住宅破壞；今次亦重新發掘
到當年住宅的部分根基，而後來因
為 1920 年代起啟德機場的發展，
農耕和住宅活動亦逐漸消失。

證宋元時多人聚居貿易頻

九龍城一帶有很多古蹟及歷史建
築，多年來不少人建議開設「九龍
城文物徑」，但政府諮詢後沒太多
跟進。古諮會成員高添強說，政府
應藉今次找到宋代石井的機會再次
計劃文物徑，除了古井，亦可將市
民熟悉的宋王臺、九龍城寨（寨城
公園）和龍津石橋等串連起來，加
上侯王廟及「上帝古廟」等，講述九
龍城歷史，「以往市民會以為宋帝
在香港的事迹好像傳說，現時有實
物加起來，就可更讓市民認識」。
曾建議寨城連至海心公園
據城規會資料，今次文物出土地

方屬休憩地帶，法定用途包括公園
等，不足 5分鐘步程可達宋王臺公
園。文物徑概念早於 2009 年提
出，政府 2011年透過「九龍城市區
更新地區諮詢平台」諮詢後再無下
文。平台當時建議開設文物步行
徑，由前九龍寨城衙門連接至海心
公園魚尾石，沿途串連宋王臺石
刻、牛棚、龍津石橋等文物建築。
九龍城區議員楊振宇說，早前諮

詢平台建議開設文物徑，但至今政
府未有任何方案提交區議會討論，
期望可盡快有計劃處理。他個人認
為，新發掘的古井可聯同早年構思
的文物徑一同展示給市民了解。

九龍城設文物徑 諮詢後無下文

方形石井罕見
位於沙中線日後的土瓜灣站不遠處，發掘到宋代時期的方形石井，以10層花崗岩
建造，狀况很好。考古專家及本港歷史學者均指石井在本港及南方一帶均屬罕見，
值得保留。 （報告提供）

鼎形香爐
青瓷製造的鼎形香爐保持得較完好，是宋元
時期文物，專家相信這反映了人民聚居情况
與生活面貌。 （專家中期報告提供）

青瓷壺
在深土層發掘出的青瓷
壺，狀態較完整，考古專
家相信是宋元時期文物。

（報告提供） 鴉片壺
在淺土層發現了不少鴉片壺，考古專家相信是晚清時期文物。

（報告提供）

在不同土層發掘的錢幣顯示，最早年期錢幣可追溯至唐代，寫上「開元通
寶」、 「紹聖通寶（第二行右二）」 ；北宋時期的 「聖宋元寶（第一行左
一）」 ，亦有近代的 「乾隆通寶」 及 「香港一仙（第二行左三）」 。歷
史專家丁新豹對有唐代的錢幣被發掘，認為很有趣及珍貴。 （報告提供）

特稿

沙中線考古計劃發現
■考古面積：約15萬方呎
■開發探方數目：164個（每個5米×5米或10米×10米）

地層分佈解構
第一層填土層
（1920至1960）
深度：地面至0.1米
發現物件：房屋發展、前啟德
機場構建物、錢幣、玻璃片等

第二層
（1900年代，晚清）
深度：0.9米
發現物件：與當時農業活動有
關遺蹟，包括井、灌溉溝、小
量瓷和陶器碎片和錢幣

第三層
（公元10至14世紀，宋元）
深度：1.6米
發現物件：房屋遺蹟、井、墓
葬、灰坑等，及有大量瓷和陶
器碎片和錢幣，約 23％瓷器
碎片質素較高。出土的包括來
自浙江的宋代著名龍泉青瓷，
部分器物仍完整

宋元時期 晚清時期

多個朝代錢幣

聖宋元寶聖宋元寶聖宋元寶 元祐通寶元祐通寶元祐通寶 紹興元寶紹興元寶紹興元寶 嘉慶通寶嘉慶通寶嘉慶通寶 皇宋通寶皇宋通寶皇宋通寶 嘉慶通寶嘉慶通寶嘉慶通寶

康熙通寶康熙通寶康熙通寶 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香港一仙香港一仙香港一仙 熙寧元寶熙寧元寶熙寧元寶 紹聖通寶紹聖通寶紹聖通寶 元祐通寶元祐通寶元祐通寶

