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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編者將原文標點、橫排、分段。遇有原文

字句不清楚之處，悉以「□」表示；若不清楚至

連多少字都推算不出，則以「……」表示。

　 中國各類官方文件中為表示身份與尊敬的

各種擡格、頂格、留空等格式，這批港英殖民地

政府的中文文書，亦奉行不誤。今既橫排標點，

殊無保留必要，一律取消，信於讀者理解，更為

便利。

　 鑒於這些文書均按年份歸檔，且原本已

經有編號，編者在不改動原文檔案體系的前提

下，為每份文書編號。方法如下：「英文字母-號

碼」。例如，F.O.233/186號檔案頁1-24「1845年」

部份的第1份文書，原本編號為「第壹」，本文編

號則為N01。

　 凡原件編號相同者，則取該份文書之編號

而加i、ii、iii不等，庶幾不影響後面文書之編號，

例如：F.O.233/187號檔案頁31-40「1848年」部

份，第13、14份文書均為「第拾叁號」，本文編

號則分別為U13i、U13ii。

　 原文大量使用俗字、簡體字、異體字，如

「點」之作「点」、「燈」之作「灯」、「解」

之作「觧」、「鹽」之作「塩」、「弊」之作

「獘」、「磚」之作「�」，「廚」之作「厨」、

「搭」之作「撘」、「澳門」之作「 門」等等，

以其無妨礙讀者理解，一律仍其舊貫，庶幾保留

原文特色，並不煩一一說明。

　 原文往往由英方翻譯人員代行、或由懂得

中文的英方官員自書，或由教育水平不高的華人

撰寫，然後再由英方的中文抄寫員手抄歸檔，因

而經常出現錯字、缺漏、白字之外，還有大量顯

然不符中文語法習慣的文句，頗為費解。讀者不

必苛求，求其大概可也。

香港早期文書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F.O.233/186-187號檔案釋文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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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233/186號檔案

N　F.O.233/186頁1-24：1845年

N01  第壹

具稟治下香港地保周英昌，稟為據實稟明、

籲乞俯察與情、從寬征納事。切民等世居香港

僻陋□□，所有田园稅務，俱是報墾開成，升

科下則民稅。前奉欽差大人示諭，將香港田畝稅

數，着令具明，清白稅冊，呈報爵前，以憑征收

糧務各等諭。民等只得遵諭。已將稅畝盡數開明

清冊，毫無隱匿，呈繳在案。旋奉諭：每畝每年

輸納粮銀貳大員，分兩季呈繳。捧誦憲章，恪遵

恐後。但想香港稅畝，俱係荒蕪，每年征銀貳大

員，似艱辦納。仰覩大人秦鏡高懸，保民若赤，

斷不忍過征稅粮，致令民人艱苦。勢迫稟叩琴

階，伏乞大人格外體恤，大發仁慈，再示章程，

從寬征納，則民等情甘遵照舊例，如數全完，不

敢少□。是闔村皆賴延生，奕世沾恩罔極，切赴

欽差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乙巳年五月　　日稟

N02  第貳

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臣、總理香港地方軍

務、兼領五港英商貿易事宜德，為批諭事。照得

香港地保周英昌等稟請減每年每畝輸納銀貳大

員等因。據此當批：查每畝論方圓四百一十二丈

半，每六月納銀壹員，即是每年二員，非屬太

多，是以本大臣不准如稟。然令仍定每年每畝銀

二大員征納。是批。各宜凜之。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初九日、乙已年六月

初五日

N03  第叁

具稟人姜桂堂，為藉端圖跳、匿不交租、乞

恩究追、以完國課事。切蟻父上年領有印照，總

承赤柱舖戶六十九間，一向收租無異。自二十一

年  大英官憲來港，該舖戶等，竟起惡心，借端

圖跳，連年積欠，分毫不交。切思有稅無租，國

課從何措辦，抗租不納，血本究屬無歸。兹迫叩

台堦，乞請轉詳欽差大人，愛民如子，諗示各舖

戶，清交租項，俾得國課早完，並代詳報註銷，

免至暮夜追呼，即沾恩無既矣。切赴大老爺台前

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七月十七日、乙已年六月

十二日稟

附粘憲照

欽命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十

級、紀錄十次魏，為給照承佃事。案據新安縣詳

報：舖民姜恩泰，承佃縣屬土名赤柱歸官舖地，

現存已造舖舍陸拾玖間，積稅壹拾玖畝伍分肆厘

捌毫捌絲貳忽。內大瓦房叁拾叁間，議明每間租

銀陸錢；小草房拾間，議明每間租銀叁錢；大草

房拾叁間，議明每間租銀伍錢；中瓦房陸間，議

明每間租銀肆錢；小瓦房柒間，議明每間租銀叁

錢；遞年共輸租銀叁拾叁兩八錢。自道光三年為

始，連佃伍拾年，遞年租銀，定限拾月內觧繳司

庫，撥充小書經費，不准稍有延欠。等因。連繳

圖冊結詳，請給照承佃，前來。業經詳奉院憲批

回：如詳給照，承佃在案。合行給照。為此照給

該佃戶姜恩泰收執，即便遵照，將原佃土名赤柱

舖地，按照間數，寔力承管輸租，遞年租銀，務

須依期赴縣請給……照給佃戶姜恩泰收執。

道光陸年拾月十九日承發科承

右政使司　　遵照

N04  第肆

具稟押店全和、中和、均和、和生，為遵例

換照，懇憲恩准，仍循舊餉事。緣商等先年蒙憲

給照，在香港地面開設押店，以便民生。原設上

中下灣共成三間，每間每年納餉貳百五拾員。承

充以後，竟開至五間，每年每間亦納餉銀貳伯五

拾員。今奉憲諭，每間加增餉銀壹百員，理宜遵

照，惟香港民居稀少，押店眾多，生意日淡，餉

重維艱，只得瀝情叩憲，懇准仍照舊餉給照，商

等俾得營生，足見大英官憲愛民如子，沾恩無涯

矣。切赴大爵主大人案前，伏乞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　　日

N05  第伍

具稟：三澴眾舖戶居民等，稟為懇留善治，

仍帶管轄，乞恩俯准事。切民等自開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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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蒙堅大老爺仁政宏敷，商賈得其樂業；恩威

並濟，盜匪畏其雷霆。撫恤綏和，不啻乎唐虞之

日；視民若赤，何□乎文武之風。似此化育曲

成，如同再造，近聞堅大老爺指日榮陞，無從瞻

仰，民等敢竭鄙誠，聊申寸恛，以報前恩。伏望

大憲俯念愚情，准留帶管，永頌甘棠。民等不惴

冒昧，是否有當，伏候憲栽。理合稟請，切赴德

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六月　　日稟

N06  第陸

具稟：押店和生、均和、中和、全和，為

遵例換照，懇憲恩准，仍循舊餉事。緣商等在此

港開設押店，每年每間納回餉銀貳伯五拾員，已

是艱辛。今又蒙憲再加，理應奉命，近因生理日

淡，是諭難從。商等自思，傢伙什物舖底太重，

意欲不開，則血本無歸，意欲奉命，而徵利難

尋。是以不得不再稟懇求，求大人施恩准請，仍

舊輸納，或照新例寬減，俾商等開張營生。足見

大英官憲愛民亦如保赤，則商等感德無涯矣。切

赴大老爺臺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六月　　日叩稟

N07  第柒

具稟人湯潮，為奉諭求恩，伏乞准給事。

切民向在貴港營生，守分無□。欣逢大人示諭，

着令本港殷寔商民承充塩經，辦理塩餉事。務以

祈餉項有歸，不致奸民漏稅，仰見大人……餉銀

七百五十大員，分兩□呈繳。如蒙恩准，乞即批

給，俾民備足餉銀，呈繳琴階，給發牌照□□□

□沾恩切赴大人臺前 恩准施行。

乙已年六月　　日稟

N08  第捌

具稟人暹羅嗵 港差官伸侃，為獲私犯、

返遭殺斃押禁□，乞恩將船查封、免各兇犯□走

事。因本年二月十五，有興泰裝船主陳國官，由

廣東裝貨來嗵 港，所帶來各貨，俱是走私漏稅。

至廿九日，被嗵 州官到船查獲鴉片各貨，立拿

船主陳國官及課十餘人，將船查封，押禁各犯在

艙內，要往暹羅照例究辦。將船並犯交蟻三人又

兵十八名押觧暹羅，止留一人在船煑飯。至四月

十五，該船揚帆駛至國滑山腳，離嗵 有四更之

遠，忽西風大作，不能順行，寄椗候風，天炎如

火。至廿三日，兵十一名往國滑山取水，留七人

在船看守。不料該買辦心起不良，私開船艙放出

各犯，手執利器殺死看守兵五人，又殺小差官二

人，共七人落水。蟻與通事五人聞知，百口哀求

乞命。幸又逢取水之兵回船，被各兇犯開砲拒阻

不能上船。當時順風不敢停留，又恐兵船再赶前

來，斬椗駛出大海，□水兵船小隻被風浪漂流不

知何往，生死未知，將蟻五人押禁。幸五月廿九

船駛入澳，被通事陳源成私走上岸，至廿二日本

船又駛出，不知何往。蟻啞口無言，生死莫奈，

雪上加霜，生命難保，賴天庇祐。船駛貴港。蟻

思有寃有伸，但無人可代為，坐井望月，幸通事

至廿五日尋到貴港，往船帶蟻到香港法地之所。

叩稟大人乞恩到船查封，免各兇犯再放。候蟻上

省，見暹羅貢官，取字前來，水落石出，真假有

據，求放本船上省，萬代沾恩。切赴大老爺臺下

恩准施行

各兇犯開列：

泰興裝船主陳國官，係福建泉州府晉江縣

人。

夥長陳陽官，係惠州府海豐縣人。

舵公連委，係潮州府人。

夥計九人，不知姓名。

N09  第玖

具稟赤柱舖民勝合店、和盛店、大德店等，

為換領酒牌，乞恩原情照舊繳規事。緣舖民等去

歲奉領酒牌，每張遵繳規銀伍拾大員。迄今年期

將滿，理宜赴衙換牌。惟奉大憲示諭，本年換領

酒牌，年張要繳規銀一百大員。忖思赤柱生意淡

泊，各店血本無多，殊難計辦。伏乞大老爺格外

施恩原情，准依舊規，每張繳銀伍拾大員，俾得

各店早日赴衙換牌，則感戴于靡既矣。沾恩切赴

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　　日

乙已年六月　　日　　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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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0  第拾

具稟人怡記廠盧炳弟盧成，為債迫無延，親

友結怨，乞恩准回變業清償、並求作速代追事。

切蟻被呵 吞騙，屢荷矜憐，感德無既。惟談資

本，俱係與別人生揭，及今年餘，未能追還清

償。債主盈門，迫于星火。蟻父哀求多次，未肯

寬限，兹特喚蟻回家商量變業。蟻於聞命之下，

涕淚交橫，中情欲絕。惟呵 之項未知何日歸款，

是以叩稟台堦，求與美士他倫恊同速追，並准蟻

回家數日，倘呵 結數有期，懇即傳諭福隆店，以

俾立喚蟻來，俾血本有歸，則闔戶沾恩矣。切赴

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乙已年七月初二日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N11  拾壹

具稟人怡記盧炳等，謹叩郭大老爺未士咑呤爵

前金安，切思炳等居省城貿易，企望聽候貴國未士

喨哯貨船回港歸結欠項一案，本月初三日，得聞

哯貨船業於初一日回港，各欠戶要同炳來港收項歸

結，業蒙大老爺臺前吩咐□弟已經稟明欽差大人端

議，飭令 哯償還怡記銀壹萬員，炳等不勝感恩。

携□於初間前赴貴國番咁師爺面諭，前 哯已允如

數償還。突然於本日止愿還怡記銀六千員上下，飭

令炳等照收，歸結成數於欠戶各人。等語。炳等忖

思生揭本項共銀壹萬零八百員，所有買料俱係寔銀

實數，口耻2相信，一諾千金，並非建造該行工竣

獲有利息，豈愿成數歸結之理。况且 哯現有住行

三座，連貨船合共總有二萬餘資。炳等乃用本求

利不成，反為成數受累，苦上加苦，神人所共知，

寔難以言對梓里。伏乞憲台憐恤俯准，飭令 哯如

數償還，炳等合沾恩，則 哯不愿如數償還，炳等

血本無歸，定必命陷本港，則死九泉。亦勝恩靡既

矣。謹稟郭大老爺未士咑呤爵前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　　日

乙已年七月　　日　　稟

N12  拾貳

具稟人朱福泰詠泰等，年四十歲、廿八歲，

住九鄉。為乞沛鴻恩，叩憲矜恤，給發批照承藏

耕事。切蟻居住九龍鄉，傳世貿易，樂業多年。

蟻祖父于先年間遺下有自置稅田一處，土名石塘

嘴西砲台灰窰灣，載種貳石五斗正，計稅十二畝

零之間，屢年發批于胡姓賃耕，現存有承買之書

契炳據，輸租納稅，歷來無異。近因貴國拓土開

疆，修整道路，以及舖戶起造，將蟻等所畊之稅

田概行填塞毀廢。迄今僅得之有耕者，尚存兩畝

之地。突于今年內慘被棍惡吳宗超，胆敢硬行，

依强佔耕，妄置朝廷之國課攸關，不思物各有主

之理。有此强橫霸佔，殊屬藐無法紀。蟻等只得

技由稟叩琴堦，伏乞仁天大老爺常施雨澤，早賜

筆下春風，恩准給回紅單批照與蟻等耕種，以活

全家，庶幾涇渭有分，貧居有賴，奕世沾恩，切

赴大英國大老爺臺前作主恩准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六月　　日呈稟

N13  拾叁

具稟福建人陳亞抱等，為賣船活命、希圖

歸鄉、叩求恩准事。竊蟻等自暹駛船逃命到香

港，雖被惡徒誣控，蒙大憲仁哲，察出蟻等斷纜

之情原屬無心之過，深憐愚民貪生，遂將蟻等釋

放，仍交船還蟻收管。但惜船中箱囊銀物，已被

惡徒搜剝一空，衣食將何所靠，勢必蟻等身終不

得回鄉，船亦久逗遛在此，苦不為計，八人之命

必坐而待斃，情愿將船發賣，以活闔船生命，且

可希圖歸鄉。意欲將船牌、出口單諸憑據，招人

承買，但不敢自專，謹此叩稟，伏惟大老爺作主

恩准，庶蟻等之命可再活，而歸鄉之日亦有期，

則蟻等生死感恩，奕世戴德。跪稟大老爺臺前電

鑒。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　　日    福建人陳亞抱等

仝稟

N14  拾肆

具給領泰興裝稟人暹羅國正貢使乃九，為嗵

港州官獲賊犯、觧送回暹、反遭殺斃、將船斬

椗駛走事。緣九等在暹四月間，船要揚帆之時，

各官俱知此船在嗵 賊犯反殺押差一事，不知船

駛走何方。敝國主屬貢船抵廣東之日，命人四方

訪問，並未悉影响，幸通事陳源盛私迯入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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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在澳門尚存，差官二名、番兵二名。斯時通事

即往澳門，要到地方官告稟伸寃。至廿三日到澳

門尋船，殊料兇犯陳國官恐怕事漏，早一日經已

將船駛走，不知去向，及詢訪問，以悉船駛入貴

港。此係人命關系，天理昭彰難逃。但通事至六

月廿五日尋到貴港，立仝差官仲侃具稟，叩蒙青

天大人嚴治亷明、秉正無私、恩准施行，飭兵將

船顧守，免致仍被兇犯再 迯藏，足顯貴港德澤

聲名播揚九州。念敝國遠涉，人地兩疎，九等理

宜親踵貴港，乞恩給領，奈因船務繁冗，未暇叩

懇，特着仲侃仝通事等叩稟，乞臺恩准，將船發

交差官仲侃、通事陳源盛，給領回省，交九修

整，回暹稟覆。敝國主中問不敢虛冒，若有假

獘，情愿出頭底罪。庶免有寃無伸。公候萬代闔

國沾恩鴻涯矣。切赴大英國青天大人臺下恩准給

領施行。具給領泰興舟暹羅國人貢使乃九叩稟。

N15  拾伍

具稟人福建省晋江縣蟻民陳抱，為瞞官嚇

串、叩乞伸觧倒懸事。竊抱緣與堂姪陳國置有此

商船牌戶，陳泰興自現年正月初十日辦裝雜貨，

共計本銀四千餘元，在澳門出港往琼南生理。駛

至大洋，不幸忽遇大風波浪，被風打至番邦童

栽地方時，音語不曉，人面生疎，被童栽番官嚇

查，辦作探國奸商，慘將抱船雜貨血本連船

牌數簿等物，一併奪搶如洗，作為充公，僅

存炮牌一紙。後將抱船連人並一犯人陳元勝同船

觧往網峪充發，駛至洋面，再遇風颶，被風逐回

唐山，幸至大英香港，人眾平安，殊料匪犯元勝

起不良之心，慣惡噬人，况曉暹語，串通暹人，

控詞瞞聳憲台誣抱等謊，幸蒙明察施恩，將抱等

連船釋放，令妄敢藐法，再串梁姓慣訟之人揑控

廣省府憲，付暹羅番人自帶文扎，欺瞞憲台，准

伊將抱之船□放入省分肥。忖惡犯元勝，在番邦

罪犯三次，背後□刑籐跡，可騐可據，若非唐

官移提吊船，事關非少，何無委員、亦無公差遞

文？豈可將原告與嚇串之元勝等自遞文扎？事屬

駭異，顯然嚇串，奚圖揑誣分肥。慘抱商船貿

易，以本求利，思此被嚇，豈可重科，其罪摘髮

難指，玉石分明，難逃鏡察，豈容妄自揑誣？雪

橋易架，紅日難欺，勢得苦情，叩乞伸觧倒懸，

披赴大英懷柔遠人之至意，不□□人全憑，伏乞

大人台前作主恩准，嚴明察核，分別重究施行。

大英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　　日稟

N16  拾陸

具稟石商羅先，為無故留難、希圖索詐、乞

恩移咨釋放事。切蟻于本月初八日，有黃善合、

李成合船，載石往省，因市價太低，十四日後駛

至佛山鎮，不料該分府官兵，竟將該船連人拘留

索詐，該船將貴官執照呈閱，他竟担碎，口稱香

港載石，寔屬通番等。切思該船領有牌照，並無

走私，如此留難，不獨有碍蟻等商民，亦且藐視

貴國官憲，成何事體，是何例規，故迫得瀝情

上訴台堦，乞恩轉詳欽差大臣，移咨佛山分府釋

放。庶羣船有賴，兩國體常尊，奕世沾恩矣，切

赴大老爺臺前作主施行

計開：�黃善合水手七名

　　　李成合水手七名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　　日

乙已年七月　　日    稟

N17  拾柒

具稟起造匠人梁深，稟為懇恩再限、免扣過

限銀兩、並求發給飯食、俾得建造完工、以免悞

工事。切匠人于去年十一月初八，承接公司樓行

一間，照原日發出圖式，議價言明實要工料價銀

四千九百圓一應在內。不料後將原日圖式改換，

加長改闊尺寸，匠人亦照原價起造，並未加多價

銀。去年十一月開工起造，至本年七月內其樓行

已造有八成，尚有二三成未得完工。匠人只領得

工料價銀三千圓，尚有銀一千九百圓未蒙發出。

匠人將原價核計，至完工之日，要寔虧本銀六百

餘圓。匠人亦不計較改加圖式等情，惟是工程起

建日久，限期已過，目下匠人本銀實氣窮力盡，

求借無門，計算無路。現在各工伴又無飯食，難

以用工，又恐悞公司工程，進退兩難。匠人無

奈，只得將原情稟明，懇求憲恩俯准，再限日

期，免扣過限銀兩，並再發銀五百圓以為工人飯

食，俾得趕緊開工，照限完工報竣，以免悞 大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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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則匠人生世感恩無涯矣。為此稟赴欽差大

臣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七月　　日稟

N18  拾捌

具稟石商羅先，為包辦石塘稅務、聽命添

餉、乞恩允准、以免開投事。切蟻於去年八月，

蒙諭統理石塘稅務，呈納餉銀八百大員，迄今期

滿，理即開投，惟蟻承辦�吐卟大老爺香港赤柱大

潭等路橋石料，未經完竣，願蟻仍舊包辦，飭蟻

懇請恩施，加稅多少，蟻亦甘心待命，伏乞早日

示明，俾得遵照再辦一年。沾恩無既矣，等情。

求大老爺繙譯，轉詳欽差大臣恩准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乙已年七月二十四日

N19  拾玖

具稟巡船船主張宜成，稟為遵諭開明巡船

事務、呈覽懇請照會華官、然後給發船牌事。緣

蟻等各貨船，前經稟請，設立巡船二隻，緝捕

水上盜賊，以便客商往來。現蒙大憲飭取船主姓

名、並何人担保、及巡船一切事務，開列備查，

等因。兹是以謹將應辦各事，逐一寫明，粘連稟

內，呈電乞賜，將此情由先行照會兩廣總督部

堂，俟覆有文書，使華官衙役知係事屬奉公，不

敢攔阻。蟻等乃可以造船置械齊備，然後駛來香

港領牌領炮，開行緝捕。實為恩便，切赴大英公

使大人爵前施行。

計粘巡船章程一紙呈電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乙已年七月二十四日

謹將設立巡船章程開列

一議 公舉張宜成為巡船船主，係番禺縣人，

年三十五歲。郭彪為巡船頭役，係南海縣人，年

三十八歲。俱在巡船上管理事務，有省城怡盛銀

舖担保。

一議  約同載貨拖船二十餘隻，每隻可載貨

三百餘担，又西□扁船四十餘隻，每隻可載貨四百

餘担，又頭□船十餘隻，每隻可載貨三百餘担，共

聯美舉，各隨其力，捐助銀兩，以為公費。

一議 各貨船有自香港往省城、或往澳門、或

往陳村、或往市橋、或往佛山、或往石龍、或往

西南、或往沙頭、或往江門各市鎮地方不等。其

巡船亦要照該貨船所到之地方水道，往來緝捕。

一議 所設立巡船二隻，由英官發給船牌，以

俾緝捕有憑。其船及船上器械，則我等公捐銀兩

置辦。至此大炮並火藥，則英官發給，俟將惡盜

賊平靖，不用巡船時，其大炮仍舊繳還英官。

一議  請英憲先用文書，以此事照會兩廣總

督，待其覆有公文，然後我等造船置械，方免官

差攔阻。

一議 每巡船用水手、梢、繚等人共八十名，

另頭役一名。兩船共用人一百六十二名，均由我

等貨船公舉殷實慣練之人承允，皆令取具保結，

交英官存據，以昭慎重。另請英官每船派英人

一二名，在船上督理。

一議 水手人等工食，每名每月給銀多少，任

從英官交發。倘有不敷，我等各貨船公捐補足，

以助成好事。

一議 其巡船每月均要獲有盜賊，觧交英署，

然後轉觧華官究辦，以騐其委係實力巡緝。一

月之內，不拘幾次，倘或月內並無盜賊獲觧，則

此月不給工食，若一連兩月不能獲盜賊，顯係廢

弛，即為革退，另選承□。

一議 ……

N20  貳拾

……無紅契以呈，將田歸于大人案下。蟻等

是時不敢違命，即得聯情匍叩仁天，伏望哀恤群

生。原蟻田先祖與鄧姓承批，自置開耕，租納鄧

姓，承批自置開耕，租納鄧姓，3所收未有少欠，

現有大批一張為據。至于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內，

經舊約保陳亞長、陳乙福，繳呈巡理大人收貯。

今大人要蟻呈繳契事，伏惟到巡理公堂，秦鏡方

明，始知蟻田原歷分明，彼得□蟻擬舊耕田，照

例納租，彼得老少合家，日給有賴，以免塗莩之

苦，啣環結草之報。公候萬代沾恩，切赴以呈大

老爺臺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七月　　日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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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1  貳拾壹

具稟起造匠人梁深，稟為再懇憲恩免罰過

限銀兩、給足原價、俾得竣工有賴事。切匠承接

公司樓行一座，包辦工料建造，現在雖未完工，

而銀亦未收清除，已收銀三千圓之外，尚存留銀

一千九百圓。只因量地官恐匠人本銀不敷，有悞

工情，是以着匠請到曹安、江隆新、珠盛三人担

保。經量地官大老爺面議，定限六個禮拜為期，

能將工程完竣，即照原存之銀一千九百圓給足。

等情。兹曹安、江隆新、珠盛等正在買備材料興

工，乃忽奉鈞諭，罰減匠銀九百圓。伏思若肯照

數給足，計至完工之日，在匠人尚要虧本。設或

更加減少，匠即賣身墊補，亦不能建造完工。為

此只得瀝情訴明，乞恩准照原議，免罰過限銀

兩，給足原價，俾得匠人早辦工料，將該行限日

完工，則匠人感德無涯矣。為此切赴欽差大臣大

人爵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八月　　日稟

N22  貳拾貳

具稟石商金天賜，稟為被拘乞恩釋放事。於

七月二十九日，有石船戶李龍合船貳隻，在尖沙

嘴運石往香港，被左營守備馬良陛攔阻扣留，另

將石館工伴曾四一名，扭回快艇局打索規。懇求

大老爺臺前恩准施行。另告示牌一塊。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稟

N23  貳拾叁

具稟人曹安、江隆店、珠盛店等，稟為懇

請免改原議，庶能担保無悞事。緣有匠人梁三，

承接量地官行一座，包辦工料建造，按照工夫成

數多少，陸續收取銀兩。現在除收之外，尚存下

英銀一千九百大元。因梁三本銀不敷，量地官恐

其有悞日期，是以着令蟻等担保。經堅大老爺面

議，限六個禮拜竣工，即將未收之英銀

一千九百元照數交給。等情。故蟻肯簽字担

保，刻日買備村料興工。今乃忽奉明諭，又要罰

減梁三所存之銀九百元，只續給銀一千元云云。

如此不惟於堅大老爺原議不符，而且銀少工多，

實係不敷竣工之用，則將來梁三辦理不前，必致

逾限，未免累及保人，蟻等亦不敢担保。只得懇

請另着別人作保，以免貽累，實為

恩便，切赴大英公使大人爵前施行。

乙已年八月初一日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初二日稟

N24  貳拾肆

具稟鎮下香港村約保周英昌、耆民周茂熊、

周義壽、陳乙壽、陳連友、黃華有、張奇壽、林

朝京等，叩稟為大憲詳查田契事。切蟻祖由康熙

年來居住此土，所有田地，係與鄧姓承批，任由

自置開荒耕種，每年租納鄧姓，所收分毫不欠，

現有大契為據。至于大人駕臨，甘雨和風，喜得

貴諭曉示蟻等田畝事。經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

舊約保親携巡理大人台前呈繳，據寔惟有田畝各

人耕種該租多少。今歲正月內，有田冊所呈監督

大人臺前，編明收貯。喜今大憲諭示，詳察田

契，蟻等不敢於違命，即得聯情匍叩琴階，伏望

大人知悉，蟻田原歷惟此大契照據為憑，厘毫無

私，萬望仁憲准釋，彼蟻擬舊4耕田，照例呈租，

以得日食有賴，啣環結草，感戴冀天，沾恩切赴

大老爺臺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八月　　日稟

N25  貳拾伍

具稟巡船船主張宜成等，稟為巡船若設、須

令可以緝盜、方於商船有裨事。緣蟻等蒙各貨船

公舉，承充巡船船主。求英憲給牌緝捕，原期捉

賊護船，與商除害。兹奉諭云：「一、要在香港

尋妥當人担保」。此件自應如命。「又一、要言

明所有簽名之船戶，每月出銀若干」。此件未能

預定數目，因各貨船章程，他要看月中何船載運

多少，以為出銀多少之準，是以各船所捐銀數，

每月不同。但擬於英官每月給發工食多少之外，

倘有不敷，即各盡力捐交該二巡船，足用為度。

「又一、云該巡船不准入內河，只在外海急水門

鯉魚門……」。□□實難行。□急水門、鯉魚門

二□，不過□□□□□巡船在此往來，固可以守

護香港，然與護送商船之意，未免相左。况且商

船來□□□□□□□□□□□而賊人□□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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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處便無，今乃限定巡在此。查保安□捉賊護

