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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
清代列強的入侵：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
1 鴉片戰爭爆發前，中英一直在政治觀念、貿易體制和司法制度方面出現
分歧，雖然雙方在外交上時有磨擦，但並不致於爆發戰爭。及後英國為
打開中國巿場，並扭轉長期以來的貿易逆差問題，向中國大量走私鴉
片，兩國的衝突日漸激化。鴉片泛濫中國，對社會帶來嚴重禍害，林則
徐上書道光帝，力主嚴禁鴉片。道光帝亦見鴉片問題日趨嚴重，遂命林
則徐到廣東禁煙。面對清政府的禁煙政策，英國無法再以鴉片攫取龐大
利潤，遂伺機發動戰爭，兩國終於 1840 年兵戎相見。由於該戰爭肇端
於「鴉片」禍害，故史家一般稱之為「鴉片戰爭」
。
2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戰敗，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
。事後，英國欲
擴大在華權益，要求中國徹底履行《南京條約》的規定，以全面開放中
國，惟清政府未有全然應允英國的要求，雙方矛盾日深，其後更出現廣
州入城衝突及修約問題等。最終，英國聯同法國向中國發動戰爭，促成
「英法聯軍之役」。由於該戰爭是鴉片戰爭的延續，故又稱為「第二次
鴉片戰爭」。
3 由於兩場戰事都肇始於廣州，故以廣州作為鴉片戰爭的實地考察地點，
理應適宜。但由於廣州的急劇都巿化，不少近代史的遺蹟都湮沒了。以
現存古蹟、文物或專題博物館等考察元素來說，東莞虎門似乎豐富得
多，例如虎門有威遠炮臺、沙角炮臺、大角炮臺、銷煙池等遺址，又有
林則徐紀念館、鴉片戰爭博物館、海戰博物館等專題展館。而且各地點
相距不遠，考察時可收一氣呵成之效。
4 至於廣州，各考察點較為分散，交通上不易連繫。基於考察上的方便，
考察點會側重於廣州的博物館和沙面的建築群，以及香港的博物館、墳
場和街道等。同樣是由於受到考察景點的內容所規限，本示例只側重從
「外貿問題」
、
「軍事方面」兩端探討「兩次鴉片戰爭」的某些片段，並
未能全面而有系統的深入探究。
5 此外，由於實物、遺蹟不多，在學與教活動的設計上，須借助頗多的文
字圖片資料以輔助學生理解歷史、建構史觀。
6 本示例以了解和評鑒「事」為經，以「時」、
「地」為緯；對於「人」物
的行誼、評價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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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教學設計的學習活動涵括日常課堂、本地及國內考察活動，內容多元
化，部分內容亦適用於初中學生。教師可按教學進度、學生興趣與能力
加以剪裁，靈活運用，從而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
8 本教學設計共有兩個學習重點：
8.1 學習重點一：主要配合廣州實地考察內容，集中討論外貿問題鴉片
戰爭的爆發，並由時、地、人、事、綜評五方面組成八份工作紙。
8.2 學習重點二：從軍事角度看兩次鴉片戰爭的點滴，除了廣州考察以
外，還可配合香港博物館及實地考察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教師可按學生能力及興趣，選取並調適合用的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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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內容大綱
主題 清代列強的入侵：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
高中：
課題

必修部分（歷代發展）乙部：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
初中：
課題（中三級課程）
：道、咸時期的內憂外患
主題一：外貿問題與鴉片戰爭的爆發

學習
重點

1.
2.

西力東漸，東方變色
外商入穗路線及過關程序

3.
4.

防夷政策，鉅細無遺
「天子南庫」十三行

5.
6.

互不認識到「鬼話連篇」
鴉片戰爭前外貿問題的總檢視

7.
8.

小花卉之巨大威力
戰後英、法之商貿擴張

主題二：兩次鴉片戰爭時廣州的軍事概況
1. 堅船利砲之東來
2. 裁判「林維喜事件」
3. 廣州的佈防與失守
4. 中英軍力懸殊之考察
5. 兩次鴉片戰爭‧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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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一：外貿問題與鴉片戰爭的爆發】
1. 目的：
1.1 讓學生宏觀地理解歷史發展中「積」、
「漸」之勢。
1.2 透過實地考察思考地理與歷史的關係，讓學生養成「左圖右史」
的政治史思考習慣。
1.3 讓學生辨別不同史料中「觀點與角度」的差異。
1.4 培養學生見微知著的觀察力──從細微處著眼大衝突的形成。
1.5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綜合分析能力。
2. 參觀地點：
2.1 廣州博物館（鎮海樓）及分館──海貿遺珍展覽館（仲元圖書館）
2.2 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
2.3 沙面建築群
2.4 十三行遺址
3. 習作安排：(附錄 1.1)
由時、地、人、事、綜評五方面組成八份工作紙：
3.1 工作紙一(50 分)：
「西力東漸，東方變色」―完成兩個西方列強入
侵的時序表，並分組繪製地圖，理解列強的勢力範圍。又輔以相
關文獻，論述門戶開放政策之因。
3.2 工作紙二(45 分)：
「外商入穗路線及過關程序」―參觀黃埔古港歷
史陳列館及有關資料，完成填圖及排序練習，藉此分析中外貿易
的概況；又為外商設計對白，評價清粵海關的政策。
3.3 工作紙三(25 分)：
「防夷政策，鉅細無遺」―羅列正、反不同的「防
夷」資料，完成填圖及排序練習，評價清粵海關的政策。
3.4 工作紙四(40 分)：「
『天子南庫』十三行」―前往十三行舊址實地
考察，並參閱廣州街道圖，分析歷朝外貿區的街道名稱由來及地
理特點；又分析十三行式微之因與清廷衰落的關係；播放 CCTV
《帝國商行》影碟，整合當時十三行興盛的資料，著學生撰寫歷
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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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作紙五(30 分)：「互不認識到『鬼話連篇』
」―不少教科書都沒
有提及語言障礙有意或無意間的錯誤翻譯所造成的巨大影響。參
觀海貿遺珍博物館展覽，輔以中西文獻及漫畫，增添趣味，讓學
生能以小見大，理解當時兩國人民彼此誤解的由來，並體會「一
言興邦、一言喪邦」的哲理。
3.6 工作紙六(30 分)：
「鴉片戰爭前外貿問題的總檢視」―參觀黃埔古
港歷史陳列館，分析相關資料，透過扮演主控官或律師，為當權
者撰寫控詞或辯詞，思索中英通商與中英戰爭的關係。
3.7 工作紙七(30 分)：
「小花卉之巨大威力」―透過資料整合及歷史故
事創作，反思「花」
、
「茶」引起的歷史巨變，從而明白「漣漪匯
成巨浪」的歷史理念。
3.8 工作紙八(30 分)：
「戰後英、法之商貿擴張」―實地考察沙面建築
群，並參閱鍾俊鳴《沙面：近一個世紀的神秘面紗》，完成配對
表及思考題，藉此理解外商在華勢力之轉變。
4.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4.1 教師毋須要求學生完成所有工作紙，建議靈活選取兩至三份工作
紙，相輔相成，使探究的視野不至太狹窄。
4.2 宜包括不同角度的工作紙，使學生能發揮多元智能和各種共通能
力。又涵括「宏觀」
、
「微觀」的認識和分析，使學生能建立「點」、
「線」、「面」的歷史發展觀念。
4.3 「因材施教」乃最高原則。水平一般學生，可多選取「填充」
、
「表
解」
、
「選擇」
、
「繪圖」等較直接簡單的工作紙；水平較高的學生，
則可多選取「論述」
、
「辯論」
、
「聆訊」
、
「情景設想」等思維性的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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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二：兩次鴉片戰爭時廣州的軍事概況】
1

目的：
1.1 讓學生宏觀地理解歷史發展中「積」、
「漸」之勢。
1.2 透過實地考察思考地理與歷史的關係，讓學生養成「左圖右史」的政
治史思考習慣。
1.3 讓學生辨別不同史料中「觀點與角度」的差異。
1.4 培養學生見微知著的觀察力──從細微處著眼大衝突的形成。
1.5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及綜合分析能力。

2

參觀地點
2.1 廣州博物館（鎮海樓）
2.2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2.3 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紀念館
2.4 香港海防博物館
2.5 香港墳場
2.6 兩次鴉片戰爭相關的香港街道

3

習作安排：（附錄 1.2）
3.1 工作紙一(40 分)：
「堅船利砲之東來」―完成兩次鴉片戰爭的表解、
建構時、地概念，了解兩次鴉片戰爭在廣州的軍事概況。
3.2 工作紙二(30 分)：
「裁判『林維喜』
」―先進行模擬審訊，邀請學生飾
演中英兩方證人作供，讓陪審員定讞。及後將學生分成兩組，繼而扮
演中英雙方高層，討論「林維喜事件」的處理手法，並互相詰難及作
報告。
3.3 工作紙三(35 分)：「廣州的佈防與失守」―以地圖為經，輔以文字，
理解鴉片戰爭時英軍的進攻路線及策略，並對照廣州的佈防，了解中
方的失誤所在。
3.4 工作紙四(30 分)：
「中英軍力懸殊之考察」―配合香港海防博物館考
察，透過觀察文物，結合文獻資料和紀錄片內容，分析中、英軍力
的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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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工作紙五(50 分)：
「兩次鴉片戰爭‧香港」―配合參觀香港海防博物
館、考察香港街道及香港墳場，認識香港史蹟、文獻中呈現與兩次
鴉片戰爭相關的歷史片段。
4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4.1 教師毋須要求學生完成所有工作紙，建議靈活選取兩至三份工作
紙，相輔相成，使探究的視野不至太狹窄。
4.2 宜包括不同角度的工作紙，使學生能發揮多元智能和各種共通能
力。又涵括「宏觀」
、
「微觀」的認識和分析，使學生能建立「點」、
「線」、「面」的歷史發展觀念。

