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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開埠

一•教學目標
1.
2.
3.

使學生明白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在十九世紀中葉，如何由中
國的一部分，逐步納入英國的管治。
使學生對早期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有一個概括的認識。
透過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這件歷史盛事，
加強學生的民族意識及對國家的歸屬感。

二•節目簡介
香港從古到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地理環境而言，香港與中
國領土相連；在社會文化及居民的生活習慣上，華籍居民的生活方式
及風俗習尚，本體上都是中國化的，至於價值觀念及社會傳統，如敬
祖孝親、重視教育等，更毫無疑問的是與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承。
就以政治而言，早於秦漢時，香港已納入中國的版圖；在清朝，
文獻確載，香港隸屬於廣東省的新安縣；三千年來，中國內地的政治
變化與香港的發展亦息息相關，凡此種種，都說明了香港與中國是並
不分割的。
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透過戰爭與外交，割佔及租借中國領土，
逐步擴展對香港的管治範圍。從 1842 年開始至 1997 年，香港經歷了
一百五十多年被英國管治的歲月。
本節目承接本錄像特輯的第一、二集，講述鴉片戰爭前至租借新
界的史事，並透過倒序的手法，以 97 年 7 月 1 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
使主權及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的歷史盛事，說明中國與香港之間密切的
關係。
本節目透過動畫、圖片及電影片斷，來介紹香港在這段期間與中
國歷史發展相關的重要史事，並旁及這段日子香港居民的生活狀況，
以期讓學生得到更深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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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目的內容共分為九個部分:
1.
2.
3.
4.
5.
6.
7.
8.
9.

開埠前的香港
割讓香港島
香港島的防務
兩城對峙
前港督的官邸
華人生活剪影
割讓九龍半島
租借新界
新的一頁

三•教學要點
1.
2.
3.

4.

5.

6.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被英國管治的歲月。
與割讓/租借香港有關的三條條約：
(1) 南京條約（1842 年）──割讓香港島
(2) 北京條約（1860 年）──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及昂船
洲
(3)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 年）──租借新界（界限街
以北及鄰近島嶼）九十九年。
開埠初年中英雙方的防務建設：
(1) 港英政府──建炮台及軍營
(2) 滿清政府──築建寨城
開埠初年華人生活剪影：
(1) 聚居地方──上環太平山街一帶，如文武廟、廣福義祠等
(2) 設施及生活習慣──與中國傳統文化息息相關，如廟宇是民
間信仰、議事的地方，公所是處理民間糾紛的地方，義學可
反映重視教育的精神，而義祠則反映了重視歸葬的觀念。
「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
中英雙方於 1984 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確認由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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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建議
以下各項活動，只提供給教師作為參考之用，教師可按學生的學
習能力及興趣、學校的學習環境及教學時間自行選用。由於本節目涵
蓋範圍頗廣，教師亦可考慮分段廣播，以配合教學進度。
1.

廣播前的準備
(1) 向學生展示以下物品，如：
97 年 7 月 1 日前後通行的郵票（新發行郵票不再見英
女皇肖像）或硬幣（由印有英女皇肖像改為紫荊花圖案）
前港督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首長的肖像
英國國旗、中國國旗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詢問學生這些物品因何在 97 年 7 月前後有如此分別。
(2) 提問學生，以刺激思維及為節目的播放作提引（答案見「參
考答案 」）
97 年 7 月 1 日有何重要性？為何這日會被定為香港公
眾假期？
香港本是哪一個國家的領土？
承上題，香港並非一直由這個國家管治，期間曾由哪一
個國家接管？管治的時期有多長？
承上題，為甚麼香港會由這個國家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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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英國對香港管治的終結，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中國
英國；155 年
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戰敗，簽訂「南京條約」。條
約規定割讓香港島予英國；其後再因戰敗而簽訂的
「北京條約」及在列強在華劃分勢力範圍時所簽訂
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先後讓九龍半島及
新界地區落入英國的管治之下。（教師或提示學生，
在觀看錄像節目時自行尋找答案。）

(3) 著學生觀看錄像節目。
2.

