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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考古探索陸上考古探索陸上考古探索陸上考古探索  

中國內蒙古二連浩特恐龍化石區遺址中國內蒙古二連浩特恐龍化石區遺址中國內蒙古二連浩特恐龍化石區遺址中國內蒙古二連浩特恐龍化石區遺址    

    

   

        二連浩特位於中國內蒙古之北部，接壤蒙古國之邊境地區。該處是亞洲最早發現恐龍化石之地區。它位於二連浩特市東北九公里之額仁諾爾鹽湖一帶。 

 於 6 億至 2 億 5 千萬年前， 二連浩特地區是遠古海洋，屬於蒙古興安淺海區，它存活了各種遠古無脊椎生物。 由於地殼變動及海洋退去，形成現今之鹽湖。 在中生代晚期至新生代，恐龍主宰這一帶地區。於 7千萬年前該處鹽湖滿布湖泊及沼澤，氣候濕熱及密集之叢林， 是恐龍良好之棲息地。該處有不同種類之恐龍，包括暴龍、盤足龍、 鴨嘴龍、甲龍、角龍及鳥龍等等。 
     於 2008 年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由香港乘飛機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再轉乘 5 小時客貨車到達二連浩特市區。 在市區再租越野車前往東北面 50 公里沙漠地區之額仁諾爾鹽湖探索， 並在二連浩特化石區考察。當時該處並無人煙， 在該處只會有一些獵人進行非法狩獵黃羊及野狼。同時在野外地上間中可看到一些珊瑚化石，破爛骸骨化石等等。當時該處正計劃興建一座恐龍化石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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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北京周口店猿人遺址                                                                            

    

     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位於北京市房山區周口店龍骨山, 距北京城約 50 公里。 於 2 萬 5 千年前至 40 萬年前開始有人類足跡在周口店龍骨山一系列山洞內生活。 

 於 1918 年周口店遺址已開始發掘考古， 並發現很多哺乳類動物之化石。 於 1923 年瑞典考古家安特生發現人類牙齒， 於 1929 年中國考古家裴文中發現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相信有 50 萬年之久。 於 1936 年美國考古家賈蘭坡發現 3 個頭蓋骨。 隨後發掘考古發現另 40 多件北京猿人之骨骼， 同時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角器及曾用火之遺跡。 

 世界二次大戰日軍佔領周口店， 殺害很多挖掘人員。當時 6 個較完整之北京猿人頭骨存放於美國開辦之北京協和醫學院內。傳聞中美雙方協議將頭骨運送往美國領事館，再轉運往美國保存。 後來日軍轟炸北京，在戰亂時六個北京猿人頭骨很大可能被日本奪去， 並用戰艦運返日本。 該六個頭骨至今仍下落不明！ 

 於 2009 年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 在北京城乘車前往周口店房山區龍骨山探索，我們首先參觀周口店北京猿人博物館， 然後我們沿山路登上龍骨山， 並且進入多個北京猿人居住過之山洞內考察。 那些山洞內十分寬闊及清爽涼快，洞內另有一些平坦巨石， 相信是以前猿人用作桌子用途。我們在洞內逗留了一段時間， 感受當時北京猿人在山洞內之生活情況。 

 

四川成都金沙堆遺址四川成都金沙堆遺址四川成都金沙堆遺址四川成都金沙堆遺址    

 金沙堆遺址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區蘇坡鄉金沙村（現在之成都市青山區金沙街），位於摸底河沿岸， 面積約 5平方公里。 它與著名之三星堆遺址相距只有 50 公里及所處年代亦十分相近，它們所出土之文物都十分相似，相信它們同屬於古蜀國之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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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堆是屬於 650 

- 1250 年前之青銅器時代，是 2001 年開發蜀風花園地盤時意外發現。 遺址內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銅器、石器及象牙等等。我們可推想當時古蜀國之興盛及繁榮。 它出土之文物相信是屬於商代和西周，另有少部分文物屬於春秋時期。 金沙堆遺址現已建成博物館，但現仍在進行發掘工作， 相信日後可能會有更大之發現。 

 當中出土古蜀國文物最為有名，為黃金面具、太陽神鳥、 搖錢樹及青銅大象等等。 另外還有一座祭天金字塔及一個千年烏木林遺址。古蜀國之文化與出土文物與中原文化大有不同之處， 所以傳說古蜀國是外來文化。它有點像南太平洋島國之文化， 會否它就是迷失之阿特蘭蒂斯或姆大地文化之延續？ 