咸平通寶咸平通寶咸平通寶 元豐通寶元豐通寶元豐通寶 至道元寶至道元寶至道元寶 熙寧重寶熙寧重寶熙寧重寶

1964年

1902-03年

2014年
據古蹟辦資料，沙中線土瓜灣站位置很接近昔日聖
山及舊海岸線範圍。專家在車站以北闢出一片15
萬平方呎考古區，發掘出239個考古遺蹟，包括
3700件重要器物。車站以北一處的宋代古井有重要
價值，被促原址保留

高空圖顯示啟德機場已填海，考古位置已被機場基
建覆蓋，聖山被夷平

1902至1903年珍貴地圖，顯示殖民地時代未填海
時的海岸線。紅框為現今考古位置，當時位於海
濱，附近為靠背石，下方為昔日 「聖山」 ，即昔日
宋王臺巨石所在的海濱小丘

九龍城海岸線變化及古物出土位置

靠背石靠背石

維港

考古位置

聖山聖山
昔日九龍城
海岸線

方形石井出土

考古位置 昔日九龍城
海岸線

啟德機場啟德機場
跑道跑道

昔日九龍城
海岸線

方形石井 考古位置

宋王臺
公園

土瓜灣站

啟德發展區啟德發展區

資料來源：考古專家中期報告、明報資料室 明報製圖

維港

維港

▼20世紀初期九龍城聖山（舊啟德機場客運大樓
附近）一帶景象，至1943年日本侵港，日軍為

擴建啟德炸毁聖山。 （資料圖片）

聖山

考古發掘位置在九龍城填
海前屬於海濱範圍，1902

年該處仍有不少農業活動。（何瑞麟
向港鐵考古專家團隊提供的圖片）

1902

天色明朗
20℃-24℃



本報早前報道，正在動工的沙中線

港鐵工程，令封塵千年的宋元時期人

們在九龍聚居的 「紀錄」重現人間，

其中完整古方井已獲政府允許原址保留。古物古蹟辦

事處向本報透露，鑑於上次考古發現重大，已要求港

鐵擴大考古範圍至周邊土地，港鐵亦決定將研究範圍

擴至啟德工地內的土瓜灣站及地底車站，考古工作預

計今年第三季才完成。

此舉令原定去年第三季完成的考古工作，變相推遲

一年才完成，按法例必須停工盡快考古，港鐵承認，

「工程進度已受到影響」，但會盡量調整工序，以期

讓沙中線如期完成。 明報記者 鄭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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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古井出土 工程進度受影響

沙中線考古擴大延一年

陳茂波：會改路保遺蹟
發展局長陳茂波昨日於網誌透露，對於沙中線工程期間發現

宋元時期方形石井，當局已決定修改原定一條道路的行車路
線，保育遺蹟。方井的展示安排有待相關部門進一步研究，其
中一個值得考慮的方案，是將方井與擬議的宋王臺公園作綜合
規劃，讓大家在觀賞建於 18世紀、見證九龍城地區歷史的龍
津石橋遺蹟的同時，也可參觀這批由宋元時期到 20世紀 60年
代的遺蹟遺物。
古蹟辦發言人昨回應本報稱，考慮到沙中線一帶的原考古範

圍的周邊或有潛藏的考古價值，故要求港鐵在周邊作考察，
「但工地範圍確實面積由港鐵提供」 ，港鐵研究後落實擴大考

古範圍至土瓜灣站及地底車站設施一帶（見圖），目前相關的
牌照申請已獲古物事務監督批准。港鐵發言人表示，考古會在
今年第三季完成。

港鐵：影響程度待確定
對比原定計劃，工程因考古滯後約一年，港鐵發言人承認，

部分工序已因考古工作相應調整，工程進度已受影響，影響程
度有待確定，而政府亦已要求港鐵和承建商監察進度。
九龍城區議員任國棟表示，對於港鐵要延長考古期而可能導

致沙中線延期完工的說法有保留， 「要保護的古蹟範圍只是沙
中線其中一部分，是否單是這個原因就足以延期」 ？他指港鐵
須清晰交代新的考古範圍及時間表。另一區議員蕭婉嫦亦稱，
會要求港鐵到區議會解釋。
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林筱魯說，在法例規定下，港鐵已就工

