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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中文大學歷史系由二○○○年開辦「香港的古物古蹟」課程，

自二○○四年，課程成為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之一，但仍供本科

生選讀。課程是透過香港境內的歷史建築及環境、出土文物、無形文物及

文化變遷，來研究香港社會的歷史及演變的過程，文化身份的建構及認

同、文物保存及文化承傳面臨的機遇與挑戰等。課程鼓勵同學走出課室，

走進社區和村落，進行實地考察、記錄及交流，在歷史環境中理順資料，

進行分析及研究，以建議文化承傳的策略。因此，每屆課程都安排兩次田

野考察，指導同學如何進行歷史建築及環境調查與記錄、口述歷史訪問，

以及自然和人文環境的分析與研究等。過去幾年曾考察的村落和社羣包括

大埔頭鄉鄧族、粉嶺龍躍頭鄧族、錦田鄧族、元朗八鄉的本地和客家村落、

上水河上鄉和金錢村侯族、元朗厦村鄧族、鹿頸客家村落、大澳的水上和

陸上居民等。同學提交的考察報告反映他們很快能掌握了田野考察的技

巧，透過各村落的有形文化遺產如祠堂、書室、廟宇、神壇、民居、圍村、

風水林等，以及無形文化遺產如打醮活動、民間信仰、傳統風俗等，同學

對香港的傳統社會和文化承傳便有深刻的體會。 
 
      應同學的要求，每年課程完結後，都會舉辦往香港以外地區的文物

古蹟考察團，目的是擴闊視野，學習其他地方在文物保護及文化承傳方面

的經驗。這類考察活動並不是課程的一部分，同學需要自費參加。由於學

系十分支持這類活動，於是便為參加的同學提供津貼。這個課程至今已舉

辦了三次這類的考察活動，包括二○○一年十二月的珠江三角洲考察團、

二○○三年十二月的臺灣考察團以及今年七月剛結束的日本考察團。每次

約有十多位同學自發參加，除考察文物古蹟之外，更與當地的文物保護工

作者進行交流，及與有關的工作單位建立網絡。考察團既可增進同學在文

物保護方面的知識及興趣，又能令他們加深了解香港本地文物保護工作的

情况，有助完善有關工作。 
 
 
 
 



 

日本文物古蹟考察團，二○○五年 
 
     二○○四至二○○五學年的海外考察，選擇日本為目的地，主要是

因為日本在文物保護和歷史建築修繕方面的工作有十分悠久的歷史，累積

不少經驗，在近代文物保護意識興起之前，日本已投入大量資源去保護和

修繕皇宮、寺廟、神社等重要歷史建築。一八九七年，日本政府已通過第

一條有關文物建築保護的法例 – 《古社寺保存法》，之後，法例不斷修改

和完善，包括一九一九年的《史蹟名勝天然紀念物保存法》、一九二九年

的《國寳保存法》、一九五○年的《文化財保存法》；文物保護的機構和研

究、技術人員亦不斷壯大，在亞洲地區屬首屈一指，跟歐美等先進國家比

較亦不惶多讓，因此十分值得研究。 
 
      此外，日本的古建築的修繕理念與西方的觀念相異，極具爭議。日

本絕大部份受法例保護的古代建築都是以木材建構，但木材保存不易，需

要經常保養維修。日本雖然在文物建築的研究、保護、修繕等工作成績超

卓；可是，長久以來，日本古建築維修的哲學和理念，卻一直受到部份歐

美國家的文物保護專家和學者所質疑。他們批評日本在維修重要的歷史木

構建築時，往往只追求建築物設計的原本性(originality)、外觀上的統一性

(unity)和純潔性(purity)，而忽略了歷史建築的真確性(authenticity)，這顯然

違反了在一九六四年通過的《威尼斯憲章》 (The Venice Charter)，憲章原

名 《 古 蹟 遺 址 保 護 和 修 繕 國 際 憲 章 》 (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and Sites)，由來自六十個國家的