4.3 「因材施教」乃最高原則。水平一般學生，可多選取「填充」、「表
解」、「選擇」、「繪圖」等較直接簡單的工作紙；水平較高的學生，
則可多選取「論述」、
「辯論」
、「聆訊」
、「情景設想」等思維性的工
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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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列強的入侵：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
學習重點一：外貿問題與鴉片戰爭的爆發

附錄 1.1

【工作紙一】西力東漸，東方變色(50 分)
習作指引：
参觀五層樓地下之「廣州古代海上交通示意圖」
、海貿遺珍展覽館內之
「18-19 世紀廣州與世界主要貿易地區的海上航線圖」
，並參考教科書及
網上資料，以完成本工作紙。
1 填表(30 分)
年份
1498
1510
1511
1519-20
1522
1553
1571

西力東漸之重要史事

葡萄牙人達伽馬（Vasco da Gama）開闢自歐洲繞過非洲南端好望
角直達印度之新航路。
葡人（明代文獻稱佛朗機－源自波斯語 Firange）佔領 印度 果亞
（Goa）。
葡人佔領原臣服於明廷的滿剌加（Malacca，在馬來西亞）
，滿剌加
曾向明求援。
葡人西芒‧安德拉德（Simao d’Andrade）率艦隊攻廣東屯門，不
果。翌年，葡人廸奥戈‧卡爾沃（Diogo Calvo）攻屯門，被逐。
葡人入寇新會縣西草灣，被明軍擊退，斬首 35 級。
葡人借地「蠔鏡澳」
（澳門）
，建立據地，在中國東南沿海開展其貿
易活動。

西班牙佔領原臣服於明廷的呂宋（Luzon,在菲律賓）。呂宋地區華
人頗多，西班牙為鞏固其統治，曾多次大肆屠殺反抗之華僑。

1587

俄人建立托博爾斯克城，銳意向東方伸展勢力。

1588

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打敗，其在東方地位漸被英國取代。

1597
1600
1602

荷蘭人在明廷朝貢國爪哇之巴西維亞（Batavia，即今雅加達）建立
商站。
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持有英王特許的對遠東貿易壟斷權。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明朝藩屬國安南（Vietnam，今越南）成立，力
圖開展對中國貿易。

1604

法國東印度公司成立。

1619

荷蘭建巴達維亞城，開始了在印尼地區的殖民統治。

1622

荷蘭人登陸澳門與葡人爭奪控制權，被擊退。

1625

英人在印度孟加拉（Bengal）建立商站。
西班牙佔據台灣的雞籠（基隆）、淡水，建聖薩爾瓦多城；但為時

1626

15 年，被荷蘭人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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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

英人在印度東海岸的馬德拉斯（Madras，今稱 Chennai－金奈）建
立商站。

1641

荷蘭人逐走西班牙人，佔據台灣。

1662

鄭成功逐走荷蘭人，收復台灣。

1683

清軍攻佔台灣，完成統一，開放海禁。

1684

荷蘭在印尼萬丹確立殖民統治。

1685
1685-86

清廷開放粵（廣州）、閩（漳州）、浙（寧波）、江（雲台山）四個
對外貿易口岸。

1689

俄人南侵中國東北地區，與清廷爆發雅克薩之戰，清廷獲勝。
專門經營對外貿易的廣東十三行成立。
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

1715

英國在廣州設立商館。

1727

中俄簽訂布連斯奇條約及恰克圖條約。

1757

乾隆傳諭洋商只准到廣州貿易；並以殷實行商作專利的中介人，
「公
行」制度正式確立。

1686

1759

英商洪任輝（James Flint）私自到寧波貿易，又私上天津告狀，被
判逐往澳門圈禁三年。事後清廷頒佈《防夷五事》。

1773

英軍入侵西藏西陲之不丹（Bhutan）。

1786

英人佔領檳榔嶼（Penang Pulau，在馬來西亞）。

1792

英國派馬甘尼（Lord Mcartney）到熱河見乾隆，提出六點要求，被
拒絕。公開交涉不成，英商向中國走私鴉片，以攫取利潤。

1795

英人佔領馬六甲。

1808

英、法兩國在歐洲發生戰爭，英國以法國將侵奪澳門為由，由度路
利（William O’Brien Drury）率兵先行強登澳門，葡人及清廷均不
滿，度路利更強闖廣州，後清廷斷絕英商貿易，始退。

1814

英軍入侵尼泊爾（Nepal）

1816

英國派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來華，但因禮節問題未能進行談
判。英商走私鴉片日趨猖獗。

1818

英人佔領新加坡（Singapore）。

1821

清廷查禁鴉片，鴉片躉船轉移至珠江口外的伶仃洋，香港海面成為
鴉片走私基地。

1824

英軍始攻緬甸（Myanmar）。

1833

英國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專利權，並派律勞卑（Lord Napier）
為駐華商務總監督，管理英商。

1834
1838

律勞卑以其地位不為中國官員尊重，與中方衝突，曾炮轟珠江兩
岸，後退往澳門病逝。
英軍開始入侵阿富汗（Afghan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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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

由於鴉片禍害極深，道光帝委派林則徐至廣州執行禁煙政策。林則
徐與英國商務總監督義律（Charles Elliot）衝突；7 月 7 月發生林
維喜被英兵毆斃案，義律拒交兇手，雙方關係益惡化。

1840

中英鴉片戰爭爆發。

黃時鑒主編《中西關係史年表》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頁 307-482；丁新豹博士演講筆記之《粵
港澳對外海上交通大事記》，2005。

2

整理及繪畫地圖
將上述資料整理，分「列強」及「入侵地區」兩欄，按時序製作表解。
(10 分)
列強 葡萄牙
西班牙
入侵 果亞（1510）
地區
滿刺加（1511）

荷蘭

英國

澳門（1533）
菲律賓（1571）

印尼（1619）

台灣（1641）

不丹（1773）
檳榔嶼（1786）
馬六甲（1795）
尼泊爾（1814）
新加坡（1818）
阿富汗（1838）
24

根據上表及研習所得，繪畫一張 A3 大小「鴉片戰爭前西力東漸圖」
。範
圍須包括：西起印度，東至菲律賓，南至印尼，北至俄羅斯的西伯利亞。
並以不同顏色筆分類寫上不同列強所佔領/控制的據點。(5 分)

3

思考題

假設你是清中葉時期的君主（可以是乾隆/嘉慶/道光）
，你從上述 1-2 題的資料
得知西力東漸的變化。你願意採用門户開放政策嗎？為什麼？(5 分)

如學生答願意，可循以下方向分析：
知己知彼，才能適切地應付新局面；
早點開放，可以早些學習外國優勝之處；
開放政策可促使中國和外國的認識；
開放政策可改善國家形象。
如學生答不願意，可循以下方向分析：
列強有侵略前科；
門戶開放意味著要有商貿開放，但從東南亞地區的歷史可見，商站就是侵
略的橋頭堡；
西方工業發達，開放可能引致本國手工業備受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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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外商入穗路線及過關程序(45 分)
甲、 外商入穗路線圖
資料一：廣州虎門形勢

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稿地圖集》
，上海：地圖出版社，198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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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清代廣州城區圖

‧F
‧H

‧G

‧I
‧J
廣州巿文物志編委會編著《廣州市文物志》
，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0，頁 36。

資料三：清代粵海關總部（大關）圖

攝於黄埔古港歷史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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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閱資料一、二的地圖，然後完成下表：(20 分)

英文代號

地名

A

澳門

B

伶仃洋

C

虎門

兵船不可北上超逾這個地方

D

黃埔

外商船隻碇泊、交稅及辦理入穗手續的地方

E

廣州

十三行所在的城市

F

五仙門內

G

十三行

廣州洋商聚集的地方

H

懷遠驛

明代西洋各國進行朝貢貿易之處

I

沙面

英法聯軍之役後成為外國租界，為洋行集中地。

J

花地

洋商可以「逢八」來此遊覽

2

重要性
在此地領取粵海關簽發的牌照
鴉片走私躉船停泊的洋面

粵海關的「大關」所在之處

檢視現今的廣州市地圖，找出資料三所在的位置即今天的哪個地方？並試
推想它設立在此處的原因。(5 分)

參考答案：
資料三所顯示的欽命粵海關，地在五仙門，即今日長堤路華廈酒店門前。
它設立於此處的原因是臨近珠江，貨船易靠近，便於處理一切外貿事務。
此外，它距離西面的十三行商業區亦不遠，船隻辦理通關手續、進出口均
方便。
(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乙、 外商過關程序(5 分)
3 参觀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後，將下列各項排出正確次序：
A. 外商要投行：找一名十三行的保商作保，擔保來船繳納稅銀和船上人員
的行動。
B. 在澳門領取粵海關簽發的牌照。
C. 水上以小船駁運，駛進廣州十三行。
D. 由中國「引水」導入黄埔港碇泊，貨物的交易與裝卸一律在黃埔港進行。
E. 外船抵伶仃洋，等待中國「引水」檢查，
「引水」協助往澳門同知處登記。
正確程序是：
（

E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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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A