程範圍作考古，但據他理解，發掘時周邊揭示仍有古物存在，
故需跟國際慣例監察是否有更多古物，但目前古諮會未有收到
文件。林指出，如何追趕工程進度非古諮會責任，「但若發掘
到重要文物，便需評估是否與將來工程設計有矛盾」，現時屬
未知之數。他坦言考古發現之多是近年罕見，必須審慎處理。

研究本港歷史的古諮會成員高添強認為，現時考古是因為工
程而做 「搶救式發掘」 ， 「一邊掘完到另一邊，難以令公眾有
全盤畫面」 ，而古蹟辦如何監察，發掘了的文物有何實際價
值，公眾要到年底的最終報告才有機會得知，但當時港鐵工程
已會恢復上馬，公眾無從給予意見。

黎廣德：遲一年也應該做
註冊工程師黎廣德憂慮港鐵在考古工作上仍欠透明度， 「最

擔心港鐵和政府每次都發掘完文物，甚至丟棄了部分文物後才
跟公眾說，公眾根本無從得悉」 。他亦憂慮港鐵從經濟利益考
慮，為追趕工程，只建議最方便自己的保育方案，犧牲本港的
歷史， 「今次的發現甚至改寫香港歷史，沙中線工程對比微不
足道，遲一年或花多少少錢也應該做」 。

港鐵於 2009年曾大幅修改沙中線走線，其中土瓜灣站及馬
頭圍站兩個車站均向土瓜灣中心內移，以吸納更多舊區居民，
以致目前最新的土瓜灣站設在宋王臺公園附近，亦即大量考古
遺址和文物發現的地方。

去年歷時一年的考古中，專家於不同土層有大發現，單是出
土文物已滿 1000多箱，包括 3700件重要器物，考古遺址多達
239個，包括完整的宋元時期方形石井。

全球品牌排名
中國超韓國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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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要聞

沙中線範圍的考古研究，按照沙
中線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建議，以及
環境許可證的規定，由港鐵在相關
工程開展前，委聘考古學家在土瓜
灣站指定工地範圍作調查及發掘。
但古諮會成員高添強坦言，環評制
度下，不論環評報告委託的顧問公
司，以至負責研究的考古團隊，均
由項目負責人（即港鐵）決定，難
免令人質疑獨立性，這是現今環評
制度的漏洞。

根據沙中線 2011 年委聘顧問完

成的環評報告，一份在 2010 年完
成的聖山（北）研究顯示該區有潛
在考古價值，故港鐵將作考古研
究，考古工作其後由港鐵委聘專家
於 2012 年進行，邀請內地中山大
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劉文鎖
等人負責，並在本月完成中期報
告，當中指發現宋元時期的獨特方
井及其他數千件文物。本報曾嘗試
聯絡劉文鎖進一步了解研究的發
現，對方指希望待團隊商議後再回
覆。

高添強坦言，專家由港鐵自行委
聘，難免令人質疑中立性， 「未必
會敢和老闆打對台，就會避重就
輕，加上古蹟辦、古諮會以至香港
真正熟悉考古的人未必多，我自己
都未必很認識考古，自然有機會監
察不嚴，可以有人 『博懵』 」 。他
說，過往本港不同工程都遇到同類
問題，加上今次邀請內地團隊負
責，對香港歷史未必特別熟悉，而
市民一直未能得知發掘過程的細
節，擔心部分文物會隨着工程趕

工，需重新展開而 「被犧牲」 。

林筱魯：相信專家獨立資格
古諮會主席林筱魯則指出，目前

本港規定任何項目建議人都有責任
為項目作評估，相信專家是有獨立
資格為項目作獨立研判。發展局發
言人稱，今次考古調查及發掘的中
期報告已經完成，最終報告正在整
理，由於文物整理、研究及考證需
時，預計於年底發表。

明報記者

考古團隊港鐵委聘 古諮成員質疑獨立性

【明報專訊】高鐵香港段工程嚴
重延誤，港鐵歸咎黑雨浸壞鑽挖機
所致，公共專業聯盟召集人黎廣德
昨表示，自高鐵 2010年動工至今，
香港經歷了 4場黑雨，去年 5月的黑
雨降雨量較今年更多，上月底一場
黑雨過後，全港有 9 部鑽挖機仍能
運作，質疑為何今次黑雨會令鑽挖
機損壞。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健
碩認為，每場黑雨的雨量及分佈並
不平均，難以比較，但他認為港鐵
沒好好保護鑽挖機，以致遭雨水浸