   於 2012 年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親赴成都市金沙堆遺址及三星堆遺址進行考察， 我們發現它出土之文物及遺址與太平洋之島國十分相似， 如以下之文物及遺址特色： 

 

a. 黃金及青銅面具 - 他與中原之文化格格不入，但有點像復活島之人像。           

b. 黃金及青銅太陽神鳥  - 他像是一隻金剛鸚鵡，但是金剛鸚鵡應該是出產於熱帶地區， 為何古蜀國文化中                                

                        會有鸚鵡出現？ 

c. 祭天金字塔遺址 - 雖然它金字塔建築規模並不大， 但它建築模式與外形方面與南美洲馬雅人之金字塔非常相似。 

 是否遠古沉沒在太平洋海底「迷失古城」- 阿特蘭蒂斯 或 姆大地之高度文明伸延至亞洲大陸？ 

 

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海上絲綢之路起點 

 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為福建泉州市。唐宋年代開始中國主要港口有泉州、廣州、寧波，海上絲路不僅是運載出口絲綢，同時亦運載茶葉、瓷器、糖、金屬製品等等。接着運返入口之寶石、藥材、胡椒、香料等等。在元代泉州港口與埃及土耳其亞歷山大港口同是東方第一大港口。於 1991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泉州市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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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 年在廣東省陽江市閘坡區打撈之南宋商船「南海一號」,便是由泉州港出發，它途經陽江市時遇上風浪沉沒。另外泉州市博物館亦保存一艘宋代 30米長之船殼、木錨、錨碇石等等。 

 於明代（13 87 年）洪武 20 年在泉州市惠安縣崇武鎮興建「崇武古城」 作海防用途，以抵禦日本倭寇入侵。 明代鄭和船隊由泉州港出發 7 次下西洋， 當時泉州市聚集很多阿拉伯商人居住。現泉州市有伊斯蘭聖墓，是紀念唐武德（公元 618 - 626 年）穆罕默德門徒四賢來泉州傳教。死後葬於此墓園。 墓旁有鄭和第五次下西洋行香碑，此皆為中國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跡。 

         在聖墓附近有一個阿拉伯後人公共墓地， 墓碑上書寫文字均以中文及阿拉伯 文字相對照， 証明泉州之海上交通史是源遠流長。                                                  

鄭和下西洋前行香碑                        四賢聖墓                          聖墓墓碑                阿拉伯後人公共墓地 

             於 2011 年 10月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前往福建省泉州市考察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我們考察泉州市博物館、泉州市海上交通博物館、泉州港、 泉州市崇武古城、開元寺（唐代日本僧人曾到此修研佛學，他再返回日本弘揚佛教）等等。 我們經考察後感到十分驚訝， 原來泉州市擁有這麼多對海外交通歷史事蹟及遺址， 對於中國文化弘揚海外作出了莫大之貢獻！ 

 

鄭和造船廠鄭和造船廠鄭和造船廠鄭和造船廠 

        鄭和是明朝（公元 1 4 0 5 - 1 4 3 3）之世界偉大航海家，他曾率領艦隊 7 次下西洋，更有傳說他比哥倫布早 50 年到達美洲大陸。 鄭和原名馬和，父親馬哈只，鄭和是蒙古人及回教徒。由於元朝滅亡令他流浪雲南昆明一帶，後來他被分配到朱棣府中被閹割成為太監。後來他被賜鄭姓。朱棣登上帝位，改年號為永樂。他在南京建大型船廠及組織一支龐大海軍隊伍。他整個艦隊擁有近 3 萬名軍士及 1456艘大小船隻， 他旗艦名為昊元號寶船，船長 125.65米/寬 50.9米/排水量 14800 /載重 7 千噸/食水深 9米/9枝船桅/12張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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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和在南京市下關區龍江鄉中保村興建大型船廠。 於 2003 至 2004 年間考古發掘中發現兩根 10. 1米及 11米的木船桅，另外遺址中還發現船錨、船纜、桅杆等等。寶船船廠外共有 36閘道（生產流程線）， 每個閘道負責不同船體部份之製作。船隻建造完畢後會沿長江駛往上海，再經海路至福建省泉州市停泊及補给物資。接着船隊便從泉州港啟航出發下西洋。 於 2010 年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前往南京「鄭和船廠」遺址考察，我們看見出土之巨型船桅、錨等等，可見當時船隊之龐大氣勢。我們更登上仿古鄭和寶船「昊元號」 上親身感受寶船之巨大船體。 