商。商□護送，賊不捉拿，則貨船□□□□□。如

此□設巡船與不設巡船無異。各貨船徒捐銀數千員

以置巡船二隻，又每月復捐銀數百員以助供水手工

食，究竟於自已無益，並其貨船安肯無故出此巨費

以自耗貲本。是以只得按理稟明，求大人詳察。倘

邀准予照會兩廣總督，俾可以駛入內河捉拿盜賊，

護送貨船往省城、佛山、西南、沙頭、石龍、陳

村、市橋、江門、澳門等處，則感恩無既，從命舉

行。不然，則各貨船不肯捐銀，蟻等費用無出，亦

不能成就此好事也。切赴大英公使大人爵前施行

乙已年八月初四日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初五日稟

N26  貳拾陸

具稟石商羅先，為懇恩關移釋放事。前經稟

報，被佛山分府差役捉去石船黃善合、李成合船貳

隻，前蒙仁主關移釋放等由。因該船戶姓名互異，

未蒙准釋，商因聞風，一時冒昧，自知錯誤，俟後

據寔查明，于七月十四日，委係牽去黃琼利、李和

興、關珍合船三隻，留難日久，苦累異常。現今分

府于八月初三日將船併人移觧南海問訊。伏乞再叩

仁主，俯賜關移督憲札行釋放，等情。俾免波累，

沾恩

無既。為此稟赴大老爺臺前，伏乞恩准施行。

黃琼利伙伴何阿香、李和興伙伴李有勝、關珍

合火伴關朗耀，已上三名俱觧南海縣帶候

N27  貳拾柒

具稟人武夷山茶商大來號劉尚翁、昌盛號馬地

亞、德順號黃光元、玉記號黃坪 ，為陷貨勦商，乞

恩察救事。切商等于舊歲各友茶號，由武夷運赴厦

門發售完，遇逢源行行主棍惡石六，私將商等寄頓

之茶，每號折半當去，迫得在厦久候，朝夕拮据，

無所控告。不得已于今年五月內，憑伊行孖毡在厦

之和記行講允，美士囉

巨船將各茶一起運港發售。今茶業已起頓行

內，但所該船租棧租及餉項共銀四千四百餘員。美

士囉巨止開總單與石六一人計算，豈知其中來歷，

此茶乃各人聯集之貨，數無肖碎，各人自有應我之

數。况此單內有在厦在港石六兩次借用銀臺千

員，寔係六一人支用，與別無涉，理不宜攤入眾

各茶帮數內，乃見公道。今且不容各號之茶分出

發售，陸續找結，是不肯與眾人善行方便，將所

欠四千餘數，究

向何人統結耶！又石六曾在仁臺的筆親供，

該茶某號、係某客貨物，業已招明白，非冒認者

比。嗟嗟父母血本，石六既已吞陷于前，此次又

復串人，多方掯勒，直將各號盡行賺騙，不害

不已，若非伏5仁慈俯恤，懇求親赴美士囉巨行

內，與商等講明被陷情由，並懇代挑開石六借項

銀臺千員，撥歸石六茶號補填，即將所該各項銀

三千四百餘員，分派各茶號，每伯斤計銀若干，

俾得分出發售，取銀找結，免得久滯。不獨商等

永感鴻恩，即行內茶帮，亦多感激矣。為此切赴

郭老爺臺前作主施行

計粘單一紙呈電，今將美士囉巨行內來單抄

出呈電

一 在厦支餉項銀三千臺百三十六員二毛

八，內有石六借用銀七佰員，寔二千四百三十六

員二毛八。

支船租銀四百四十員，支挑夫駁艇銀六十

員，支棧租銀一百六十五員，支燕梳銀九十員，

支規用銀二百二十五員，又支石六借銀叁百員，

七柱共計銀四千四伯一十六員二毛八。

內應除出石六名下借用銀二次共臺千員，寔

應欠銀三千四百一十六員二毛八。

今將載來各茶箱重數開出：

除 石 六 在 厦 當 去 之 茶 不 計 ， 昌 盛 十 斤 庄

工夫四百三十一箱，大來十斤工夫一伯一十九

箱，德順十斤庄、□十斤小種八十箱、一百零九

箱，玉記十斤庄小種五十八箱，東泰十斤庄上香

一百六十六箱，廣東十斤庄小種一伯箱，逢源十

斤庄小種二百箱，太美十斤庄花香一伯箱，廣泰

十斤庄珠松三百箱，太源□庄花香一伯零二箱，

廣美十斤庄花香一百一十箱，泰美十斤庄珠松九

伯九十箱，東美十斤庄珠松九十二箱，東美廣美

十斤庄上香二十箱，金泰十斤庄珠松八十八箱，

香泉□庄花香一百箱，香泉□庄小種二百箱，逢

美□庄包種十箱，洋發□庄工夫二十八箱，福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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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工夫一十二箱，通共茶大小二千三百二十四

箱，計重六萬九千七伯八十四斤。

N28  貳拾捌

具稟人傳順益，為違例截搶、欺騙梟吞、

乞恩究追給償事。切民于本月初五日，在斌行寫

紙，買公貨一箱，初六日一点鐘，候執單掛盤艇

出貨，載至醫生館下，突遭巡船卡着，明知原箱

未動，有單可憑，且斌行買辦尚立門外大聲呼

喝，巡丁不分皂白，紊亂奪去，私吞十一隻，僅

將二十九隻繳上仁亷。蒙恩提民等水手、斌行買

辦，確訊供口，騐明單紙，俱係全箱，並斬鷄頭

誓願，巡丁貪財懼究，又無詞可辯，只得斬鷄頭

唐塞，分明巡丁誓願無憑，水手誓願可據，且有

斌行買辦單紙確可証騐，應當究追給償。詎料公

司人等，誘民無容再訊，願賠原箱公貨到伊店

中，僅將廿九隻交出。民係本銀所關，安肯收

受，伏思違例截搶，復敢欺騙梟吞，客商誰敢到

此港買賣。乞恩訊明究追給償，庶民血本有歸，

梟惡知儆。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伏乞轉詳欽差

大人爵前作主施行

乙已年八月初十日稟

N29  貳拾玖

具稟人盧怡記等，為瞞憲挾減、乞恩查追、

以免虧累事。切蟻被呵哯吞騙銀一萬八伯一十一

員零，迄今一載，未蒙清交。兹已船回，復稱力

難底償。但查呵哯基業值銀四萬三千餘，某行某

地值銀若干，歷歷可考，何竟屢稱不足。似此詭

詐，顯係瞞官挾減。蟻自被騙以來，納利他人，

曾經用去銀一千數百有餘，即使如數清還，殊多

虧欠，復行議减，蟻何以堪。當此時得一萬之

數，蟻或能生，若失一百之銀，蟻斷難活，性命

所關，何能輕减。况呵哯之基業足償有餘乎。兹

據實陳明，乞噃咁律師轉詳按察大人查辦，作速

追還，沾恩切赴。計粘單一紙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十二日

乙已年八月十一日稟

今將呵哯銀項基業開列於左

賣茶得銀一萬七千員；賣船得銀九千員；賣

中環地一段得銀二千一伯員賣與未士吻；另中環

行一間、地一段、及太平山地一段，共約值銀一

萬一千員；另下環行一間、地一段，共約值價銀

三千員；以上五柱，共約計銀四萬二千一百員。

N30  叁拾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稟明示奪事。切商等遵

示加餉，承辦筲箕環等處石山。兹查上年章程，

未蒙示諗，誠恐各塘口及船戶等藉詞搪塞，商等

未敢擅專，只得稟請憲台俯賜出示，飭令各塘口

及船戶，格外加增租耗，俾得餉項有歸，為此稟

赴大人臺前，恩准施行。

計開：石山塘口沽石，每兩准收租銀臺錢五

分；船戶每丈口，准收耗銀貳分伍厘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稟

N31  叁拾壹

具稟福建省海澄縣船戶難民金慶興，裝載

雜貨約有五千餘担，自去年二月，在本港開船，

前往 叨國。於本年六月十八日，在 叨開船至

洋面。不幸於七月十四夜在萬里長沙洋面，被狂

風打碎船隻，船內共有人口一百零二人，船碎人

亡，只存下人口六名，在大海隨波飄蕩，幸蒙火

輪船在洋面撈救回來。今難民等六人，遭此大

難，身無分文，又且在海內飄浸各受潮濕，因此

有病。伏望貴國倘有夾板船前往福建，懇求賞

賜，搭船回福建。萬幸。大老爺大發恩典，救苦

救難，賞賜盤費衣服，民等六人得以生全回閩，

則感大恩於無涯矣。今將難民人名開列：楊柔、

李益發、宋超、蕭茂盛、葉亞云、楊亞樂。

N32  叁拾貳

具稟鄉民黃坭涌地保魏亞水、耆民吳成亮

等，為本年六月內，有强匪寅夜攻刼顛林行，此

時村民人等知覺，奮勇搭救。不料强匪弗思已

過，懷恨欲報民仇情因。於本月初五日，有强匪

數十餘人，結義成羣，未識姓名，蠭踴臨村，身

潜利械，將民村青苗等物盡一耗毀，欲圖禍起。

但村民戶少丁稀，不敢與惡抗衡，無奈吞聲忍

啞，誰想惡心不厭，流言四方，招會羣匪，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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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民村等語。未知情偽如何，忖思大人鎮此，慈

保民情，豈容惡匪肆行無忌，侵害良民，故急瀝

情預稟臺前，伏乞大人書字與花旗行醫生舘彔衣

貴兵，倘係惡黨臨村，望貴兵附近可救，毋

致良民受害，若得垂憐，則闔村沾恩，庶民

戴德矣。切赴大老爺作主施行。

乙已年八月　　日稟

N33  叁拾叁

具稟人盧炳、盧成，為基業已賣、欠項不

還，乞恩嚴追究救事。切蟻被呵 驍騙本銀一萬零

八百一十一員，迄今一載，受累多端，仰蒙大人

督同議官公斷，着還銀一萬員，限以船回清償，

監追在案。但今業已船回，呵 竟敢抗斷，將日久

月長，莫知胡底。蟻以萬金被騙，慘莫名言，債

利日深，苦中更苦。大人心存仁愛，豈不一為垂

憐乎。查呵 基業盡賣一空，共獲價銀四萬有餘

員，量力准不清還歸款，總無期限，非仗大人速

辦，不知更待何時。延累已深，急無能待，伏乞

大人督同議官如數作速妥辦，奕世沾恩，為此切

赴欽差大人爵前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乙已年八月十九日

N34  叁拾肆

具稟武夷山茶商大來號□□□、昌盛號□

□□、德順號黃□、玉記號□□□等，為懇恩救

命事。本月初一日，商等以勦商等情叩稟在□，

已蒙慈□，理宜靜候，何敢再凟。奈寃抑難伸，

寔不得不凟也。窃商等於五月十三日由厦門□美

士羅巨船來港，載有各號茶葉，起頓在伊行內發

售。計船租餉銀用度等項，共借銀四千四百十六

員，內銀石六自用一千員。商等以為賣貨還銀歸

款，今住此數月，急欲賣貨還銀回家，再行辦

貨。奈行主不肯變通，執以逢源號石六不在為

詞，詎知石六因前打傷同伴，畏審跑走，故意藏

躲，串人多方掯勒，漁利分肥，以圖吞陷。設任

其久藏不見，商等血本皆空，財貨兩絕，只得凟

叩憲轅，泣叩仁天，飭諭該行，准商等賣貨還

銀，即石六藏躲，其貨現貯行內，亦可按照時價

歸還，俾得主客兩便。伏乞大老爺關天主好生之

德，救二十家之性命，則感佩鴻恩，非但一人已

也。眾商謹稟

乙已年八月　　日稟

N35  叁拾伍

具稟石匠人文福、曾長等，為修築石路、

被騙工銀、乞恩嚴追給還事。切蟻等因於本年四

月二十一日，與亞蘇接到下環公司行口石路一

条，長濶照白灰路為界，言明工價銀叁百大員。

蟻等恐亞蘇支供米飯不敷、拖延銀兩，要人擔

保，方肯承築。亞蘇即叫上環萬利店担保，親口

應允，當眾言明，立合約為據。蟻等即日開工，

依合約言定章程修築。及後亞蘇無銀供用，蟻等

無奈，向興和店借支出米飯銀五十大員，方能修

築完竣。他說要蟻整築起後，方得銀兩交足。今

已告成，除收米飯銀，尚有工銀一百六十六大員

零四錢五分。蟻同工人到萬利店問他取回交還工

伴各項。不料亞蘇心懷不軌，串同萬利店，使稱

不肯交還，竟推延數月。蟻又於八月二十一日又

同工伴到他問取，不料萬利店同亞蘇將蟻等辱罵

不堪，任蟻控告莫奈等語。窃思蟻等三十餘人，

同築此路，皆賴此獲些工費，以為父母妻子衣食

之資。今被他强吞，血本無歸，蟻等寧不受饑餓

之苦，勢迫瀝情，匍叩台階，伏乞大老爺秦鏡高

懸，視民若赤，慈雲早佈，甘雨均沾，恩准嚴

追，給還俾蟻等，即衣食有賴，沾恩無既矣。切

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乙已年八月二十二日稟

N36  叁拾陸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被賊慘偷，乞恩飭差拘辦

事。切商蒙憲賞辦筲箕環等處石山，批賃張二屋宅

整，辦公無異。陡於本月二十六日夜三更時分，被

賊由天井潜藏入屋，窃去天平等物。登時醒覺，追

捕不及。查開失單呈閱，內有仁憲石船牌照單板一

塊，恐惡等將來私印牌照，別生異端，只得歷情稟

明仁主，俯賜究追，不致盜風日熾，以杜他患。沾

恩無既，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八月　　日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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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7  叁拾柒

具稟人居民王偉南，住石澳村，為屢賜鴻，

貧民有賴，乞憲明鑑農夫事。切蟻民等歷居石

澳，上下村眾，殊無別藝，惟資耕種，以度韶

光。自各公候新啟大埠，廣布仁風，萬民歡舞，

前蒙諭示，石澳、大潭、柴灣、赤柱等處，所有

居民，耕種稅畝若干，逐一列明呈報，以便粮務

呈納大英國憲。民等舉首引頸，中心悅服，隨遵

遞年以照新安縣宰之粮務舊例呈納，不敢私瞞。

而今大人再出示諭，要一畝之田，須納糧銀壹員

半。忖思民等窮居山谷，不過鑿石為田，拓土成

地，非是上□，一畝之田，一造不過收谷一石八

斗而已。奚堪當此重粮。從前新邑宰之例，難以

給備。况又加乎！今大人新莅此土，良心賙民，

素馳海國。該民等同屬大英管轄，豈忍塗有餓

莩，是以瀝情匍叩琴堦，伏乞宏開湯網，體恤貧

民，照依新邑舊例呈納粮務，則民頌再生之德，

合境俱賴沾恩矣。切赴大英國憲台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八月十八日稟

N38  叁拾捌

具稟建造匠人梁深，稟為懇恩再發銀兩、以

便支用、俾得早日完工事。切匠前承接建造公司

樓行一間，蒙憲臺恩准，給回匠人建造完工，限

日工竣等諭。隨又蒙憲諭發銀一千員，分兩次給

領，以為買各料件，併匠人飯食工錢等項支用。

前蒙給發過銀五伯員，支買各料件，併支匠人飯

食工發等項。匠人已經將銀五伯員支用完數。現

在銀不敷用，兹匠用齊工伴，趕緊建造完工之

候，一日不可無銀支發各匠工伴工錢飯食等項。

匠人只得瀝情稟明憲臺，伏乞恩准，再給發銀五

伯員，俾匠人得以支發各工伴飯食工錢等用，以

便早日完工，以免悞工。餘銀俟工竣之日給領，

則匠感德無涯矣。為此稟赴欽差大臣大人爵前，

恩准施行

乙已年九月初一日稟

N39  叁拾玖

具稟廣州府民泗盛店陳龍，為訴緣由事。

窃呵見自去年底在噗大老爺處領辦祿衣舘工程三

座，轉交陳亞光等承辦，工料一併在內。因呵見

不給亞光工銀，亞光無力動工，再三懇龍接辦面

議，加辦磚瓦灰坭銅鉄較鉄□番鎖油漆等物，共

價銀一千大員，約兩個禮拜完竣，即交銀一千大

員。自八月十九日，與亞光共立合同，將舊銀單

一張，約呵見至噗大老爺處，另換新銀單。龍以

為信實，未曾換單，先行開工，至第四天，呵見

犯案監禁，銀單並無更換，呵見前日欠石匠曾亞

四、李亞二等工銀五百大員。曾亞四等恐受拖

累，不肯開工砌石。因無砌石，龍等木坭兩行不

能動工，以致躭延停工，又妄告龍等悞公，蒙禧

老爺訊判，着亞光與龍等趕緊辦工。奉諭之下，

焉敢不遵。伏思龍等俱係貧民，即轉求借貸，墊

辦完工，又恐工竣之後，領項無着，反受拖累；

若不辦理，又恐悞公被究。伏乞大老爺施恩作

主，龍等情愿墊辦完工，並叩懇施一全恩，將木

石兩行工料銀一千五百大元，可否賞給新單，俟

工竣之日赴案清領，以免悞公，則感恩無既矣。

切赴大老爺臺前恩准施行。 

計粘舊銀單一帋附呈

乙已年九月　　日稟

N40  第肆拾

署總理量地事務記，為批諭事。頃接陳龍稟

稱，呵見、亞光等，哄騙停工，將木石兩項工料

銀一千五伯員賞給新單，等因。查本總理屢次致

書呵見，飭令將所建該署事務，一概交還本衙，

但該呵見甘願每個禮拜罰銀一伯大員，並不肯交

其工料也。倘若要呵見不得將銀票到來公庫，收

該銀項，惟彼此共立憑據，開列清單，叩稟欽差

大臣查察施行可也。

乙已年九月　　日

N41  肆拾壹

具稟人黃亞周、鍾亞孫，為欲給銀以急成功

事。緣于上年六月內起，蒙大英官准亞周等二人

承辦行三間，經于立明合約，按工給銀，所因後

用多柱頂石五層，該用多工料銀五千員。復于四

月二十日，又被火燭燒去門扇窻門各木料，約共

值銀六千員。又被余亞四需索支多銀七千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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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日銀兩頗緊，恐有擱于大英官處，故伏乞給

銀六千元，俾亞周等准限唐十一月十五日做起，

不得遲緩。餘所存下之銀若干，然後收回。伏望

此銀六千元，今現求借四千元，餘二千限以十五

日一次收一千元。大英官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N42  肆拾貳

具稟人西營盤眾舖戶等，為乞恩憫恤商民遭

回祿之災事。兹因廿三晚，有諭示各民人等知悉，

自後遇回祿而焚，不得復盖篷寮木屋。今遵命復建

磚瓦之舖戶，懇求仁慈俯恤商民失業，有業來依，

但海傍一帶之灰窰與及木屋，火未焚燒，廿五晚，

亦有諭示西營盤各舖戶，要盡行毀拆。眾舖戶等無

家可歸，如魚失水，如鳥失巢，棲身於何地。雖愚

夫俗子咸知郭先生存救世主耶穌之善心，傳福音真

道理，諒不致失業無依。懇求郭先生轉求公使大臣

德大老爺，恩准賞給復建磚瓦之灰窰與各舖戶，照

舊營生納稅。前蒙堅老爺恩准，有紙賞給錦合、三

益、二益之灰窰，在此燒灰，供給本港英商建行取

灰之用。而且各行取灰賬項未得清交，乞恩建造磚

之灰窰，舖戶眾商民等則感恩德於無涯矣。迫得歷

情稟叩郭大老爺作主施行。

乙已年九月　　日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月　　日稟

N43  肆拾叁

昨據接西營盤舖戶等稟，請給執照以便建

造。等因。理合當批西營盤海邊水師提督，要建

造屋宇山邊，量地官要丈量開投。如投得者即給

與地契不變，任從建造。特此。

N44  肆拾肆

具稟人錦利店、三益店、義益店等，俱在西

營盤燒灰為業，併眾舖戶等，為伏叩鴻慈，准給

餘地，俾民遷居事。切治等叨蒙上國開埠香港，

治等附居宇下，經歷數載，守份為業，士工商

賈，莫不均沾雨露。但治等現奉示諭，將西營盤

一帶舖戶居民，盡行毀拆，維念治等越歷幾秋，

使一旦遷拆，奈非易事，治等亦不敢推委，懇望

仁台大振霜威，施好生之德，視民如赤。雖漢人

亦即英民也，英漢同沾撫恤。兹治等奉諭毀拆，

惜無寸地立身，即家人婦女何所置耶。故治等意

欲移往石塘嘴海邊餘地，暫盖篷寮，俾得片時居

身。候量地官開投定奪，然後建造，治等不敢擅

專，只得聯名結稟，披瀝情匍叩台階，伏乞秦鏡

高懸，詳察民難，恩准示期毀拆，給賜餘地，俾

得暫居。沾恩切赴郭大老爺台前，格外施恩。

乙已年九月　　日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月　　日聯稟

N45  肆拾伍

據接西營盤舖戶稟請給餘地建造，等因，理

合當批。汝等若無地契，如要搬遷別地建造，則

無定處也。特批。

N46  肆拾陸

具稟人錦利店、三益店、義益店、連成店、

勝利昆記、曾義貴、全英利隆盛德利興合義合

致利維利義利店等，為聯名伏叩鴻慈，恩准給借

餘地，俾民暫居事。切治等叨蒙上國垂恩撫恤，

闔港人民均沾化育。緣因近日奉諭，毀拆西營盤

一帶舖戶民居，但治等住日無幾，傾囊建造，兼

有家眷，附居宇下，素守規矩，毫非不染，使一

旦遷拆，奈無寸地居身，真手足無所措耳。兹治

等意欲遷往石塘嘴海邊餘地，聊盖篷寮，以應暫

居。待上要地建造府庫時，治等則當繳還，使原

壁而歸趙，曷敢抗顏肯阻者乎。惟治等不敢擅

專，只得聯名結稟，匍叩仁台施好生之德，恤民

艱難，恩准給借餘地，俾得暫居，使人民安堵，

闔港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施恩作主。

乙已年九月　　日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月　　日聯稟

乞恩給賜牌照，使治等有憑，免被閒人僣居

混雜。萬幸。

N47  肆拾柒

具稟潮州府潮陽縣蟻民，稟為懇恩濟命、以便

回家事。竊船戶黃乾合，在達濠裝載魚脯、蒣粉、

雜物，欲往省生理售發。本月初一日，在達濠揚

帆。至初四夜至劍門，忽遭狂風大作，船被擊□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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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失死舵工水手並客人共五名，僅存八人，一人

重傷將危，不能行走。在龍船灣僱小船載來貴港。

跪叩大老爺大人開恩，爱民如赤，懇恩賙濟難民

活命，以便回家，萬代戴德，則感再生之德于靡既

矣。伏乞大老爺大人台前，施恩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一月　　日  李錫珍、李

亞選、陳亞亥、吳亞大

陳二奴、莊亞土、黃亞旦、李亞祿仝跪稟

N48  肆拾捌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稟明示奪事。切商投辦

筲箕環等處石山，每年承餉三千餘圓，專以石船

塘口採運納餉，每隻石船每丈口收銀貳分，塘口

每兩石價收銀九分，均照向例，並無加增分厘。

查上年羅先承辦，每年輸餉捌伯圓，現年比較加

增數倍，一經走漏，餉項無歸，但盤艇載運，理

應一概找算。其中大小船隻，苦樂不均，是以經

眾議明，每盤艇載石往香港售賣者，每艇收款銀

壹錢捌分，山租按數找算，各皆恪遵。衅因石販

土掍曾皮三等，在于燈籠洲等處橫行，聚眾佈

散流言，包攬盤艇，抗不納餉，聲稱任稟無奈等

語。誠恐鄉愚無知，被其煽禍，只得歷情稟明仁

主，俯賜示禁，嚴挐究辦，俾得承辦有專。若不

從嚴究惩，刁風日熾，章本廢□，下年更難承

辦。沾恩無既，為此稟赴大老爺臺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拾月　　日稟

N49  肆拾玖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恃頑偷運、乞恩拘案究惩

事。切商蒙恩，派辦筲箕環等處石山，承餉浩大，

專以塘口石船採運納餉，倘有走漏，將來餉項無

歸。兹於本月初三日，有船戶郭亞全載運石塊，竟

不赴館領單輸餉，私行偷運，現被巡丁將船石拏獲

觧案，理合稟明仁主，盡法究辦，以儆日後効尤，

俾餉項有歸。為此稟赴大老爺臺前伏乞施行

乙已年拾月　　日稟

N50  伍拾

具稟人黃亞二、亞四、亞五、亞六兄弟等，

祖父歷來住花旗行小土名大石下。相傳幾世，

耕種為生。因至上年，蟻兄弟曾向鄧宅批出一所

稅地土名大石下，四至分明，任由蟻兄弟起造開

墾作灰窰，永遠居住耕種生意為業，不計工本太

多，起造有房屋十餘間，廢有血本銀數百，開有

田畝，遵憲例，寔數捌畝之多，燒灰窰一座，亦

廢有血本銀數百之多，俱有批單存照。後至大英

官憲到來開埠整路，將蟻田畝灰窰一切填塞，並

無耕種燒灰生意。蒙憲格外施恩，留下數間房屋

彼6蟻居住。此時蟻兄弟生活辛苦艱難，做起工，

贃得多少，養妻兒口，急曾歲。蟻具稟田畝數

次，憲未曾註刪，蟻兄弟等亦未曾領過英憲毫厘

銀兩。蟻父母妻兒饑餓忍底，蟻兄弟守法良民，

歷來並無毫厘匪徒事。不料上諭出示，將蟻兄弟

房屋投賣于地基與別人，叫蟻兄弟早遷，房屋拆

去別處。蟻兄弟身上手無寸鉄，昭討暮粮，又無

人工食用拆屋，又無銀兩別處起屋，無往棲身，

三尺孩童皆可憐也。兹特具稟瀝情，匍叩憲轅，

明鏡萬里，乞恩如數補回血本，彼蟻兄弟早遷拆

房屋別處，或留下房屋，彼蟻兄弟居住。民得鄉

生，庶幾無凍餒之苦，全家咸德海隅沾恩，切赴

大老爺臺前作主施行。

乙已年十月　　日呈

N51  伍拾壹

具稟鄉民黃坭涌村地保魏亞水、耆民吳成

亮合村人等，今赴大老爺鈞座，稟為叩乞鴻恩以

矜貧民事。切民等歷居黃坭涌村，先輩承批鄧姓

各處稅地一帶，開墾耕種，每年該納谷捌拾石，

任由田內起造屋宇，其屋租在內不用輸納，世傳

無異。今大人諭示，要村中各戶該納屋租□啤多

寡，應所宜也。該稅務乃是朝廷之大典，國計之

攸關也。則雖遐陬僻壤，弗能免之。况民等均屬

大人管轄，敢不遵乎。但惜村民殊無別藝，而且

無耕無穡，寔度歲。每日男婦跨巔割草為活，衣

食靠此，誠恐難充此屋租乎。是以瀝情稟上大人

臺前，伏乞恩典，體惜貧民，免納屋之事。如

何？如果大人廣佈慈恩，視民如子，則合村萬

代沾恩不淺，齊聲頂祝，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

施行。

乙已年十月　　日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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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2  伍拾貳

欽差大臣德。昨接黃泥涌耆民吳成亮等稟，

求免屋租，等因。據此當批：查自大英軍士居住

在香港以後，汝等毫未有納餉，若免所定之微微

屋租，殊屬無理。倘有人不能納此租項，惟稟征

餉之吳爺查照，據實轉稟欽差大臣定奪可也。

乙已年十月十八日

N53  伍拾叁

具稟人怡記厰盧炳、盧成等，為稟明事。於本

月二十七，蒙貴國律師噃咁傳諭，着蟻等帶同控告

呵 之証見人錄供，具稟按察大人審訊。兹怡記等

携同始接之陳富昌、及蟻工伴張奎，証見採買各料

人謝亞永等，齊赴律師噃咁，俾得錄供轉稟等因。

理合稟明，伏祈大老爺電察，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乙已年十月二十八日　　証見人張奎