壞，應該追究。

黎廣德質疑黑雨前已知延期
黎廣德昨在港台節目《城市論

壇》上質疑港鐵以天氣原因，導致
高鐵項目延誤的說法是否成立。他
手持一份港鐵內部機密文件，指今
年 3 月底發生黑雨前，港鐵已得知
工程要延遲至 2017 年 8 月才可通
車。他又引述該份文件指出，港鐵
估算高鐵工程最新成本高達 683.7億
元，較半年前估計急升 33億元，擔

心到 2017年完工時，最終會超支逾
100億。

他建議政府成立海外專家參與的
小組，調查延誤事件，並改革現時
機制，收回港鐵對部分高鐵項目的
管理權，例如合約審批權。他又指
港鐵把高鐵施工時間定得太緊，業
內人士質疑是否可能在這麼短時間
內完成如此大規模工程。

出席同一場合的立法會交通事務
委員會副主席范國威表示，已去信
立法會要求以權力及特權法，成立

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並要求港鐵
公開所有文件。他指出，立法會於
2008年 7月撥款 28億予高鐵作地盤
設計及勘測，質疑為何不能預見西
九總站地質較預期硬，以及隧道穿
越米埔的一段遇溶洞致拖慢工程
等。他又指政府於 2010年由路政署
長牽頭成立跨部門監管委員會，應
掌握工程進度，但事後政府對工程
延誤表示震驚，批評政府監管不
力， 「很難令人相信政府不知
情」 。

工程師學會：港鐵未護鑽挖機應追究

特稿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陳健碩認
為，應追究港鐵為何沒有好好
保護鑽挖機，以致遭雨水浸
壞。他又指高鐵工程延誤，政
府、港鐵及承建商三方都是輸
家。 （盧翊銘攝）

公共專業聯盟召集人黎廣德昨日
出席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時，
出示一份港鐵內部文件，指今年
3月底發生黑雨前，港鐵已得知
工程要延遲至2017年 8月才可
通車。 （盧翊銘攝）

宋王臺
公園

土瓜灣站附近考古進展

明報製圖

港鐵決定針對未來土瓜灣站範圍從事考古，按法例考古範圍必須停工，
港鐵承認工程進度會受影響。圖為沙中線土瓜灣的地盤。 （余俊亮攝）

土瓜灣站地盤

資料來源：
發展局、港鐵

原定考古範圍
面積：
約15萬平方呎

原定考古時間：
2012年11月至
2013年9月

實際考古時間：
2012年11月至
2013年12月

最新擴大範圍

位置：
土瓜灣站及其地底設施

面積：
確實面積不詳，整個土
瓜灣站位置

預計考古時間：
現時起至2014年第三季

啟德
發展區

考古專家早前
在啟德發展區內
的聖山北研究範
圍，發現一口屬

宋元時期、保存良好的方形古
井，現終獲原址保留。對考古
有深厚認識的中文大學中國考
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鄧聰接受
查詢時稱，享負盛名的北宋
《清明上河圖》中，亦有類近
沙中線發掘的方井， 「若市民
都知道這些資訊時，一定會覺
得相當有趣」 。記者參考《清
明上河圖》，當中位於醫藥店
「趙太丞家」 旁便有一個四眼

方井，又叫田字井，面積較沙
中線發掘到的方井為大。鄧指

方井特別是四眼方井（即有四個
口），較一般圓形的井更有用，
因可供更多居民同時使用。

古諮會：福建也流行
古諮會成員高添強亦同意，

福建當時流行此類井，不排除
開封也有類似的，鑽研下去可
更有助市民認識歷史。他重
申，古井證實香港並非只是一
個小漁港， 「因若只有一兩戶
人 住 ， 不 會 有 這 個 講 究 的
井」 。高添強說，古井的形式
與福建當時流行的形式類同，
印證當時福建與香港的往來頻
繁，以及證明當時維港已是個
十分繁忙的港口。

《清明上河圖》也見大方井

話你知

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
心主任鄧聰指出，沙中線出土
的宋元方井（右圖），與描繪
北宋繁華的《清明上河圖》中
的四眼方井（下圖）類近，相
信會引起市民興趣。

（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方形石井

亞皆老街

太子道東

太子道西

間有陽光
23℃-28℃

土瓜灣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