）→（

C

）

資料四：粵海關系統圖
大關

總口（7 個）

澳門總口

省城大關總口

赤坎、庵埠、梅菉、
海安、海口

小口（75 個）

正稅口（31 個）

掛號口（22 個）

稽查口（22 個）

黃埔掛號口（為例）

稅館

夷務所

船鈔、貨稅、規禮
輕

輕

外船進出廣州、
黃埔手續

買辦館

永靖營

為外商提供
後勤服務

保衛港口及
商人安全

漫無標準

資料五：
入口手續可謂極簡單，稅收亦輕微。但經手行商及官吏，常巧立名目，
任意勒索。正稅而外的「陋規」
，如「繳送」
、
「支銷」
、
「充餉」、
「規禮」
、
「開食」、「押船」、「小包」等等額外名目，多至六十餘種。
李定一《中華史綱》

29

4

根據資料四，你認為當時清廷是否輕視對外貿易？又你認為當時中外貿易
是否發達？(10 分)

參考答案：
在心態方面，清廷無疑是輕視對外貿易，正如乾隆和嘉慶兩次回覆英使的
說話：天朝無所不有，不寶遠方貢物，通商只是嘉惠遠人。
在實際執行方面，清廷卻不是輕視外貿。如資料四所示，粵海關系統龐大，
層層管轄，有不同性質的總口、小口、正稅口、掛號口、稽查口達 157 個；
而外國商船自澳門登記後，經虎門(外國兵船及武器留在此地)、黃埔(各種
丈量、抽稅手續)，以至抵達廣州十三行進行貿易，均有嚴格的規定及程序。
如果清廷真的輕視外貿，就不會設立如此嚴密的制度。再者，當時中外貿
易應頗為繁盛，否則也不會設立為數不少的大口、小口，以及相關機構，
並僱用大量的稅務人員、買辦及士兵等。
(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5

根據資料四、資料五，你認為當時外商來華貿易，最受困擾的是什麼？試
完成下面外商的獨白。(5 分)

參考答案：
根據資料四，外商來華貿易，要在多處地方辦理手續，最困擾的是如資料
五所述，各項手續都可能出現官吏阻撓、勒索等情況。外商的苦惱應與此
有關，學生可憑此設計外商的心理獨白。
(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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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防夷政策，鉅細無遺(25 分)
資料一：
「洪任輝事件」後，乾隆 24 年（1759 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制訂了「防
規外夷規條」，共有五條內容，因此又稱「防夷五事」
：
1. 禁止外國人在廣州過冬；
2. 外國商人在廣州必須住在官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館中，其一切行動由行
商負責「管束稽查」；
3. 中國人不得向外國商人借款或受僱於外商；
4. 禁止外國商人僱用中國人探聽和傳遞信息；
5. 外國商船停泊處，派兵「彈壓稽查」。

資料二：
嘉慶 13 年（1808 年）「度路利事件」後，翌年兩廣總督百齡制定了
「民夷交易章程」，對「防夷五事」作增訂補充，內容包括：

1. 外國兵船不准進入十字門及虎門各海口；
2. 外國商人不得在澳門長期居住，必須「依期隨同原船歸國」
；
3. 澳門的外國人不得再添造房屋，澳門以外的中國人不得再進入澳門居
住，現有房屋户口查明造冊；
4. 外國商船抵達廣東外洋，必須向澳門同知報領引水印照，注明引水船
户姓名，否則不准進口；
5. 外國商人的買辦仍由澳門同知選擇土著殷實之人充當，給予腰牌印
照，以便「就近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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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1814 年、1831 年、1835 年清政府隨着情況的不斷變化，對防範外國
人的章程又作了幾次修訂，令限制越來越嚴格和瑣細。如：
1. 外國人不得乘坐轎子；
2. 外國婦女不准前來廣州；
3. 外國人不准偷運槍炮至廣州；
4. 外國商人不得向官府直接投送文書；
5. 居住在廣州商館中的外國人只許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到附
近的花地和海幢寺游覽散步，平時不准擅自出入商館；
6. 禁止外國商船進行走私貿易。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

資料四：
在人們的想象中，這裡的生活受到許多限制……這些都是口頭
禪！……而我們卻像經常一樣繼續販賣這種麻醉品（鴉片）……我們只
要高興，就出去散步，而且想在外邊呆多久就多久，很少有通事跟著，……
我們還是照樣到城門去，而那裏的衞兵卻保護我們不受眾人的侵擾……
官員們也接受稟帖，還會同我們作一次簡短而愉快的說話，給我們上茶，
也接受我們遞上的雪茄煙。……我們滿不在乎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照料我們的生意、划船、散步、吃喝，使歲月盡可能過得愉快一點。
【美】亨特（William C. Hunter）著，沈正邦譯：
〈外商在廣州生活之謎〉
，
《舊中國雜記》
（Bits of Old
China）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頁 1-3。
按 William C. Hunter (1812-1891)於 1825-1844 年在廣州、澳門、香港、馬六甲等地經商，生活近 20
年。書中寫的都是他的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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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五：
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評述清代防夷措施，有下列分析：
(1) 「外商不得僱用華籍僕役」
、
「洋人不得在江中划船取樂」
。

馬士按語：這些規定通常是馬虎的。
(2) 「洋人不得呈遞稟帖；如有陳述，必須由行商轉呈。」
馬士按語：1831 年曾經作了一些讓步，如果行商截留信件，

不予轉呈，那麼允許兩三個外商到城門口將他們的稟帖遞交城
門守衞，再呈上廣州外事官員。
(3) 「居住在行商商館中的洋人，應受行商的約束和管理。」
馬士按語：這原本是想防範內志奸民斯騙和教唆他們(洋
人)。……很多這類同樣的規定盛行於歐洲中古世紀的行會。

直到十四世紀還盛行於英國，在意大利、法國、法蘭德斯和其
他各地還盛行到更晚的時期。
(4) 「在規定季節之後，洋人不得逗留廣州。」

馬士按語：歐洲行會中與此相當的期限是四十天。在廣州，……
可以在種種借口下，躲在各商館裏逗留兩三天。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頁 78-80。

資料六：
1716 年粵海關監督頒佈外商權利：
一、英大班不用等候，隨時得與海關監督相見；
二、英館須貼一許可自由交易之布告，不得騷擾；
三、英船得隨意任免通事、買辦及其類此的僕役；
四、英大班該船長官在海關船內不得被阻出入，有旗幟豎起者，即為彼
等所在之標志；
五、英船有存儲各種海軍軍需品之自由，不得加以任何課稅；
六、英船需要出口關單時，政府不得延誤。
梁廷楠《粵海關志》，轉引自楊穎宇博士「清代的廣州」講稿頁 7-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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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七：鴉片戰爭前黃埔港進出口主要貨物稅率表

進口

出口

貨名
棉花
洋布
漂白棉布
棉紗
寬布
湖絲
廣東綢
砂糖
南京土布
茶葉

單位
一擔
一擔
一匹
一擔
一擔
一丈
一擔
一擔
一擔
一擔

稅率(銀兩)
0.298
0.069
0.285
0.483
0.721
15.276
8.576
0.269
1.844
1.279

此表為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的展板內容

1

假設你是鴉片戰爭前來廣州貿易的外商，請細閱資料一至三，並請教擔保
你的行商。小心解答下列問卷。你必須全對，否則你要離開廣州！(15 分)
外商入境問卷

姓名：_________________
1.
2.
3.
4.
5.
6.
7.
8.
9.

國籍：_____________

你的國家戰船會停在中國哪處？
(a)虎門 (b)廣州 (c) 黄埔
你的妻子能否居住在廣州？
(a)能夠 (b)不能夠
你能否帶武器到廣州？
(a)能夠 (b)不能夠
你能否帶寵物到廣州？
(a)能夠 (b)不能夠
你能否僱用中國女人作僕人？
(a)能夠 (b)不能夠
你最多能僱用多少個中國男人作僕人？
(a)六個 (b)七個 (c)八個
你能否和中國人傾談？
(a)能夠 (b)不能夠
你能否直接與中國官員交往？
(a)能夠 (b)不能夠
你能否自由地在珠江以小船航行？
(a)能夠 (b)不能夠
34

a
b
b
b
b
c
a
b
b

10.
11.
12.
13.
14.
15.

