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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之臨時緩衝區介紹

及 1 及 2，（

2 ）， 明 ： 

z 1 評定不動產 邊

： 及

明： 內 有 附 ， 料 ， 附

所， 有 ， 建議 為

， 建議 內 地 化 及

。 

z 2 評定不動產 之 邊

： 及 及

明： 內 及 地 ， 為

地 景 ， 景 有 ， 建議

為 ， 建議 內 及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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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的臨時緩衝區之範圍

對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周邊範圍劃設一幅面積約為 3535 平方米的臨時緩衝區，其

範圍如下圖。 

圖 1：市政牧場舊址及市政狗房臨時緩衝區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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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04.pdf
	1.2 4B背景資料
	1.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雀仔園福德祠所在的“雀仔園坊”原為一茂密的樹林，清同治二年（1863年）澳葡政府拓展領土，其後於1864年開始發展此區域為雀仔園坊，並規劃成棋盤格局的街道。雀仔園福德祠內現存兩幅碑記，一為傳統廟宇的中文碑記──《重修福德祠簽題碑記》（圖1.5.4），另一為中葡文對照的碑記（圖1.5.6）。根據此兩幅碑記所載，專屬於雀仔園坊的福德祠建於清咸豐年間（1850－1861年），後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因雀仔園坊的發展規劃需要而搬遷至現址重建。而根據祠內匾額“德蔭閭閻”的上款“公元一九八六年歲次丙寅仲春吉旦重修”，得知其曾於1986年重修。雀仔園坊眾其後又集資於祠旁空地興建會所（圖1.5.2），供區內商戶及居民舉辦文娛活動，以及作為福德祠值理會的辦公室之用。
	雀仔園福德祠位於雀仔園坊內的羅憲新街和馬大臣街交界處，為一座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祠旁的會所為後期興建的現代建築（圖1.5.1）。雀仔園福德祠以磚木結構為主，前院的圍牆上有一圓拱門洞入口，門洞兩旁懸掛木製楹聯，拱頂中央點綴了灰塑作裝飾，圍牆頂部以中式寶瓶及西式花線配搭，混合了中西的建築元素，從拱門進入前院，可見公所（圖1.5.3）及正殿（圖1.5.5）入口，其外牆門額繪有灰塑壁畫。正殿主神龕內供奉有福德正神、媽祖等神祇的神像，以及財帛星君（文財神）龍頭牌，側神龕分別供奉玄壇（武財神）以及太歲。此外，祠內更保存多個光緒、民國以及近年由雀仔園坊眾捐贈的匾額、對聯、香案及香爐等器物（圖1.5.7）。
	雀仔園福德祠每年土地神誕皆有大型的慶祝活動，除搶花炮近年已停辦外，上演神功戲和舉辦敬老宴一直延續至今，是雀仔園坊重要的社區活動，該福德祠也是澳門最大型的土地誕慶祝活動場所之一（圖1.5.8、1.5.9及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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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3B背景資料