謝永親筆

N54  伍拾肆

具稟羅南喬，謹稟郭老爺臺前。敬稟者。

昨有張秀者，係喬請他上堂出官講話之人，昨日

親到喬押，所云說美士璞老爺說，羅南喬有應領

銀一百六十員，要南喬親筆遷字，即可出支，若

南喬不到，即要郭老爺寫英唐字單一紙。就可領

出此銀。因郭老爺與南喬相好云云。張秀來說，

將此銀領出補回非立之項，有剩存支各數，喬信

以為然，隨具稟帖前來稟明仁台，求為寫字一紙

到美士璞處，發交此銀，交與張秀手收，以為應

緊。交稟與張秀前來之後，有人到喬處通知說，

張秀等輩謀領此銀，意圖各人分用，併不是為南

喬攤補非立之銀。喬聞此言，不勝駭異。此銀一

散，何日得出，廢時失事，因此再稟前來，伏乞

仁台為南喬作主，垂念知遇，懇求到美士璞處取

銀一百三十員。懇求將銀一百員，交按察司攤補

非立之項，餘銀三十員，存老爺處。喬出之日，

以為各處使用，此喬不勝感激之致。此銀懇求仁

台多方到美士璞處說知，此銀不能交張秀手收。

求老爺親為收到以救目前之急。喬不勝頂祝。再

喬有美士璞處稟帖一張，懇求老爺代喬轉達，是

所切禱，為此切赴大老爺臺前作主施行，再求此

稟宜密藏，不宜與張秀知，因張秀係長隨美士璞

丈量之人，若張秀知有此稟，謀害南喬有日矣。

乙已年十一月　　日稟

N55  伍拾伍

具稟羅南喬，謹稟璞老爺臺前。敬稟者：切

喬前於七月二十八日，因有唐人余亞恩欠英人非

立貨銀一百員，有非立買辦馮清，求喬代為暫行

担保，不甚緊要，半月之間即有銀到還清，喬之愚

直，信以為然。其銀係陳貞、王佐、南喬、馮清四

人共担保銀一伯員。立明欠單，各人簽字為據，限

一月將銀還清。不料余亞恩回家辦銀，日久不回，

至非立要担保之人還補。此銀此事，起於馮清求喬

担保後，馮清並不商同，照名攤補，而反唆擺非立

控告南喬一人，寔出情理之外。於十月二十五日，

將南喬一人發押追銀，而陳貞、馮清、王佐三人置

之不問。忖思此項銀兩係四人名字担保，應照四

人均攤，每人應該銀二十三員，何以竟將南喬發

押追銀，殊非公允。喬現在奉押，不能出外調停，

只得瀝情具稟明，伏乞大老爺作主，垂念知遇，為

喬設法先行取保，喬出之日，即墊補此銀，事妥之

日，喬親到叩謝，不勝感激之致。再者。南喬自

去年九月，蒙郭老爺推薦，得遇仁台知遇之恩，難

以酬報。又於本年三月，復蒙以磚石渠工程委喬承

辦，此係格外體恤，喬時刻不亡7此恩。奈喬用人

不妥，于七月間，至被曾亞灵逃走，騙去銀六百

餘員。復蒙仁恩，以南喬受累，復于八月初旬，將

渠工合同從新換過。此項工程，仍照舊辦理，此係

仁台垂憐恩施，格外關照周全。無靡不至，無可以

報，惟有寔心辦理圖報而已。兹復遇非立之事阻

留，而渠工未得完工，喬心日夜不安，喬出之日，

惟有着緊辦理，以體仁台委任之致意。肅此，謹將

前後緣由稟明，懇祈察核。為此，稟赴大老爺臺前

作主施行。

乙已年十一月　　日稟

N56  伍拾陸

具稟羅南橋，敬稟郭老爺台前。南橋前於七

月二十八日，有南海人余亞恩，欠英人美士非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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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銀一百員，非立買辦馮清求託橋代為担保。此

銀係有四人名字担保，羅南橋、陳貞、王佐、馮

清四人，共担保銀一百員遷字為據，限一月餘，

余亞恩辦銀還此欠項。不料好人難做，余亞恩回

省辦銀，一去不回。至非立要銀，馮清亦在內担

保，馮清不為不調停，而反唆擺非立控告南橋一

人，而馮清、王佐、陳貞三人至之度外不問。于

十月二十五日將南橋一人押追銀一百員。忖思此

銀一百員，四人担保，即補墊亦四人均派，何獨

押南橋一人。橋現在奉押外，無調停。理合將原

情稟明，伏乞老爺仁恩垂憐，求為設法。或寫字

到非立處先行保出，然後酌量補還此項銀兩。再

者。南橋現做公司磚渠，因非立之事阻留，未得

完工。現託張秀代為辦理妥當，該銀一百六十

員，此銀應領之項，懇求仁台代寫英唐會單一

紙，併求仁台遷字交張秀代收。此銀以為緊用，

為此稟明，伏乞作主，則橋感德無涯矣。為此稟

赴。再此稟係南橋親筆，並無假冒，憑圖書為

記。大老爺臺前作主施行

乙已年十一月　　日稟

羅南橋筆

N57  伍拾柒

具稟九龍衙前鄉明人李珍儒，稟為冒認埗

主、誣控欠稅、乞恩移文到縣、俾得歸納英稅

事。緣民本年在赤柱中坎盖寮做繒栩，捕魚為

業，時有新安縣南頭山下土惡陳展聰等，冒稱伊

係埗主，要民領批，言明每年納租銀伍大員，時

即交定銀貳員。迨後見英憲出示曉諭，該洲全島

地方，所有租稅，悉歸英官徵收。時民不識英官

規制，亦未赴衙領批，無奈將寮拆回，並將繒網

什物搬運歸家，向惡討回定銀貳員。豈料惡等心

懷不忿，反向民再討租銀三員。忖思無埗捕魚，

誰甘輸納空稅，惡等見民無銀所交，胆在新安縣

主控民欠伊租稅，尚未干休。迄今新安縣新官陞

任，恐惡復行誣控，至民枉受□□勒索，天理奚

堪。况該處稅務悉歸英官所管，則遵英官所收，

豈容惡等冒稱私收。迫披情由，伏乞愛民如赤，

迅速移文前去新安縣，以絕惡等再控，俾得該埗

寔歸英官管轄，該納租稅若干，異日民當赴衙領

批輸納租稅，則感戴二天恩靡既。切赴大老爺臺

前作主施行 計開：

陳展聰、陳贊聰、陳悅聰□□冒認埗主，私

收租稅，誣控人

乙已年十一月　　日稟

N58  伍拾捌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掯船勒索，乞憲移知

釋放事。切商等于本年八月內，蒙憲給示，着商

在貴治筲箕環採運石塊，雇船載運各城鄉市鎮售

賣。適于本月初旬，雇得石船羅成利，在筲箕環

裝有石塊，由赤灣洋面經過。不料于初七日，被

新安縣福永司巡船捉拿觧司，勒索銀兩，至今未

放。只得歷情稟訴亷堦，伏乞即賜移知新安縣

憲，轉飭福永司，釋放船人，以免株累日久，兼

之年近在即，各船觀望不前，有負國餉，為此稟

赴大老爺臺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拾貳月十七日　　稟

N59  伍拾玖

具稟治下老民馬文揚，為越境悞拿，乞恩

速移救事。切民男馬吉星，向蒙開埠大憲給與上

環地址，建舖貿易。男携帶妻室，居住數年，守

分營生，坊鄰共見。本月十二日，因繒船回埠度

歲，同妻馮氏順搭烏仔雇船往繒船探親，並收賬

項。不料泊在西營盤海傍，突有大澳汎官，駕駛

兵船，將烏仔捉獲，並民男吉星、媳馮氏悞拿，

勒索銀兩。民男不願毒拷架誣，諂良邀功，觧送

九龍恊署押留。民媳，澳營汎索銀四十，方肯釋

放。惟係民男吉星已蒙大憲給地居住，且遵赴監

督，領給名籍帋存據，顯屬良民。今竟被大澳汎

官越境擅自在西營盤拿索威逼誣觧，寃沉莫挽。

但前奉憲示，凡本埠屬內居民，漢官兵差不得擅

拿，如被擅，准赴稟報，立即提回等諭。坊鄰保

領，庶婪官不敢違示，越境妄拿恣噬，良民寃

伸，安居貿易，永沐甘棠，沾恩切赴大老爺案

前，恩准施行。

乙已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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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1第壹

具稟治民潘朱仲、舖客楊富、合利、二合等，

稟為乞恩親勘、以免折毀貧民安居事。切民前蒙大

憲□□上澴馬頭海傍第六號地一段，給帋輸稅。民

建舖三間，歷年無異。兹奉憲諭，折毀新造馬頭，

但民舊建之舖，與廟地石磡相對濶隔約有貳丈零，

憲諭該路濶一丈五尺，似此無庸折毀。致路有歪

斜，皆由大街路口所建之舖凸出干碍。為此乞恩親

臨騐勘，憐察貧民舊建，免令折毀，俾得安居。頌

祝甘棠，切赴大老爺案前，恩准施行

丙午年正月　　日稟

O02  第貳

具稟治下上環街市鮮魚行，為乞恩關移、杜

絕私拏、以安民業事。切民等向在本埠販買鮮魚

生理，各守本分，幸藉福庇，少獲微利。但民等

每日向本埠海面駕駛小艇，在漁船罾棚，販買回

市。不料近日漢官不奉憲禁，每駕槳船，在本埠

海面私拏勒索，不遂所求，輒屈打成招，或囑賊

誣投陷觧邀賞，叠遭陷害。民等思欲回家，另尋

生理，而本埠賒賬數百千，欠去則血本無歸，留

則時恐私拏，難保生命。為此聯叩恩准關移漢官

督撫，飭令文武員弁，毋得私向本埠海面勒索誣

拏，俾民等安心貿易，免遭私拏，以安生命。共

戴鴻恩，切赴大老爺案前，作主施行。

丙午年正月　　日　　稟

O03第叁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賠累難堪，乞憲原情

寬限事。切商於去歲七月三十日，蒙恩投派筲箕

澴等處石山，該餉銀三千三百七十圓。即交銀

一千六百八十五圓，尚剩一半，定於本年二月初

八日交清。兹因上年生意淡泊，石少船稀，以致

虧缺千圓之數。復思生意盈餘虧墊，自所應得。

迄今現已届期，理應如數交納，但商等現在措辦

一時未能就手，只得稟明仁憲，恩施格外，伏乞

垂憐，准限三月，終如數備繳案下，不敢短少遲

延。沾恩無既，為此稟赴大老爺臺，恩准施行。

丙午年二月　　日　　稟

O04  第肆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限期遵繳，乞憲垂憐

再叩事。切商等于去歲七月三十日，蒙恩投派筲

箕澴等處石山。該餉銀三千三百七十員，即交銀

一千六百八十五員，尚欠一半，定于本年二月初

八日交清，理應如期輸納。兹因上年生意淡泊，

船稀石少，以致虧缺過多。但商等現在籌辦一時

未能就手。復于是月初六日，以一件賠累難堪等

事，稟叩案下。蒙批：此稟斷不得准。等情。商

敢不恪遵。第思商等現往省城措辦，往返擔擱日

久，乞恩憐准轉限三月十五日如數備繳清訖，愿

照回公司利息核算，伏乞仁憲俯准，俾得承辦有

專，若不恩施格外，商等自愿退手，乞憲另招承

辦。沾恩無既，為此稟赴大人臺前，恩准施行。

丙午年二月　　日　　稟

O05  第伍號

具稟人下環市長馮帝，為生理艱難、稅課

無出、乞恩格外施恩事。切帝蒙憲諭掌市事，每

月呈納規銀，但餉項所出，專賴舖租，而各舖租

必馮生理。近有外處商人，由船裝貨來港，着人

挑過街賣。彼不費舖租各項，價錢未免稍低，而

挑負到門，人且更貪其便，自此而生理日淡，舖

戶虧本者□多，有誰更復租舖？窃思雜貨洋貨之

舖，各處俱有，獨鷄鴨猪牛鮮魚菓菜數項，始由

市內販賣，如亦聽其挑過街賣，誰復到市貿易？

餉銀辦納無從，勢着叩稟台堦，乞恩出示曉諭，

以上各物，不得挑過街賣。倘慮舖戶高抬時價，

則將各物定中平之價。庶市中生理日盛，餉項不

至無出矣。為此切赴  大老爺作主施行

丙午年三月初四日

O06  第陸號

具稟人泉州府南安縣蟻民黃坪，年三十九

歲，稟為拴引僥吞、血本歸空、乞恩究償懲辦、

以免陷命事。窃蟻自五月十三日，帶有玉記小種

茶五十八箱，內有明種一箱，至貴港售賣，每箱

肉重四十四斤，該值血本銀八百五十餘元。突有

石亞六，引入花旗囉啤�行，親交行主，俟價若無

高價，照市情售發。詎料迄今不知慣惡石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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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與行主拴局，一應僥吞。不得已，遞呈仁憲

作主究償，蒙其大恩，着有買辦楊亞起，領回石

亞六，秉公調取，慘坪不知如何拴局，虧玉記之

血本，分毫莫與，敢凟仁憲，再着令買辦楊亞起

秉公調還，蟻一家得生，庶免陷命，則再生之德

靡涯矣。伏乞欽差大人作主施行。

丙午年五月初六日

O07  第柒號

具稟潮州府潮陽縣蟻民翁囉、船戶蔡榮成，

為被刼殺傷叩、乞嚴拘究追懲辦事。窃船戶裝

載脯料等物，來省售發，慘因本月十九日，在本

埠達濠港出港，駛至本月二十三日下午二点鐘時

分，到此本門口，突有賊船二隻，約有五六十匪

來刼，慘船內一應等物遭被刼訖如洗。並重傷水

手五六名，將近斃命，難以保生，慘不勝陳，叩

求大英爺恩准，立即騐明嚴拘，究追懲辦，則感

大德于靡既矣。伏乞大老爺恩准，作主施行。

計開被刼等物并銀陳明：采魚脯一百二十

籠，每籠八十斤，每籠價艮廿元，現艮三百元、

錢八百文，棕箱一个，係林秀才來赴試寄來，不

知何物；夥計人客衣服一應刼盡。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九月　　日稟

O08  第捌號

具稟省渡新永安、新永泰、新順利、新常

泰、順利、洪泰、永利、泰和、廣泰、祥泰等，

為稟請渡牌，以免往來擾害事。切蟻等渡船，

來往香港省城等處，一向相安。緣於前月二十四

日，省城各社學標貼長紅，禁止渡船來港，倘敢

故違，定行剿滅等語。蟻等聞實風聲，殊深恐

惧。惟思貴港通商貿易，全賴省渡往來，今一旦

嚴行斷絕，固不獨蟻無以營生，即貴港通商，亦

多阻滯。查香港約十五隻，其中良歹不一，實深

拖累。兹蟻等竊願限設十隻，連日往來，互相保

結。一船有失，惟此九船是問，又請殷實舖戶担

保。倘有無牌渡船到港，懇飭差驅逐，以免牽

累，遇有社學惡徒迫勒傷害，求為伸寃。每年願

納餉銀四百大員，分為兩季清繳。伏祈俯察輿

情，准給牌照，俾蟻等渡船往來無碍，而貴港日

臻太平也。附粘說畧一紙呈電，是否有當，乞祈

察奪施行。沾恩切赴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丙午年八月二十四日

說畧計開

盖聞省渡之設，原為正經貿易往來，近因

良歹不均，為害不小，或在港冒充渡船，出洋刼

掠；或外洋陰行刼掠，到港混冒渡船；或多次來

港，偶逢銀信太多，則遽吞騙，一去不回，以致

寄銀者無從查問。種種獘端，莫可枚舉。究其

根由，實因未有專責之故。兹限以十隻，連日往

來，互相保結，殷實舖戶担保，遇有無牌省渡，

即行斥逐，則可杜絕外來盜匪，外匪一絕，而貴

港可致太平。蟻等竊以此慕，不揣冒昧，謹以說

畧拜聞。

O09  第玖號

具稟人快艇船戶容啟蘭等，天大寃情、無

路可伸，乞恩詳察公斷事。切民等快船共五十餘

隻，每隻用血本銀一千餘員，向在澳門開擺，載

運各國官商，並傳遞來往書信，便利行人，歷百

餘年，皆在澳門凉亭馬頭灣，並未敢為非作歹。

不獨合澳週知，則各國貴客亦可共信。突於現年

八月初五日，有西洋呞咑標貼，聲稱快艇多有不

法之徒，出入必要經由呞咑盤查，並勒令快艇每

隻每月納銀一大員。因快艇東西異路，未能齊集

妥議，故未回復。不料於八月十四日，呞咑飭澳

兵船將快艇三隻拉到抽分館馬頭扣留，並將快艇

內物件盡行搬去。民等見係眾人公事，不敢自

私，則請澳內三街各行行長紳耆，於八月十五日

齊集蓮峯廟公議。眾稱澳門現有文武官及粵海關

稅二百餘年所定章程，不能一時頃易。今私咑勒

無厭，魚肉良民，監禁無辜之人不下百餘，皆以

錢債細故，恣意毒打，眾不服，遂於十九日擺

市。此係眾人公憤所行，實與快艇無干。不料

十九日早晨，突有西洋兵數十人，鎗炮齊放，民

等不及防避，致斃命二十餘人，燒燬快艇九隻，

淹沉十隻，搜得防虞 8鉄器，直以為據。切思快

艇固非打仗之船，而做快艇者，又不肯為打仗之

事。有此奇寃，無路可訴，迫得瀝情匍叩，乞恩

據情查察公斷。兹各快艇甚願掛英國旗號，納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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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英國公帋。如快艇到澳，西洋呞咑要勒規銀，

即求妥辦。數百家奕世沾恩矣。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丙午年九月十四日

O10  第拾號

具稟省渡新永泰、常泰、正記、廣隆、興

泰、四利、萬利、德利等，稟為恃勢勒索、聯乞

亷明、以免擾害事。切民等開設省渡，一向相

安。近有番禺縣工房書辦陳榮，恃勢設立香港省

渡，着令民等每隻渡船繳銀四百二十大元，准給

牌照，任其來往。如不遵繳，每月每隻索銀一十

兩，始能開行。倘若兩不遵依，定必留難掯阻，

多方擾害，是以有力之家，曾經備繳。惟民等所

入無多，未能辦繳。現在懷吉、洪泰兩渡，被他

封鎖，誠恐擾害無底，民等迫得聯稟台堦，伏乞

轉詳欽差大臣德，移文禁止，或照前馬禮遜老爺

舊章，仍向唐官取渡牌十張，給發民等，免俾巡

船關口書差勒索，則感恩無既矣。切赴大老爺台

前，恩准施行。

丙午年十月　　日

O11  第拾壹

標下署理廣東香山協右營右哨外委千總、汎

務本營左哨額外外委方殿標謹呈。今開：殿標年

三十八歲，廣東廣州府香山縣人。道光三年十二

月內，充香山營弓箭手，歷奉派隨緝捕。四年

十一月內，隨本營外委王雄蕚，在隆都拏獲青姜

河面行刼事主黃榮縠船案內賊犯李亞有二名、並

匪船一隻，觧辦在案。月內，援補步箭兵。四月

內，隨署香山恊鎮府曹，緝至朗滘地方，拏合鐘

源盛案內賊犯王蜆猷，觧辦在案。九年四月內，

援補馬糧。十二月內，恭值兩廣督部堂李巡閱營

伍，賞給銀牌巾袋。十年五月內，蒙獲香山協劉

送考，廣東水師提督李賞給記名外委。十二年四

月內，派隨署南韶連總鎮余，入山攻打軍寮排猺

匪，奮勇擊殺，具報在案。十四年三月，恭值廣

東水師提督李校閱營伍，賞大銀牌。十八年三

月，跟隨曾都司拿獲迭刼鄰境盜犯梁積成等十五

名、並船銀砲械，觧辦。隨奉兩廣總督鄧檄行，

內開：殿標獲盜出力，援補右營左哨外委。十九

年五月內，派隨水師提督李，圍獲烟犯萬亞卓等

二名，並搜出烟土七百餘斤、烟膏一百三十餘

兩，觧辦。八月初五，隨署營守備黃琮。燒  哪

洋躉船一隻，拏獲鬼子二名，並獲鎗砲，觧辦。

二十年七月，擊退夷船，具報在案。嗣於廿三年

正月，隨大鵬恊賴、香山恊洪緝犯，二十八日拿

獲盜犯郭飛龍等十八名、並匪船砲械，觧辦。四

月內，派隨千總楊雄超，緝獲行刼陳其祥沙艇案

內首犯黃亞偉，觧辦。二十五年五月內，派隨本

營泊署都司，緝獲行刼致祥當案犯梁老賀等五

名，觧辦。廿三日，拿獲行刼致祥當案犯歐陽連

勝等七名，觧辦。

O12  第拾貳

具稟人闔港行店等，為懇散公司、聯乞崇

轅、俾得各行興旺事。切民等自來貴港，大小生

意均沾微利，皆藉鴉片為主。第因去年只將鴉片

總歸公司一家發賣，煙價索勒高昂，是以各處客

商，聞者不到，至今各家貨物難沽，故此各行生

意有淡而無旺矣。恐將來各舖有閉而無開，誠恐

貴港生意從此必壞。民等迫得聯稟台堦，伏乞鏡

察，轉懇大憲，俯念輿情，仍照舊章，俾民等行

店買賣興旺，共沐鴻慈無既矣。切赴大老爺臺前

施恩作主。

丙午年十一月　　日稟

O13  第拾叁

具稟人三昌廣和麗源公興天華五順錦華人

和和記萬利店等，稟為領牌販賣烟土烟膏、伏乞

恩准、以招四方商賈雲集、以興百工貿易事。切

民等向承鴉片熟貨生理，原因設有公司，客商日

少，生意日淡，闔港皆然。兹聞闔港具稟，懇求

仁憲豁免烟土公司之例，而本港商民莫不欣頌，

實維嘉賴。故民等聯名赴叩台前，乞恩俯准撤散

公司，諭設例式，並給牌示，俾民等營謀有望，

合港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丙午年十一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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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4  第拾號【按：這份及下一份文書編號分別為

第拾、拾壹，與之前文書編號不符。未知何故】

具稟人李祖保，為持械搶刼、拒傷事主、

乞恩嚴拿追究事。切蟻向在平海裝塩往來本港，

一向無異。緣於本月二十二夜八点鐘，來至鯉魚

門，遇有匪船一隻，大約數百載，假裝划艇，內

有二十人，俱穿夷服，持械過船，將船內白塩

衣等物，盡去一空，拒傷伙伴一名。惟思該匪橫

行，寃抑莫雪，血本無歸，難堪甚矣。乞大老爺

飭差嚴拿追究，被弱民有，9强盜知警。沾恩切赴

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丙午年十一月廿五日

O15  第拾壹號

具稟合環舖戶商民等教讀民林兆，為教化

人材，懇憲恩准給領地方、建造書室事。緣民人

以教導為先教化，以讀書為要。所謂玉不琢不成

器，人不學不知禮，英華所同情也。故商民等思

念幼民小子，欲使其同進於善，不先為延請賢

師，教誦詩書，講論禮義，嫻習有時，終為梗化

之頑民。然教讀必先有地基起造書室，方可延

師，且英漢幼民濟濟，非廣其地基，亦難集居俊

童、英漢同學於一室，呈得歷情，稟叩大憲，乞

恩准給貴埠水坑口尾之地基八丈方長，俾商民等

自行捐資起造書室一所。但此事寔出於公，非為

私設，乞求免稅。俾英漢之幼童隨便學習，大有

進益禮日興。沾恩切赴

丙午年十一月廿六日

P　F.O.233/186頁31-41：1847年

P01  第壹號

具稟商人馮帝等，稟為資本無歸、乞恩詳察

事。切中環街市乙已年韋貴手承辦建造，舖戶乏銀

支需，故此借到商等本銀五千餘員，言明年底本息

清還。及至本年本息無歸，韋貴因見所收之租銀難

以清還本息，且尚欠餉項，不能支持，自願將街市

舖，呈出割歸馮帝等管理收租納餉。今因韋貴故，

只得瀝情稟訴，伏為恩准，以韋貴名字改與馮帝等

承辦。理合稟赴 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丙午年十一月廿七日

P02  第貳號

具稟人鄭福生，為乞批塩程事。切蟻仰望貴埠

紅香爐廟下、海墘為路內畔鹹濕海地有幾十畝，伏

乞恩准，批賜給照，以造塩田，晒塩生理。奕世沾

恩，為此切赴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丙午年十一月廿八日

P03  第叁號

具稟人上環街市亞貴，為一環兩市、乞恩

减餉事。切民於甲辰年九月，荷蒙恩准，自備資

本，建造上環街市，言明每年納餉銀二千四百

元，限五年為滿期，之後另行再議。兹經兩載，

本利不敷。殊料市旁又添一市。將大小生意分

開，民之血本，固屬無歸，餉項實難措辦，迫得

瀝訴台堦，乞恩减餉；或每年止納地稅，俾血本

有歸，奕世沾恩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丙午年十一月　　日

P04  第肆號

具稟人韋天富，為冒簽瞞騐、霸管侵吞、乞

恩詳察明斷事。切蟻兄韋貴，領有中環街市地址

一段，招蟻商同陳大成捐資建造，立明合約，親

筆盖印，一向無異。緣有土霸馮帝，窺市重利，

虎視眈眈，於前九月初五日霸佔肉行。仰蒙禧大

老爺公斷，抱怨不休。嗣於十月十五日，蟻兄身

故，該馮帝假造合約冒簽，希圖强佔。窃思蟻兄

身故以前，將市事囑蟻代管。固有囑書可憑，復

有証人可據，經稟按察大人查照存案多時，今馮

帝胆敢私造無印合約，漁利侵吞，狡詐異常，貪

狼已極。嗟嗟！既强佔於其前，復霸管於其後。

非仗大人洞察，寃結難伸，故迫得瀝情上訴，並

附粘合約一帋、囑書一帋，統乞查明，將街市斷

還與蟻代辦准行。另招保人，則沒存均感矣。為

此切赴 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丙午年十二月　　日

立合約人韋天貴，於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七

日，即英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七月初一日起，蒙欽差

大人德、及巡理正堂堅恩典体恤，領出中環地址一

段，舖戶各行連向大街閘外舖九間，一應俱全，

連批五年半為滿，每月一號，謹納餉銀四百大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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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貴因見建造費用大重，獨力難持，自願將領出

中環街市執照，交與陳大成、韋天富二人，先捐本

銀七千員，共議十三股。開陳大成、韋天富二出本

該拾股，韋天貴該三股，就日陳大成、韋天富捐

銀上餉，其餘以建造支用。然月中所收各舖及各項

租銀，暨市內章程等事，俱任陳大成、韋天富管理

定奪。月內所收租銀，除納餉及館中使用，尚剩多

少，任陳大成、韋天富收回血本，方得十三股均

分。建造街市之式，俱照英官形圖。自合伴之後，

毋得藉端反悔，慎始慎終，陶朱有望焉。属在相

好，毋庸多嚽，立明合約三紙，各執一帋為據。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初二日立

合約人：韋天貴、陳大成、韋天富

知見人：韋全、郭啟耀

兹弟日前付來之物，一應得收，毋庸掛慮。

惟吾病，現在係請郭先生調治，服藥無騐。又蒙

蘭兄荐李先生，亦無見功。各鄉里屢勸吾回家調

理，吾諒此症必凶多吉少，且洩精之□，與前日

不同，是以欲早晚回家，但未知回家調理如何。

倘有不測，街市生意，爾可辦理，市內事務，可

同魯泮兄相酌，小心辦事，不可造次，三思而行

可也。今付來鎖匙二条，即開吾櫃內，有合同欠

單。祈照合同行事，永無後悔，吾即幸甚。書不

盡言。此囑魯鐸弟覽。

兄魯松字。十月初九

知証人：韋南、吳雲瑞

P05  第伍號

具稟人陳大成。為據實呈明、乞恩鏡察事。切

韋貴領有中環街市地址一段，招蟻並伊弟天富，捐

資建造，立約盖印為憑，一向無異。緣於十月初九

日，該韋貴病勢日危，立具囑書，將街市事務交與

韋天富代理。不料該韋貴身故，馮帝突起不良，假

造合約，冒簽，希圖霸管漁利。切思街市地址，係

韋貴承辦建造，工本係蟻與天富捐支，一一有憑。

馮帝以無印合約□□，居然霸佔。蟻因外出，未及

親叩台階，只得瀝情稟訴，伏乞大人秦鏡高懸，將

街市斷還天富代辦，免至貪狼狡兔，日肆鯨吞，奕

世沾恩矣。為此切稟欽差大人台前，作主施行。

丙午年十二月  日

P06  第陸號

具稟人亞惠、□嬌，為血本多虧、乞恩原

情體恤事。切蟻等領辦漢文署側地盤，初計有坭

七十餘千吔，是以工銀七千員應承妥辦。不料知

識淺陋，推算未真，徒知外面沙坭之多少，未卜

其內頑石之重叠，以致工程加倍，血本大虧。然

奉承大人諭命，雖辛苦亦不敢言勞，故以多方操

持，力求工竣。現在計工已成八九，而所費工

匠，除所領出銀項外，尚虧血本二千餘員，無力

填還，憂心如結。大老爺慈祥愛物，豈忍視其缺

本受累無窮，故迫得泣訴台階，乞恩轉稟欽差大

人，開莫大之恩，施法外之仁，憐蟻等勤勞惕

勵，補給銀兩，俾得支銷，則二天之戴，沒世無

忘矣。切赴量地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丁未年正月　　日

P07  第柒號

具稟小快艇戶等，為叩乞寬恩、准給牌照、

以甦貧因事。切小快船等，荷仁憲貴港新開，

仁政廣布，故我等不遠千里而來。前者小快船數

十隻，意生眾多。今之小快約有百餘隻，日給不

敷者，十居七八，實屬難為。前蒙賞給牌照，納

銀半員。今蒙示諭收銀三員，誰敢不遵，實難舉

手。今聞仁台愛民如子，只得聯呈匍叩台階，乞

恩寬减，以甦殘生，民等沾恩矣。切赴大老爺台

前，恩准施行。

丁未年正月十五日

P08  第捌號

具稟人譚才，為乞恩準給新開街市貿易事。

蟻將自買中環海旁地一段，建造舖戶，起造成

街，自開之後，慈10給十年□□□□□若干□□明

示，伏望大人作主施行。

丁未年正月

P09  第玖號

具稟福建泉州府惠安縣民船戶曾茂春，為乞

恩濟命、以便回家事。切民在金門裝塩二千担，

來貴埠發賣，慘因正月三十夜初更時候，在密門

口忽遭大浪，擊為碎板，幸有船救得二十餘人。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五期　2011.10.15 第21頁