你能否學習中國語言？
(a)能夠 (b)不能夠
你能否購買中國書籍？
(a)能夠 (b)不能夠
你能否吃中國菜？
(a)能夠 (b)不能夠
你能否直接朝見中國皇帝？
(a)能夠 (b)不能夠
你在一個月中能參觀名勝古蹟景色多少次？
(a)一次 (b)二次 (c)三次
你和中國人通商要由甚麼機構作中間聯絡？
(a)公行 (b)司舶使 (c)海關

b
b
a
b
c
a

2 「城市論壇」採訪記(10 分)
先進行分組討論，論題為「管制外商的條例是完全不合理的。」
論壇完結後，假設你是記者，請依資料一至七，並根據個人研習所得，用表
解及點列形式，完成下面的訪問摘記：
記者提問
外商申訴
官員辯白
1

2

3

4

5

參考答案：
站在外商立場，可側重於資料一、二、三的防夷規條，以及工作紙二資料五
所述的陋規情況。站在清官員立場，可側重闢釋資料四、五、六的對外商寬
鬆的措施，而資料七提及的低稅率，尤其是進口稅，更是嘉惠遠人的憑證。(合
理答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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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天子南庫」十三行(40 分)
資料一：十三行由來
廣州自唐代始，一直是外貿重鎮。唐代廣州蕃坊在今光塔路一帶，
宋代懷遠驛在藥洲西湖九曜坊，明代亦稱懷遠驛，在今西關十八甫，當
時有三十六行處理朝貢貿易事宜。

十三洋行形成於清初，當時清政府禁止對外自由貿易，各國每次到
中國朝貢，除帶來給皇帝的貢品外，還帶來大量貨物。朝貢的船隻到了
廣州後，貢使進京朝貢，而其他貨物則就地販賣，這就形成了清初十三
行對外貿易的起源。
在十三行開設洋行的同時，還修建了一批夷館，廉價租給外國人辦
理事務、住宿或者作為倉庫，在清道光年間，一共有 13 所，所以有十三
夷館的稱謂。這些商館在今天市文化公園內西南一帶地方，從商館到江
邊，還有廣場和花園。清代十三行街以南至河邊地，已經成為西關的主
要商業區域，各地輪渡碼頭集中在這裡，各地洋行代理、金銀業、洋行
也集中在這裡，是廣州商業中心之一。
整理自李國榮《帝國商行：廣州十三行》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周湘《廣州外洋行商人》
，廣
東：人民出版社，2002。

根據資料一，解答下列問題：
1

試翻閱今日的廣州市地圖，找出光塔路、九曜坊、十八甫、十三行路等
位置，並分析它們何以成為唐、宋、明、清幾朝的外貿區。(7 分)

參考答案：
教師宜著學生先準備一張廣州簡圖，並指導學生注意廣州城西地區，就
可容易找唐代外貿區──光塔路、宋代外貿區──九曜坊、明代外貿區──
十八甫、清代外貿區──十三行路。
它們的共通點：
˙ 位處當時的城外地區，不影響當地居民；
˙ 臨近珠江邊，方便運輸；
˙ 江面較寬，可停泊較多夷舶。
(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36

2

你認為十三行制度是不是清廷故意制定來限制外商的呢？(6 分)

參考答案：
根據資料一，明朝已有三十六行處理朝貢貿易，至清代演變為十三行的天朝
皇商，乃是歷史自然發展的趨勢。
無論從天朝觀、地點及運作情況等方面分析，皆可得出明、清兩代的外貿有
一脈相承之勢，因此，清廷的十三行制度並非蓄意制定以規管外商之舉。
(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資料二：十三行的衰落
十三行的衰落始於清道光元年(1821 年)。英國資產階級為扭轉中英貿
易逆差，牟取更多的利潤，無恥地向中國傾銷鴉片，清廷國庫日虧，加上
亂事日多，遂要求十三行的行商們每年進貢幾十萬以至上百萬兩銀子，至
於連年加派的助軍錢、救災錢更是不計其數，迫使他們不斷捐款。道光六
年(1826 年)，清廷一次就向十三行抽取了 60 萬兩銀子的「助軍費」
。1842
年，清廷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 300 萬債務，伍秉鑒就出了 110 萬銀兩。
伍浩官已經是世界級富豪，還得經常夾在官府和洋行中受氣，可見當時商
人的地位不高。由於海關直接統治十三行，海關官吏的勒索也是名目繁
多，例如商人要加入十三行，甚至想退出十三行，都必須用鉅款賄賂海關
官吏，才能獲准。
……十三行衰落得很快，道光二十年(1840 年)，行商光是欠外商的銀
子就達幾百萬兩。行商中不斷有人陷於困境，有的艱苦輾轉於破產和死亡
線上，連老家的產業也被抄光一空，本人或坐班房（牢獄）
，或發配伊犁，
但欠下的錢仍要其餘的商行償還。
……1840 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英國的炮艦轟開了清朝閉關鎖國
的大門，戰敗的清廷被迫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
，廣州的一口通商和
十三行的壟斷特權被取消。
……十三行商館房屋太密，又多是木質結構，容易著火，廣州人講火
燒旺地，十三行多次遭遇火災。道光年間的 1840 年 9 月 18 日，根據記載，
太平門外火災，焚燒 15000 餘戶，洋行 11 家，約計 4000 多萬銀兩，據記
載此次燒了 7 天大火，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公里，火熄後結成一條，牢
不可破。1856 年，十三行地區遭受炮毀，難於重建，列強目光又轉向十三
行西側的淺水沙洲──即今天的沙面。英法聯軍在佔領廣州 5 年後，終於迫
使清廷租借沙面。十三行廢墟一直保存到清末，才在災區內建起房子，開
通街道。
整理自楊宏烈《廣州泛十三行商埠文化遺址開發研究》
，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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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二，解答下列問題：
3

從朝廷政策、外來衝擊、意外頻生三方面分析十三行式微的原因。(10 分)

本題要求學生理解資料二後，作分類及闡釋。
參考答案：
‧ 朝廷政策：一味剝削行商，迫捐鉅款；輕蔑商人，動輒重刑打擊
‧ 外來衝擊：朝廷不予支援，使行商無法應付外商競爭；鴉片戰爭後，

外商特權更多，而行商專利卻被取消，故競爭力更形低落。
‧ 意外頻生：十三行商館多為木構建築，常有火災發生。如 1840、1856

年的大火，皆令行商損失慘重。
4

有謂清廷在鴉片戰爭前，不懂扶植本國商人，進行「商戰」，是一大失
誤，你同意嗎？試抒己見。(5 分)

本題要求學生藉由十三行衰落拓展至清廷衰落，以小見大來分析問題。
由於難度較高，故適合能力較高的學生作答。
延伸參閱：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見《中國近化思想史論》，
【廣州】商務印書館，1984。

資料三：當年今日
廣州十三行位於今天東至仁濟路、西至杉木欄路、南至珠江岸邊、北
至十三行路的一片地區。包括的街道有今日越秀區文化公園一帶，及其外
圍的十三行路、十三行橫、靖遠路、豆欄上街、故衣街、怡和街、寶順大
街、普安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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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四：細說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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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資料三、四，解答下列問題：
5

試翻查資料，看看有關街道名稱的由來。(2 分)

有關街道名稱皆與昔日的洋行及行業有關。
6

資料四中間的圖片是屈大均的竹枝詞，右下方是兩位著名的行商。試搜集
十三行最鼎盛時期的資料，並以「細說當年」的口吻，寫出你爺爺幼時聽
到高曾祖父少年時在廣州十三行的見聞。(5 分)

本題難度較高，惟創作空間甚大。學生需代入爺爺角色，以第一身創作，
宜注意用詞及語調。故教師可鼓勵能力較高的學生嘗試。答題時，學生須
大量搜集及閱讀十三行商的資料。如時間許可，建議教師可於堂上播放
CCTV《帝國商行》影碟，加深學生印象，有助創作。
7

實地到上述街道走一趟，然後以不少於 300 字寫出你的感受。(5 分)

此題並無標準答案。學生可就街道名稱、相關的歷史人物及事件抒發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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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五】互不認識到「鬼話連篇」(30 分)
資料一：清中葉時期中國人眼中的西人
a. 「英夷之腿極長，青布裹纏，直立，不能超越騰跑。睛色碧，畏日光，
卓午不敢視。」
(阿英《鴉片戰爭文學集》頁 191)

b. 「性嗜乳酪，膠結腸腹，惟大黃茶葉，蕩滌稱神，一不得食，立致困
病。」
(蕭令裕〈粵東市舶論〉
，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第
一輯第二分冊頁 775)

c. 「(英)王出巡，國人見王不跪，惟免冠手拔額毛數莖投地為敬。」
(魏源《海國圖志》卷五三頁 5)

d. 「受(天主)教者，先令吞丸一枚，歸則毀神主，一心奉教，至死不移。
有泄其術者，服下藥，見廁中有物蠕動，洗視之，則女形寸許，眉目
如生，……乃天主聖母也。」
「凡入教人病死……則教師(教士)」以
白布囊死人之首，不許解視，蓋目睛已被取去矣。……聞夷市中國鉛
百斤可煎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
之乃可用，而西洋人睛不濟事也。」
(夏燮《中西紀事》24 卷，頁 33-34)

資料二：清中葉時期西人眼中的中國人
「中國是個島(震旦島)，住在島上的韃靼人吃各種大小獸類，如狗、
豹、馬、驢、鼠等，就是不吃豬肉和依法律保護的動物。他們一天只吃一
頓飯，而且吃得很少，英國人一天吃的夠他們吃三天。那裡沒有葡萄酒和
麥酒，只有乳類和用蜜和水混合起來的飲料。」
「有一個中國富人，吃飯睡覺都要用五十名纏足的侍女經常侍奉，因
為他指甲過長，不能持物。」
(John Mandeville《漫遊記》
，見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頁 584-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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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中國人學講番話
以下是海貿遺珍展覽館的中英翻譯資料：

1

根據資料一，中國人認為英國人的身體有什麼缺陷？他們的習俗有什麼不
妥當？(5 分)

參考答案：
˙ 腿太長而不能奔跑，眼不能視日光；嗜乳酪以致腸膠結，又依賴喝茶。
˙ 見君主而不下跪；會挖去死人眼睛。
2

資料二所描述的中國人特點，有哪些是不正確的？(4 分)

參考答案：
˙ 每日只吃一餐，不食豬肉；富人留指甲以致不能持物。

3

試參考海貿遺珍展覽館的中英翻譯資料，並完成下列配對練習：
a. 單詞配對：(8 分)
中文音譯

解釋

配對答案

英語原文

1. 金必多

A. 商人

D

Compradore

2. 孖毡

B. 僕人

A

Merchant

3. 沙蚊

C. 公司

B

Servant

4. 公班衙

D. 買辦

C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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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句子配對：(3 分)
英語原文
中文音譯
配對答案
1. Have you paid him for A.希 暇士 衣 忌列 華孑盡
B
煙地 阿父 押哋高士 煙
the tea?
希士 濕
2. I have paid him one
C
half of the money; and B.暇父 夭 丕 謙 科 的
will pay the other half 哋
next week.
3. He has a great variety C.埃 暇父 丕 謙 溫 暇父
A
阿父 哋 蚊呢 晏 喴路
of articles in his shop.
丕 哋 丫亞 暇父 匿士
域
有關廣式英語示例，可參考：唐廷樞《英語集全》，同治元年（1862）廣州印。

4

以你猜想，當時中、英人民之間為什麼有那麽大的誤解？試用四格漫畫來
表達你的見解。(10 分)

可參閱：
季壓西、陳偉民著《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一】：中國近代通事》，北京：學苑出版
社，2007 年，頁 418 頁，及《語言障礙與晚清近代化進程【二】：來華外國人與近代不平
等條約》，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 年，頁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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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六】鴉片戰爭前外貿問題的總檢視(30 分)
資料一：
本港不少教科書均提到鴉片戰爭前清廷是「閉關自守」
、
「一口通商」
或「獨口通商」，茲舉數例如下：
a.