七百多名文物保護專家和技術人員，共同在威尼斯的會議上倡議和簽署，

他們認為世界各地重要的歷史建築和遺址，都是人類共同擁有的文化遺

產。因此，在維修古建築時，應遵守一些普世的原則和標準，以避免歷史

建築因不恰當的維修而受到破壞，其中憲章的第十一條規定： 
     

「各時期累積在一座紀念性建築上的部份都應該被尊重，因為

追求風格的統一並不是修復的目的。一座建築物有各時期累積

的部份時，只有在個別情况下才可以把被壓的底層的部份顯示

出來。條件是，去除的部份不具有重要性，而顯示出來的某時

期的材料極具歷史、考古和美學價值，而且保存情况良好及值

得顯示。負責修復工作的個人不能獨自評價所涉及的各部份的

重要性和去除什麽部份。」1

                                                 
1 《威尼斯憲章》第＋一條原文為：“The valid contributions of all periods to the building of a monument 

must be respected, since unity of style is not the aim of a restoration.  When a building includes the 

superimposed work of different periods, the revealing of the underlying state can only be justified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when what is removed is of little interest and the material which is brought to 

light is of great historical, archaeological or aesthetic value, and its state of preservation good enough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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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以《威尼斯憲章》的條文作為基本的原則

和指引，於一九七二年通過《世界遺產公約》(Convention for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透過世界文化遺產名冊的製訂，協助各國保存重要的

文化遺產。但由於日本的古建築維修哲學一直備受批評，因此，日本政府

遲至一九九二年才簽署和確認《世界遺產公約》，並於一九九四年十一月

在古都奈良舉行「世界遺產公約相關的真實性」國際會議，邀請四十五位

專家研討有關文化遺產的真確性問題，會後專家共同簽署一份名為《有關

真確性的奈良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强調在全球一體

化的影響之下，世界各國應盡力保護和促進文化和文化遺產的多元發展，

並應尊重各民族不同的文化、信仰和價值體系，各民族有權决定自己的文

化遺產的重要性和真實性，在判斷文化遺產的真確性時，應考慮遺產本身

的形式和設計、物料和質料、用途和功能、傳統和技術、位置和環境、精

神和感覺等等的內外因素，並需從藝術、歷史、社會、科學等不同角度加

以考慮。 
 
        一九九四年發表的《有關真確性的奈良文件》，可說是對實行了

二十二年的世界遺產公約的一次重要檢視，因為當初制定世界遺產公約

時，是由西方學者和專家倡導，以西方價值觀為本位，著重保護西方流行

的磚石結構建築，以及基督教文化產生的古蹟，嚴重忽略盛行於東方的木

構建築和文化，及木構建築修繕的獨特哲學和理念。因此，《有關真確性

的奈良文件》的發表，確實是東西方在文物保護觀念上的一次大融合。 
 
       日本古蹟考察團在上述有關東西方文物保護理念的爭論與調和

作為考察的背景，在短短六天的行程裏，走訪了京都、奈良、東京、鎌倉、

佐原五個城市的重要古蹟 (詳細行程見附件一)，其中大部份已被日本政府

列為國寳或重要文化財，而京都和奈良市內眾多古蹟更被列為世界文化遺

產。在出發前的聚會上，提醒學員有關考察的重點，同時要求學員熟習《考

察團手冊》內所附的資料，尤其《威尼斯憲章》、《巴拉憲章》、《有關真確

性的奈良文件》等國際公約/文件，使學員帶著相關的問題去考察，尤其在

參觀古建築維修工程時，可與維修項目的建築師和技術人員進行交流，深

入探討日本文物保護的問題，同時反思香港在文物古蹟保護的情況。 
 
       為了更好利用資源，考察團行程安排非常緊凑，其中由奈良至東

京八個多小時的旅程，更需要在夜間長途旅遊車上渡過。學員不單毫無怨

言，學習情緒更非常高漲，既感受每項古蹟獨特的氛圍，又認真觀察各項

                                                                                                                                            
justify the action.  Evalu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elements involved and the decision as to what may 

be destroyed cannot rest solely on the individual in charge of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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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工程，向項目建築師提出很多問題，深入了解古建築的維修情况。考