馬來西亞鄭和馬來西亞鄭和馬來西亞鄭和馬來西亞鄭和「「「「三寶廟三寶廟三寶廟三寶廟」」」」及及及及「「「「三寶井三寶井三寶井三寶井」」」」 

 於 1405 年鄭和開始 7 次下西洋，他最遠航程遠達東非洲， 他並且比麥哲倫早 116 年到達菲律賓。 當時鄭和船隊威震四海及弘揚回教。 相傳回教也是由鄭和傳入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地。他船隊將開鑿水井技術教授給馬來西亞人， 所以現今馬來西亞馬六甲及沙巴都有三保古井遺址。 

 鄭和在第 7 次下西洋途中死於印度（古里），他船隊將他屍體運到馬來西亞馬六甲三寶山（又名中國山 / Bukit Cina）安葬。現三寶山墓園是中國以外最大之華人墓園。鄭和死後，東南亞人們為記念他的貢獻與功績， 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及馬六甲、印尼三寶市、泰國均有三寶廟來紀念這位世界偉大之航海家鄭和。 

   在馬來西亞馬六甲三寶山三寶廟內有一口井，（又名三保井
/ 漢麗寶井） 相傳該井是 1458 年滿蘇沙蘇丹為來自明朝之妻子寶麗公主開掘。 於 2012 年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前往吉隆坡山巴大街 335號地下三寶廟考察，該廟地點座落於唐人街附近。廟內有銅鐘、碑文、 鄭和畫像等等。 於 2013 年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前往馬來西亞馬六甲三寶山（Bukit Cina )考察。我們看見三寶廟內有很多中國壁畫及碑文。 神壇上正中有一個年老之鄭和神像，他們稱鄭和為大伯公（大伯公在中國是地主公的意思） 我們看見神壇上之鄭和神像與其他地方之鄭和像不同。 其他地方我們看到之鄭和像是年青威武， 但此廟內之鄭和神像是穿黃袍、白髮及白鬚之肥胖老人， 令我們猜測鄭和是否真的死於印度或是在此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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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會發源地天地會發源地天地會發源地天地會發源地與伸延海外與伸延海外與伸延海外與伸延海外 明末清初時「漢留」反清復明人士,有鄭成功（明朝遺臣） 在福州泉州及廈門一帶，與清朝軍隊對抗， 後來他更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 

     

 

 

 

 

 

 

        萬雲龍神像 他派其軍師陳永華，化名陳近南在福建沿海招募義士， 進行反清復明革命。當時南少林寺提喜和尚（少林五祖之萬雲龍）在福建省漳州市鳳山鎮報國寺任住持 。而陳近南、少林５祖及各路義士在福州省漳州市高溪鎮之高溪廟結義成立洪門（天地會）。天地會以福建為長房，沿海地區拓展另 4 房至廣東、四川、江西、浙江等。 其後更由海路發展至東南亞及世界各地。直至乾隆 17 年發生「林爽丈」事件，清政府方知悉有天地會之存在，並在社會中秘少林５祖胡德帝圖像   密進行反清復明革命。         

                    

   甚至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亦在美國檀香山致公堂（天地會分支）， 加入天地會成為紅棍職員。接著他得到各地天地會（如菲律賓、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地）義助同盟會，最終將清政府推翻。剛巧應驗了天地會推翻滿清之預言。另外日侵華時期上海青幫首領杜月笙也是天地會成員。 

 於 2009 年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前往福建省漳州市高溪鎮高溪廟考察，發現廟內神壇有天地會各項擺設，詩句等等。 同時亦設有忠義堂、紅花亭等等。廟內會議室更有多個台灣天地會各幫派之題字及牌匾。 我們真意想不到在這一個荒僻小鎮內，竟然存在一個鲜為人知天地會之莫大秘密。 

 天地會木楊城之洪船天地會木楊城之洪船天地會木楊城之洪船天地會木楊城之洪船 

   於明末清初期間，在江西省撫州市南城縣建昌鎮興建了一座「建昌船屋」。該圍村建築成像一條船，遠觀有船艏、船艙、前艙、 後艙及船尾等不同部份。屋內有廳堂 108 間，全部用磚木所建成。 