齡記《探索中國史》第三冊（2002 年版）頁 27：
「清政府只開放廣州
一個港口對外通商。」

b.

天行《中國歷史旅程》第三冊（2007 年版）頁 23：
「清朝則採取閉關
自守之策，不許外人來華自由貿易……規定除廣州一地外，沿海所有
口岸均不許外國船隻出入。」

c.

導師《中國歷史世界》三上（2000 年版）頁 34：
「清廷為了方便管理，
以廣州作為獨口通商之地。」

資料二：
清代的朝貢貿易體制，早已形成某一口岸專門接納某一國貢船的做法，其
情況大約如下：
接待口岸
寧波
福州、泉州
廣州

朝貢國商船
日本
琉球
西洋各國（即今日的南洋各國，主要是安
南－今越南、暹羅）

梁廷楠《粵海關志》，轉引自課程發展處《高中中國歷史課程支援教材．單元二》
，頁 92。

資料三：
20 世紀以來的近代史學者，給予鴉片戰前清廷所定的一個罪狀是限制
洋商在廣州一口貿易，不許到其他港口貿易。……整個清代中國沿海港口
自康熙以來有廣州、泉州、厦門、舟山、寧波、南京（上海）。……我認
為站在一個主政者立場，乾隆做得對，因為中國政府體制早已經明定，以
不同口岸接待不同國家。緬甸、南掌由雲南入口，越南由廣西入口，琉球
由福建入口，暹羅由廣州入口，日本由寧波入口。而西洋各國俱因航海來
華，指定由廣州入口。並非一意胡來。
王爾敏《五口通商變局》自序，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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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四：
到了乾隆 22 年(1757 年)，便出現了所謂的「廣州行商制度」
。這是一
個經常被誤解的制度。……對洋商的規定並不是全面的，因為清廷同時准
許葡萄牙人繼續經澳門和中國通商，西班牙人可以經廈門和中國進行貿
易，而俄國人自然也可以在北方和中國通商。受廣州行商制度影響的主要
是英、美商船，但英、美船隻只需改掛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旗號，便可以經
廈門或澳門和中國通商。……中國商人則可以繼續在廈門、寧波、上海等
港口與東南亞和日本進行貿易。……英國商人有很多關於廣州行商壟斷貿
易的投訴，但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同樣也是一個壟斷集團。
梁柏力《被誤解的中國──看明清時代和今天》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頁 29。

資料五：
15 世紀以後，西歐瀕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英、法均成了民族國家，
最後荷蘭人亦獨立建國，人民的愛國心提高，政府的權力加大，為了個人
的享受、國家的榮譽，這些慣於海上生活，以通商為立國之本的民族，遂
爭向海外開拓。政府鼓勵於上，人民響應於下，雙方利益合而為一，主要
動機為財貨，次為傳教。
郭廷以〈西方的海陸環伺〉，《近代中國史綱》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頁 13。

根據上述資料，解答下列問題，答案另以白紙書寫繳交：
(各題均可自由發揮，學生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即可 )
1 「閉關自守」與「一口通商」的審訊
請選擇做主控官或辯護律師，為被告「愛新覺羅」寫一篇約 300 字的「控
詞」或「辯詞」
，証明他在鴉片戰爭前有/沒有犯上「閉關自守」及/或「一
口通商」的罪狀？(10 分)
2

外貿政策與戰爭關係的分析
有謂清廷的「獨口通商」及「公行制度」是鴉片戰爭爆發的主因。假若清
廷較早放寬對外通商限制，你認為可以避免中外戰爭的爆發嗎？為什麼？
(10 分)

3. 中英矛盾始於何時何事？
梁廷楠《夷氛聞記》開首即云：
「英夷狡焉，思逞志於內地久矣。」你認
為中英衝突始於馬甘尼來華？抑或始於林則徐銷鴉片？抑或還有其他轉
捩點？請抒己見。(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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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七】小花卉之巨大威力(30 分)
細閱下列圖片，然後解答所附問題：
資料一：罌粟花

1 以史實為基礎，撰寫一篇「一株罌粟花的自述」
。內容需包括：出生地、成
長情況、
「誤入歧途」經過、飄泊他鄉、為惡情況和被某大人處以極刑等。
(字數不得少於 500 字) (15 分)

此題要求學生搜集地理、植物學等資料，並滲有文學創作成分，難度頗高，
宜按學生能力加以剪裁。
清朝時期，印度輸華鴉片多來自孟加拉孟 ── 不少煙土箱印有 "panta" 地
名，即在此省，以及馬爾瓦省。另外，土耳其、麻洼一帶亦有不少鴉片輸
華。教師可著學生分析為何上述地方盛產罌粟。此外，鴉片可分為公班土、
白皮土、金花土等，也可著學生主動翻閱相關資料，理解種植情況。
至於鴉片如何飄泊他鄉，被壞人利用，可提醒學生留意下列洋列的貿易情
況：(由走私鴉片數量最多的依次排列，最末為走私量較少的洋行 )
(1) 顛地
(2) 怡和
(3) 旗昌
(4) 柯瓦斯濟
(5) 麥凱
(6) 弗巴斯
(7) 拉士担治
(8) 克利夫頓
(9) 太平洋行
(10) 格蘭特
最後，被某人處以極刑則是指林則徐禁煙及銷煙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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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東印度公司自中國輸出茶葉之數據
年份

從中國輸
出總值
(銀兩)

茶價
(銀兩)

佔總值
(%)

茶葉量
(擔)

1775-1779
1780-1784
1817-1819
1830-1833

1,208,312
1,632,720
5,139,575
5,984,727

666,039
1,130,059
4,464,500
5,617,127

55.1
69.2
86.9
93.9

33,912
55,590
222,301
235,840

整理自鍾偉民《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
，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 56、58。

資料三：鴉片走私運入中國數量及價值
年份

箱數

價值
(銀元)*

1819-1820
1820-1821
1821-1822
1826-1827
1830-1833
1836-1837

4,780
4,770
5,090
10,025
20,431
27,851

5,795,000
8,400,800
8,753,500
9,640,045
14,026,285
18,691,529

整理自鍾偉民《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
，北京：三聯書店，2010，頁 114-141。
*據【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 1 卷卷首說明 1830 年代，1 銀兩約等於 1.4-1.5 銀元。

2 分析茶葉貿易對中、英兩國的影響。(5 分)

教師宜提醒學生小心分析兩個資料的表解，須注意資料二的年份是數年的
總和；資料三則是按年度，逐年計算。

3 你認為「第一次鴉片戰爭」
、
「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些名稱恰當嗎？為什麼？
(10 分)

此題是鴉片戰爭性質問題的分析。學生自由作答，言之成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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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八】戰後英、法之商貿擴張(30 分)
細閱下列建築物的外觀圖，然後完成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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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以上圖片摘自陳建華《廣州巿文物普查匯編──荔灣區卷》，廣州：廣州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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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下面的表解：(15 分)
英文
名稱
地點
代號
H

法國巡捕房

沙面大街
1號

B

滙豐銀行

沙面大街
54 號

【英】

G

海關館舍
【共用，在法
區】

沙面大街
2-6 號

A

亞細亞火油
公司
【英】

沙面大街
59 號
沙面四街
1-3 號

D

E

聖公會
基督教堂
【英】

新沙遜洋行
【英】

沙面南街
50 號

太古

沙面南街
48 號

C

輪船公司
【英】

F

屈臣氏藥行

I

沙面南街
60 號

【英】

沙面三街
4號

法國兵營
【法】

沙面大街
10-12 號

建築特色
19 世紀末亞洲殖民地券廊式建築。地
上 2 層，半地下 1 層，正面設 7 個拱
券。
初建於 1865 年，重建於 1920 年。新
古典主義建築，有羅馬式多立克巨柱
貫通第 2、3 層。頂層有穹頂及旗杆。
香港有這以獅子為標記的公司。
1908 年建，4 層(地上 3 層、半地下 1
層)的柱廊式建築。屋頂大部分為坡
頂，附加兩個圓錐形塔頂。
20 世紀初維多利亞式建築，分南、北
座。南座地上 2 層，半地下 1 層，北
座地上 3 層、半地下 1 層。兩座屋頂
均有圓穹窿四方亭。
1865 年建。屋頂為雙坡頂，有古羅馬
式穹窿頂鐘樓，檐口用密排小齒飾，
造型穩重。內廳可容 200 餘人。
20 世紀初建，4 層巨型樓房，折衷主
義建築風格。兩邊分別在山花門柱頂
用兩條巨型方柱直伸到屋頂檐部，氣
派非凡。香港西區有街道與此建築同
名。
1881 年建，地上 3 層、地下 1 層，亞
洲殖民地建築風格。第 1、2 層為券廊
式，第 3 層為柱廊式。香港有同名的
洋行及大屋苑。
19 世紀末，兩層建築，亞洲殖民地建
築風格。首層為券廊式，第 2 層為圓
拱窗。香港有同名的連鎖店。
19 世紀末，兩層之亞洲殖民地建築。
首層為券廊式，第 2 層為柱廊式，在
柱廊下施瓶狀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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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區的建築物多屬於哪兩個國家？為什麼？(5 分)
英、法兩國，因為在 1895 年後，沙面地區成為兩國的租界。