廣播期間的活動

教師可以使用工作紙配合錄像節目的廣播，進行教學活動。使用
工作紙的方式宜靈活，因應學生的學習程度及專注程度而採用。以下
為一些建議：
(1) 一邊看，一邊回答問題
本工作紙的設計除了希望帶引學生思考及鞏固知識之外，更
希望藉回答問題，提高學生觀賞錄像節目的專注力。
(2) 先看錄像節目，然後回答問題
若學生不習慣同時看錄像節目及回答題目，教師可安排作答
工作紙的時間，設於錄像節目播放之後。分節播放及分題作答，
相信學生較易應付，亦不會對節目的觀賞構成太大的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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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廣播後的活動
(1) 活動目的：
(a) 鞏固學生對香港開埠這段時期的認識。
(b) 提高學生研究香港歷史的興趣
(c) 提高學生搜集資料的技能。
(2) 活動建議
(a) 討論節目內容（答案見「答案參考 」。）
(i)

試從生計及教育兩方面扼要敘述 1841 年以前香港
的特色。
(ii) 香港開埠始於何時？
(iii) 根據哪一條條約，英國正式開始管治香港？
(iv) 英國透過戰爭與外交逐步擴張對香港的管治範
圍。請列述與香港的割讓/租借有關的三條條約名
稱及割讓/租借的範圍。
(v) 你現在居住在哪裏？那是在何時割讓/租借給英國
的？
(vi) 香港開埠初年，港英政府進行了哪一類的防務工
作？
(vii) 九龍寨城的興建，與香港島的割讓有甚麼關係？為
甚麼清政府要築建這座寨城？
(viii) 自開埠以來，華籍居民的生活習慣與中國傳統文化
都是息息相關的。試列舉一些例子說明。
(ix) 在 1980 年代，為甚麼中英兩國要為割讓/租借香港
的問題再展開談判？
(x) 承上題，解決割讓/租借香港的問題，中英雙方訂
立了哪一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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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i)

1841 年以前，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已有一定
程度的發展，港島的居民主要以耕作或捕魚為生；
而新界地區更有祠堂、書院和墟市的設立。
(ii) 始於 1841 年，即是從英國佔領香港島開始。
(iii) 南京條約
(iv) :- 南京條約（1842 年）──割讓香港島
:- 北京條約（1860 年）──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
以南）及昂船洲
:- 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 年）──租借新界
（界限街以北及鄰近島嶼）九十九年。
(v) 根據學生的居住地點而選出正確的條約。
(vi) 建造炮台及軍營。
(vii) 寨城的興建與香港島的割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
由於港島被英國佔領，清政府感到中國沿海安全受
到威脅，於是就築建寨城，並駐兵防守，作為在九
龍半島的軍事防線，以抗衡在港島區的英軍。
(viii) :- 文武廟顯示了民間的信仰特色；它又被作為議事的
地方，而廟旁的公所，乃處理民間糾紛的地方。
:-文武廟附設的義學和九龍寨城內的龍津義學，反
映中國傳統重視教育的精神。
:-太平山街的廣福義祠反映中國傳統重視歸葬的觀
念。
(ix) 根據 1898 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到 1997
年 7 月 1 日，英國租借新界 99 年的年期便屆滿，所
以中英雙方開始就英國歸還香港予中國的問題展開
談判。
(x) 方案為訂立「中英聯合聲明」，確認由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成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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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活動
(i)

活動一：

教師安排學生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並欣賞相關節
目，如「香港故事」，讓學生了解香港開埠的情況及至
今的轉變，並著學生作簡單的筆記，再整理成一份有系
統的報告。
(ii) 活動二：
教師帶領學生進行實地考察，參觀一些古蹟，如文
武廟、錦田吉慶圍、九龍寨城公園，或其他在節目中沒
有介紹過而相關的歷史建築物，讓他們親身考察古蹟的
特色。學生在活動中宜採用各種方法蒐集資料，如拍攝
照片、繪畫建築物的外形，作有計劃的訪問等。活動期
間，教師宜提醒學生留意從過去到現在由於環境不同所
產生的種種轉變。
(iii) 活動三：
著學生分組搜集有關香港開埠初年和今日面貌的
圖片，按資料的內容把它們分類，例如海港外貌、建築
物形式、街道建設等，然後將古今面貌的轉變作一個對
比，並把整理好的圖片貼在剪貼簿或者壁佈板上。
(iv) 活動四：
指導學生把曾經參觀的古蹟或錄像節目中曾經介
紹的歷史建築物，在香港地圖適當的位置點示它們的所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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