兹訴乞仁台愛民如子，賙濟難民，俾得活命，以

便回家，則合戶咸戴鴻恩於靡既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三月　　日

丁未年二月　　日

P10  第拾號

具稟人闔港商民等司事林兆，為抗頑不遵、

懇飭差追給領事。切商等上年簽助銀兩，填築中環

地基一幅，共計舖地六間。前蒙大憲諭，將該地發

賣，取回工本，每間值銀二百二十三元。內譚才

買有四間，經繳到銀八百九十二元。憲臺收貯，將

以給回商等，建造書院，但彭全利、彭祖勝二間，

抗頑不交。忖思此地係商等捐本填築，應繳銀兩，

以歸眾項，乃伊據為己有，不肯繳銀，殊屬藐視，

故迫瀝訴，乞飭差催，交出該地價銀，以便建造書

院，闔港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丁未年二月十五日

P11  第拾壹

具稟人闔港商民等司事林兆，為懇恩給領

事。切商填築中環地基，工本銀兩，經譚才業已

繳到銀八百九十二元與憲台收貯。兹懇將銀給還

商等，以便建廟。尚有彭全利、彭祖勝二間，共

銀四百四十六元，未經交出。業經稟案，伏乞差

追或追還地址建造。奕世沾恩。赴稟大老爺台前

作主施行。

丁未年二月　　日

P12  第拾貳

具稟人新遠記，係澳門下環街貿易人，為受

規反噬、擄人押索、乞恩轉詳追給、以安商旅事。

緣民於本年僱有西洋華艇第十三號，艇主�唎啤，

載塩往各埠發賣，向來奉公守法，輸納規銀。運

憲設立巡船九隻，各處查核，但有公規上納，無得

碍阻。民每四十日，准納規銀一百四十三員。前月

三十日，經納規銀一百二十一員半，現有收單為

據。不料該巡船突起不良，於二月初二日下午，駛

至濠墪河面，將民艇人並塩一十五萬斤，銀三百餘

兩，銅錢六十千，炮六口及什物等，盡掠一空。將

西洋水手三名，店伴一名，押觧運憲。似此狼假虎

威，受規反噬，被屈無辜，只得瀝情叩稟，伏乞格

外施恩，追給人船銀物，奕世沾恩。為此切赴大老

爺台前作主施行。

計開巡船：財記、源興、泰記、利益、和

發、黃角、虎門中、大龍口

總巡係親手掠人

丁未年二月　　日

P13  第拾叁

守業不敢非為，11闔澴共悉，可保可結。禍因

正月街匪毆打貴差，隨後疑係馮亞光、羅亞太二人

所傷，至被捉觧巡理衙門審訊，未經省釋，着令保

候。是以民等毋庸稟懇，靜聽恩施。不料本月初二

日，總司大人提訊，竟將馮亞光、羅亞太斷擬沒世

充軍，寔由貴差揑陷。况毆打在街，而捉獲在屋，

既不能指捉於當時，□何能捕獲於迨後，似此誠恐

因前有隙，藉勢伸仇，民等不得已聯稟崇轅，伏乞

恩准，飭將馮亞光、羅亞太起釋回家安業。倘查出

馮亞光、羅亞太果係在場毆打，民等甘同坐罪，闔

澴沾恩。切赴總督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丁未年三月　　日稟

P14  第拾肆

具稟人張秀，為清納地租、呈還地契、乞恩允

准事。切蟻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投

買太平山地址四段、下環地址一段。因朋不如意下

環之地，愿罰定銀，故未領契。太平山之地，又因

建造無銀，籌畫經年，終難措辦。兹將該地繳還，

所有前欠地租，情甘清納。伏乞大老爺格外施仁，

允准所請，沾恩切赴。地址計開：

太平山第二百七十七號、第二百七十八號、

第二百七十九號、第二百八十號，共四段。情愿

清納前欠地租，交還地址。

下環第二百七十號，未領契照，愿罰定銀。

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丁未年三月廿九日

P15  第拾伍

立賣斷田地山嶺耕館鄧擇秀才，今因少銀

應用，自己請到陳亞運，送到黃宏昌接首承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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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土名大石下，是年祖父遺下有田七畝，種仔

八斗二升半；有地五塊，種仔七斗一升三；又有

耕館一十間，耕館坐西向東，嶺頂一直海邊為

界，大石下橫面，此石水坑口為界，又大石橫東

坑口為界。即日陳亞運黃宏昌鄧秀才林地踏看允

愿。當日三面言定，其耕館田地山嶺，一共價銀

二百二十六兩正。其銀交與鄧秀才親手帶回。鄧

秀才日後父子不得生端等情。乃係二家允愿，恐

口無憑，兩無迫勒，一筆千秋。

中人陳亞運OO筆

的筆人□金保筆

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十四日立賣斷字照 筆

P16  第拾陸

具稟治下民人鄧亞四，為遵諭呈明事。因

先父鄧以雲，於嘉慶十三年間，承買鄧來光基地

一段，濶深有憑，計買價銀貳百六十五大圓，重

一百玖拾兩零八錢正。以來三代，至每年納回地

粮銀貳兩零五分。是鄧宅收稅包呈，繳大清主。

至大英主開埠以來，亦遵納每月粮銀一員半，於

丁未年粮地，大老爺憐惜貧民寒苦，生意淡薄，

作收銀一員，依期送繳。昨蒙憲示囑為憑，送繳

亷堦，冰壺朗照，畢察魑魅，恩良逐歹，倘得恩

准舊居樂業，依例稅納，公候頂祝草啣環，全家

沾恩。為此切赴大英國大老爺恩准施行。

治下民人鄧亞四稟

丁未年四月初一日

P17  第拾柒

具聯稟人元利店、梁四、譚和合、曾亞鳳、

鐘義合、龍記、劉德和、歐勝利、黃亞明、黃亞

保、葉耀賢、陳亞六、地保劉錦利，為伏叩鴻慈

恩，准免民毀拆屋宇事。切治等向居宇下恪守本

分，歷經數載，毫非不染，情因於本年三月中，

治等問憲示諭，將西營盤等處屋宇店舖，盡行毀

拆，雖闔港民人莫敢不從。惟是治等傾家散業，

鄉里離別，千里趨附，寔望仁天，視民如赤，周

旋撫恤，賢愚亦知感激。故治等建造屋宇，商旅

得所俱圖久計，兹聞憲示諭毀拆，或給地相投。

忖思治等建造工耗，住日無多，是以結稟匍叩憲

轅，伏乞格外施恩，寬免毀拆。治等愿納地稅，

以免傷財勞民，人民安堵，闔港沾恩。切赴大老

爺臺前施恩作主。

二十七年四月初四日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稟

P18  第拾捌

具稟人王五、王六，在港內大石下居住，

為據寔呈明、叩憲格外施恩、免民受累事。切治

等素在本港，恪守本分，歷經二十八載，毫非不

染。情因於昔年間，治與鄧宅買田種拾二畝、瓦

屋一十二間，又于前歲十二月，業經憲轅盡將毀

拆。治等斯時無所依歸，不得已傾家盡產。蒙恩

准半山建造瓦屋三間，工費耗煩，住眷未久，兹

又聞示諭毀拆。治等只得聯結匍叩台階，伏乞恩

准治等免拆屋宇三間，使治等存歿均感沾恩，切

赴大老爺台前施恩作主。

二十七年四月初四日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五月十七日稟

P19  第拾玖

立斷賣石塘數人鄧來光，先年兄弟自創有

石塘一處，土名石塘嘴，坐西向東，上至嶺頂為

界，下至海邊為界，東至神坛為界，西至大石下

斗米角為界。今因人力俙少，不能開厰，兄弟酌

議，情愿將此石塘出賣與人。後請得親朋宋亞

三，送與族弟鄧以雲出首承買，即日仝中踏看四

至分明，三面言定，值價銀貳百六十伍大員，共

重馬戥一百玖十兩零八錢正。其銀即日經中交足

鄧來光兄弟親手接回，歸家使用，並無少短，亦

無債貨準折。此石塘亦即日交與鄧以雲開厰打

石，任其起造管業。鄧來光兄弟日後不得異說生

端及悔等情。此乃二家允意，兩無迫勒，一賣千

秋。今欲有憑立賣石塘數存照

作中人宋亞三筆

代筆人張亞四筆

在場見銀弟鄧大元筆

嘉慶十三年十月初十日立賣斷石塘數人鄧來

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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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  貳拾

具稟人王五、王六、王寬、李妹、曾善、

洪金標、劉福、李興等，為叩籲輿情、乞恩憫恤

事。切民等原在花旗行上、大石山下居住，緣因

前年奉憲台經拆民業，無處可依，繼後在山腳右

邊石下，用工築基，苦造居業，以為栖身之所。

不料本年三月諭傳毀拆，未知何故。且地租向來

遵諭輸納，不敢違抗。忖思民等。12

P21  貳拾壹

具稟原同文洋行子孫潘治光、潘正昌、潘正

理、潘仕德、潘仕□、潘仕揚、並合族人等，謹

稟於大英國全權公使大臣台前，切我祖父於乾隆

年間開建同文洋行，即與大英國列位班上相好，

諸凡貿易，體恤周備，心感之至。積有餘資，建

買河南祖祠前面田地，留作先祖蒸嘗需用、及各

房鰥寡孤獨養口之資。數十年來，得藉此田地養

活，皆賴貴國之厚惠也。前見全權大臣示諭，

欲取河南地面建造房宇，意欲必在海傍，近水之

處。昨見貴國數人往河南祠前田基看視地段。但

敝祠大基內兩傍房屋，皆係各房男女住宅，即祠

左新填沙地。原日亦是田畝，各房因見人丁眾

多，祖屋難容，是以認分地段，各捐資本填籌，

以為建造房屋棲身之所。其田塘又係先祖蒸嘗與

鰥寡孤獨人等待食所資。此孤寡之輩，即使給回

重資，亦難往外謀生，只可就近祠前田地躬耕，

食力而已。忖思全權大臣張掛示諭，居民各安生

理，足仰仁愛存心盛德感人，使人人安居樂業，

仰賴無窮。兹間紛紛傳說，並連敝祖祠大基內之

田畝及新填沙地，都要買取。想此處深入村內人

家，又非傍海通流。若必實需此地，我等合族無

所棲息，似與前示居民各安生理之諭，先後不

符，諒未必然，惟各房親眷聞此，不勝驚駭，迫

具情由，稟明台下，伏望仁慈格外恩施，俾我先

祖蒸嘗，供奉不失；百數十口孤寡窮丁，糊口有

賴。均感大德於無盡矣。切赴大英欽奉全權公使

大臣臺前，恩准施行。    

原同文洋行子孫潘正昌合族人等稟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稟

P22  貳拾貳

具稟闔港商民英順馮帝、全和、三盛、均和、

兆昌等，為書院地基乞恩給領起造事。緣舊年闔港

商民等稟請給領書院地基，起造書院，以教小子。

業蒙恩准上灣水坑口地基，橫八丈直八丈，免稅在

案。惟今有譚才，承買中灣廟地一段，填築地基，

工本共計該工本銀壹千三百三十八員，已繳出憲台

收貯。但此銀原係商等眾損13眾用，理合將該銀領

回，以將起造書院之費，只得歷情稟叩大憲大人，

懇將該地基丈量，並懇給回譚才補出之該銀，以便

起造公費，則合港沾恩矣。切赴大憲大人台前，伏

乞恩准施行。

丁未年四月　　日稟

P23  貳拾叁

具稟闔港商民等司事林兆，為懇憲恩准給領

事。商民等上年用工本銀填築中灣廟地壹段，計

舖地六間，每間計工本銀貳百貳拾叁大員。譚才

買取舖地四間，已交出銀八百九十貳大圓，與憲

臺收貯。原以將給回商等收領。兹則稟叩臺堦，

懇將譚才所交出之該銀，給與商等收領，以為起

造書院之費。惟尚存彭全利祖勝舖地貳間，抗頑

不交，業已叠稟在案。乞憲着令交出原地，以便

起造神廟，則闔港沾恩矣。切赴大老爺臺前，伏

乞恩准施行。

丁未年三月　　日稟

P24  貳拾肆

具稟闔港商民英順、均和、兆昌、三盛、

馮帝、盧賴等，為領工本銀、懇憲恩准事。緣商

等先年用工本填築中灣廟地基址，今譚才買受該

地，已將工本該銀交出憲台收貯。惟今蒙大憲大

人恩准，於上灣水坑口起造書院。懇恩將該銀給

回商等，以支拆材料工費，則闔港沾 恩矣。切赴

大老爺臺前伏乞恩准施行。

丁未五月十七日稟

P25  貳拾伍

具稟人上環市長盧貴、中環市長韋富，為代

陳委曲、乞禁爛錢、以安貿易事。切貴等承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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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凡違禁各事，理宜查稟，惟爛錢沿用已久，

通埠如是，禁止維難。不意至今日盛一日，每錢

百文，爛錢居其大半，且其中攙和多少不齊，迄

無定價。舖戶買賣收入則易，賣出甚難，以致争

端。每起貿易多艱。雖經舖戶貴等勸諭，而通用

已久，禁絕無由。非藉憲威，決難禁絕。理合將

委曲原由叩稟，乞恩出示曉諭，各舖不許將爛錢

攙和，庶買賣無碍，舖戶安生。沾恩切赴。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　　日

P26  貳拾陸

具稟人簡楊，為懇乞准收、照契輸納地稅、

以免受累事。緣民與蔡贊轉買潘朱仲第六號地

址幾分，方圓六十四丈，每年地租銀四十員，依

期呈納。兩次不收管庫，官屬民催，該潘朱仲凑

備納完，奈潘朱仲無銀，屢催不納。兹民守候日

久，誠恐受責，伏乞准收民自所應納之稅，以便

即日呈繳，以免株連拖累。奕世沾恩切赴大老爺

恩准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丁未年八月初九日

P27  貳拾柒

具稟人東岸村紳耆黃升秀詩、地保黃燕巢、

寡婦鄧氏，為無辜被累、寃屈難伸、乞恩照會耆

大人妥辦事。切因本年黃亞昆仝夥黃亞簡、黃亞

活等，偷去貴國商民嘕矯銀物。該矯即跟追到東

岸村，拿獲未得，本鄉更夫亦代為出力查獲該犯

送究，以免拖累。奈該犯躲匿不知去向。後貴欽

差大臣照會本國耆大人飾香山縣追藏捉犯。故於

九月十三，香山縣陸淇澳司姚協臺□等，即□黃

亞坤等三犯之父盡行驅禁，勒交該犯，又將該三

犯之父名下田畝房屋封鎖，盡行出賣，又將無辜

之寡婦鄧氏稅田畝，黃綿昌綿昭等稅田三十畝，

綿祚稅田九慶書稅田八畝，盡行出賣及闔族，與

蘭祖祠、存誠祖祠封鎖。該官員差役又私行勒

索。等情。切亞昆等三犯既為偷盜，即將亞昆等

三犯之屋宇田畝，抄官出賣，以填還銀兩，並責

犯之父該交出原犯治罪，亦屬應當。但與蘭祖同

存誠祖，此係黃門數百子孫置立神位，以得春秋

祭祀，聊盡孝道之思，並非為叛逆罪名，何得封

鎖？寡婦鄧氏及黃氏綿昌等之田土，係名下物

業，並無犯罪，安得將該稅田盡行出示召賣？現

因此事，闔族叔姪互相埋怨，恐有争閗，將來人

命死亡之憂，實為可憐。久聞欽差大臣素行仁

愛，替上帝出力，救人死罪復生，不肯使民人無

辜受屈。兹因貴國商民被亞昆等偷盜，以致累我

東岸村受此大寃，諒必憫恤，故胆敢將各情赴轅

叩稟，伏望高懸秦鏡，洞悉下民之寃；大發慈

悲，早留方便之路，即行照會欽差耆大人，飾令

香山縣將無辜之寡婦鄧氏及黃綿昌等之田土、及

存誠祖與蘭祖祠，盡行恩免，即我東岸村闔族叔

姪，固感大德於無涯，即我祖父亦含恩於地下

矣。切赴欽差大人臺前作主施行。

丁未年九月廿六日具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　　日稟

闔族紳耆人等簽名開列如左：

黃憲書 黃啟詩 黃日書

寡婦盧氏 卓氏 佘氏 唐氏 梁氏

黃綿昌 黃綿祚 黃綿昭 黃杏書 黃綿多

P28  貳拾捌

具訴詞人孀婦黎黃氏，為賄証圖脫、寃陷未

伸、乞恩研訊昭雪事。痛氏生不辰，夫早喪，門

寡丁，生一子名廣一，向安貧守分無異。緣於本

年在貴片船上傭工。禍於二月廿七日。貴片與未

氏嗶裝米，過後報失米數包，將船內八人□觧。

該貴片奸詐，用銀十五員賄囑嚒嚕，誣証氏男私

竊，將所觧七人釋放，止監氏男。後該馮亞大訊

問情節，該貴片憇言妥慰，稱嚒嚕寫有保單，將

交馮大拈看。馮大�人讀看，始知緣由，希圖脫

卸，迫將賄約呈騐，乃今數月未蒙提訊，故乞早

斷釋回，以免久牢延累，合家沾恩。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四日

丁未年九月廿七日

P29  貳拾玖

具稟人劉文貴，為奸徒謀奪、賄吏沉寃、乞

恩究追昭雪事。緣福建黃宰甲，助本與韓毓英置

有一船，因生意缺，本無可填，還在新州府將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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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官發賣。此時黃秋水、鄧進二人買受，租蟻載

貨。不料韓毓英在澳門，窺鄧進等不在，串同誣

告，蟻等據實伸訴，該官又以無憑責蟻，將船斷

回韓毓英。蟻即請限回新州府取船契呈騐，及至

取得，該官竟說船契是假，將案推歸唐官，左堂

受囑，收了船契，並不審訊，放蟻出來，又不將

契交還。切思該船確係黃秋水等買受，有新州府

公司所寫船契為憑，尚云不足為據，將何以取信

於天下？鄧進等問蟻無交還，定必聞官究治。蟻

實含寃，迫得泣訴乞恩，移文到澳，究明此案追

該船。沾恩切赴大憲大人臺前恩准施行。

丁未年九月初五日

P30  叁拾

具稟福潮惠蟻民楊鴻禧、彭華亮、舖號合

發、商船戶全順利、鄭合興、金振興、鄭益利、

金廣順、陳和順、吳合興、姚全興、陳順和、

黃有利等，為懇恩俯□□□□大英憲獲保船得安

事。竊蟻福潮惠等，兹蒙大英開創香港，德政愛

民，大小商船風聞，雲集貴港灣泊，安然貿易，

莫無貽害。情因自去歲至今，佛頭門內至汲水門

濘汀一泒河路與中華交界之處，常有不法匪船藉

官巡查。但蟻福潮遠人守法，遵命稽查，屢被藉

查，混搶概船隻，心驚膽寒，不敢往來貿易。况

及遇風浪，寄泊無處可安。思大英憲旗威安于四

海，何况於此至近交界之處，豈可任其匪徒藉查

滋擾，勢得披赴仁憲，憐遠人之至意，備移欽差

大憲施恩，俯准福潮惠大小商船，給領憲旗，可

至貴港灣泊貿易□□□合發愿為具保帶福潮惠商

船報明姓名，每子船給領大英憲旗一號保船，得

要使匪船望而知畏，後日不敢藉查滋事，庶河道

得以通商，生民盡戴其德政沾恩，上祈欽差大人

作主恩准旗行。

大英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　　日

丁未年十月　　日稟

P31  叁拾壹

具 □ □ 人 □ □ □ ， 為 □ 地 交 回 乞 恩 □ 准

事。……該七二三三地契尚未給領，兹亦已將該

地稅銀全數完繳。今因無銀建造房屋，□恐有悞

公項，自願將此地段交回，伏望大人俯准，諭令

註消。感恩靡既矣。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　　日

丁未年十月　　日

P32  叁拾貳

具稟人蘭嬌，為貧乏難依、乞恩恤憫事。

切 蟻 於 一 千 八 百 四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投 到 下 環 第

二百六十九號地址一段，每年地租英銀三十四

磅。因去年担保友人，被伊拖累，缺本數千，現

在困苦異常，支持不住，且該地稅太高，難期清

納。兹除去年已納半年之稅外，尚欠稅銀。懇請

大憲恤憐，按限折半呈納，准將地址呈還，免累

日深。沾恩切赴欽差大人台前作主施行。

丁未年十月　　日稟

P33  叁拾叁

具稟童生徐成章，為蒙恩傳訊教習文藝事。

緣生向在太平山教讀，毋怠毋荒，街鄰共悉。荷

蒙公委賢員，到館訊問教讀情由，復於本月廿三

日，傳生赴衙面諭，皇恩普濟，賞給脩金，着生

教訓童蒙等諭。竊喜皇恩惠澤，受民如子，只得

遵諭匍叩仁臺，懇乞賞給示諭，届期啟館，老少

沾恩。切赴總督大人臺前，恩准施行。

丁未年十月　　日

P34  叁拾肆

具 稟 人 張 秀 ， 為 懇 緩 租 期 、 乞 恩 俯 准 分

納事。切蟻蒙在貴効力丈量，歷有年所。緣於

乙已年十一月初八日，在量地署投有太平山第

二百七十七號至二百八十號共地址四段，每年共

應納銀八十八員零五十六先時，該一年半計應納

銀一百三十二員零八十四先時，理宜遵諭呈繳。

奈家道貧難，一時力難措辦，兹願銀三十二員零

八十四先時，准於一號呈進，尚欠一百員懇分十

個月完納。稟乞察奪□□欽差大人恩准，為此切

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丁未年十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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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  叁拾伍

具稟塩頭羅先，稟為款抗塩務、乞恩追給

事。切民等荷蒙大憲給照，承辦闔港塩務，經紀

歷有多年，仍遵舊例，照式徵收，毫無過取，往

來船戶買賣，俱各稟遵，並無違抗。詎料未士添

臣載來白塩兩船，約計數千。民等向取用錢，

欺抗不交，殊屬懇不畏法，早經稟請貴差到船查

確，現有船主鍾竹周知証，似此抗違,餉項奚補？

迫得赴稟臺前，乞恩追給，俾得課得早完，民得

有賴，沾恩切赴。

計開：十月初八日沽塩一載，未交用錢計

十千零二十文，今載來塩兩船，仍復不交用錢 。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二月　　日

P36  叁拾陸

具稟人何梯，為悞獲逼招、乞恩轉諭傳保

釋放事。切民係五百六十四號大快艇，在治屬採

運石塊或載貨□□，守分無異，英華共知，僯里

可結可保。寃因本月初四日午候，民船泊在尖沙

嘴運石，不知何故，被唐官悞獲民子亞銀，觧往

九龍恊嚴訊，迫認一案。計今久，清濁應分，况

係治屬良民，每守律法，不作非為。豈見玉石無

分、良歹莫辨？如此含寃，迫得瀝情匍叩仁亷，

乞恩轉諭傳保釋放，俾得良民安業、沒存均感。

奕世沾恩，切赴大老爺臺前作主施行。

丁未年十一月　　日稟

P37  叁拾柒

具稟人安南船戶陳文德，稟為乞恩救濟事。

切小船由安南載米來港，於本年八月初四日駛近

廣海，被賊搶刼一空。又於是日申刻遇風，漂爛

小船，水手十七名幸存，十六赤體上岸，蒙各賢

人惠施衣服。路至江門，搭渡到澳，尋搭安南船

回家。不料來遲，追之莫及，遂在澳門丐食，迄

今未有安南船，兹赴盛境，伏祈指示，凟乞惠贈

資斧，以救殘生，藉得回國。沾恩赴大老爺台前

作主施行。

丁未年　　月　　日稟

Q　F.O.233/186頁42-46：1848年

Q01  第壹號

具稟人黃文安，為照賍求抵、叩乞詳鎖、以

安民命事。切仁者不致人以死亡之患，義者不責人

以無據之言，民不幸有子黃亞坤，於十三歲在美士

喴哩�14傭工，四年無異。禍因三月，被匪伴黃亞

筒活偷窃東家銀物，陷罪奔逃，前經仁台據喴喱�

報案所稱，賍物計物值價銀五百員。詳稟公使德大

人，照會督憲耆大人，飭香山縣究辦在案。詎三犯

遠逃無踪，未能追填待罪事。隔兩月，失主突又開

一千五百元之數，又稟公使大人照會  督大人牌催

香山縣文武嚴辦。遂有兵差百餘人到村，將民之父

母房屋產業封禁，功名章除，並及祠宗祠宇兄弟產

業盡行封禁。嗣因家無住守，衣物被盜一空。父母

年衰，奔投戚友，禁不容納。一家老少十餘口流離

失所，兄弟粒粟無收，族人黃熙冕被押在縣，合村

迫責命無所逃。泣恩貴國素稱信義，今失賍始報五

伯，繼開一千五伯之多，前後所報不符，虛實顯然

可見，况罪人逃遁，生死無踪，其簡、活二犯，父

母又復窺避。若只將民之父母兄弟祠屋產業盡法究

辦，罪豈均平。當此兩國通商，一視同仁，亦何惜

以區區之數，重勞兩大憲之神明，獨不為窮民筆下

超生，觧此牽連之苦也哉！勢迫瀝叩仁階，伏乞恩

憐苦情，轉懇公使大人，准照原賍五伯代填鎖案，

則不獨一家感恩，合村亦同賡大德矣。切赴巡理香

港地方禧大老爺臺前作主施行。 

再稟者：時近年晚，銀兩打算維艱，應否准

結，伏乞早為批示，以免久候，無任瞻感。

丁未年十二月　　日稟

Q02  第貳號

具稟人譚才，為乞恩移交、轉請釋放事。

切民自置頭艋船一隻，船名廣源，領有牌照，交

弟譚貴駕駛，僱水手十六名，往電白載運雜貨

生理。于本年七月二十日，由香港開行，至十月

十一日，忽接譚貴信到云：九月初七日船泊電白

地方，被匪黑夜過船，將各水手人等押禁艙內，

將船擄去。迨後水手譚象華等二人私逃上岸，奔

投亷州府合浦縣屬營員報案。蒙發師船前往拿獲

該匪徒二十三名，連船並被擄水手十一名觧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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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縣審訊。匪等業已招認，惟各水手連船仍留未