2

從建築物的類別分析兩次鴉片戰爭後，列強在中國勢力擴張的情況。(字
數不少於 300 字)(10 分)

學生可自由發揮，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即可。
延伸參閱：鍾俊鳴《沙面───近一世紀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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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列強的入侵：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
學習重點一：兩次鴉片戰爭時廣州的軍事概況

附錄 1.2

【工作紙一】堅船利砲之東來(40 分)
請查閱課本及網上資料，完成下列兩次鴉片戰爭的大事表解：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廣州之戰大事表(20 分)
時間
1839.3.8

大事記

1839.7.7

林則徐到廣州禁煙
虎門銷煙
尖沙咀村民林維喜被殺

1839.9.4

九龍山之戰，鴉片戰爭序幕揭開

1839.6.3

1840.5

英國國會通過對華用兵軍費案

1840.6.22

英國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Bremer)率 19 艘軍艦從澳門出發直取舟山

1840.6.30

英國遠征軍總司令懿律(George Elliot)與全權代表義律(Charles
Elliot)率 43 艘船艦封鎖廣州、厦門。

1840.7.5

英軍攻陷定海，封銷寧波。

1840.8

英軍抵大沽口。道光將林則徐、鄧廷楨撤職查辦，另派直隸總督琦
善為欽差大臣南下廣州與英方談判。

1840.11

琦善到廣州代林則徐。

1840.12

中、英談判未能達成協議，英方遂以武威脅，發動虎門之戰

1841.1.7

英軍攻佔大角、沙角砲台，副將陳連陞、陳長鵬父子戰死。虎門防
禦體系的第一重門被打破。

1841.1.19

琦善與義律商議「穿鼻草約」
；琦善未簽署任何條約，但義律單方面
宣佈清廷割讓香港。

1841.1.26

英軍登陸水坑口，佔領香港。

1841.2.26

英軍攻佔上橫檔島，並以猛烈炮火轟擊東岸的「三遠」砲台。各砲
台相繼失陷，關天培戰死，第二重防線失守。

1841.2

大虎砲台守軍主動撤離，第三重防線失守。英軍進入廣州省河。

1841.3

上旬，英軍攻佔廣州城東的烏沖砲台、琶洲砲台、獵德砲台和大黃
滘砲台。下旬，英軍攻佔永靖、沙面西、海珠、東砲台、紅毛台等
重要炮台，並從東、西兩面夾擊廣州內城。

1841.4

璞鼎查(Herny Pottinger)代義律。

1841.5.21

奕山「進剿」英軍，被打敗。

1841.5.24

英軍進入廣州城，海軍沿珠一炮轟岸邊，陸軍攻佔城北四方砲台，
並居高臨下炮轟廣州城，奕山被迫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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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5.27

奕山投降，簽訂《廣州草約》
，答應以 600 萬元贖城費換取英方撤軍，

1841.5.30

三元里事件中，103 鄉農民，在社學領導下，殲滅牛欄岡一帶若干
英軍，並組織了十餘萬群眾包圍駐守四方砲台之英軍。其後廣州知
府余保純強令群眾解散，英軍始退出四方砲台。

1841.8-10
1842.3
1842.5-8

8 月，英軍攻陷厦門；10 月，英軍攻陷定海、寧波。
奕經大敗於浙江。
5 月，英軍攻陷乍浦；6 月，英軍攻陷吳淞砲台；7 月，英軍攻陷「長
江第一門戶」之江陰砲台。

1842.8.29

清廷派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與英方代表璞鼎查於「漢華麗號」
(H.M.S.Cornwallis)簽訂《南京條約》13 款。

1843.6.14

耆英與璞鼎查在香港簽訂《五港出進口應訂稅則協約》
，規定稅率值
百抽五。

1843.7.22

璞鼎查在香港公佈《五口通商章程》，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

1843.10.8

耆英與璞鼎查在虎門簽訂《虎門條約》
，作為《南京條約》的附約。

1844.7.3

耆英與美國代表顧盛(Caleb Cushing)在澳門望厦村簽訂《中美望厦條
約》。

1844.10.24

耆英與法國代表拉萼尼(Theodose de Lagrene)在廣州黃埔法艦上簽
訂《中法黃埔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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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廣州之戰大事表(20 分)
時間

大事記

1847.4.3

英公使德庇時(Davis)率軍突入珠江，要求進入廣州城；耆英答允英人
兩年後可入城。

1847.12.5

6 名英人在廣州黃竹岐被殺，使中、英雙方因廣州入城問題關係惡化。

1849.2.17

香港總督文翰(George Bonham)於虎門會晤兩廣總督徐廣縉，再次提出
進入廣州城要求，但不得要領。

1854.4.4

英國駐華公使包令(Bowring)、美國公使麥蓮(Mclane)赴廣州見兩廣總
督葉名琛，提出修約要求，未果。

1854.11.3

包令、麥蓮赴大沽口見清廷代表文謙、崇綸要求修約，再被拒絕。

1856.2.1

非法進入廣西西林縣的法國神父馬賴被處決。

1856.10.8

香港註冊之「亞羅號」在珠江被粵水師截查，英國抗議英旗受辱、水
手被拘捕，要求放人、賠償、道歉。

1856.10.23

兩廣總督葉名琛釋放亞羅號水手，但拒絕道歉。英海軍司令西馬縻各
厘(Michael Seymour)率艦進攻珠江內河，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12.14

英軍再度進攻廣州城，廣州人民火燒十三行洋樓泄憤。

1857.7.2

英國侵華全權代表額爾金(James Brace,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率
軍抵香港。其後英軍封鎖珠江。

1857.10.16

法軍全權代表葛羅(Jean Baptiste Louis Gros)率軍抵香港。亦如英軍一
樣封鎖珠江。

1857.12.29

24 日，英法聯軍向兩廣總督葉名琛發出最後通牒，五天後攻陷廣州，
廣州將軍穆克納德投降。

1858.1.5

葉名琛被俘，後押往印度，在加爾各答絕食而死。英法聯軍在廣州實
行軍事統治，以巡撫柏貴為傀儡執政。

1858.5

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砲台，入侵天津。奕山為沙俄要挾，簽訂《中俄璦
琿條約》。

1858.6

清廷派桂良、花沙納先後與俄、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

1859.6

英、法兩國軍艦抵大沽口，以換約為名，限令清廷撤除白河防禦，並
炮轟大沽砲台；清軍還擊，戰事再起，英、法軍退卻。

1859.7

兩廣總督黃宗漢與英、法議定在廣州沙面建立租界。

1860.3

英法聯軍重新整編，再度東侵中國。

1860.8

英法聯軍由俄人領路，攻佔北塘、塘沽；再陷大沽砲台，並侵佔天津。

1860.9

咸豐由北京圓明園逃往熱河。

1860.10

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下令火燒圓明園。

1860.10-11

恭親王奕訢分別與英、法、俄三國簽訂《北京條約》。

馬洪林、郭緒印編《中囼近現代史大事記》
，上海：知識出版社，1982。
廣東海防史編委會編《廣東海防史》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0，頁 218-242。
【美】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 1 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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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裁判「林維喜事件」(30 分)
細閱下列五則資料：
(1) 事實一：1839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尖沙咀村民傷重死亡
(2) 事實二：案發前一天，林維喜受傷
(3) 證供一：根據義律提供的證人，林氏受傷原因有下列說法：
林賽(H.Hamilton Lindsay)：一名英國水手酒醉躺在尖沙咀沙灘，突然有兩持
長刀的中國男子走近，意圖不軌，其中一人就是林維喜。這名水手立即跳起，
並搶去其中一人的長刀，他因此被敵人追逐，直至他爬上一道牆。林維喜就
是在追逐英國水手時，爬牆失足跌下受傷而死的。
(改寫自 Hugh Hamilton Lindsay. Remarks on Occurrences in China Since the Opium Seizure in
March 1839 to the Latest Date. London: Sherwood, Gilbert, & Piper,1840.)