	2.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福德祠（大碼頭街）位處的大碼頭街以及相鄰區域原為北灣淺灘，是澳門貨運貿易的重要碼頭（圖2.5.1）。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設立“關部行台”時，“大馬頭口”已作為其下屬的“巡緝口”，後來更作為“稅館”抽稅。自十九世紀開始，澳葡政府於北灣進行大型填海工程，今日大碼頭街以西均為人工填海而成（圖2.5.2）。其中多條街道如大碼頭街、快艇頭街等，仍反映出昔日碼頭的名稱。大碼頭街上曾開設賭館，現時街道兩旁仍存有不少早期興建的歷史建築，作為水果批發商戶的貨倉及辦公室，雖然部份地段重建後的建築樣式、高度上與傳統街屋存在較大差異，但其整體外觀保持良好，其建築高度及間距與該福德祠相若及協調，共同維持原有的街道面貌（圖2.5.3）。
	福德祠（大碼頭街）內嵌於左側牆身上的《重修大馬頭福德祠碑記》碑文雖然有所損毁（圖2.5.6），部分字體未能清晰辨認，但仍可知該祠由大碼頭坊眾創建於清嘉慶（1796年）之前，是大碼頭坊的守護廟宇，後於清光緒七年（1881年）重修。由祠內對聯“福澤垂降本境同沾雨露 / 神功顯耀合坊感沐恩光”上刻有“宣統元年仲春吉旦”及“重修值事送”，可知其曾於清宣統元年（1909年）重修。現存建築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傳統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配有麻石門框，上有一副石刻對聯，對聯上方刻有一對蝙蝠，外設有一道以熟鐵造的欄柵門，中間配有“壽”字圖案，內則設有一道具透氣孔的木板門，屋檐處則仍存有雕刻精緻的裝飾。該福德祠主神龕供奉土地公，另設側神龕供奉土地婆，在澳門十分罕見。祠內有由坊眾於光緒七年（1881年）捐贈的香爐（圖2.5.4），以及光緒十四年（1888年）製的香案（圖2.5.5）。從建築制式及室內擺設推斷，其應以“廟宇”格局作為祭祀土地神的建築物，與分佈於本澳其他以“社壇”為始，及後加上上蓋的福德祠發展方式不同。此外，上述碑記內的捐款名單除一般坊眾外，還有“廣興渡”、“廣泰渡”、“永安押”、“太和當”等多個商號的名字，反映當時廣受大碼頭至內港一帶商戶及居民的重視。然而，該福德祠現只作為少量水果批發商戶拜祭的場所，香火遠不及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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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福德祠（石牆街）位處的沙梨頭街又名石牆街，古稱“石牆村”，該村沿三巴門延伸的石牆而建（圖3.5.1及3.5.2）。根據《澳門編年史》引述的文獻所示，“石牆村”早於1844年的清政府官文奏折中已被提及，屬澳門古村落之一，自同治二年（1863年）開始，連同沙崗等地由澳葡政府開發。街道的肌理完整，無論在澳門的歷史地圖，或在現今的地圖上都十分清晰易見（圖3.5.3至3.5.7及圖3.5.10）。另外，由1865年的澳門地圖可見當時石牆村已有不少建築（圖3.5.4），村落的東面為一片田地，即現今田畔街至青草街一帶。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該片田地由著名的陳聯馨香廠開發，建有一列工場及住宅，更自設有發電機、水井等。
	位於舊區內的福德祠多有社壇名稱，而各個社壇的名稱或與村落地區有關、或與民眾設壇祈願有關，並無一定規律。位於石牆街的福德祠亦不例外，廟中祀壇石碑刻有“永安社”的名稱。《澳門掌故》認為該福德祠由居住在石牆街的漁民所建，而由於暫未發現該福德祠的相關碑記，故其始建年份不詳。但根據福德祠內匾額“永戴帡幪”（圖3.5.9）的上款“同治歲次甲戌季冬吉日”及另一匾額“同沾德澤”（圖3.5.9）的上款“同治甲戌年季冬吉旦立”，可知其興建年份不晚於同治甲戌年（即同治十三年，1874年）。