放。等語。曾經稟明在案，惟今經日久，尚未釋

放，迫得瀝訴台前，伏乞轉詳大憲，照會耆制

臺，移文亷州府合浦縣，迅將船人釋放回來，俾

安貿易，免致拖延日久，則感仁恩靡既矣。切赴

大老爺案前恩准施行。

丁未年十一月　　日稟

計開被留水手：

譚象華 開平人  鍾亞發 新安人

譚龍直 新寧人  葉大養 陽江人

林亞就 新會人  吳亞浩 新寧人

黎亞顯 新寧人  謝亞彪 電白人

溫三秀 歸善人  洪亞二 歸善人

劉亞友 歸善人

Q03  第叁號

具稟人盧亞孻，稟為悞被監押、乞恩移文省

釋事。切民有子盧悅成，向在貴港貿易，毫非不

染，闔環共悉。禍因本年正月，被匪擄捉，歷訪

無跡。不料十一月，徐聞縣主將民子悅成觧省，

民始得知覺，實見駭異。民即往省查問，據悅成

稱說，被匪擄捉，因無信息取贖，是以該匪乘機

將民子悅成關禁在船，隨往海南地方行刼，致被

唐官連民子悅成拿獲，觧省審辦。但民子悅成

原係前擄捉，後被官拿，似此寃上加寃，難以伸

訴，迫得稟赴台堦，伏乞鏡察，矜憐寃屈，迅賜

移文，訊明提釋，庶免良民被害。萬代沾恩。切

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丁未年十二月　　日稟

Q04  第肆號

具稟人華記店、敬秀店、英昌店、維合店，稟

為設立街市、以便商民、乞恩詳申給照、以憑建造

事。切思立園所以聚民，立市所以聚貨。今燈籠洲

一帶，戶口甚繁，街市未設，貨物無所聚，日夕買

賣，總不便於民生。故集眾商議，遂與未士孖嗗買

受地方，欲圖建造，兹特匍叩臺堦，伏乞恩准，詳

申欽差大憲，給牌執照，以憑建造，以便商民合坊

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戊申年正月　　日稟

Q05  第伍號

具稟黃坭涌村耆民吳祖旺、魏亞水、吳亞

兆、葉文生、葉思福、地保彭亞煥，稟為乞恩蠲

免巡捕公費事。切民等黃坭涌，前蒙貴國給還田

價，久已用完。今者生計艱難，少壯男女，撿柴

度日，老弱童穉，乞丐沿街，苦楚備，15 合港共

見。况加以巡捕公費，月納常規，憲諭煌煌，何

容違限。但忖思民等愚賤村民，盡日撿柴，所獲

無幾，沿街乞丐，誰遺盤飱，裙破衫穿，斷無賸

米，肩挑背負，豈有餘資！欲照常規辦納，則揭

借無門；茍將公費推延，則刑罰立下，呼天莫

應，叫地無聞。兹逢欽差大人仁愛為心，權衡在

手，即草木咸沾惠澤，諒窮民應予安全。只得瀝

情申訴，匍叩台轅，乞將民村巡捕公費，盡行蠲

免，則感德靡矣。切赴大英欽差大人爵前恩准施

行。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四月二十日

戊申年三月十七日

Q06  第陸號

具稟人德利店、同成店、全利店、羅興、劉

德、張三、羅妹、亞掌、亞泰、亞嬌，稟為再凟

乞恩、騐明地段、早定章程、以勉滋擾事。切民

等由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鄭林在公司投得上

環西街尾水坑口地段，批出建造屋宇居住，言明

每家按月納租銀一錢八分。至廿八年二月止，俱

交鄭林收，並無拖欠。該鄭林有無交納□否，民

實不知。先月，貴官憲將此地欠租銀，諭追鄭林

清納，民等始知其事，莫不驚惧。因民貧窮，故

即稟赴仁台，訴明懇恩給此地段與民等居住，情

愿按月納租。貴國仁台，明如秋月，洞見民等孤

苦安居此地，必不使民有哀鳴之感，故再乞恩請

給此地照舊居住，仰定章程，俾民安心樂業，則

沾恩萬代。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戊申年三月　　日

Q07  第柒號

具稟人黃坭涌地保彭亞煥、耆老葉胦華、

吳祖德等，稟為乞恩蠲免巡捕工費以安民命事。

切蟻等向居黃坭涌，耕田食力，歷古如斯。因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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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辰年，前欽差大人禁止耕田伐木，給回田價，

憫恤民貧，惟今久已用盡。上年，監督仁憲收屋

稅銀，民等勉強措納。不料加以巡捕規銀，逼追

甚緊，切民等合村數百餘人，不稼不種，實難度

日，沿街盖食，16 艱苦不堪，巡捕規銀，力難措

辦。大人新開盛埠，廣布仁風，体恤貧民無靠，

免此規費不收，感恩無涯，合村戴德矣。為此切

赴欽差大臣台前恩准施行。

戊申年四月　　日

Q08  第捌號

具稟人莫九、盛文，住在上環同益店，稟為

地契遺失、稟明存案事。切民等有自置舖一間，

坐在上環十一號。緣於本年三月間，不知放在何

處，日夜搜尋，不遇所失，誠恐被匪偷窃執契發

賣，理合稟明。嗣後倘有匪徒敢將民等……切

契，俾民等永遠存守不絕。奕世沾恩，為此切赴

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六月初二日稟

Q09  第玖號

具稟人陳合，稟為懇乞仍設賭館、俾得港

門興旺事。緣初開貴港，業蒙前憲恩恤，任人賭

博，務使國寶通流。是以其時生意日興，商客日

盛。迨廿四年三月，即將賭博禁止，從此貿易竟

然冷淡。兹欲復設賭館，飭令一人承領，每年納

回規銀五千大員，按月清繳。况賭博此事，寔憑

輸贏，並非別意，普天之下，莫不皆然。故只得

稟訴崇轅，乞為恩准，俾仍將賭博作為生理。闔

港沾恩。切赴欽差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戊申年六月廿七日

R　F.O.233/186頁46-48：1849年

R01i  第壹號

具稟人陳倫、吳錦、梁都、黎贊、蔡兆、

梁裕、陳安、譚保、周瑞、馮寬等稟，為無辜拖

累，寃有不白，乞恩查察釋放事。切民等素守本

分，毫非不染。禍因在廣豐辦館傭工，五月初二

日，眾估哩相打擠擁，踏斃一病人在地。各相打

之人皆逃走遠去。後有棍徒背負其屍到廣豐辦館

面前放落，希圖索榨。民等自度，以為不干已

事，不用恐懼驚惶，故在館內安靜做工。後貴差

到來，誤將民等捉去。乃棍徒毒心，竟將民等紛

紛妄証，瞞聳官憲。昨蒙按察大人審訊，斷擬民

等十二人盡行監禁二年。如此拖累，實屬飲恨，

故涯訴寃情，伏乞查察釋放，得免誣陷，則感德

無既矣。沾恩切赴欽差大人台前，作主恩准施

行。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已酉年六月初四日

R01ii  第壹17

具稟船戶洗興富，為护1 8人勒酷、乞憲移提

起拘究辦事。意緣蟻兄洗興貴，去年十二月拖船

到石排灣，廿九日被新安沙井孔進坊、狡棍武生

陳大勤，管駕拖船一只，載有匪徒多人，將蟻兄

洗興貴捉去，希圖勒酷銀兩。本年正月初四日，

蟻在外回船，婦人報知駭異。現查狡棍武生陳大

勤，仍在平洲窩藏，乞憲賜文，迅移新安縣憲，

拘出陳大勤，押放蟻兄回船，毋致被酷。沾恩切

赴大老爺臺前，作主施行。

辛亥年正月　　日

R02  第貳

具稟人亞勝，稟為新德鳳艚船一隻，十月

二十八日在洋海遇狂風打去桅舵後，至十一月初

八日，適遇亞勝魚船一對，即請着帶新德鳳艚船

到澳門馬角，言明價銀貳伯大員。至初十日，又

遇着黎福大、陳矢貴魚船一對，又請其船仝帶到

馬角，言明價銀壹伯七十大員。時適遇大北風，

船不能駛，即帶到沙蹄止步，是至十二日，黎

福大陳矢貴即立歹心，邀同亞勝，欲謀殺艚船內

四十一人，及得取各貨物等語。是以亞勝直正公

平，不允謀殺情事，起即提知艚船主人等知覺防

被，因其艚船內無銀，故將白荳八十担、皮背

心料，與黎福大陳矢貴手估價銀，共值番銀壹

百七十大員，于十三日即交此白荳八十担、皮背

料十二件與他，當時兩魚船已開身清楚了事。迨

後艚船主水手人等委知確據亞勝好人，所以留住

魚船一對灣泊艚船边，相議着亞勝船一隻帶艚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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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到香港，即請□□火船往沙蹄，導到澳門，艚

船寄掟了事。惟亞勝魚船一對，前後照顧共十五

日，是以艚船主各水手情允補多番銀貳百五十大

員，合共起止該銀四伯五十大員，係交亞勝魚船

一對應收，曾經前立明合同，內有憑據，並非所

關鄭亞孻、黎福大、陳矢貴之事。今其請亞細假

冒証人，果實欺騙人家財物，實天不容，只得據

寔稟明，伏乞全權大臣臺前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二月

辛亥年正月十一日

R03  第叁號

具稟人蝦罟拖船黎財利、黎財勝，為刦掠一

空，乞恩捕緝究追以安黎庶事。切民向作蝦罟拖

船一對，歷久相安。禍於本月十一夜，在土名赤

柱口遇賊船二隻、海匪數十人，砲械蜂擁過船，

致傷數命，並船銀物架生，刦掠一空。民即棄水

登岸，如此被刦一空，遭傷數命，生死若何，勢

逼歷情匍叩仁臺，伏乞恩准後緝究追，以免男女

老幼十餘口遭兇。奕世啣環沾恩，切赴大老爺臺

前恩准。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二月　　日

辛亥年　　月　　日

F.O.233/187號檔案

S　F.O.233/127頁1-16：1845年

S01  第壹號

具稟人黃貽善，為沉寃又遭寃、沾恩復乞

恩、遵諭稟明事。切民於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內，

被華匪余成龍、舉人羅重衡，帶匪二百餘人，奪

財揑陷，復賄托廣糧沈保頤等，枉法苛求，不照

江南和約辦理，致民無辜受害。業經稟，蒙大人

察明原委，恩准移文伸寃。今華憲來文，云及有

四件難辦之處。此明係狥私護庇下屬官員。如

係為官清正，愛國愛民，仰可對神天，亦可對君

父，則辦案何難。試問伊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已昧國法，不守和約，不秉天良，揑民誆騙。忖

思此案原委，當時民既經供，係在馬憲處辦事，

若民在監牢時，如馬憲論及此案，而受賄之沈保

頤等，必將民暗行毒害。昔民受大英國公班衙厚

恩，每月支給貽善堂工銀三十員，現有案檔查

據。至民安分多年，有大英國前任官憲義律、參

遜老爺經知，又有現任在香港之醫生晏爾遜、並

顏士理央麥都師亦皆知悉。雖馬憲歸神，而羅憲

尚在，伊何得指據民為一面之詞。今華憲毫無一

信實之言，僅以巧飾之語回復大人，支吾了事。

若係民赴華憲稟訴，即如移頭就劍，難免加誅，

可不畏之。况民性命如蟻，雖死何惜，而和約如

天，不照何信。乞請明察秋毫，以國體為重。伊

既不照和約辦理，何為平允。奈民膽小力微，不

能赴京白寃，惟有泣叩大人恩施格外，將民之沈

寃，移咨兩廣督憲轉奏，並拘齊華匪余成龍等，

聽候大英官憲會同審訊，必然水落石出，俾民寃

伸贜歸，足感仁政遍施矣。另又聲明，此案係牽

涉別國，必應行平行之禮，而兩國會審，乃與例

相符。是否有當，自應遵諭稟明，為此稟赴大英

欽奉全權公使大臣大人臺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　　日

S02  第貳號

具稟人葉善德、黃信棉，稟為承領伴頭以

管挑擔事。切香港地方廣大，英華雜處，生意

各行，貨物繁多，人等各異。僱工挑擔，良歹

不分，糊亂接搶，强者多佔，懦者無得，或偷或

騙，無人管領，難以稽查。兹民住埠多年，人情

頗識，故特叩稟仁階，乞詳欽差大人，給賜牌

照，准民承領頭目，以管挑擔，以擇工伴，以保

無虞，不獨民等沾恩，即商賈亦感德於無涯矣。

切赴大老爺臺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　　日

S03  第叁號

具稟人周英昌、周祖壽、周進壽等，為乞恩

准種田禾以蘇民命事。切民等住居轄下，一向安

毫無別業，只賴耕田種菜，以活全家。今憲臺示

諭，惟准種植蔬菜，不得耕禾。民等聞言，實深

惶恐，盖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本，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將見老弱凍餒，年豐啼飢。今大

憲新猷普施，仁風廣布，家家頂祝，伏乞體恤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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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准照舊章耕稼，仍呈租項，俾免失業流亡。

沾恩奕世矣。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　　日

S04  第肆號

具稟人盧怡記厰、鄧亞蘇、陳亞光等，稟為

血本無歸、乞恩勒追還、以免延累事。切蟻等被

末士呵 騙去銀一萬零八百一十二員，業經大人高

懸秦鏡，洞悉民寃，將呵 監禁嚴追在案，乃延

累日久，未蒙勒令清還。似此歸款無期，延宕胡

底，蟻自被騙而後，飢寒切身，債賬火迫，萬種

艱難，慘遭莫極，故迫得再叩鴻恩，乞勒作速如

數填還，俾免延累，則感大德於無涯矣。沾恩切

赴按察大人臺前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三月　　日

乙已年二月　　日

S05  第伍號

具稟闔環舖戶業主等，為地租大19重、生理艱

難、聯乞原情恩减事。切自本港新開，承義律大

人諭，招民等前來貿易，准給地址，許保身家。

然本埠原屬荒嶼，民等初到之時，自行捐資，僱

工填築，始則結盖篷寮，叠遭風火，繼而建盖磚

瓦，幾竭脂膏。今承諭限繳地租，按許間數，徵

餉過昂，伏念地方無賦，不足以重國帑。緣我中

華店客貿易，多是木2 0微利少，即舖戶租價，亦

有貴賤參差。若然所徵之數，有割半年之租，仍

尚不敷所納。現更生涯淡薄，店多落空，舖有無

租，地難欠餉。伏乞仁慈□念民生艱苦，折减稅

規，俾店客樂於經營，稅課易於籌納，民等不勝

戴德。伏候恩施，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

行。

乙已年二月　　日

S06  第陸號

具稟人鄧亞四，為乞恩追還舖紙、免遭陷累

事。切民在港營生，毫非莫犯。前蒙奄利士大人

准給舖紙，在上環下邊第五十七號建造舖一間，

街坊盡悉。禍因前年朱德琅□民往省，串匪偷去

舖紙，私賣與番人波叮，實係賣與婦人亞嬌。民

查知其確，即瀝情稟叩仁憲，蒙恩斷回，與民管

業。但民恃舖為活，舖以契為憑，屢乞追還，未

蒙見賜。今波叮與亞嬌窺民未有舖契，胆敢招集

番人十餘名，迫民出舖，勒索舖紙。切思舖實民

自造，一旦被匪謀吞，天理奚在，民命奚依。只

得瀝情叩稟，乞恩追還舖紙，俾民業有憑，沾恩

靡盡矣。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乙已年二月　　日

S07  第柒號

具稟人昌發號、蘇魁大，於道光十八年五月

買到未士揸顛尖鴉片二百零三件，圓鴉片五拾一件

零二十四隻、又尖鴉片十六件八十斤，載往天津售

賣。不料該處禁令森嚴，不能出手，旋將此貨帶回

廣東潮州南澳地面。□即回省告知揸顛，蒙指將此

貨付與伊船，該船主喱 即寫收單交我執照，不久

揸顛回國，禁令愈嚴。是以廿一年，將書交與揸顛

之伙伴未士孖地臣，秧孖地臣亦在場代我收貯。廿

二年二月孖地臣回國，至廿三年三月初間，經未士

秧孖地臣親手將書交我回，當面吩咐，事妥之日，

拈原書回來，自然照數交還。不幸四月間，我被官

差拿獲，押在監牢至今未放，苦楚不堪，家財用

盡，只得戚友向問秧孖地臣，據伊說可問八絲人衣

治杯等語。切思八絲人與我素無相識，並無交手，

何以問他。實因我被押不能出來面質，立意鯨吞，

只得具稟，並原書投遞廣東領事，蒙看過發還，不

肯收納。以後數次投遞，均不肯收。寃不能伸，只

得瀝情粘附原稟，匍叩崇轅，伏乞作主施行，或將

原稟發給領事，就近辦理，則感德無既矣。為此切

赴大老爺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

S08  第捌號

具稟商人卞博山、呂雲使、陳慎甫等，環叩

郭大老爺台前，為領收地契、恭謝鴻恩、合并聲

明事。商等於癸卯年三月初四日，興與21素相信好

之陳濟南，合夥在香港島創造敦和行并各棧舖。

緣濟南熟識貴國商人，彼此誠信，故濟南出名，

行內生意事及租務，俱托其管理，並公舉陳慎甫

帮辦，立有合同四紙炳據。濟南於去年五月身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五期　2011.10.15 第31頁

故，所有香港敦和行事務，仍囑慎甫代理，各夥

伴均已公允。現在敦和行工作將次告竣，恪遵功

令，完納地稅。自應祇領地紙，以昭慎重，但濟

南已故，該行係夥伴生意，其地紙應否簽立夥伴

四人名字，抑或書明濟南公司，統候釣諭定奪登

給，理合聲明，謹并携同濟南子占鰲，恭赴郭太

老爺台前，環謝鴻恩，感激無既矣。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　　日

乙已年三月　　日

S09  第玖號

具稟上環坊合和店商民歐陽惠等，跪稟為

混冒業主、佃戶無依、叩乞移提究斷事。窃惠等

生理，素守本分，緣自去年四月初二日，租到鄧

亞四上環伍拾七號樓舖一間，計深二進，開張合

和福潮生理。但該舖破壞，議明先墊修整銀一百

員，以為按櫃，每月加納租銀二十員以上，一并

還清。歷來無異，至現年二月十四日四，再收

去上期舖租銀一百員，亦議明照月抵除。迨二月

二十四日，突有英商波打前來冒認舖主，素不識

面，胆敢多帶夥黨虐差擁舖吵鬧，無故擄人，任

意攻烹，罰去花銀七員半，暫息虎威，寃出亘

奇。似此不特業主混冒，抑且惠等先墊修舖，並

交上期租銀共二百員，從何抵着！但雪橋易架，

紅日難欺，勢得披叩仁憲鏡察，恩准移提究斷，

以杜奸偽，俾免業主混冒，佃戶有依，庶先墊租

銀有着矣。伏乞郭太爺臺前作主施行。

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四月　　日

乙已年三月　　日

S10  第拾號

具稟人屈昂，為棍騙財物、乞恩嚴拿究追

事。切民在黃坭涌仁施醫館行醫，於本月二十五

日，有棍徒陳亞才，冒認親戚到來，民憐其寒，

給以夾衲仔一件。不料他起不良，窺民外出，偷

去時辰表一個，銀十五員，私行逃遁。查此人家

住潘禺縣茭塘司，棍名沙麈才，乞大老爺飭差嚴

拿追賍，俾免受累。奕世沾恩。赴叩大老爺台前

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三月　　日

S11  第拾壹

具稟人孫成順、李順德、吳建和、鄭榮昌

等，切愚民偶來貴境，仰蒙垂愛，曲腸矜全，准

給地址建造，俾得棲依，仰見大人懷柔至意，慈

惠深心，無以加尚。沐此日之鴻恩，庇同廣厦；

荷皇庭之錫予，德戴高天。民等愚蒙，罔能報

效，惟祝大人道隨時春，福維日新，歷萬世以無

疆，耀八荒而求壽矣。敬泐丹稟，恭謝聖恩，並

請福安無既

【按：原缺第12-15號文書】

S16  第拾陸

具稟人湯潮，為奉諭求恩、乞祈允准事。切

民在港營生，素安本分，兹逢大人示諭，着令本

港殷實商民承辦塩頭事務，以祈餉項有歸，不致

奸民漏稅，仰見大人秉政周祥，恩流商賈，是以

具呈匍叩台堦，伏乞准給承辦。每年民自願輸納

餉銀七百五十大員，分兩季呈繳。如蒙恩准，乞

即批飭，俾民備足餉項呈繳，給發牌照辦理。沾

恩切赴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　　日

S17  第拾柒

具稟人三環舖戶等，為懇留善治、仍帶管

轄事。切民等自開港以來，得蒙堅大老爺仁政宏

敷，商賈得其樂業；恩威並濟，盜匪畏其雷霆。

撫恤綏和，不啻唐虞之日；保民若赤，何異文武

之風。似此化育曲成，如同再造，有是沾仁摩

義；何異二天。近聞堅大老爺指日榮陞，無從瞻

仰。民敢竭鄙誠，聊申寸悃，以報前恩。伏望大

憲。俯念愚情，准留帶管，永頌甘棠。民等不揣

冒昧，是否有當，伏候憲裁，理合稟請，切赴欽

差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

S18  第拾捌

具稟人福隆店，為稟明事。切未士喊 拖欠

搭篷厰銀二百餘員，曾蒙大老爺垂顧，轉飭未士

他倫辦理。後他倫赴澳，又蒙轉託未士嘜嘶 喱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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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總總矜憐，感德無既。惟此案業經數月，並

無實音，而嘜斯 喱屢次問取銀兩，稱說又要銀

五十員，方可辦事。惟思二百餘銀之債項，民已

二次用銀共五十員，今又問取，民何以堪。固屬

家貧，未能措辦，亦未知貴國果有此規矩否。故

泣訴台階，望代譯出番字，求美士他倫着意，囑

該嘜斯 喱作速妥辦，俾血本有歸，並免至該棚料

為風雨所壞。奕世沾恩，為此切赴郭大老爺台前

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　　日

S19  第拾玖

具稟舖戶勝合店、和盛店、大德店等，為轉

換酒牌，乞恩原情，准照舊規呈繳事。切民等去

歲奉諭，呈繳規銀五十大員，請領酒牌一張，今

期將滿，理合赴衙請換。惟憲諭本年給發酒牌，

要繳規銀一百大員。忖思赤柱生意淡薄，各店血

本無多，實難計籌辦納，伏乞大老爺格外施恩，

准照舊規呈納銀五十員，俾民等得以赴衙領牌，

則感戴靡既矣。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　　日

S21  第貳拾

具稟人陳亞抱等，為賣船活命、希圖歸鄉、乞

恩俯准事。切民等自暹駛船來港，雖被惡徒誣控，

蒙大憲明哲，察出斷纜實情，將民釋放，又將船給

送，總總鴻恩，含環莫報。獨是船中箱裳銀物，

已被惡徒搜刮一空，若不將船發售，則終身不得回

鄉。八命坐而待斃，故迫得稟明，乞祈恩准，庶民

命可以延生，而言歸不至無期，則死生戴德。奕世

沾恩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　　日

S21  第貳拾壹

具稟人梁深，為懇恩展限、免扣過限銀兩、

發給工銀、俾得作速竣工事。切民於去年十一月

初八日，接建公司行一間，按圖議價，言明工料

銀四千九百員。不料後將該圖更增廣大，並無價

銀添補，現在該樓經已造有八成，只領得銀三千

員，尚有銀一千九百未蒙給發。兹請發銀五百，

以為工費，俾得照限完工，並乞展限免罰，感德

無既矣。為此稟赴欽差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　　日

S22  第貳拾貳

具稟船戶張宜成等，為海賊太多、懇請早

記巡船、以便往來無碍事。緣各貨船等，每被海

上盜賊刦掠，搶貨傷人，甚屬苦累。是以每月送

與打單銀兩，始往來無事。我等大小船隻，共計

每月每船費銀自四五員至二十員不等，故會同公

議，恭懇憲恩設立巡船二隻，自港往省，由省來

港，梭巡緝捕，以免刼掠之虞。倘蒙允准，給予

大炮火藥，不拘賞發口糧多少，我等情願自備船

隻，公舉好伴，承充巡船頭役，並將每月所費之

打單銀兩，帮補巡船工食，更求派撥英人一二

名，在巡船督理。前經開明章程呈覽，至今未見

舉行，迫得再叩仁台，乞恩轉稟欽差大人，速設

巡船，我等自當竭力，共成美舉，即沾恩靡既

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　　日

S23  第貳拾叁

具稟人怡記厰盧炳成等，為債迫無延、親朋

結怨、乞恩准假回家、並求作速追償事。切民被

呵 吞騙，屢荷矜憐，感恩有自，報德無由。而惟

該資本俱係與別人生揭，迄今年餘，未能清償。

債主盈門，迫於星火。民父哀求多次，未肯寬

限，兹特着民回家斟議。民於聞命之下，涕淚交

橫，中情欲絕。惟呵 之項，未知何日歸款。是以

叩稟台階，求與美士他倫協同追償，並准民回家

數日，倘呵 結數有期，懇即傳諭福隆店，俾得信

催民來，血本有歸，闔戶沾恩矣。為此切赴大老

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　　日

S24  第貳拾肆

具稟人慮怡記，為假造合約、再圖瞞騙、乞

恩查明免累事。切民被亞光、亞奎，勾串呵 ，吞

騙民銀一萬八百餘員，苦楚艱難，百端莫數。前

月亞光等，欲保呵 出監。民不肯從，伊竟惡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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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口稱私造假約，與民對審等語。民一聞言，

不以為意。兹查亞光等，於前月二十九日，與呵

造有假約二張，希圖瞞騙。為此叩稟，懇求大老

爺協同律師他倫，着力查明，免至復遭陷害，則

千秋感再造之

恩，奕世戴無疆之德矣。切赴大老爺台前作

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　　日

S25  第貳拾伍

具稟人怡記厰盧炳成等，為唆擺串騙、船回

未償、乞飭嚴追給領事。切民等被英商  串騙銀

一萬零八百一十餘員，置船買貨，往息厘貿易。

民等具控，仰蒙大人斷令民等收回銀一萬員，其

餘八百一十餘員，飭民等諒情作减，將呵 監押

聽候船回償還等諭。兹呵 貨船回埠，民等到監

追償，據稱止係應交民等怡記銀四千三百元、訟

費銀一千餘員、陳光應銀四千三百元等語。民等

聞言，殊深詫異，忖思民與陳光素不相識，緣民

等向在省城開張安盛號洋貨生理，上年七月間，

有工伴張奎來港貿易，適遇陳光承接呵 住行二

座水坑邊公司大樓一座，俱是平地建造。陳光因

無資本，商同張奎回省轉請民等出本營建，曾經

立有章程。其呵 自己名下二座，於工竣之日收

清銀兩，除去工料之外，若有餘利，方與陳光均

分，其公司大樓亦然，今者各處各工未竣，民等

自捐工料銀兩，除陸續收取外，仍尚欠銀一萬零

八百一十餘元。迨後民等催追並無支給，此是工

程未竣，血本未歸，其所斷還之銀。均是血本，

並非利息，與陳光毫無干涉。今呵 之言，實與陳

光串騙，希圖掯阻，累民血本無歸。仰惟郭大老

明察秋毫，知民疾苦，用敢瀝再稟，伏乞差拘陳

光到案質究，並乞嚴勒呵 如數償還。據情繙譯英

文轉稟，按律究辦，則感佩恩施靡既矣。為此切

赴按察大人臺前作主施行。

計開：

被告陳光，係與呵 串騙銀兩，人現在呵

家住。

呵 係聽陳光同謀棍騙，人現押監。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　　日

S26  第貳拾陸

具稟人何亞四、陳長福等，為懇乞鴻恩准耕

種事。切民有祖父遺下開墾玉湖林一帶田畝，民

等世守，相安無異。今大人諭：呈紅印契，乃得

耕種；如無，即將田歸官。等諭。惟民等各田，

係與鄧姓承批，自有批單為據。前經呈繳巡理大

老爺騐明存案，伏乞詳查，俾民等仍舊耕種，照

例納租，免有饑寒之之22苦，即浩大之恩，為此切

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七月　　日

S27  第貳拾柒

具稟人周英昌、謝旭華等，為乞領坭頭、

以恤貧民等事。切民世住石排灣，守分安農，毫

無別業。今遇仁台行仁修德，不惜千金，鑿山

成路，通為途，行人無跋涉之嗟，遊者有蕩平之

喜。無論士農工賈，悉沾鴻恩。但其間土田恐有

傷廢，廢田一畝，必少一月之糧，廢田百畝，定

少十年之費。民等俱屬貧民，不有乙卯之植，難

免庚癸之呼，只得匍乞琴階，乞恩憐恤貧民，准

領坭工，多寡為仁憲盡力於道途，俾民等得需蠅

頭小利，則仰事俯畜，均屬有賴，實感德於無既

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28  第貳拾捌

具稟人周英昌、茂熊等，為屢藉鴻恩、貧

民有賴、乞鑑農夫事。切民等歷居香港村，殊無

別藝，惟資耕種，以度韶光。自眾公候新啟大

埠，廣布仁風，萬民歡舞。諭掛香港村□胡石排

灣等處所有居民耕種田畝若干，逐明呈報，以及

糧務呈納大英國。民等舉首引領，中心悅服。今

大人再出諭示要一畝納糧銀一員半，居民忖思，

先輩屬居山谷，不過鑿石成田，拓土為地，非為

上則，一畝之田，僅得一造，收獲谷一石八斗而

已，奚堪當此重糧。從前鄧姓之例，難以給備，

何况又加乎！今大人樂居新土，良心綢民，素馳

海圖，該民等處亦屬大英管轄，豈忍塗有餓孚！

是以瀝情稟叩亷轅，深冀恩典，伏乞大人作主，

體恤貧民，依照鄧姓舊例呈粮，則村民如誦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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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德，闔境咸歌盛世之恩矣。為此切赴大老爺台