魏利(Arthur Waley)：該案發生在 6 月 27 日，當時有一群美國人曾與村民爭
吵，事緣是該群美國人曾進入一間寺廟，粗對木製的神像無禮，肆意觸摸，
還將神像頭上的金葉裝飾拿走。而村民誤將後來經過的英國水手當作搗亂寺
廟的美國人，因而爆發了一場激烈的衝突。……結果中國人輸了，受傷的村
民林維嘉被運送至海灘。……一個身體健全的人並不可能因棍擊胸部而喪命
的。
(改寫自 Arthur Waley.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畢清(Jack Beeching)：該案發生於 7 月 12 日，當時有幾十名外國水手被捲進
衝突中……
(改寫自 Jack Beeching.The Chinese Opium War.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4) 證供二：根據林則徐及其屬員所提供的證人，事件情況如下：
新安縣知縣梁星源：林維喜頂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傷。鄉鄰多人見證，僉
稱係英咭唎國船上夷人所毆，眾供甚為確鑿。另外，劉亞三所言水手人數、
棍棒何來、英船長姓名、夷醫、船名、金額、應付款日期、何人擔保，經調
查後，證明屬實。
(改寫自林則徐。《林文忠公全集》
。台灣:德志出版社。1963 年。)

澳門同知蔣立昂：眾多夷人上岸酗酒，強進尖沙咀村，並將適逢路過之林維
喜毆打重傷致死。(同上註。)
污點證人劉亞三：當日我在現場……維喜死後，有英人要求我私埋屍身以圖
掩飾真相。……又叫我向死者家屬提供 1,500 元，換取死者之子林伏超所立
的字據，證明其父是死於意外，與洋人並無關係。(同上註。)
兩廣總督鄧廷楨：我曾向美國領事吐哪(Warren Delano Jr.) 求證：義律堅稱
當日有米國人一同在場。……吐哪證實是時
國無涉。(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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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米國人登岸，該案亦與該

(5) 案發後義律的反應：
案發後第三天到了香港調查，並知道此案與英船「卡納蒂克」
號和「曼格洛爾」號的水手有關。
找人接觸劉亞三，安排提供 1500 元給死者家屬(條件是林伏超
立字據，證明其父是死於意外)；400 元收買低級地方官；100
元給受損害的村民。又宣佈兩項懸賞：能提供證據指證兇手，
賞 200 元；提供證據指證騷亂的禍首，賞 100 元。
多次提到美國人有參與這次騷亂。
不理會林則徐多次要求交出嫌疑犯(林則徐每次皆寬限十天)；
或推搪要徵求本國同意。
1839 年 7 月 26 日，義律單方面公佈在中國開庭審訊。
1839 年 8 月 12 日義律在英艦「威廉堡」號上舉行審訊。他自
任法官，自組陪審團，翌日宣判：五個犯了騷亂和毆打罪的水
手，兩人判處三個月的監禁及罰金十五鎊；三人判監六個月及
罰金二十五鎊。監禁可在任何女皇陛下的監獄或教養院實施。

請以陪審員的角度分析以下兩題：
1

你相信哪些供詞？不相信哪些供詞？為什麼？(8 分)

著學生留意：
˙ 事實與證供的差異，如兩者所述的日期不同；
˙ 證供是否合乎邏輯？
˙ 相關資料有否清晰地羅列人名及數據？
˙ 證人是同胞，抑或有不同崗位或國籍的人？
2

你認為義律的反應有沒有可疑之處？若有，可疑的地方在哪裏？(4 分)

參考答案：
義律找來的證人及其供詞均替涉案英國水手開脫，卻將視線轉移至美國人
身上。此外，他亦支付掩口費予相關人士，舉動讓人猜疑。(其他合理答
案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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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政治家或行政角度分析以下兩題：
3

你覺得在這事件中，中方抑或英方的處理較佳？何以見得？(8 分)

參考答案：
在調查過程中，中方多方面求證，處理較佳，英方則處處顯出另有私心，
義律自行在審訊判案，亦不乎合常理。 / 因為義律的不合作，林則徐採
取封船、停止貿易等手段來報復英商，似乎將司法和外貿混為一談，同時
亦將不相干人士懲處，有違司法精神。
(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4

中、英因此案而衝突升級。假如你是任何一方的最高長官，你會怎樣處理
以達致較佳的結果？(10 分)

教師宜提醒學生作答時須留意：
˙ 此案是一樁私人衝突事件，不宜提升至中、英兩國對立層面；
˙ 司法與貿易應分開處理；
˙ 尊重主權國的司法制度，亦須考慮外國國情的不同 (中國自唐代設置巿
舶使以來，直至清代，對外人都有司法酌情權)；
˙ 雙方應拋開成見，以此事為一獨立事件處理。
(其他合理論據亦可)
延伸參閱：茅海建《天朝的崩潰》、劉章義編《鴉片戰爭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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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廣州的佈防與失守(35 分)
根據圖 1「珠江（虎門-廣州）要塞圖：1840-1856」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及「圖
2 廣州軍事形勢立體模型圖」（三元里抗英紀念館）
，解答下列問題：

圖 1：
「珠江（虎門-廣州）要塞圖：1840-1856」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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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廣州軍事形勢立體模型圖」（三元里抗英紀念館）

1

試將各個炮台分類列入「虎門區」
、
「黃埔區」
、
「廣州城」三組內。
(提示：參看圖 1 中提到的三道防線位置)(17 分)

虎門區

黃埔區

廣州城

沙角砲台、威遠砲
烏沖砲台、獵德炮台 東砲台、西砲台、東
台、靖遠炮台、鎮遠
得勝砲台、西得勝砲
砲台、橫檔砲台、大
台、鳳鳳崗砲台、四
角砲台、鞏固砲台、
方砲台
永安砲台、大虎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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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炮台的地理位置有何特色？有何不足之處？(8 分)

特色：
˙ 主要在珠江下游兩岸，以及若干小島上；
˙ 多數砲台及火力最強的砲台均集中於東岸(即東莞、虎門一帶)；
˙ 西岸砲台較少，火力亦較弱；
˙ 沒有內陸砲台及堡壘。
不足之處：
˙ 東、西岸及上、下橫檔島的砲台不能互相配合；
˙ 敵軍進攻時可採取偏西航道，即可避開威遠砲台、靖遠砲台及鎮遠砲
台的攻擊；
˙ 敵軍只要摧毀沿岸砲台，一登陸即如入無人之境。除了越秀山外，清
兵缺內陸防禦的工事。

3

「虎門炮台」被譽為「金鎖銅關」
，其具體佈防情況是怎樣的？試加以評
價。(10 分)

金鎖銅關大致上分為三道防線：
˙ 最外圍是大角、沙角砲台，成犄角勢分守伶仃洋口西、東兩岸。但兩
者實際距離較遠，火力不能交織。
˙ 第二重防線是上、下橫檔島上與兩岸的砲台組成的防禦網。但上、下
橫檔之間有小山丘阻隔，南、北砲台互不呼應；而且，西岸的鞏固砲
台只安裝了小砲，威力不大。
˙ 最後防線是威遠砲台、靖遠砲台及鎮遠砲，雖火力較強，但位置有高
低，前後、上下火力不能集中抗敵。
總括而言，金鎖銅關有言之過實之嫌。
延伸參閱：蕭國健《明清兩代廣東海防──關城與炮台》

61

【工作紙四】中英軍力懸殊之考察(30 分)
A

細閱下列分別攝於「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圖 1 及圖 2）及「廣州博物館
（五層樓）」（圖 3）門外的大炮照片，然後解答所附問題：

圖 1：鴉片戰爭時清廷的大炮（一）

圖 2：鴉片戰爭時清廷的大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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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兩種大炮的炮口

1 根據圖 1 及圖 2，將大炮分類－何者為「國產」？何者為「進口」？(2 分)
圖 1 的大炮是「國產」的，圖 2 的大炮是「進口」的。
2 根據 3 組圖片，說出兩類大炮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最少列出三項)
「國產」大炮

「進口」大炮

(1)

表面粗糙/鋼水較差

表面光滑/鋼水較好

(2)

管壁甚厚

管壁較薄

(3)

炮口較小

炮口較大

(4)

沒有膛線

有膛線

(5)

前膛砲

後膛砲

3 你認為那個類別的大炮的威力較大？為什麼？(4 分)

進口大炮的威力較大，因為國產大炮的鋼水較差，容易炸裂；炮口較小則
炮彈亦小，威力較弱；沒有膛線則射擊準繩度較低。而進口大炮在上述方
面都較優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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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觀察下列攝於香港海防博物館及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照片，並觀賞香港
博物館的「靖海澄彊」紀錄片，然後解答所附問題：

圖 1 說明：右圖船身的黑色方格是炮位

圖 2 說明：左圖是實心彈，沒有爆炸力；右圖是穿甲彈，可打穿甲板後再爆炸

4

請以「清軍」、「英兵」兩類別將照片中的「戰船」
、
「炮彈」分類。(4 分)
清軍

英兵

戰船

圖 1 的左面

圖 1 的右面

炮彈

圖 2 的左面

圖 2 的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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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認為英方還是中方的船艦火力較強？防衞能力較好？為什麼？(6
分)

英軍的戰船火力較強，因為它們砲位多，亦即火炮數目較多。另外，它們
一部分的大炮使用穿甲彈，可打穿對方艦隻的甲板後再爆炸，破壞力更大。
英軍戰船的防衞力較好，因為它們的炮手和大炮都在甲板下層，清軍的實
心彈以拋物線打出，就算偶然打上英艦甲板，亦造成不了太大的傷害。
C 參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1838 年中國的「秘密武器」
試將資料一的圖片及文字描述互相配對。
圖片

文字描述
A 飛空滴水神油罐：用鵝、鴨、鷄蛋，盡
去其黃，和以桐油，將磁罐注滿，掩塞其
口，細繩為絡。使勇士持之，約離賊船二
三丈餘，擲入擊碎，四散流出，兼以風波
洶湧，滑不可立，器不可施。況油沾船板，
惹火易焚。我兵更於上風或揚神沙，縱神
火，舉火砲。雖微法小技，而取勝之功，
則甚大矣。
(《金湯十二籌》
，引自梁廷枏等編《廣東海防彙覽》
，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頁 619)