察團的隨團導遊按捺不住問為甚麽這班歷史系的師生整天在參觀古建

築、歷史地區及修繕工程，我們便簡單解釋歷史及文化的研究是不但從歷

史文獻入手，還需要走出課室，走進社會、社區及社群，多方面及角度瞭

解和研究，這才是全面的學習。 
 
 由於英語在日本並不普及，因此策劃及組織這考察團並不容易，

這次考察團能夠順利進行及完成，實有賴本地及海外各位朋友及團體的大

力支持與鼓勵。首先要感謝協理副校長蘇基朗教授及歷史系系主任科大衛

教授，他們一直十分支持這課程，尤其是這類的考察團，以增加學生對歷

史文化研究的興趣及知識，以及加強學生與有關範疇的聯絡。國立台灣科

技大學建築系的王惠君教授為考察團進行了前期的聯絡工作；日本佐原市都市建

設部都市計画課金出ミチル女士(Michiru Kanade)及文化財建造保存技術協會計

劃 課 (Planning Office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Conservation of 
Architectural Monuments) 近藤光雄先生(Mitsuo Kondo)為考察團的行程安排提

供了專業的意見及協助。我們亦很感激佐原市長岩瀨良三先生、小池久先生

(Hisashi Koide)、宮谷太先生(Futoru Miyatani)、松浦俊海(Shunkai Matsuura)、
佐 原 市 都 市 計 劃 課 長 大 山 弘 先 生 (Hiroshi Oyama) 、 高 橋 稔 先 生 (Minoru 
Takahashi)、白石悅二先生(Etsuji Shiraishi)、引間俊彰先生(Toshiaki Hikima)、
竹下弘展先生(Hironobu Takeshita)、鶴岡典慶先生(Noriyoshi Tsuruoka)、吉田

理先生(Osamu Yoshida)、Takur Morita 先生、Hiromi Nojima 女士、Tetsuji Ueda
先生、Izumi Tanaka 先生、Hideki Yamashita 先生、Taku Sawada 先生及 Takaaki 
Nojiri 先生為考察團詳細講解他們負責的歷史街區、古建築及文化等保護情況。

京都府教育委員會文化財保護課(Cultural Properties Division of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Kyoto Prefecture)、奈良府教育委員會文化財保護課(Cultural 
Assets Preservation Division of the Board of Education of Nara Prefecture)、 
唐招提寺(Toshodaiji Temple)及佐原市(Sawara City)為考察團的行程安排提供不

少協助。最後更多謝助教姚頴嘉女士(Joanna Yiu)、碩士課程辦事處鄭秀儀女士

(Joan Cheng)及湯美蘭女士(Ada Tong)在安排考察團的過程中提供了很多行政

上的協助，使考察團能順利進行。  
 
 學員考察回港後寫成考察報告，雖然風格各異，但卻反映學員能

享受考察團的內容，對日本的文物保護工作有了初步的認識，對日本文物

保護工作人員嚴肅的工作態度和熱誠，發出由衷的敬意，更重要的是能反

思香港文物保存的情况，期望學員能把正確的文物保護觀念推廣出去，使

人人能關懐和認同自己的古蹟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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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行程 
 
26.7.2005 香港 (Hong Kong) ─ 大板 (Osaka) ─ 京都 (Kyoto) 