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29  第貳拾玖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稟明示奪事。切商等遵

示加餉，承辦筲箕環等處石山。兹查上年章程，

未蒙示諭，誠恐各塘口及船戶等藉示搪塞，商等

未敢擅專，只得稟請憲台出示，飭令各塘口及船

戶，格外加增租耗，俾得餉項有歸。為此稟赴大

人台前恩准施行。

計開：

石山塘口沽石，每兩准收租銀一錢五分

船戶每丈口准收耗銀二分五厘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0  第叁拾

具稟人文福、曾長等，為修築石路、被騙工

錫、2 3乞恩嚴追給還事。切民於本年四月二十一

日，與亞蘇接同下環公司行口石路一条，長濶照白

灰路為界，言明工價銀三百大員。民等恐亞蘇支

供米飯不敷，拖延銀兩，要人担保，方肯承築，亞

蘇即浼上環萬利店担保，親口應承，當眾言明，立

合約為據。民等即日開工，依合約言定章程修築，

及後亞蘇無銀供用，民等無奈，向興和店借出米飯

銀五十大員。他說要民修築完竣，方得交足銀兩，

今已告成，除收外，尚欠工銀一百六十六員零四錢

五分。民同工人到萬利店問取支還各項，不料亞蘇

心懷不軌，串同萬利店不肯交還，推延數月。民於

八月二十一日，又同工伴問討，萬利店並同亞蘇辱

罵，聲稱任控莫奈等語。切思民等三十餘人，皆賴

此工錢，以為父母妻子衣食之費，今被强吞，民等

豈不受饑寒之苦，俯仰無資，民何以堪也！迫得匍

叩台階，乞恩嚴追給還，俾得衣食有賴，奕世沾恩

矣。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1  第叁拾壹

具稟人盧怡記等，為瞞憲挾减、乞恩查追、

以免虧累事。切民被呵 吞騙銀一萬零八百一十一

員，迄今一載，未蒙清交。兹已船回，復稱力難

底償。惟查呵 基業值銀四萬三千餘員，某行某

地，值價若干，歷歷可考。何竟屢稱不足？似此

詭詐，顯係瞞官挾减。民自被騙以來，納息他

人，曾經用去銀一千數百員，即使如數清還，亦

多虧欠，復行議减，民何以堪。當此時得一萬之

金，民或可活，失一百之銀，民斷難生，性命所

關，何能輕减。况呵 之基業足償有餘乎。兹據實

陳明，乞恩諭飭律師噃咁，轉詳按察大人查辦，

作速追還。沾恩切赴。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2  第叁拾貳

具稟商人劉尚鏞、馬地玉、黃光元、黃坪

等，為懇恩救命事。本月初一日，商等以剿商等

情，叩稟在案，已蒙慈鑒，理宜靜候，何敢再

凟。奈寃抑難伸，實不得不凟也。切商等於五月

十三日由厦門美士羅臣船船來港，載有各號茶

葉，起頓在伊行內發售。計船租餉銀用度等項，

共借銀四千四百十員，內銀石六自用一千員，商

等以為賣貨還銀歸款。今住此數月，急欲賣貨還

銀回家，再行辦貨。奈行主不肯變通，執以逢源

號石六為詞，詎知石六因前打傷同伴，畏審跑

走，故意藏躲，串人多方掯勒漁利分肥，以圖吞

陷。設任其久藏，不見商等血本皆空，財貨兩

絕。只得凟叩憲轅，懇乞仁天飭諭該行，准商等

賣貨還銀，即石六藏躲其貨，現貯行內，亦可按

照時價歸還，俾得主客兩便。伏乞大老爺開救主

好生之德，救二十家之性命，則感佩鴻恩，非但

一人已也。眾商謹稟。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3  第叁拾叁

具稟起造匠人梁深，為再懇憲恩免罰、俾

得竣工有賴事。切民接建公司行一座，工未完

竣，銀未清收。除已收過銀三千員外，尚存銀

一千九百員。貴官憲恐民本銀不敷，有悞工程，

是以請曹安並江隆新珠成等担保。經量地官議，

限六個禮拜工竣之日，即照原存銀一千九百員給

還。兹忽奉，鈞諭罰减民銀九百員，伏思蒙恩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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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尚要折本，更行議罰，非獨力難抵墊，亦且

不能建造完全，為此迫得瀝情稟訴，乞恩准照原

議免罰銀錢，則感德靡既矣，為此切赴欽差大人

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4  第叁拾肆

具稟人金天賜，為無端扣留、乞恩移文釋放

事。七月二十九日，有石船二隻，船戶李龍合，

在尖沙嘴運石往香港，被左營守備馬良陞攔阻扣

留，並將石館工伴曾四一名，扭去局打索規。懇

求大老爺移文釋放，沾恩靡既矣。切赴大老爺台

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5  第叁拾伍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被賊慘偷、乞飭查追究

辦事。切商蒙憲准辦香港石山事務，租賃張二屋

住，向來無異。緣於本月二十六日夜三更時候，

被賊天井入屋，窃去天秤等物，登時醒覺，追捕

不及。查所失內，有仁憲石船牌照板一塊，恐惡

等將來私印，別生異端，只得稟明乞飭差拘追

究，以息盜風，以除後患。沾恩靡既，切赴大老

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6  第叁拾陸

具稟人魏亞水、吳成亮等，為本年六月內，

有强匪寅夜攻刼顛啉行，民等村人知覺，奮勇

赴救。不料强匪弗思已過，欲報民仇，於本月初

五日，糾匪數十餘名，身藏利器，蜂踴臨村，將

青苗盡行踏壞，民以村小丁稀，不敢與抗，只得

啞忍。不料惡心未息，聲稱招會羣匪平毀民村等

語。忖思大人鎮此疆土，懷保小民，斷不容惡匪

肆行擾害，故急瀝情預稟，乞飭諭知花旗行醫生

館貴綠衣，倘遇惡黨來臨，即行赴救，則闔村沾

恩，庶民戴德矣。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7  第叁拾柒

具稟人盧炳成等，為基業已賣，欠項不還，

乞恩嚴追救事。切民被呵 驍騙本銀一萬零八百十

員，迄今一載，受累多端，仰蒙大人督同議官

公斷，着償還銀一萬員，限以船回清還，監追

在案。今者船已回港，呵 竟敢抗斷，將日久月

長，莫知胡底。民以萬金被騙，慘莫名言，債利

日深，苦中更苦，大人心存仁愛，豈不一為垂憐

乎。查呵 基業，盡賣一空，共獲價銀四萬餘員，

量力准可清還，歸款總無期限，非仗大人速辦，

不知更待何時，延累已深，急無能待。伏乞大人

督同議官，如數作速妥辦，奕世沾恩。為此切赴

欽差大人爵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8  第叁拾捌

具稟人傅順益，為違例截搶、欺騙梟吞、

乞恩究追給償事。切民於本月初五日，在斌行買

公烟一箱。初六日一点鐘，執單由盤艇出貨，載

至醫生館下，突遭巡船查問，看係原箱，有單為

據，並斌行買辦尚立門外喝阻。該巡丁，不分皂

白，紊亂奪去，私吞十一隻，僅將廿九隻繳上。

仁亷蒙提水手並斌行買辦確訊，騐明貨單，俱

係全箱，並斬鷄頭誓願。巡丁貪財懼究，又無有

詞，只得斬鷄頭搪塞。分明巡丁誓願無憑，水手

誓願可據，應當追償。乃該公司人等，說民毋

控，願賠原箱。及到伊舖，僅將廿九隻交還。民

血本安肯收受，故迫得稟明，乞恩究追給償，庶

血本有歸，而良民賴安，惡徒知儆也。沾恩切

赴，乞詳欽差大人爵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39  第叁拾玖

具稟人曹安、江隆店、珠盛店等，稟為懇

請免改原議、庶能担保無悞事。緣有匠人梁三，

承接量地官行一座，包辦工料建造，按照工夫

成數多少，陸續收銀。現在除收之外，尚存英銀

一千九百大員。因梁三工本不敷，量地官恐其有

悞，着令民等担保，經堅大老爺面議，限六個禮

拜竣工，即將未收之英銀一千九百員，照數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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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等情。故民等簽名担保，刻日買備材料興

工。今乃忽奉明諭，罰减梁三銀九百員。民等自

思，不獨於堅大老爺原議不符，而且銀少工多，

實有不敷竣工之用，則將來梁三辦理不前，必致

逾限，未免累及保人，民等不敢担保，迫得稟

明，乞恩俯准免累，沾恩靡既矣。切赴欽差大人

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40  第肆拾號

具稟福建省晉江縣民陳抱，為瞞官嚇串、叩

乞伸寃事。切抱與堂姪陳國置有商船，牌號陳泰

興，自現年正月初十，辦載雜貨共計本銀四千餘

員，由澳門往琼南。駛至大洋，忽遭風大，飄至

番邦童栽地方，音語不曉，人面生疎，被童栽看

官嚇查，按照探圖奸商辦罪，將抱船雜貨各物，

一併抄官。後將抱並船暨一犯人陳元勝，觧往網

峪充發。駛至洋面，再遇風颶，被風飄流，幸至

香港，人眾平安。不料匪犯元勝起不良之心，慣

惡噬人，串同邏人，揑詞瞞聳，誣抱等謊，幸蒙

明察，將抱等連船釋放。今妄敢藐法，再串梁姓

慣訟之人，揑控廣府憲，並付暹邏番人，自帶文

札，希圖准伊將抱船帶放入省分肥。忖惡犯元

勝，經在番邦犯罪三次，鞭背籐跡，現猶有據。

若非唐官移提吊船，事關非少，何無委員，亦無

公差遞文，豈可將元勝與嚇串之元勝等，2 4自遞

文札，事屬嚇串，莫不顯然。雪橋易架，紅日難

瞞，乞恩研明伸，救俾免延累，感德靡既矣。切

赴大人台前恩准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41  第肆拾壹

具稟巡船船主張宜成等，為巡船若設、須

令可以緝盜、方於商船有禆事。民等蒙各貨船公

舉，承充巡船船主，求英憲給牌緝捕，原期捉賊

護船，與商除害。兹奉諭開：「一要在香港尋妥

當人担保」。此件自應如命。「一要言明所有簽

名之船戶，每月出銀若干」。此件未能預定，因

各貨船章程，要看月中載貨多少，以為出銀之

準，是以各船所捐銀數，每月不同。但擬於英官

每月給發工食之外，尚有不敷，即各捐資，務期

足用。「一該巡船不准入內河，只在外海急水門

鯉魚門各處護送」。此件却有難行，盖急水門鯉

魚門二次，2 5不過係香港東西洋面，巡船在此往

來，固可以守護香港，然與護送商船之意未免相

左。况商船來往，既非自此二處起止；而賊人刼

掠，又非舍此二處便無。今乃限定巡船在此查

緝，安能捉賊護商。賊不捉拿，商無護送，則貨

船難免刼掠之苦，巡船雖設，與不設何異。各貨

船捐資以置巡船，而巡船不能為之保護，豈能無

故出此巨費，以自耗資本，是以只得按理稟明，

求大人詳察，倘邀准予照會兩廣總督，俾可以駛

入內河捉拿盜賊，護送貨船往省城、佛山、西

南、沙頭、石龍、陳村、市橋、江門澳門等處，

則感恩無既，從命舉行，不然則各貨船不肯捐

銀，民等費無所出，不能成就此好事也。為此切

赴  欽差大人爵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42  第肆拾貳

具稟人盧進和、朱二等，為計畝呈明、乞恩

撫恤事。切照清例，每田可植二斗五種為一畝，

然田有上中下之分，稅亦未能畫一。至民村石排

灣，係山陬海隅之地，其田皆載下稅，每畝納租

銀二錢伍分。今蒙憲諭，將契呈繳，定邀恩减。

惟此田原係鄧黃二姓之業，民等皆向租出，未有

印契。兹將所耕稅畝開列呈上，乞恩薄歛，俾仰

事俯畜，均屬有賴，實感德於無既矣。切赴大老

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43  第肆拾叁

具稟人周英昌、張奇壽等，為稟明事。切民

祖自康熙年間居此鄉土，所有田畝，係與鄧姓承

批捐資開墾，並無印契。所耕該稅多少，經於道

光二十三年八月呈明巡理署大老爺閱覽，又於本

年正月內編冊，呈繳監督在案。兹承鈞諭，迫得

稟明伏乞，仍准照舊耕田，按例薄稅，感恩靡既

矣。切赴大老爺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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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4  第肆拾肆

具稟人王偉南，為叩乞鴻恩、撫恤貧民事。

切民等村居石澳，土瘠民貧，無多別業，惟有

耕耘。前承鈞諭，將所有種植稅畝呈明，以憑

納稅。民等急公向上，不敢私瞞。今大人再出諭

示，每田一畝，要納糧銀一員半。民思先祖拓土

為地，鑿石成田，一年一造，獲穀無多，如此重

稅，實難捐納。大人新臨此土，德政宏敷，豈忍

小民與言碩鼠。伏乞宏開湯網，體恤民貧，薄稅

寬徵，沾恩靡既矣。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

行。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S45  第肆拾伍

具稟巡船船主張宜成，為遵諭開明巡船事務

呈覽、懇請照會華官、然後給發船牌事。緣民等

各貨船，前經稟請，設立巡船二隻，緝捕水上盜

賊，以便客商往來。現蒙大憲飭取船主姓名，並

何人担保，及巡船一切事務，開列備查。等因。

兹將應辦各事，逐一寫明，粘連稟內呈電，乞恩

將此情由先行照會兩廣總督部堂，俟復有文書，

使華官衙役知係事屬奉公，不敢攔阻，民造船

備械，駛來香港，領牌領炮，開行捕緝，乃為恩

便。切赴欽差大人爵前作主施行。

計粘巡船章程一紙呈電。

道光二十五年八月　　日

謹將設立巡船章程開列：  

一議 公舉張宜成為巡船船主，係番禺縣人，

年三十五歲。郭彪為巡船頭役，係番禺縣人，

年四十六歲。劉陞為巡船頭役，係南海縣人，年

三十八歲。俱在巡船上管理事務，有省城怡盛銀

舖担保。 

一議  約同載貨拖船二十餘隻，每隻可載貨

三百餘担，又西瓜扁船四十餘隻，每隻可載貨

四百餘担，又頭艋船十餘隻，每隻可載貨三百餘

担，共聯美舉，各隨其力，捐助銀兩，以為公

費。

一議 各貨船有自香港往省城，或往澳門、或

往陳村、或往市橋、或往佛山、或往石龍、或往

西南、或往沙頭、或往江門各市鎮地方不等，其

巡船必照該貨船所到之地方水道，往來緝捕。

一議  所設之巡船二隻，由英官給發船牌，

以俾緝捕有憑。其船及船上器械，則我等捐資置

辦。至大炮火藥等，則英官給發，俟將來盜賊平

靖，巡船不設，其火砲仍舊繳還英官。

一議  請英憲先用文書，以此事照會兩廣總

督，待其復有公文，然後造船置械，方免官差攔

阻。

一議 每巡船用水手梢繚人等共八十名，另頭

役一名，兩船共用人一百六十二名，均由我等貨

船公舉殷實慣練之人承充。皆令取保結，交英官存

據，以昭慎重，並請每船派英人一二名在船督理。

一議 水手人等工食每名每月給銀多少，任從

英官支發，倘有不敷，我等各貨船公捐補足，助

成美舉。

一議 巡船每月均要獲有盜賊，觧交英署，後

觧華官究辦，以騐有無實力巡捕。一月之內不拘

幾次，倘月內並無盜賊獲觧，則此月不給工食，

一連兩月不能獲盜，顯係廢弛，即為革退，另選

承充。

一議  自設立巡船之後，倘英官有緊急公文

送交華官者，該巡船即要代為傳遞，如係商人書

信，並非送與華官者，均不能飭令該巡船代遞，

恐差務過多，有碍緝捕也。 

如此巡船既設，盜賊必定日少，海面藉賴平

安，貨物易於來往，不獨香港生意漸多，其客商

船戶得免賊刼，人皆讚羨英國好官，能為華民除

害矣。

S46  第肆拾陸

具稟人□利店、三益店等，為伏叩鴻慈、准

給餘地搬遷事。切民等家居轄下，歷有數年，春

去秋來，均沾雨路，兹承憲諭，西營盤一帶舖戶

居民盡行毀拆。民等實深凄慘。惟鵲有巢，可以

爰處，棲身無地，何將不恐乎。審容膝之易安，

我今且無矣。所願仁台俯恤民依，給兹餘地，盖

搭篷寮，藉免飄搖於風雨，直不啻蔭此躬於厦屋

矣。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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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7  第肆拾柒

具稟人怡記厰盧炳、盧成等，為稟明事。於

本月二十七日，蒙貴國律師番咁傳諭，着民等同

控呵 之証見人前來錄供，具稟按察大人審訊。兹

怡記等携同始接之陳富昌及民工伴張奎，証見採

買各料人謝亞永等，齊赴律師噃咁，俾得錄供轉

稟等因。理合稟明。伏祈大老爺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　　月　　日

S48  第肆拾捌

具稟人西營盤眾舖戶等，為乞恩救災事。

緣於本月廿三晚憲諭，內開：所有西營盤一帶地

方，不得建盖木屋。未經燒燬者，亦必立即拆去

等諭。惟思民等在此燒灰，藉賴平安管業，今一

旦盡行毀拆，民等誰依，伏乞大老爺准將木屋改

建磚，免至搬遷，沾恩靡既矣。切赴大老爺台前

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　　日

S49  第肆拾玖

具稟石商金天賜，為稟明示奪事。切商投辦

筲箕環等處石山，每年餉銀三千，專以石船塘口

採運，抽隻船每丈口石收銀二分，塘口每兩石價

收銀九分，均照向例，並無加增分厘。查上年羅

先承辦，每年輸納餉銀八百員，現年比較加增數

倍，一經走漏，餉項無歸，但盤艇載運，理一概26

找算，其中大小船隻苦樂不均，是以經眾議明，

每盤艇載石往香港售賣者，每艇收號銀一錢八

分，山租按數找算，各皆恪遵。衅因石販土棍曾

皮三等，在於燈籠洲等處橫行聚眾，佈散流言，

包攬盤艇，抗不納稅，聲稱任充無奈，等語。誠

恐鄉愚無知，被其煽惑，則章本廢馳，下歲更誰

承辦。伏乞示禁嚴拿究辦，以儆刁頑，沾恩切赴

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　　日

S50  第伍拾號

具稟人黃亞二等，為稟請施恩事。切民等

世居大石下，耕種營生，向來無異。緣現奉諭

示，立將房屋搬遷，民等實深駭異，民有開墾田

畝，被憲填塞，未蒙補回銀兩，饑寒切體，苦不

堪言。今者茅屋數椽，均諭拆遷，父母妻兒棲息

無地，與言及此，有不傷心者哉。大老爺仁愛為

懷，斷不忍耕民之失所，故迫得稟明乞恩，給還

血本，俾得别價棲身，則感德靡既矣。沾恩切赴

大老爺台前作主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　　月　　日

S51  第伍拾壹

具稟人張林楊，為遷居起造、叩乞恩准事。

切民原居東炮台，蒙憲恩准補銀錢遷居別所。兹

無棲止，欲借□側禾場築室居住。盖鳥尚有巢，

何况乎人，惟未稟仁兄，不敢妄為舉事，故迫得

瀝情，叩乞仁天垂憐，老邁無居，俯准所請，闔

戶戴德矣。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　　日

S52  第伍拾貳

具稟人錦利店等，為蒙恩准給、俾有居處

事。切民等奉諭遷往石塘嘴遷往石塘嘴27暫居，或

盖寮貿易。民等未敢擅便，是以稟明，乞恩示諭

俯准，俟建造倉庫，即行原璧繳還。沾恩切赴大

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　　日

S53  第伍拾叁

具稟人石六舍，為串吞誣欠、乞恩轉詳查

究、以免無辜久押事。切民向在厦門開逢源號茶

葉生理，去年九月內，有茶客黃先元、馬地玉、

楊大、劉尚鏞、黃坪五人，帶有茶葉到行發賣，

不料茶價太低，日久不能出，飲食費用籌借已

多。本年五月，黃先元等與民商酌，聞香港茶

葉有價，黃先元等五人隨將茶箱、與民名下之

茶，一同裁運來港，五月十三日到埠。遂將茶

大小共二千五百三十七箱，交與羅臣行存貯發

辦出售。詎料仍無價錢，以至延擱日久，復不

能賣，該行主隨將大小箱茶出投夜冷，得價銀

六千九百一十九員八毫五絲，各客意以茶銀在港

分支了却，澳門賬項不知。日月飲食，皆係在厦

借支，若由此地派分，厦門之借支誰墊？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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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各客迫民收銀支拆，民不肯從。該黃先元

等，串同英人殷多利，控民欠伊銀兩，以圖併吞

厦門借項。惟思黃先元等果無在厦門借欠，何以

不肯前往，顯係謀吞無疑。伏乞大老爺提訊釋

放，沾恩靡既矣。為此稟赴大老爺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　　月　　日

S54  第伍拾肆

具稟人羅南喬，因前悞信啡�之買辦馮清，

求托代余恩担保欠啡�銀一百員，後余恩不到，被

控押追，前經稟明在案，緣外出無能計辦銀兩，

迫得稟求仁台，前雇石匠鑿渠粗石四十丈，該工

銀七十九員，另又雇請坭工填路四十丈，該銀

四十五員，懇將二數算清給發，交一百與按察司

衙門，賠墊非28�之項，餘祈代存。為此再稟，伏

乞垂念知遇之恩，代為設法調停，妥結此事，以

免久押，沾恩無既矣。為此切稟大老爺台前作主

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　　月　　日

S55  第伍拾伍

具稟人錦利店等，為蒙恩復、乞恩仰祈俯准

事。切民等素叨撫恤，准往石塘嘴營生，昨又奉

諭要遷舊營盤。惟民燒灰營生，務近海邊，方為

妥便。山凹之地，運動艱難，故再稟叩台階，乞

准遷於石塘嘴暫止，待要地建，則盡搬遷，民感

恩無既矣。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恩准。

道光二十五年十月　　日

S56  第伍拾陸

具稟人李錫珍，為懇恩濟命、以便回家事。

窃船戶黃乾合，在達濠裝載魚脯、薯粉雜物，欲

往省城發售。本月初一日，在達濠揚帆，初四夜

至劍門，忽遭狂風，將船擊碎，死沒舵公水手並

客人共五名，僅存八人，一名受傷，不能行走。

在龍船灣僱小船載來貴港，叩懇大老爺開恩，愛

民如子，賙恤活命，俾得回家，感恩靡既矣。切

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　　日

S57  第伍拾柒

具稟人馬文揚，為越境悞拿，乞恩速移提救

事。切民男馬吉星，向蒙開埠之大憲，給與上環

地址，建舖貿易，携帶妻室，居住數年，守分營

生，街鄰共見。本月十二日，因繒船回埠度歲，

同妻馮氏順搭烏仔雇船，往繒船探親，並收賬

項。不料泊在西營盤海傍，突有大澳汎官駕駛兵

船，將烏仔捉獲，並民男吉星媳馮氏悞拿，勒索

銀兩，民男不願，毒拷架誣，陷良邀功，觧送九

龍協署，押留民媳，大澳營

汎索銀四十方肯釋放。惟民男吉星已蒙大

憲給地居住，且遵赴監督領，給名籍帋存據，顯

屬良民。今竟被大澳汎官越境，擅自在西營盤拿

索，威迫誣觧，寃沉莫挽。但前奉憲示，凡本埠

屬內居民，漢官兵差不得擅拿，如被擅拿，准赴

稟報，立即提回等諭。民居住南頭，駭聞男被悞

拿，迫得匍趨憲轅，乞恩准速移提民男馬吉星、

媳馮氏回轅察釋，着令坊鄰保領，庶婪官不敢違

示越境，妄拿恣噬，良民伸寃，貿易有賴，永頌

甘棠，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五年　　月　　日

T　F.O.233/187頁17-30:1846-1847年

T01  第壹號

具稟人周沛蛟，為充當船埠、秉公辦事、懇

賜工食事。切民於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蒙恩委

充船埠，至今五載。別差按月給發工食，惟沛未

蒙給賞。自恩憲榮任香港，民亦不避寒暑，守法

辦事。今還舟山，民等畏懼國法，恐華人私相欺

害，民等又不能遠遁，伏求恩憲詳明欽差大人，

恩准照別差一體妥設恩賞工食，以活民命，戴德

靡既矣。切赴大老爺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　　日

T02  第貳號

具稟人王家榮，為瀝情懇賞、乞恩俯准事。

於廿二年二月間，郭憲攻勝寧波，極其憐民苦

處，收用轅下，給發工金。四月間，郭憲告退，

民即逃往杭州受難，29八月廿三年正月，郭憲駐扎

定海，民即來定求見。當蒙郭憲賞銀二員，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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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三元帶民辦事，極其重用。迨郭憲退後，又囑

新憲體恤。所以民自奉公以來，小心翼翼，不敢

稍休，廿四日，李、薩二憲蒞任，民帶令夥伴朱

炳德等辦公無怠。今民在定，恐遭匪等茶毒，是

以家眷先回。但母年六十，全賴永歡，且妻氏年

輕，東西各別，豈不懸念。兹求憲天准行照會上

海已大老爺收用，每月給發工銀，俾母子共聚一

堂，夫婦無分兩地，感德無既矣。至起程盤費，

尚祈賞給，幸勿有却，肅此叩稟欽差大人台前，

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即閏月　　日

T03  第叁號

具稟人俞明高，為懇恩救命活命事。切民

自寧波至舟山，蒙恩提援篤實辦公，不敢稍涉糊

混，所得工金，僅能度日，並無分毫積畜，苦况

情形，諒有所知也。恩憲蒞任香港，民等念念不

忘，恍若嬰孩無母，欲步遠則囊空如洗，欲在近

則國法惟嚴。前在上海，被差拿禁，多蒙已、薩

二大老爺救脫，兹者舟山退還，民等幾無容身之

地，雖蒙恩憲面向各清憲說明，恐口允心恨，禍

患莫測。伏乞欽差大人施恩，稍給盤費，發往通

商領事署聽用，以全民命，則感德靡既矣。切赴

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　　日

T04  第肆號

具稟人俞明高、朱炳德、紀松林、王家榮、

方亞全、張亨福、俞鳳林、姚士貞、徐海寶，

聯名叩稟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人臺下，為聲明徵

績、乞恩賞賜、仍期報擢、以活民命事。切民等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間，在寧波投順郭、已二