B 神霧筒：用風化灰(用大塊灰相一斗)、走
沙(一斗)、鐵腳砒(五斤)、硫磺五斤、南星
二斤、半夏三斤、細辛二斤、甘遂一斤、
川烏二斤、草烏二斤、鹵沙二斤、丹皂十
斤、巴霜二斤、斑貓二斤、薑粉二斤、桐
青四兩，共為細末飛面二十斤，鍋內炒半
熟，次下群藥同炒，取起聽用。臨敵順風
揚之，血湧目瞎，萬無不勝。
(施永圖《心略》
，引自梁廷枏等編《廣東海防彙覽》
，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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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火龍吐燄神球：用油篾編造，圓滾如球，
可容火藥一升。厚紙糊裏，將松脂溶化，
薄塗周圍，以細繩為絡。使膂力勇士持之，
約離賊船二三丈許，飛空擲入賊船，則火
光四起，以亂賊心。
(傅庭《秘書》
，引自梁廷枏等編《廣東海防彙覽》
，石家
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頁 615)

D 群烽砲：用篾編成圓籃，以紙厚糊四五
十層曬乾，上糊油紙數層，開砲上竅，以
火藥三斤加鐵蒺藜半斤，飛燄毒火各數十
個實其中，拋入賊船，飛燕火發，其船立
破。
(施永圖《心略》
，引自梁廷枏等編《廣東海防彙覽》
，石
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頁 616)

資料二：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火炮的技術比較
清軍
英軍
多為 2-3 桅木殼風帆；全為直立帆；

多為 7-13 桅鐵皮/包铜、扇頁風帆，亦

隻約百艘。

至 80 門。参戰船隻 66 艘。

多以生鐵鑄造，有八千斤、六千斤之
名目，最重者達 4 萬餘斤。多為前膛
炮，炮管厚重，欠打磨，厚薄不勻，
多蜂窩式氣孔，往往在發炮時炸裂，
自傷炮手。所以要不斷加厚管壁，或

多精鐵、精鋼鑄造，炮身較輕和均勻。
多為後膛炮，具車輪，間有轉盤；有
來福線、星準，射擊準確。

船
航速慢，炮位少，最多 30 門。参戰船 有明輪艦；航速、轉舵均快；炮位多
艦

炮

減少火藥的填塞，使威力大減。
主要是圓形實心彈，一般重 3-10 餘
斤，有個別差異。由於炮管多固定在
石炮臺上，不能上下左右擺動，故發

有實心彈、霰彈、爆炸彈等，分 24 磅、
34 磅等，最大重達 68 磅，規格嚴謹。
另有小量穿甲彈，長筒形，一端尖銳，

炮
彈 射時以拋物線吊向目標，命中率不高。 一端平脚，發射時依膛線旋轉直射，
準確度高，穿透力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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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藥

由硝、硫、炭合成。比例約為 80%， 亦由硝、硫、炭合成。根據
10%，10%；往往按工匠的經驗合成。 2KNO3+3C+S→K2S↓+N2 ↑+3CO2↑ 的
一般而言，硝的成份是過重，容易吸 公式研製；硝、硫、炭的比例是：
收水份而受潮。加上煉製時用傳統的 74.84%，11.84%，11.32%，十分精確，
舂碾，粒裹較粗，往往不能充份燃燒。 爆炸力強。
大部份為鳥槍。長約 2.01 米，又名担 有 Barker 火燧槍，長約 1.16 米，可配
杆槍，屬火繩槍類，遇天雨則常失靈。 刺刀，射程 200 米。速率為 2-3 發/分

槍 射程約 100 米，速率為 1-2 發/分鐘。 鐘。另有 Brunswick 擊發槍，長 1.42
米，射程更達 300 米，速率為 3-4 發/
分鐘。
参考及整理自劉鴻亮〈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火炮的技術比較〉
，
《清史研究》
，2006 年第 3 期，
頁 31-42；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 33-47。

6

7

試將資料一的圖片及文字描述互相配對：(4 分)
圖片編號
(1)
(2)
(3)
文字描述
B
D
A

(4)
C

試分組討論下列問題，每組選答一題。(字數不少於 500 字)(10 分)
(1) 為什麼當時中、英的軍力有這麼大的差距？

教師宜提醒學生可留意：
˙ 近世英國的科技發展迅速，而中國的科技發展則停滯不前；
˙ 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國家富裕，使軍力增強；
˙ 英國維多利亞女皇設法令海軍擴張，加上殖民主義的急促發展，故當
時英國對外戰爭的經驗比較豐富；
˙ 中國受海禁政策的影響；
˙ 中國從未遇過海上而來的大敵，只有抵禦海盜及倭寇的經驗，故長期
不重視海軍的發展。
(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2) 假若你是當時中方的欽差大臣，你會用什麼策略與英軍周旋/作
戰？

教師宜提醒學生可留意：
˙ 盡早開展洋務──師夷之長技；
˙ 效法日本維新；
˙ 清自鴉片戰爭爆發後，停滯了 20 年才變革(蔣廷黻語)，是慢了很多節拍；
˙ 清末有主張以「縱橫」學說應付外患；
˙ 也有主張「商戰」、「學戰」等以應付外侮。
(其他合理答案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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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五】兩次鴉片戰爭‧香港(50 分)
細閱以下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跑馬地香港墳場有關兩次鴉片戰爭中陣亡英軍舉隅
1. Lieutenant Benjamin Fox(1812-1841.5.25)，是善獵者號(HMS Nimrod)的
上尉，死於鴉片戰爭。
2. Commander William Brodie(1785-1841.6.17) ， 是 響 尾 蛇 號 (HMS
Rattlesnake)的艦長，死於鴉片戰爭。
3. Lieut. Hewitt(曉域)，服役於漢華麗號(HMS Cornwallis)，死於鴉片戰爭。
4. Lieut. Commander Uniacke( 昂 艾 基 ) ， 服 役 於 漢 華 麗 號 (HMS
Cornwallis)，死於鴉片戰爭。
5. Lieut. Atcherley(阿徹利)，服役於漢華麗號(HMS Cornwallis)，死於鴉片
戰爭。
6. Captain William Thornton Bate(1820-1857.12.29) ， 是 阿 蒂 安 號 (HMS
Actaeon)的少校；死於英法聯軍之役。(聖約翰大教堂東壁有該少校紀
念碑)
7. Edward Loft(?-1857.12.29)，服役於西比爾號(HMS Sybille)，死於英法聯
軍之役。
8. 另有英法聯軍之役中從廣州到北京各戰役的 51 名陣亡英國皇家海軍陸
戰隊的軍官、號兵、二等兵、砲兵的紀念碑。人名及事蹟待考。
資料二：跑馬地香港墳場中的英艦紀念碑舉隅
1. HMS Cornwallis(漢華麗號)，鴉片戰爭英艦，
《南京條約》在此艦上簽訂。
紀念碑上註有 3 名陣亡者。
2. HMS Calcutta(加爾各答號) ，英法聯軍之役英國旗艦，紀念碑上註有
50 名陣亡者。
3. HMS Sybille(西比爾號) ，英法聯軍之役英艦，紀念碑上註有 21 名陣亡
者。
4. HMS Sampson(森遜號) ，英法聯軍之役英艦。紀念碑上註有 20 名陣亡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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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英軍將士圖片(攝於香港海防博物館)

1

參考資料一、二、三及海防博物館放映的紀錄片，分析英兵在華南地區陣
亡者眾的原因。(10 分)
˙ 水土不服：當時不少英軍染上歐洲沒有的亞洲熱帶傳染病，很可能是

瘧疾，因為嶺南地區雨水較多，蚊患情況普遍。只要細心觀察跑馬地
墳場陣亡英軍墓碑及文獻記載，不難發現當時英兵多患上熱病
(fever)，引致英年早逝。
˙ 英軍穿上歐陸式高領、長袖、緊身的軍服來華作戰，遇上炎熱的氣候，
自然容易中暑病倒。
2

參考課本、有關書籍及網上資料，完成下面的「香港街道與兩次鴉片戰爭」
表解：(30 分)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街名

職位/角色/身份

郭富

Hugf Gough

歌賦街

海軍少將

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砵甸乍街

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郭實臘

A.Gutzlaff

吉士笠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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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場戰爭
第一次鴉片
戰爭

總司令、第一任 第一次鴉片
港督
翻譯官

戰爭
第一次鴉片
戰爭

額爾金

James Bruce,
Earl of Elgin

巴夏禮

Harry Parkes

戴維斯/

John Francis

德庇時

Davis

西摩爾 Edward Seymour
文翰/文

白加士街
爹核士街

西摩道

戰爭

華公使

戰爭

駐華商務總

第二次鴉片

監、第二任港督

戰爭

海軍官中將

第二次鴉片
戰爭

Samuel George 般咸道、文咸 駐華公使、第三 第二次鴉片
Bonham

東、西街

任港督

寶靈

John Bowring

寶靈街

第四任港督

羅便臣

第二次鴉片

駐廣州領事、駐 第二次鴉片

咸

羅士敏/

3

伊利近多街 司令、全權代表

Hercules
G.Robert

羅便臣道

Robertson

第五任港督

戰爭

第二次鴉片
戰爭
第二次鴉片
戰爭

試分組討論，選取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具影響力的兩位外國要人，說明其在
戰爭中擔當的角色及影響。(字數不少於 500 字)(10 分)

學生可自由選擇相關人物，如選的是港督，可參看張建興《香港二十八任
總督》，【北京】朝華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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