	福德祠（石牆街）現存建築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的磚木結構建築，門面沒有採用實牆開門洞的一般作法，而是採用了澳門廟宇較少見的“隔扇”形式，雖然“隔扇”中的木門已不存，但門面兩側仍保留有雕工精致的通花隔屏，額枋仍留有木門鉸的痕跡，這些細節都可作為“隔扇”曾經存在的佐證；而從石柱上留有的隼卯接口可知，其檐口原是在石柱上裝設木栱而作成挑檐。這些作法與相距不遠的沙梨頭土地廟主殿如出一轍。該祠之土地祀壇形制與“太師椅”式的一般土地祀壇相同，但其刻有精美花邊圖案，為澳門同類型祀壇中罕見（圖3.5.8）。該福德祠除作為石牆村居民的祭祀中心外，推斷後期亦作為開發後的田畔街、青草街一帶居民祭祀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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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B背景資料
	4.2 背景資料
	“福德祠”，港澳俗稱“土地廟”，供奉“福德正神”，或稱“土地”，是中國民間最普及的神祇之一，全國各地都有供奉，更隨華人移民傳播至世界各地，現時有華人的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福德祠、土地神壇，如東南亞又稱伯公廟，馬來西亞不少伯公廟都興建在華人移民最初停泊的口岸附近，香港的圍村亦有設於村口的榕樹伯公，而澳門圍、里內的門樓位置，大都設有土地神龕，屋苑住宅大廈單位、商舖工廈門前都有不少供奉土地的小神龕。福德正神在民間信俗中被認為掌管一方土地，保護某一特定區域居民的生活、健康、財富，甚至過世後的戶籍事宜，雖然不是位列高階的神祇，但對民生事務有很大的管理權，在居民心中形象親切，所以福德正神神像多為慈祥老翁，面帶笑容，港澳民間多稱之為“土地公公”，有時更配有“土地婆婆”，一併供奉於土地廟或土地神龕內。
	位於舊區內的福德祠多有社壇名稱，而各個社壇的名稱或與村落地區有關、或與民眾設壇祈願有關，並無一定規律。根據福德祠（河邊新街）內嵌於右側牆身上的《福德祠碑誌》（圖4.5.2）所載，原屬下環坊眾的福德祠是一小社壇，但社壇名稱及位置不詳。後來因社壇狹小、位置不便，下環坊眾遂於清同治七年（1868年），在這條由填海而成的河邊新街上覓得現址建一所大型的福德祠，並於其右方建舖，店面售賣香燭製品，後方作為下環坊眾的公所，作議事之用。可惜建成三年後，即同治十年（1871年），受到風災影響，福德祠嚴重損毀，坊眾再集資重修。根據福德祠內匾額“重光聚福”的上款“民國甲寅年季冬吉旦”及下款“沐恩當年重修值理立”，可知其後來又曾於民國甲寅年（1914年）重修。
	福德祠（河邊新街）是澳門唯一一座設有騎樓的中式廟宇建築，且其騎樓空間與相鄰建築物銜接，推測因其當時必須按照內港地區的建築規範而興建。福德祠建築以磚木結構為主，為一座一層單開間一進深、傳統中式金字屋頂的嶺南建築，殿內設有山門，內有天井，左、右兩側水巷與後院相連（圖4.5.3）。門前豎立儀仗牌，入口大門配有麻石門框，上有一副石刻對聯，門額主入口上繪有大型彩繪壁畫“蘇東坡教學”，壁畫下方刻有“福德祠”三字門額（圖4.5.1）。除作為下環坊眾的專屬祭祀中心外，該福德祠更於1906年將兩側水巷、後院及附屬店舖，作為陶瑞雲學塾，即後來的瑞雲小學，以及1989年由下環區坊眾互助會接辦的下環坊眾學校的校舍，直至2007年因生源不足停辦（圖4.5.4）。
	福德祠內主神龕供奉福德正神，兩側神龕分別供奉北帝及天后。祠內更保存有清嘉慶壬申年（1812年）捐贈的香案（圖4.5.7）、清道光戊戌年（1838年）捐贈的香爐（圖4.5.5），以及同治、光緒、宣統、民國以及近年，由下環坊眾捐贈的大量匾額、對聯、木幡及香案（圖4.5.6及4.5.8）。此外，根據《福德祠碑誌》所述，該福德祠在舊址時每逢土地誕都會上演神功戲、辦杯卜請龍頭牌回家供奉，現時祠內多個匾額的下款均有“演戲”、“建醮”等字，推斷此舉一直延續至現址，惟近年的慶祝規模逐漸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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