位老爺案下，專使探聽軍情，充當巡差，不避嫌

怨，不辭寒暑。後攝舟山，歷任斯事，伺候各位

英官，仍復當差，適值李老爺卸任舟山，可憐民

等無地可容。恭逢公使大人駕蒞舟山，荷蒙飭

保，下民恩至渥也。民等愚蒙，誠恐華人暗為欺

虐，不得不聲求公使大人恩賜盤費，賞給批照，

或去別港，或往上海，仍復伺候官商，俾民活

命，皆恩憲莫大恩德也。情極，聯名叩稟，不勝

惶悚之至。仰候恩憲大人俞允施行，公候萬代頂

祝。上稟。

T05  第伍號

具稟人省渡新永安、新永泰、新順利、新常

泰、順利、永利、廣泰、祥泰、洪泰、泰和等，

為稟請渡以免往來擾害事。切民等渡船，來往香

港省城等處，一向相安。緣於前月二十四日，省

城各社學，標貼長紅，禁止渡船來港，倘敢故

違，定行剿滅等語。民等聞風，實深恐懼，惟

思貴港通商貿易，全賴省渡來往，今一旦嚴行斷

絕，固不獨民等無以營生，即貴港亦難期興旺。

查香港共約十有五隻，其中良歹不齊，常有拖

累。民等兹願限設十隻，連日往來，互相保結。

一船有失，惟此九船是問，又請殷實舖戶担保，

倘有無牌渡船到港，懇飭差驅逐，以免牽累。遇

有社學惡徒迫勒傷害，求為伸寃，每年願納餉銀

四百大員，分為兩季清繳。伏祈俯察輿情，准給

牌照，俾民等渡船往來無碍，而貴港日臻太平

也。附粘說畧一紙呈電，是否有當，乞祈察奪施

行。沾恩切赴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　　日

說畧：盖開省渡之設，原為正經貿易往來。

近因良歹不均，為害不小，或在港冒充渡船，

出洋刼掠；或在外洋陰已刼掠，到港混冒渡船；

或多次來港，偶逢銀信多收，則遽騙吞，一去不

返，以致寄銀者無從查問。種種獘端，莫可枚

舉。究其根由，實因未有專責之故。兹限以十隻

連日往來，互相保結，殷實舖戶担保，一有無牌

之省渡，即行斥逐，以杜外來盜匪。外匪一絕，

而貴港可致太平。民等竊為此慕，不揣冒昧，謹

以說畧拜聞。

T06  第陸號

具稟人翁躍、蔡榮成，為被刼殺傷、叩乞嚴

拘究追懲辦事。窃船載脯料等物來省發售，慘因

本月十九日，在本埠達濠港起程，廿三日下午二

點鐘駛到木門口。突有賊船二隻，約匪五六十名

前來刼掠，凈盡如洗，並重傷水手六名，幾於殞

命，慘不勝陳。伏乞大老爺查騐，即飭差拘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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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辦，則感大德於無涯矣。伏乞大老爺恩准作主

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九月　　日

計開：□魚脯一百二十籠，每籠八十斤，

值銀二十元；現銀三百員；銅錢八百文；棕箱一

個。

T07  第柒號

具稟船戶黎懷吉，為串差擄奪、勒索例規、

乞恩追辦事。切民船來港經已三年，向蒙貴國給

發牌照，運貨到埠，各街舖戶，共識共聞。忽有

呂順利貨船，恃强串差，承受番禺往長洲渡額，

希圖影射香港，獨霸生意。倘有船來，務遵順利

約束，每月呈納規銀二十員，方准開行。若無銀

納，即協差拘拿，攔截搜搶。彼順利胆敢肆為，

豈不大傷貴國慈愛之意。今懷吉貨船於本月廿六

日，往南海聯興街承接客商貨物、信扎等項，約

值價銀數百餘兩，運載來埠。不料呂順利心懷奸

詐，串差駕艇，督率水手工伴，登過懷吉貨船，

將客商趕逐，搬取貨物一空，並捉船伴兩名監

禁，索銀五百員，方准交還等語。切思兩國和好

通商，英清一體無碍，何得順利貪圖生理，致乖

和好之致意，如此藐法，貴國豈能任其放肆！若

不從嚴拘究，不獨民船所失貨物，削骨難填，即

貴國船隻往來，亦必日形短絀。故迫得瀝情上

訴，叩乞大老爺差拘順利渡，追還人物，俾民免

有擄奪之憂，貴國亦有昇平之慶也。沾恩切赴大

老爺台前，察核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　　日。見証人：新永安

貨船、泗彩貨船

T08  第捌號

具稟省渡新永泰、興泰、廣隆、四利、萬

利、德利、常泰、正記等，為恃勢勒索、聯乞亷

明究救事。切民等開擺省渡，一向相安，近有番

禺縣工房書辦陳榮，恃勢設立香港省渡，着令民

等各船，每隻繳銀四百二十大員，准給牌照，任

其來往，如不遵繳，每隻每月索銀二十員，始能

開擺。兩30不遵依，定必留難掯阻，多方擾害。是

以有力之家，曾經備繳，惟民所靠裝載貨物，往

來客商，但收水腳而已，何從措辦。現在懷吉、

洪泰兩渡，被他封鎖，誠恐將來擾害無底，民等

迫得聯稟台階，伏乞轉稟總理德大人，移文禁

止，或照前馬禮遜舊章，仍向清國官憲取渡牌十

張，給發民等，俾得安心樂業，免至巡船關口書

差勒，則感鴻慈無既矣。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

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　　日

T09  第玖號

具稟商人馮帝等，為資本無歸、乞恩詳察

事。切中環街市，乙已年韋貴承辦建造舖戶。乏

銀支需，故此借到商等本銀五千餘員，言明年

底，本息清還。延至今年，尚未歸款。韋貴因見

所收之租銀難以清還借項，尚欠國餉，更不能自

持，願將街市之舖呈出，割歸民等管理，收租納

餉。今因韋貴身故，只得瀝情稟上，乞恩准將韋

貴名字改與馮帝等承辦。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作

主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　　_日

T10  第拾號

具稟上環街市盧貴，為一環兩市、乞恩减

餉、俾得血本有歸事。切民緣於甲辰年九月，荷

蒙恩准自備資本，建造上環街市。言明每年繳納

餉銀二千四百員，所收市內租錢以為本利，限五

年為滿。俟滿之後，另行再議。兹經兩載，按年

核算，本利尚且不敷，餉項已經繳。此乃章程前

定，奚敢冒凟。不料市旁更添一市，生意愈形冷

淡，血本固屬無歸，餉項尤難措辦。迫得稟赴台

堦，乞恩减餉，或每年納回地稅，俾永遠管業，

血本有歸，奕世沾恩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

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月　　日

T11  第壹號31

具稟人三昌、□和、麗源、公興、天華、五

順、錦華、人和、和記、萬利店等，為領牌販賣

烟土烟膏、伏乞恩准、以招四方商賈雲集、以興

本港百工貿易事。切民等向承鴉片□貨生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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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設有公司，客商日少，生意日淡，闔港皆然。

兹聞闔港具稟求仁憲豁免烟土公司之例，而本

港商民莫不欣頌。實維嘉賴，故民等聯名叩赴台

前，乞恩俯准，撤散公司面謝例式，32並給牌示，

俾民等營謀有望，即闔港生涯賴此興相，而仁恩

永賴千載於無窮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　　日

T12  第貳號

具稟人闔港行店等，為懇散公司、聯乞崇

轅、俾得各行興旺事。切民等自來貴港，大小生

意均沾微利，皆藉鴉片為主。苐因去年鴉片總歸

公司一家發賣，烟價高昂，是以各處客商聞者不

到，致令各家貨物壅塞難，今若仍然未散，將見

舖戶有閉而無開，生意有淡而無旺。民等為生意

起見，迫得聯稟台階，伏乞鏡察，轉懇大憲，俯

念輿情，仍照舊章，俾得民等行店買賣興旺，共

沐鴻慈無既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施恩作主。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　　日

T13  第叁號

具稟合環舖戶商民等，為教化人材、乞恩

給地免稅事。緣民人以教導為先，教化以讀書為

要。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理，英所同

然也。商民等思念幼民小子，欲使其同歸于善，

先請賢師教習詩書，講論禮義，方不至為梗化之

頑民。然教讀必先有地基，起造書室，乃可延師

集俊同學於一堂，故迫得瀝情稟叩大憲，乞恩

准給貴太平山水坑口地址八丈，俾民等捐資建書

室。但此事實出於公，非為私設，乞求免納地

稅，則文童學業，大有進益，禮義日興，昇平立

見，豈獨一人

之幸哉。切赴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　　日

T14  第肆號

具稟人韋天富，為冒簽瞞騐、霸管侵吞、

乞恩詳察明斷事。切民先兄韋貴，領有中環街市

地址一段，着民商同陳大成齊捐血本建造，立明

合約，親筆盖印，按照辦理，一向無異。緣有土

霸馮帝，窺市重利，虎視眈眈。於前九月初五日

霸佔內行，仰蒙禧大老爺公斷，抱怨不休。嗣於

十月十五日，民兄身故，該馮帝假造合約，冒

簽，希圖霸佔。窃思民兄身故以前，將街市事務

囑民代理，固有囑書可憑，復有証人可據。經稟

按察大人查照，存案多時。今馮帝胆敢私造無印

合約，漁利侵吞狡詐，異常貪狼已極。嗟嗟！既

强佔於其前，復霸管於其後，非仗大人洞察寃結

難伸，故迫得瀝情上□，並附粘合約一帋、囑書

一封，恭呈電覽，統乞查明，將街市交民代辦准

行，另招保人，則沒存均感□。為此，切赴欽差

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　　日

T15  第伍號

具稟人陳大成，為據實呈明、乞恩鏡察事。

切韋貴領有中環街市地址一段，招民並伊弟天富捐

資建造，立約盖印，一向無異。緣於十月初九日，

該韋貴病勢日危，立具囑書，將街市事務交與韋天

富代理。不料該韋貴故後，馮帝突起不良，假造合

約，冒簽，希圖管漁利。切思街地址係韋貴承辦建

造，工本係民與天富捐支，一一有憑。馮帝何得以

無印合約，居然强佔，民因外出，未及親叩台階，

只得瀝情稟訴，伏乞大人秦鏡高懸，將街市斷還天

富代辦，免至貪狼狡兔，日肆鯨吞，奕世沾恩矣。

為此切稟欽差大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　　日

T16  第陸號

具稟人鄭福生，為乞批塩程事。窃民仰望欽

差大人貴地紅香爐廟下海墘為路，內畔咸濕海地

有幾十畝，伏蒙恩准，批賜給照，以造塩田晒塩

生理，奕世沾恩。為此切赴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

行。

每畝每年納租銀一錢。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　　日

T17  第柒號

具稟人譚才，為開市貿易，乞恩俯准事。切

民有中環海邊地址一段，可以成街設市，兹特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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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乞給十年為期，每年呈納餉項，該餉若干，

並請示明，以便遵納。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

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　　日

T18  第捌號

具稟人小快艇船戶等，為貧乏無資、乞恩原

情議减事。切民等困乏，開擺快艇營生，前蒙賞

給牌照，納銀半員。今承示諭，每隻呈納銀三大

員。惟思生意之興衰，前後大別，餉項之增减，

彼此失宜，當此冷淡之時，民等實難措辦。只得

匍叩台堦，乞恩寬减，俾民等踴躍捐輸，沾恩靡

既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　　日

T19  第玖號

具稟人萬利店、茂利店、元吉店、永吉店、

吉利店等，為誣良為盜、聯名公保、乞恩准行釋

放事。切有呂合□□渡，係於本年七月內，蒙督

憲撫憲大人出示，准領承充，有府憲執照，並番

禺告示為據。一向相安。突于十二月十九日，被

懷吉等私渡挾仇，在貴巡理正堂誣告搶刼伊船，

被貴差拿獲監禁呂文、李元、陳六等。但茂利店

等素識合發渡，呂文等原係守法良民，斷無搶刼

茂利店等因。其無辜被累，情實不堪，是以公同

聯保，懇飭貴巡理將呂文等准保在外候訊，如

有逃匿，茂利店等甘同坐罪。忖思懷吉等原係私

渡，前被番禺縣押留，不能開擺，挾恨呂文等承

餉載運貨物，故將番禺縣拿押之事，誣為合發渡

搶刼，瞞稟貴巡理正堂。若果係在省河要地被合

發搶刼，何不刻即稟明地方官究辦，乃到貴港始

行控告！明係誣陷無疑，仰准伸寃釋放，或將呂

文等三人及原告人等一同押觧中國地方官確訊究

辦，不致枉陷，沾恩靡既矣。切赴欽差大人台前

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　　日

T20  第拾號

具稟人闔港商民等，為抗頑不遵、懇飭差

追給領事。緣商等上年簽助銀兩，在中環填築

地基，以建神廟，共計舖地六間。前蒙大憲大

人諭令，將該地發賣，取回工本，估計每間價

銀二百二十三員，內□才四間，已經遵諭繳出

八百九十二員在憲台收貯，將以給回為建造書院

之費，惟尚存彭全利一間、彭祖勝一間，抗拒不

交。忖思此地係公眾預出工本填築，理應遵諭繳

償，以歸眾項，倘伊不肯交銀，亦應將地址推

還，何得虧工本商等眾人，將此地址竊為己有，

如此抗逆不遵，實屬藐視，故迫得瀝情稟叩琴

堦，乞恩迅賜差催，着令交出該地工本銀兩，以

便起造書院，闔港沾恩矣。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

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　　日

T21  第拾壹號

具稟人新速記，為受規反噬、擄人押索、

乞恩轉詳追給而安商旅事。緣民於本年僱有西洋

第十三號華艇艇主�唎啤，裝載塩斤，前往各埠

發賣，向來奉公守法，輸納規銀無異。突於本月

初二日下午，有巡船數號，駛至濠墪河西，將民

貨艇連人押觧運憲署，船內計塩一十五萬斤，銀

三百餘兩，錢六十千文，炮六条，衣槓什物，

一應盡掠。惟思民艇經於前月三十日納過規銀

一百二十一員半，現有收單為據。似此受規反規

反噬，將何以服人心，故迫得瀝情叩稟台堦，乞

恩作主伸寃，追銀物人船，則感德無涯矣。切赴

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計開巡船名：財記、源興、泰記、利益、和

發、黃角，係强掠人；虎門中、大龍口，係强掠

人，總巡，係强掠人。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　　日

T22  第拾貳號

稟闔港商民等，為懇恩給領事。緣商民等

填築中環廟地工本銀，有譚才交出銀八百九十二

員，憲台收貯，懇恩將該銀交給商民等，以憑建

造。尚有彭全利、彭祖勝等地基兩間，該工本銀

四百十六員，抗頑不交，業稟在案。懇憲着令交

出或交原地址，則萬民沾恩矣。切赴大老爺台前

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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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  第拾叁號

具稟人曾茂春，在金門裝塩二千担來港發

賣，慘因正月三十夜初更時候，在密門口遭風被

浪擊□碎板，幸有船救活二十餘命。今特求賙

濟，以救殘生。倘荷仁性命得以茍延於旦夕，則

回家有□，闔戶沾恩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

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　　日

T24  第拾肆號

具稟人張秀，為清納租銀、呈還地契、乞恩

俯准事。切民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投買太平山地址四段，下環地址一段，因友人不如

意，下環地址故未領契，已將定銀罰去太平山地

址，又因建造無銀，籌畫經年，終難措辦。兹民願

將該地繳還所有前欠地租，情甘清納，伏乞大老爺

格外施恩，俯准所請，奕世沾恩矣。切赴量地大老

爺台前，作主施行。地址計開：

太 平 山 第 二 百 七 十 七 號 、 第 二 百 七 十 八

號、第二百七十九號、第二百八十號；下環第

二百七十號，未領地契，已罰定銀。

道光二十七年三月　　日

T25  第拾伍號

具稟闔港商民英順、馮帝、全和、三盛、均

和、兆昌等，為書院地基乞恩給領起造事。緣於

去年闔港商民等稟請給領書院地基，起造書院，

以訓童蒙，荷承恩准上環水坑口地址橫八丈直八

丈，免稅在案。惟譚才有承買中環廟地一段填築

地基，工本銀一千三百三十八員，繳在憲台存

貯，以為建造之費。兹已卜吉興工，伏乞大憲大

人將該地基量明，並給還譚才所存貯之項，以便

鳩工有賴，闔港沾恩矣。切赴大憲大人台前，伏

乞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　　日

T26第拾陸號

具稟人原同文洋行子孫潘結光、潘正昌、

潘正理、潘仕□、潘仕儀、潘仕揚、並合族人

等，謹稟於大英國全權公使大臣台前。切我祖父

於乾隆年間，開建同文洋行，即與大英國列位班

上相好。諸凡貿易，體恤周備，心感之至，積有

餘資，建買河南祖祠前面田地，留作先祖烝嘗需

用，及各房鰥寡孤獨養口之責，數十年來得藉此

田地養活，皆賴貴國之厚惠也。前見全權大臣示

諭，欲取河南地面建造房宇，意必在海傍近水之

處，昨見貴國人數位，往河南祠前田基看視地

段，但敝祠大基內兩傍房屋，皆係各房男女住

宅，即祠左新填沙地，原日亦是田畝，各房因見

人丁多眾，祖屋難求，是以認分地段，各捐資本

填築，以為建造房屋棲身之所，其田塘又係先祖

蒸嘗，與鰥寡孤獨人等待食所資。此鰥寡之輩，

即使給回重資，亦難往外謀生，只可就近祠前田

地躬耕食力而已。忖思全權公使大臣張掛示諭，

居民各安生理，足仰仁愛存心盛德感人，使人人

安居樂業，仰賴無窮，兹聞紛紛傳說，並連敝祖

祠大基內之田畝，及新填沙地都要買取。想此處

深入村內人家，又非傍海通流，若必實需此地，

我等合族無所棲身，似與前示居民各安生理之

諭，先後不符，諒未必然，惟各房親眷聞此，不

勝驚駭，迫具情由，稟明台下，伏望格外恩施，

俾我先祖蒸嘗，供奉不失，百數十口孤寡窮丁，

衣食有賴，均感大德於無盡矣。切赴大英欽奉全

權公使大臣臺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四月　　日

T27  第拾柒號

具稟闔港商民英順、均和、旭昌、三盛、馮

帝、盧賴等，為請領工銀、乞恩俯准事。切商等

有譚才買受地基銀一千三百三十八員，交與憲台

收貯，經商等請領在案，佇候多時，未蒙批諭。

兹鳩工伊始，需用日繁，懇將該銀發給，以便支

拆各項，闔港沾恩矣。切赴大老爺臺前伏乞，恩

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　　日

T28  第拾捌號

具稟人李祖保，為持械搶刼、乞恩嚴拏究追

事。切民等貿易載塩，來港發賣，一向相安。突

本月二十二夜八点鐘，民船駛至鯉魚門口，被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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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持械搶奪，傷伴六名，搶去白塩三百，並衣服

等物。切民貿易營生，全賴于此，今慘遭刼掠，

血本無歸，伏乞嚴緝追償，弱民有賴，奕世沾恩

矣。切赴英國全權公使大臣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五月　　日

T29  第拾玖號

具稟人林天桂，為承辦小市、乞恩允准、

以便買賣事。切民與美孖骨，批到燈籠洲地址一

段，原欲將該地一半，開設街市，但居民稀少，

生意冷淡，力難措辦餉項。今將該地四分之一聊

開小市，以便貿易，每年呈納餉銀六十大員，殷

實舖戶，担保餉項，分為兩季呈納。再懇比較市

例，以五年為期，期滿之日，復歸公司，另招承

辦。因工本太多，一年所獲難填費項，故迫得叩

稟 欽差大人台前，乞恩允准承辦，給牌出示，俾

街前擺賣者成聚於市，以免阻碍街道，庶生意興

隆，買賣幸甚，民亦均沾愷澤矣。為此切赴欽差

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

T30  第貳拾號

具稟人鴻泰店、瑞記店、和生店、昌合店、

然記店、喬盛店等，為無辜屈押、乞恩省釋、

仍懇章程、以安工作事。切民等手作生涯，洗衣

為業。情因前日昌記店鄭亞林、柯亞亮二人，被

貴國兵總控稱聯行勒制一案，蒙貴巡審判擬罪掘

坭，惟所呈之行規，原是澳門寄來例式，並非民

等設立聯行，盖聯行亦非一兩人之事，今將鄭柯

二人抵罪，實屬無辜，伏乞垂慈省釋，民等感激

無涯。切惟洗衣手作，獲利稀微。自貴國開港以

來，從前洗衣俱是下工，所以接洗貴兵衣服，每

月工銀路啤一員，今所僱工人俱是上工，而貴兵

仍只給路啤一員，甚至每兵衣服一月洗至數十件

之多，一個路啤安能足本！或有負欠工銀，另往

別店，或有揑稱衣洗不潔，强將工銀扣除，或有

欠下多資，生端誣控，一到官衙，不容分辯，非

罰即罪，種種受虧，難以盡訴。民等工作之人，

何敢較分曲直，只有忍氣吞聲。今承諭禁聯行，

故藉鳴伸艱曲，伏求曉示各兵商，如有不欲照顧

該店，必須給清欠數，然後另顧別人，俾民等工

本有歸，並請示一章程，以便遵行，即民等生理

有賴，沾恩不勝。為此切赴大英欽奉全權公使大

臣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___日

T31  第貳拾壹

具稟人陳發全，為恃强霸奪、乞恩給照、

以免後累事。切民有祖父遺下田畝，土名上環，

仰事俯畜，藉兹足矣。緣大人新開貴埠，將民田

填築，補回大石下屋地一間，俾民建造，安息營

生，實感德不忘矣。不料李亞妹恃勢欺凌，既

拆民房於前，復逐民妻於後，嫂叔濟惡，無法無

天，迫得匍叩台階，懇恩給照，但免擾累，則納

稅甘心矣。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七月___日

T32  第貳拾貳

具稟石排灣地保鄭定邦，為歧控被押、乞恩提

案審辦事。緣歐梅勝即歐亞勝，因在校椅灣被刼，

稟蒙仁憲獲賊何亞二等八名，審認監禁。其原告歐

梅勝即歐亞勝、歐梅英即歐亞英，着民保領，在外

候審。奈歐梅勝聽唆，酷詐莫敬大莫亞華英祖等銀

兩不遂，借將刼案圖累，私赴新安縣歧控，被押在

案。兹聞仁憲近日開審大案，迫得瀝情稟叩，伏乞

文移新安縣，提取歐亞勝、歐亞英歸案審辦，毋致

案分兩歧，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　　日

T33  第貳拾叁

具稟人簡楊，為懇恩准納、以免受累事。緣

於上年買有潘朱仲名下第六段地址舖一間，曾蒙

量地官丈明方圓六十四丈，遞年該納地稅銀四拾

大員。民因遵例依期携銀到公庫衙門呈納，兩次

不收，管庫官囑要候齊潘朱仲址稅，凑足呈繳。

民催潘朱仲數次，無銀呈納，惟民守候日久，誠

恐巡例受責，迫得匍轅叩訴，懇恩准照名下應納

稅項繳收，免被牽累，則永頌甘棠之德矣。沾恩

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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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  第貳拾肆

具稟人劉文貴，為奸心謀奪、賄弄沉寃、乞

恩究追昭雪事。緣民在新州府租到鄧進黃秋水船一

隻，載貨回中國，此船原係福建黃宰甲助本，與韓

毓英所置。因生意缺本，無可填還，是以將船當

官發賣，係鄧進並黃秋水二人買的，有新州府公司

賣契為據。不料船到中國，灣泊澳門，韓毓英已先

自回澳，因知船契存在新州府鄧進處，遂起不良之

心，串同奸黨誣告民等强搶伊船，民據實伸訴，澳

官訊以該船無契為據，要將斷還韓毓英，民乃請限

待新州府取契呈騐，仰蒙俯准後，取契呈看，該官

受賄不理，推歸唐官，囑令將船還毓。民思船乃民

與鄧進等租賃，契是當官收領，誣民搶奪，實屬含

寃。泣訴台堦，乞恩移文訊究，俾得物歸原主，感

德無涯矣。切赴大老爺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　　日

T35  第貳拾伍

具稟人陳榮裔，為更改烟牌、乞恩允准事。

切民在上環第二百二十六號，開張麗源店，領

有販賣零星烟土牌一張、煑賣烟膏牌一張。兹因

烟土生意不前，累及東家虧本，誠恐國餉難輪，

有干罪咎，欲將販賣零星烟土之牌，改為煑賣烟

膏，仍照販賣烟土牌納銀三十大員。但查憲示內

開：但領取賣零星烟土牌照者，不得煑賣烟膏

等語，未便擅改，故特稟明乞恩准行更改煑賣烟

膏，則萬世沾恩。切赴欽差大人台前作主。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　　日

T36  第貳拾陸

具稟人孀婦黎黃氏，為賄証圖脫、寃陷未

伸、籲叩憲恩、飭司研訊昭雪事。切氏生不辰，

夫早喪，門寡丁，生子亞廣，一向安貧守分，毫

不染非。緣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承裝未士嗶包

米一載，時有寫字及麼嚕人照管。迨後稱說失米

數包，一時良歹難辨，即將船內八人捉觧審訊。

詎料貴片奸詐，希圖脫卸，先用銀一十五員賄囑

麼嚕為証，誣指氏男亞廣一人私竊。訊後，該船

並用觧七人，均蒙釋放，獨氏男監禁，氏聞駭

異。因病在身，特着婿問貴片情節，片用甜言慰

婿，稱麼嚕人寫有條約等□將約交婿觀看。氏婿

不曉，浼人代問，始知該帋係貴片用銀買囑麼嚕

誣証氏男，希圖脫卸，迫于六月十三日，謹將賄

約呈電，乞恩伸寃。今經數月，未蒙提訊，迫得

凟懇鴻恩，早行審判，剖不白之寃，釋無辜之子

也。沾恩切赴欽差大人台前，俯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　　日

T37  第貳拾柒

具稟人□嬌，為呈納地稅、交還地址、乞恩

允准事。切民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十二月，投買

下環第二百六十九號址，每年地租銀三十四磅，

因担保亞維鋤掘地盤，拖累虧本。現在困苦異

常，無由措資建造，所欠地稅難以抵填，然猶思

竭力籌調，早完國課，所祈大人准將地址收還，

則沾恩靡既矣。切赴欽差大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　　日

T38  第貳拾捌

具稟童生徐成章，為蒙恩傳訊教習，理合赴

轅叩領事。緣生向在治屬教讀，毋怠毋荒，邇荷

公委賢員，到館訊問教讀情由。復於本月廿三日

傳生赴衙，面議皇恩普濟，賞給脩金，着生教訓

童蒙等。窃喜皇恩惠澤，愛民如子，只得遵諭，

匍叩仁台，懇乞賞給示諭，屆期啟館，老少沾

恩。切赴總督大人臺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　　日

T39  第貳拾玖

具稟人張秀，香山人，為懇緩租期、乞恩俯

准分納事。切民在貴署効力丈量，歷有年所。緣

於乙已年十一月初八日，在量地署藉內投有太平

山第二百七十七號至第二百八十號，每年共應納地

租銀八十八員零五十六先時，該一年半計應納銀

一百三十二員零八十四先時，理宜遵呈納，但以家道

清貧，一時實難措辦，兹民情願先將英銀三十二員零

八十四先時准明一號呈納，餘欠一百大員，懇為展限

十個月，俾得按月分呈，是否可行，伏乞轉詳欽差大

人恩准。為此切赴量地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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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0  第叁拾號