入住酒店 
乘坐國泰 CX506 於 1445 到

達，入住京都假日酒店。 
 

7:45 – 8:30 早餐 入住京都 Holiday Inn Hotel 
8:30 出發  
9:00 – 10:00 祇園 (Gion)  
10:00 – 11:00 八坂神社(Yasaka Shrine)  
11:00 – 12:00 知恩院 (Chion-in Temple)  
12:00 – 13:00 三寧阪 (伝建地區) (Sannensaka)  
13:00 – 14:00 年膳 (Lunch)  
14:15 – 15:30 清水寺 (Kiyomizu Temple)  
16:00 – 17:00 西本願寺大師堂 (The Founder’s Hall of 

Honganji Temple) 
與白石悅二先生 (Mr. Etsuji 
Shiraishi) 、引間俊彰先生 
(Mr. Toshiaki Hikima )及竹下

弘展先生 (Mr. Hironobu 
Takeshita) 會面及討論。 

17:30 自由時間、晚膳及返回酒店  

27.7.2005 

   
7:45 – 8:30 
8:30 

早餐 
出發 

 

9:00-10:00 同志社クラ一ク記念館 (Clarke Memorial Hall of 
Doshisha University) 

與鶴崗典慶先生(Mr. Noriyoshi 
Tsuruoka)及吉田里先生(Mr. 
Osamu Yoshida)會面及討論。

10:30-11:30 大德寺 (Daitokuji Temple) 與 Kakur Morita 先生及 Hiromi 
Nojima 先生會面及討論。 

12:00 – 13:00 午膳  
13:00 – 14:00 金閣寺 (Kinkakuji Temple)  
14:00 – 15:00 龍安寺 (Ryoanji Temple)  
15:00 – 16:00 西芳寺、苔寺 [Saihoji Temple (koke-dera)]  

28.7.2005 

16:00 自由時間、晚膳及返回酒店 el) 
 

 

7:45 – 8:30 早  
8:30 出發  
10:00 – 11:30 法隆寺 (Horyuji Temple)  
11:30 – 12:30 午膳  
12:30 – 13:30 藥師寺 (Yakushiji Temple)  
14:00 – 15:30 唐招提寺金堂 (Main Hall of Toshodaiji Temple) 與 Tetsuji Ueda 先生、Izumi 

Tanaka 先生及 Hideki 
Yamashita 先生會面及討論。

16:00 – 18:00 東大寺 (Todaiji Temple)  
18:00 – 22:00 晚膳及自由時間  

29.7.2005 

22:00 乘坐長途巴士由奈良至東京 
 

 

6:00 到達東京，入住酒店 入住 Makuhari Prince Hotel 
7:30 早餐   
9:00 – 10:00 舊台德院靈廟総門 (Taitokuin Mausoleum) 與 Taku Sawada 先生會面及

討論。 
 

10:00 – 12:00 往鐮倉(Kamakura)   

30.7.2005 

12:00 – 13:30 午膳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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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 15:00 鶴崗八幡宮 (Hachimangu Shrine) 與 Takaaki Nojiri 先生會面及

討論。 
15:30 – 16:30 建長寺 (Kenchoji Temple)  
17:00 – 18:00 鎌倉大佛 (Great Buddha at Kamakura City)  

 

18:00 自由時間、晚膳及返回酒店 
 

 

7:30 早餐 
8:30   離開酒店 

 

10:00 出達佐原 (Sawara) 由金出ミチル女士(Ms. 
Michiru Kanade) 介紹佐原歷

史區。與大山弘先生(Mr. 
Hiroshi Oyama) 及高橋稔先

生 (Mr. Minoru Takahasi ) 會

面及討論。  
11:00 佐原市長岩瀨良三先生 (Mr. Ryozo Iwase) 致歡

迎辭 
 

11:15  參觀 Dashi Kaikan (花車展覽廳 Festival Float 
Hall) 

金出ミチル女士導賞佐原歷史

區。 
12:00 於 Miyasada 日式傳統餐廳午膳  
13:00 參觀歷史區  
15:45 出發往機場返香港  

31.7.2005 

16:30 到達機場 
 

Departing Tokyo at 18:30 via 
CX 505, arriving Hong Kong 
at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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