 在天地會古籍內曾出現過之「木楊城」及「洪船」， 與建昌船屋之建築風格十分相似。 船屋位處於江西與福建之重要水陸交通樞紐。從清代之地方誌史及秘檔中及各種天地會之會冊及歌訣， 與當時明益藩羅川王家族碑文有密切關係。「建昌船屋」 極有可能就是天地會傳說中「木楊城之洪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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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9 年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由福建省武夷山乘火車到達江西省撫州市，再轉車到達南城縣建昌鎮。 當地村民稱該處可經陸路再沿水路及洞穴通道進入福建。我們到達「建昌船屋」內發現面積很大，有不同大小多個廳房， 更有像以往練兵操場。船屋外有一條護城河，分為東南西北門。在大門牆上有一個石虎頭標誌，虎額頭刻有「八掛」圖案及舌上刻有「天」字樣，全國唯這地方所僅有。我們想舌上之天字是否代表天地會。我們在船屋四周觀看並不像一條船， 而屋內現在住有不同家庭之農民，他們亦不知船屋何時、何人所建造及過往之主人。其中一名村民帶我們攀上船屋對面一小山坡， 船屋就像一艘大船出現在我們之眼前。 

新加坡之怡和軒新加坡之怡和軒新加坡之怡和軒新加坡之怡和軒、、、、推遷路推遷路推遷路推遷路、、、、推遷臺推遷臺推遷臺推遷臺及推遷花園及推遷花園及推遷花園及推遷花園 

   明代期間已有很多華人移居東南亞一帶 。 於 1893 年清朝政府公報「除華僑海外禁令」， 促使更多中國人前往東南亞一帶謀生定居。 當年移居海外之人士， 大都以自己祖藉成立幫派，主要分為福建幫、潮州幫、客家幫、 海南幫及廣肇幫，俗稱五幫。五幫除了自己之社團特色外， 還以天地會模式運作。幫派以保護及團結自己社團利益。 在十九世紀新加坡之華人組織多以天地會幫派模式運作，受到當時英國殖民地政府之禁止。  林推遷發起成立怡和軒俱樂部，當時會員只有幾十人， 會員中大多是新加坡華僑領袖，包括商界、社團、幫派等。 於 1895 年 10月 3日英國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總督會議討論怡和軒申請豁免社團註冊事宜。 並於 1895 年 10月
18日宣佈怡和軒俱樂部為豁免註冊社團。於 1914 年林推遷成為怡和軒首任總理。  他於 1864 年在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毛蟹廣村出生。他自幼家貧及詩書少讀，他年青時來到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操礦工謀生。 後來他經營礦業繼而發展航運業，成立豐盛輪船局。於民國 7 年他在新加坡開辦和豐銀行。 他是新加坡洪門會（天地會）「義興幫」之首領，亦被其他洪門幫派首領推崇為龍頭大哥，他之地位可比美上海之杜月笙。 他性格行俠仗義，一生仗義疏財。當時他被譽為「凡有災難救援者,莫不披髮纓冠救；兩選紛爭，片言 折獄，糾紛立解，無不佩服。」當年他和怡和軒眾會員均全力義助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政府，其中會員林義順更是孫中山同盟會之骨幹成員。 



25 

 

 他一生熱心華僑教育及公益事務， 歷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發起人及總理、同濟醫院總理、九龍堂理事、華僑中學、中華女校、南洋女校、丁加奴中學、維新學校等之贊助人、董事或總理。 

 於 1918年他被封為太平局紳士，並被委任為保良局委員。於 1919年他被委任為華人參事局參事。 

 於 1923年他在新加坡病逝。新加坡政府為紀念他對當地之貢獻，在 Pasir Panjang區以他名字命名   「推遷路」（Chwee Chian Road ) 、「推遷臺」（ Chwee Chian View ) 及「推遷遊樂場」（ Chwee Chian playground ) 以作紀念。於 1925年怡和軒俱樂部大樓在新加坡武吉巴梳路 43號（43 Bukir Pasoh Road ) 正式落成啟用，於 2007年 12月 8日怡和軒俱樂部按原貌重建及正式重新啟用。 

   在褔建林推遷有兒子林馬地，中國國民政府時代曾任廈門市海滄區區長。當年林馬地管豁時海滄區已經有電力、電話等設施。因當地有老虎出沒食人事件，他獨自登山 3天搜捕老虎。最終他為民除害，將 1隻 300斤之老虎擊斃，更被譽為「打虎英雄」之美譽。於 1951年中國解放後林馬地被冠以大地主罪名而遭槍決。現在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毛蟹廣村有孫林宗榮、林宗躍、新加坡有孫林宗就、香港有曾孫胡名川（作者）、胡慧霞等。 

  香港水下考古總會成員 2008年造訪新加坡怡和軒、推遷路， 推遷臺、及推遷遊樂場。於 2013年我們造訪他福建故居及其後人。並作進一步瞭解林推遷一生之傳奇。 

 

 

 

 

 

 

 

 

 

 

 

 在褔建林推遷故居其後人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