具稟人楊鴻禧、舖戶合發、船戶金順利、鄭

合成等，為懇恩俯准、乞請憲旗、以保平安事。

切福潮惠等蒙大憲德惠及民聞風雲集，情因去歲

至今，佛頭門及急水門零丁一派河路與中華交界

之處，常有不法匪船，冒官巡查，藉查混搶，船

多被害，莫敢往來。大英大憲，德威遠播，四海

晏清，至近交界海面，豈可任其滋擾，勢得稟赴

仁台，體恤遠人之至意，轉乞欽差大人，施恩俯

准，給發憲旗，可至貴港灣泊貿易，合發店願為

担保，帶各商船報名領旗，使匪船望而知畏，

庶不敢藉查滋事，河道得以通商，旅客咸沾德政

矣。切赴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　　日

T41  第叁拾壹

具稟人聚盛店，為叩恩示明巡捕規費，以憑

照遵納事。切民在港貿易業已數年，巡捕有規，

分毫清納，每季該銀四元半。今每季要納銀拾元

半之多，非是號數之差，必有加收之例，夫舖有

大小，不可以一律收規費，茍加增則百姓必艱于

繳納，迫得匍叩  崇轅懇恩照舊徵收無增無减，以

足國需以甦民困。沾恩切赴大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　　日

T42  第叁拾貳

具稟人張新哌，為原地交還、乞恩俯准事。

緣上年投得太平山第二百六十四號地址一段，□

十五年地契尚未給領，兹已將該地稅銀兩全數完

納。今因無銀建造，誠恐悞公，自願交回地段，

伏望大人俯准諭令註消，感恩靡既矣。

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　　日

U　F.O.233/187頁31-40：1848年

U01  第壹號

具稟人鄭仁山，為貧苦拮据、乞恩釋放事。

切民因欠地稅被禁，曾經三月有餘，業已稟呈

數次，未蒙批復。前稟內曾懇抄家及僱工隨少扣

填等情。可見民之貧窮，迫於不得已而為此者，

使果富裕，誰肯甘受監牢而請抄家之辱哉！夫泰

西列國，凡有欠稅項者，取其有，不取其無，故

各國皆有恩免之例。貴國天下莫强，豈獨無其恩

哉。且民與貴國辦事，業有數年，凡緊要難辦公

務，人所不敢為者，民不避艱險以為之，如江南

和議後，與馬禮遜、羅伯晡老爺等在省城辦善

後，約幾遭兇害；本年二月往省討取七款，又結

怨於廣東民人，出賞謀害；及往安南，遭飢餓風

浪之苦等事，雖無大功，亦頗有微勞。夫前任欽

差大臣璞及經歷馬禮遜等，業經向民諭「道出辦

事，本國君主定必恩擢優獎，毋負汝功」等語。

今欽差大人操理全權，獨不諒民苦衷，設法釋

放，使馬、羅二位經歷尚在，亦可曉民辦事勤

勞，準可借銀填償，今人已云亡，誰為知已，惟

望欽差高懸秦鏡，體恤下民之心；大發慈悲，早

留方便之路，則感恩靡既，戴德無涯矣。切赴欽

差大人台前，恩施准行。

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　　日

U02  第貳號

具稟人華記店等，為設立街市、以便商民、乞

恩詳申、給照以憑建造事。切思立國所以聚民，立

市所以聚貨。今燈籠洲一帶戶口甚繁，街市未設，

貨物無所聚，日夕買發，總不便於民生，故集眾

商議，與孖骨買受地方，欲圖建造。兹特匍叩  台

堦，伏乞恩准，詳申欽差大人，給牌建造，以便商

民，合坊沾恩。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　　日

U03  第叁號

具稟人張秀，為據實稟明、乞恩原情俯准

事。切民前在未士卜伯傭工，承囑投買太平山地

址第二百七十七號至二百八十號，共四號，出民

名字，實係未士卜伯承買。曾於去年稟請，呈納

年半地租，即將地契繳回，仰蒙恩准在案，嗣

因未士卜伯銀有未便，並未繳納，兹未士卜伯棄

世，貴庫使向民催取，惟思此地委係未士卜伯買

受，地契現在未士卜伯存守，業經大老爺知見，

投買之時又經未士他倫目擊，均可為証。况民家

貧如洗，前因欠到二百七十號地租已將工銀呈

納，今則粒米無資，何能又為備租代繳！特此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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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乞恩原諒垂憐，盡行豁免，毋致干累。沾恩

切赴大老爺台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　　日

U04  第肆號

具稟人汪仁、汪禮等，為貞利母病日深、

危在旦歹、聯呈稟請、咨商按察大人開恩釋放、

俾貞利得以回家料理喪事。切汪貞利向在貴港貿

易，虧本拖欠貴國啡呅士等銀一千餘員，于去年

三月初五日，被未士啡呅士控告監禁，後四月

十九日，蒙按察大人審訊定罪，坐監一年釋放，

等因，在案。兹伊母年過八旬，只生貞利一人，

於本年二月十六日染病不起，服藥罔效，日夜呼

望貞利回歸，以囑後事。惟貞利坐監未經滿期，

不能回來，誠令人憫恤，久聞耶穌先以孝道教

人，而貴國皇上又以仁考治天下，故民等胆敢將

實情聯名叩稟轅門，伏望大發慈悲，早留方便之

路，乞恩會商按察大人，恩准釋放，以得盡人子

之道。在貞利固感大德於無涯，即我闔族人等亦

沾恩靡既矣。切赴欽差大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日

U05  第伍號

具稟人汪仁、汪禮等，為稟明事。切民等

曾於本月初一日，將汪貞利母病危極、請求恩釋

等情在案，未蒙批復。兹貞利母親已於本月十六

日棄世。殯塟無人，且貞利妻兒煢煢獨立，饑寒

切身，伏望欽差大人以仁愛為心，即行咨商按察

大人開恩釋放。盖貞利只定罪坐監一年，今已十

月，尚無幾時。大人以慈悲為念，斷不忍視人死

而不歸土，故胆敢據實稟訴轅門，懇求釋放，則

貞利固感大德於無涯，而民均沾鴻恩靡既矣。切

赴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日

U06  第陸號

具稟人吳祖旺、魏亞水、葉大生、彭亞煥

等，為乞恩蠲免巡捕公費事。切民等黃坭涌，前

蒙貴國給回田價，久已用盡。至今生計艱難，其

少壯男女，單靠撿柴度日，其老弱童穉，每多乞

丐沿街，苦楚備嘗，合港共見。况加以巡捕公費，

月納常規，憲諭煌煌，何容違限。但民愚賤，村夫

撿柴度日，力獲不過數十錢，乞丐沿街哀求，難得

兩餐飽，肩挑背負，豈有餘資，衫破裙穿，斷無賸

米。欲照常規辦納，則揭借無門；茍將公費推延，

則刑罰立下。呼天莫應，叫地不聞。兹逢欽差大人

仁愛為心，權衡在手，在草木咸沾惠澤，諒窮民應

得保安全，只得瀝情申訴，匍叩憲轅，懇將民村一

切巡捕費用，盡行蠲免，則感德靡涯矣。切赴大英

欽差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日

U07  第柒號

具稟人德利店、同盛店、劉德、羅興等，

為乞騐定程以免滋擾事。民等由道光二十六年七

月十五日，鄭林在公司投得上環西街尾水坑口地

址，批出建房屋居住，言明每家按月納地租銀一

錢八分至二十八年二月止。一向俱交鄭林手交

納，並無拖欠，至鄭林有無交納公庫，民等有所

不知。前月公司諭追鄭林租項。民等其事，3 3兹

特稟明，懇恩准民仍舊居住，按月納租，自今為

始，俾民得安居樂業，不致有哀鳴之感，則沾恩

靡既矣。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日

U08  第捌號

具稟人陳景瑞，為冒認承辦、圖騙舖租、

乞恩查究事。切民向與黃東文租到安和名字第

二百四十七號樓一進，每月租銀三員半。去年七

月間，黃東文問揭銀一百員，每月利銀三員，將

租納息，餘則交回。嗣因東文往西收賬，黃東祥

妄稱係伊胞弟前來收租，繼稱東文身故，係他承

辦。但伊並無租部，民又並無認識，於本月初五

日經巡理大老爺訊明無據，諭民不得交租。兹該

黃東祥冒稱承辦請領地契，惟查黃東文生死尚未

可知，黃東祥又不肯代還欠項，伏乞大老爺將地

址存留衙內，俟一年後東文果死不來，然後准領

地契承辦，並諭清還欠項，奕世沾恩。切赴大老

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日



田野與文獻　第六十五期　2011.10.15 第49頁

U09  第玖號

具稟人黃好、黃帶，為乞恩給回地契以憑管業

事。切民有自建舖二間：第二百四十七號，屬黃好

舖，在上環山腰；第一百八十號，屬黃帶舖，在上

環山腳。地稅自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起，每年

兩舖共納稅銀一十九員九毫六絲，地契向貯石龍會

源杉店衣物箱內。不料於道光二十五年十月被賊刼

掠，當經稟明該處地方官，又於二十五年十一月初

七日，托狀師番咁轉稟存案，並蒙批准收租，果係

情真理確，並非糊塗，兼有本埠勝和、合利等舖担

保。伏乞仁台給發地帋，俾得輸稅有憑，沾恩靡既

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日

計開：

--- 第二百四十七號，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買

受。買主順德人黃好，賣主南海人羅容，見証人

梁英傑。

--- 第一百八十號舖，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買受，賣主香山人韋東□，買主順德人黃帶，見

証人梁英傑。

U10  第拾號

具稟人簡楊，為據陳明乞恩察騐事。切民於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買到蔡舖一間，相連四

進，前及街，後及海，曾經量地大老爺丈量明白，

每年應納稅銀四十大員。蒙各大憲給發地帋執照，

管業收租，是以民用工本盖撘水枱二進，共支過銀

二百大員。今朱仲不法，何得干累及我，懇乞大老

爺勒騐，將地給還，免至血本無歸，則營生有賴，

戴德不忘矣。切赴大老爺台前恩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三月　　日

U11  第拾壹號

具稟人彭亞發、葉成華等，為乞恩蠲免巡

捕公費以安民命事。切民等向居黃泥涌，耕田而

食，鑿井而飲，於道光二十四年，公使大臣禁止

耕種，粒米無資，命不聊生，人多乞丐。蒙大人

恩加體恤，給還田價，深仁厚澤，戴感無忘。然

而坐食山崩，未幾而田價歸無，饑寒切体，加以

巡捕規費，民何以堪。請看乞食沿街，足見斯

民困苦。大人開疆展土，仁愛為心，民等裙破衫

穿，饑寒度日，哀求恩典，豁免公規，則乞丐或

可延生，前貧尚期後富。倘蒙恩准，闔村戴德

矣。切赴大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　　日

U12  第拾貳號

具稟人陳成、梁昌等，為乞恩給發銀兩以得

支結、以免迫逼事。切民等承建石排灣兵房，過

限未完，致干憲怒，議罰銀項，現蒙加恩，寬减

銀一百員，民等不啻感恩之至。惟此項工價除罰

外，核計尚有餘銀，伏乞大老爺准早發給，俾得

支給賬目工料，以免日夜追迫，倘不垂憐，則各

行迫逼，急於星火，民等性命難自保矣。為此稟

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　　日

U13i  第拾叁號34

具稟人莫九、鄭文等，為地契遺失、稟明

存案事。切民等自置有舖一間，坐在上環第十一

號。緣於本年三月間，不知放在何處，日夜勤

尋，不遇所失。誠恐匪徒偷竊，執契發賣。理合

預先稟聞，嗣後倘有匪徒，敢將民等舖戶瞞認發

賣，冒名簽押，乞恩大老爺，一面將該人拘留，

一面傳諭民等到來質訊明白，追還地契，俾民等

永遠執照存守，奕世沾恩靡既矣。為此切赴大老

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五月　　日

U13ii  第拾叁號

具稟人陳景瑞，為懇恩給照以憑建造事。緣石

排灣有屋三間，係前作行署及貴差駐扎處所，現在

毀燬拋空，民欲輸納地糧，改造舖舍，但事關貴國

公廨，恩准出自憲衷，只得稟叩仁堦，果否准給牌

照，靜候批諭施行。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　　日

U14  第拾肆號

具稟人古浩，為罪因甜陷、情在矜原、乞恩超

釋、准留終養事。切民子古珍，向在美士孖厘臣行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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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禍於前月，被該行買辦曾零，着伊持單赴貴藩庫

收銀，緣不識文字，情偽不知，妄聽使令，遂被貴藩

庫識破，登即供明所使，零又獲到案，並搜有紙樣字

據。不料是夜與零同房監禁，零遂甜珍工街、同執分

銀、方得放出等語，珍受零計。次日，巡理憲台再

訊，並將甜語詳究，獨是造惡者只係一人，在珍不過

身為下役，聽憑使令而已。昨十五日，蒙貴按察司大

人明訊，珍愚不識叩乞恩典，堂判遂與同罪，均議軍

罪七年。泣思老民不幸，風燭殘年，只此一子，果將

問罪七年，終養何賴，况孤子留養，我天朝固有原罪

之文，乃情在可矜，想貴國亦有寬仁之典。勢迫匍叩

仁階，伏乞矜全民命，釋兒待老，則懷德畏威，沾恩

奕世矣。切赴欽差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　　日

U15  第拾伍號

具稟人陳合，為懇乞仍設賭館、俾得港門興

旺事。緣初開貴港，業蒙前憲恩恤任，由民人賭

博，務使國寶通流，是以斯時生意日興，商客日

盛。迨至二十四年三月，即將賭博禁止，從此貿

易竟然冷淡，兹欲賭館飭令一人承領，每年納回

規銀五千大員，按月清繳，况賭博之事，實憑輸

贏，並非別意，普天之下，無不皆然，故民只得

稟訴崇轅，乞恩准俾民人仍將賭博作為生理，闔

港沾恩。切赴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六月　　日

U16  第拾陸號

具稟人郭柳松，為清納地稅、繳還地址、

乞恩俯准事。切民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七月初一

日，投買太平山第二百六十七號地址一段，每年

地稅英銀十磅。民因建造無銀，是以未經領契，

兹欲納清稅項，將地繳還，伏乞大老爺格外施

恩，俯准所請，俾民籌備稅銀清繳，奕世沾恩，

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　　日

U17  第拾柒號

具稟人吳爵，為生理日淡。又遇風災、乞

恩酌减餉銀、免虧血本事。切民中市，每月遵納

銀四百員。近時生理日淡，兼值上環又開新市，

本市舖戶遷去甚多，遂至空間無人租賃，其不遷

之舖亦勒减租銀，現計所收租項，比前短去三分

之一。詎料遭風，海邊一帶舖戶全被風浪揭去，

其餘各舖亦多傷殘，現今脩整，不知費銀多少，

兹計至滿期之日，止有廿二個月，不修則租項愈

少，修之則日期無幾，缺本尤多，民等捐資承辦

街市事務，原期微利稍沾，不意盤費尚憂不足，

血本從何歸款，且上環舊市曾蒙大憲减餉，本市

叠遭意外，應沾大憲鴻恩，只得瀝情稟訴，乞恩

准减，奕世沾恩。切赴欽差大人台前，恩准施

行。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　　日

U18  第拾捌號

具稟人協隆店、簡楊廣行店、正隆店等，

為恃强霸佔，公道難瞞，聯名稟請勘驗以昭公平

事。切民簡於二十六年與蔡贊買到朱仲名下上環

第六號地址幾分，方圓實地六十四丈五尺，另有

海面隨便填築。今該孖厘臣投買第六號地址幾

分，迫該簡楊拆去舖尾，稱係他的地段。惟查第

六號地址方圓五百三十九丈二尺，俱係實地填海

多少丈均未戴在契內。簡楊買到實地方圓六十四

丈五尺，自捐工本填築海面，並非過侵朱仲地

址，且孖厘臣投買地址不過四百七十四丈七尺，

今連所築海面，丈量已過四百七十四丈七尺有

餘，何得更佔簡楊所築海邊之地，豈孖厘臣可築

地之海面而簡楊不能築之乎。民等誠恐將所有舖

戶填築海面餘地佔奪，迫得聯名請勘以昭公平，

以防後獘。為此，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　　日

U19  第拾玖號

具稟人黎垣，為通港油斤歸總、乞恩給牌以

專責成事。切民向在本港貿易，素熟油水生理，

兹逢憲台治下開港以來，所有塩頭、石厰已經定

例歸一人辦理，甚為妥便，日久無異。現有通港

所用油斤，未經定例歸總，民想油項辦理需人，

民隨自具呈稟，赴憲轅投充，伏乞憲恩俯准油項

通港歸民一人承辦。民願每年呈繳油例用銀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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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並懇恩准發給三年牌照，俾得有專責寔為公

便。為此稟赴欽差大臣大人爵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　　日

U20  第貳拾號

具稟人福潮惠行商等，為無辜斃命、禍起黑

夜，同簽實訴，懇恩詳察寃情按辦事。切福潮惠行

商等，來此貴地生理，惟望德政惠及遠人。開舖行

船原同一體，皆是殷實交關，從無生端滋事。今潮

洲亞瓜之船，係載糖水雜貨，自本月十八日到港，

陸豐朝盛之船載塩，自八月廿六日到港，通埠皆

知，塩頭可據。詎料本月十九晚九点半鐘時候，忽

有一船聲稱官差巡查，實係假冒，不肯被查，該船

知備而去。忽又有船攏來，疑為假冒，堅意拒查，

被眾銃圍攻，重傷者死，微傷者概被拿獲，銀錢貨

物，盡起消亡，寃慘孰甚。夫朝盛亞瓜二船，原非

敢抗巡查而惹災禍。緣廿六年十月間姚全盛之船被

刼，十一月間王賞之船被刼，廿七年二月間又有一

船被刼，經福興行帶稟確有案據。似此皆因黑夜冒

差被刼，今亦黑夜查船，誰知真假，且前公使大臣

示諭各船戶知悉，九点鐘後不准官差查騐，等情。

商等痛此二船無辜□□，聯名叩稟，伏乞大人原情

察核，庶死者得伸寃，生者得釋放，幽明戴德。切

赴公使大人爵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　　日

U21  第貳拾壹號

具稟人歐陽意，為叩乞准給牌票以得貿易

事。切民等欲在石塘嘴山邊孤零屋宇製造火藥，

照例計地已離六里外，又不附近大路，以至民居

房屋，俱已遠離，並無相連。即發賣火藥，仍不

敢在內地貯屯，似此製造處所，一切與例無碍，

只得稟叩台堦訴明，製造火藥情實是否有當，伏

乞俯准給領牌票，俾民等貿易有賴沾恩。切赴大

老爺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九月　　日

U22  第貳拾貳號

具稟典商裕昌、兆昌、其昌、東源、均和、

安福、永隆等，為懇恩准照舊例、剔除獘端、

酌减餉規、以安貿易事。切商等仰蒙大憲給發牌

照，在港典押，言明以三個3 5為期，滿期如不取

贖、又不清息轉票，任商發賣充本，歷年無異。

兹巡理大老爺禧面諭商等：遵照大英國例並抄給

章程條款，惟查貴國餉項輕微，是以奉行較易，

香港餉項重多，兼以生理冷淡，除國餉舖租費用

外，尚多虧本，故於去年屢求巡理大老爺詳請大

憲减餉，繼以未蒙恩准，而首飾名舖又自私行典

押，虧本尤甚，今又議照英例，商等難以奉行。

即如查賍一節，貴差到舖，無論何時典押，俱必

拆開，不論是否屬實，均必取回，並不給還血

本。言語不通，末3 6由分說。夫觧散紛紜，字號

不無擾亂，加之民情狡詐，冒認更屬可虞。即使

號數無訛，賍物有據，而物出於偷，商等何辨！

此例一出，則無資取贖，皆得借被竊之名，領回

原物，各家典戶，血本何歸。况强典强贖之徒，

往往多端尋害，商等聞命，實屬惕然。乞恩准照

舊章，剔除獘竇。凡查賍物，務獲真賊，憑票稽

查，號數相符，然後拆開查騐，果有確據，仍必

備足本利贖回。遇有盜窃、天災、意外、不虞，

各安天命，毋得强勒償賠。所有私行典押，各戶

設法禁止，各項章程，伏祈出示張掛曉諭，以杜

獘端，從而量减餉規，以安商賈，則共感鴻恩靡

既矣。為此切赴公使大臣台前恩准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　　日

U23  第貳拾叁號

具稟人合盛、□記等，為無辜斃命叩乞伸

寃事。緣於本月十九日，適有潮陽船一隻、陸豐

船一隻，裝生塩、糖水，來港發售，船泊上環海

面。禍於是日晚九点半鐘時候，因綠衣要上船查

緝，該船惟恐借端搶刼，一時真假未辨，是用

阻拒。不料該綠衣開鎗，該船以為真盜，亦即還

炮，後被綠衣鎗傷伙伴十餘名，內有六名斃命，

五名屍骸無踪，重傷約有七八名。忖思曲直是

否，秦鏡難瞞，况治等商船在港停泊，前經遭匪

冒巡搶掠，是以大憲示諭，九点鐘後不准官差巡

查，今抗查斃命，含寃莫雪，商等甚為憐憫。伏

乞大老爺救命伸寃，沒存均感矣。沾恩切赴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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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4  第貳拾肆號

具稟人意昌、華貞、聯貞、泰貞、茂華、榮

昌，為乞恩發差、封留產業貨物、俾歸血本事。

緣商等現與鴨都那衣士叱交易，被欠銀六萬餘

員。因鴨都哪兼衣士叱與乞心衣士叱兄弟串騙，

先着乞心衣士叱携帶貨物銀兩，由火船庇禮間渣

返回孟咪後，於初五日，鴨都哪兼衣士乜逃匿香

港，商等知其有虎吞之意，故糾同各欠戶追至香

港，就日稟請發差捉獲。切思前任大英公使璞、

會同前任大臣耆和約載

明：無論英華商人，遇有拖欠銀兩，將其家

產貨物，投賣補填。現鴨都那兼衣士叱及乞心衣

士叱兄弟，先將貨物銀兩撘回孟咪，查其貨船尚

在黃埔，乞發票封，將來投賣歸款，商等各家則

血本有歸，恩沾靡既矣。切赴公使大人台前恩准

施行。計粘單一紙。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　　日

今將各欠數列後：

意 昌 ： 銀 六 千 五 百 四 十 四 員 ， 泰 貞 ： 銀

一千七百四十二員五毫，華貞：銀五千六百零

七員，聯貞：銀一千五百六十三員，羅升：銀

四千四百零七員七毫四絲，釗昇：銀一千六百零

六毫五絲，茂華：銀一千一百六十九員，榮昌：

銀一千零八十六員三毫五絲，達昌：銀一千零

九十員，禮和：銀四百九十二員七毫五絲，協和

（番名亞周仔）：銀五百六十七員五毫，宏章：

銀一千四百四十三員六毫，志昌：銀三千五百

零九員，崧哌：銀五百零一員五毫，晉昌：銀

二百八十五員五毫，刺治亞新仔：銀六百七十七

員，士孖刺亞新仔：銀三百二十五員，梁滔：

銀八百四十三員七毫，榮昌：銀一千六百二十

員，南茂：銀一千九百二十二員五毫，央升：

銀八百二十一員八毫，貞泰：銀一千一百五十六

員，光升：銀四百七十三員七毫五絲，輝哌：銀

三百六十八員八毫五絲，萬章：銀一千八百三十七

員，信盛：銀七百七十六員七毫五絲，亞照：銀

七百五十四員八毫二絲，亞哖：銀三百一十一

員六毫，順和：銀五百三十三員五毫，贊哌：

銀一千六百五十八員，亞貞：銀一百六十六員

五毫，亞安：銀一千三百六十九員，亞威：銀

二千九百四十員，亞貞：銀三百一十八員，亞文：

銀二百三十三員七毫一絲，亞仰：銀二百八十

員，亞渣：銀九百八十員零七毫五絲，亞漢：銀

三百三十八員五毫，安興：銀二千七百二十三員五

毫，綸經：銀四百七十員，怡記：銀五百零五員，

亞芬：銀三百零六員，瑞隆：銀一百三十六員四

毫，廣合：銀三百零三員，秀哌：銀三百七十七

員，泰順：銀八十員，惠昌：銀二百二十二員

八毫，合益：銀二百四十員零五毫，亞梯：銀

二百一十三員五毫。

U25  第貳拾伍號

具稟人鄭古，為搶貨拆船、官置不理、乞

恩移文究追事。切古置有商船一隻，付朝盛出海

生理，慘因九月十九夜，與潮洲阿瓜之船同泊貴

港，乃阿瓜之船，黑夜起禍，致累民船，後蒙察

核無辜，死者□□□者生放。但阿瓜雖是起禍，

竟得收船回歸，而朝盛之船被風飄椗，在長沙灣

被土匪搶刼，民見椗舵桅索俱從深水埠入，即

行投知深水埠副爺，初蒙允准追還，後竟推延時

日，稱說各賍被眾分數，僅存舵一門，勒民寫立

收單，可知官匪分賍，顯然情獘，然唐官雖無可

賴，回頭尚有青天，伏乞憲天作主俯□案從此

起，恩准移文九龍協鎮，早日追還俾血本有歸，

全家戴德矣。切赴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　　日

U26  第貳拾陸號

具稟人仇太、宋平等，為姑厘混雜、願領總

頭、以別良歹、以杜獘端事。切思市鎮埠頭，凡有

工人受僱，皆有頭目管束，各處皆然。惟香港新

開，地方遼濶，姑厘叢集，良歹不一，無人管理，

故盜賊恒多，即如各商到來貿易，其貨物出入挑運

需人，一叫姑厘，紛紜争搶，强弱相欺，事主稍一

疎虞，或吞或騙，種種獘竇，難以盡言，何况寅

夜為偷清朝，37今仇太等頗知情獘，願領總頭設兩

館，以集姑厘，擇尤善以為夥伴，議定章程，時加

管束，則歹者不得借端作獘，糾黨橫行，而善者篤

志加修，維時克敏，故特稟叩台階，乞求恩准，出

示給照，俾仇太等承領，永為定額，則事有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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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無損失，不獨各商安於生意，而闔環亦共享昇平

矣。切赴郭大老爺台前作主施行。

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　　日

補充一則（F.O.233/126號檔案頁124-125）

呈

具稟:香港中西教士皮堯士、王炳耀教民等，為恭

祝萬壽，並請聖安，呈請代奏事。欽維我皇太后聰

明睿智，數次垂簾，削平大憞，功成復辟，中外

同欽。前光緒二十年，恭逢皇太后六旬萬壽，舉國

教會中西女士，進呈新約聖經全部。此經為興國本

源，泰西善政，由此收效。願皇太后幾餘省察經內

與旨，帝父愛民，帝子救民，父子同權，而帝父

特以救民之權委子，致今日萬邦向化，同臻郅治之

義。并諭臣下進呈《救世教益》、《尼虛曼傳》二

書，以備懿覽，察日本之治永息教案，邇來時事多

艱，賴我皇太后萬幾先覺，特頌懿旨，保護教會。

民等藉賴帡幪，並賴我皇上夙承慈訓，保有今日。

但自下詔徵醫以來，我會眾屢為皇上禱祝。今聞聖

體大安，此上天所以存中國之祚而增我皇太后之福

也。敬謝上天，無任感激，謹效獻曝之忱，切乞代

奏皇太后聖鑒。

葛察理、堅理、鄺日修、梁安統、王炳堃、

黃勝、何鰲、馮扶、湯珍、黎羨、高倬成、區逢

時、尹端模、鍾榮光、張聲和、38 黃承真、任毓

華、李賢任、蘇珮球、黃長、並教民弍仟名。

註釋

1 其中一些文書，與拙作〈史料介紹――香港殖

民地早期中英官民交涉文書33通〉亦可互相發

明，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

訊》，第57期（2009），頁16-26。

2 「耻」當爲「齒」之誤。

3 「原蟻田」至「租納鄧姓」重出。

4 「彼蟻擬舊」當爲「俾蟻依舊」之誤。

5 「伏」當為「仗」之誤。

6 「彼」當爲「俾」之誤。該份文書幾處「彼」

字都應作「俾」解。

7 「亡」當爲「忘」之誤。

8 「防虞」當爲「防禦」之誤。

9 原文如此。

10 「慈」當爲「賜」之誤。

11 原文如此，應該遺漏了前文。

12 原文如此，應有遺漏。

13 「損」當爲「捐」之誤。

14 「喴哩�」即之前的「喴唎�」。

15 原文如此。

16 原文如此。

17 這份文書編號「第壹」，但之前一份文書又編

號「第壹號」。

18 「护」疑為「被」之誤。

19 「大」當爲「太」之誤。

20 「木」當爲「本」之誤。

21 原文如此。

22 「之」重出。

23 「錫」當爲「錢」之誤。

24 原文如此。

25 「二次」當爲「二處」之誤。

26 原文如此。

27 「遷往石塘嘴」重出。

28 「非」當爲「啡」之誤。

29 原文如此。

30 原文如此。

31 之前的文書編號為「第拾號」，但該份文書以

下又從頭開始，編號為「第壹號」。

32 原文如此。

33 原文如此。

34 該份及下一份文書編號均為「第拾叁號」。

35 原文如此。

36 「末」當爲「未」之誤。

37 原文如此。

38 有關張聲和家族歷史，參見劉志偉編，《張聲

和家族文書》（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

中心，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