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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宗教是人類生活重要的一環。自古以來，於中國歷史流傳的宗教可

分兩類：一為中國本土發展的道教及民間俗信，一為外地傳入的宗

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及基督宗教。長期以來，中國對形形色色的宗

教均抱兼收並蓄、寬容尊重的態度，遂使各宗教在華得以廣泛傳播。

中國自唐、宋發展海上貿易以來，中西交通頻繁，廣州為重要的對

外窗口，延至清代南京條約簽訂前，一口通商，廣州於中西交通的

地位更為重要及明顯。細察來華傳播的外來宗教，大多先傳入廣州，

在此扎根，再向外流佈。因此，廣州現存不少甚具歷史價值的宗教

建築，可為香港學生就新高中課程選修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

交流，提供了豐富的實地探究學習的材料。 

 

2 本教學設計以「從廣州的宗教建築看外來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為

主題，共選取了以下五個具珍貴歷史價值的宗教建築作實地探究學

習的對象，以拓闊學生的學習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2.1 聖心大教堂：天主教廣州教區最宏偉、最具特色的大教堂 

2.2 沙面基督堂：沙面英國租界內的基督教堂 

2.3 露德天主教聖母堂：沙面法國租界內的天主教堂 

2.4 懷聖寺：中國現存最早的清真寺 

2.5 南海神廟：是中國古代東南西北四大海神廟中惟一留存下 

  來的建築遺蹟 

 

學生透過參觀上述宗教建築，初步接觸外來宗教在廣州不同時期的

發展情況；並從參觀中欣賞、體味歷史建築的特色，及中外文化調

和的概況。 

3 本教學設計的學習活動涵括日常課堂及國內考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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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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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設計共有四個學習重點： 

4.1 學習重點一：讓學生參觀聖心大教堂、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及沙

面基督堂，從實地考察了解基督宗教在華的發展歷史及各堂的

建築特色，並透過反思活動認識清代基督宗教傳播的特色。 

4.2 學習重點二：讓學生從參觀懷聖寺，並透過多元的探究活動（如

訪問廣州市伊斯蘭教協會副會長保延忠或相關人物）及研習有

關文獻，了解懷聖寺的建築特色、伊斯蘭教在華的承傳、宗教

文化傳統及與中國文化的交流。 

3.3 學習重點三：讓學生從參觀南海神廟，了解中國傳統宗教（道

教）的文化特色與發展，並透過反思活動了解道教的承傳。 

4.4 學習重點四：讓學生綜合實地考察廣州的宗教建築及多元學習

所得，探究外來宗教的發展與中國文化調和、交融的關係。 

5 本教學設計重點透過實地參觀及考察，培養學生觀察、發問、整理、

綜合、分析、比較一手資料的能力；並配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

括：擬訂探究計劃、製作電腦簡報、口頭匯報、資料研習及論文寫

作，訓練學生研習歷史、溝通及明辨性思考等共通能力。教師可因

應學生的水平及能力，調節習作的份量、要求及佔分比重，以照顧

學習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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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內容大綱 

 

主題 從廣州的宗教建築看外來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課題 

高中： 

選修部分單元（五）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課題：伊斯蘭教、基督宗教、道教 

初中： 

課題（中三級乙部）：宗教概說  

學習 

重點 

1 從聖心大教堂、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及沙面基督堂看清代

基督宗教傳播的特色 

2 從懷聖寺看伊斯蘭教的傳播特色、伊斯蘭教宗教文化傳

統與中國文化的融合 

3 從南海神廟看中國傳統宗教（道教）的文化特色與發展 

4 從實地考察廣州的宗教建築及多元學習所得，探究外來

宗教的發展與中國文化調和、交融的關係 

 



207 

 

 

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一：從聖心大教堂、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及沙面基督堂

看清代基督宗教傳播的特色】 

1.目的： 

     1.1 讓學生透過參觀廣州的聖心大教堂，對清代基督宗教傳播的

歷史及其宗教建築有初步認識；學習從參觀中欣賞、體味歷

史建築特色、重點記錄及整理資料的方法。 

     1.2 讓學生透過參觀廣州的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及沙面基督堂，對

清代基督宗教傳播的歷史及其宗教建築有所認識；學習從參

觀中欣賞、體味歷史建築特色、重點記錄及整理資料的方法。 
 

2.參觀地點： 

    2.1 廣州的聖心大教堂（廣州市一德路） 

    2.2 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廣州市沙面大街 14 號） 

    2.3 沙面基督堂（廣州市沙面南街 40 號） 
 

3.參觀重點：教堂外觀與內堂建置的特色 
 

4.習作安排：（附錄 4.1） 

    4.1 工作紙一（60 分）：完成「石室探索」工作紙。運用歷史探

究方法，由外而內了解聖心大教堂的發展歷史、建築特色，

並記錄相關文物。 

    4.2 工作紙二（40 分）：完成「從沙面基督宗教建築看外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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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的傳播」工作紙。運用歷史探究方法，從露德天主教聖

母堂及基督堂了解基督宗教發展歷史、建築特色，並記錄相

關文物；然後再與聖心大教堂作比較，進一步認識其建築特

色及歷史意義。 
 

5.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5.1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水平及能力，調節習作的份量、要求及佔

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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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二：從懷聖寺看伊斯蘭教的傳播特色及 

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 

1.目的： 

1.1 讓學生透過參觀廣州懷聖寺認識伊斯蘭教的傳播特色、宗  

教文化及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流。 

1.2 讓學生學習從參觀中記錄重點、整理資料及建構知識。 

1.3 透過採訪活動讓學生深入認識伊斯蘭教傳入對廣州社會及

文化的影響。 

1.4 訓練學生溝通及觀察的能力，懂得採訪、搜集、應用及掌

握整理一手資料的技巧。 
 

2.參觀地點： 

 2.1 懷聖寺（光塔路 56 號） 

 2.2 懷聖寺附近的地區（蕃坊舊址） 
 

3.參觀重點： 

3.1 從懷聖寺內的佈局與裝置認識伊斯蘭教文化的特色，並探索

伊斯蘭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的表現。 

3.2 透過考察懷聖寺附近的地區（蕃坊舊址），採多元化探究形

式，如採訪活動（伊斯蘭教務負責人／穆斯林）、觀察及統

計街道名稱、店鋪性質、銷售貨物、店鋪顧客等途徑，搜集

資料，了解伊斯蘭教的傳播特色及其傳入對廣州社會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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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4.習作安排：（附錄 4.2） 

4.1 工作紙三（50 分）：填寫「懷聖寺睇真 D」工作紙，加深認

識寺內的建築特色，探討伊斯蘭教文化與中國文化共融的表

現。 

4.2 工作紙四（10 分）：5 至 6 人一組，以「從懷聖寺附近地區

認識伊斯蘭教傳入對廣州社會及文化的影響」為題，於考察

前擬訂有關探究計劃書。 

4.3 工作紙五（90 分）：製作【廣州懷聖寺】電腦簡報，並於課

堂作口頭匯報，讓各組同學展示實地參觀及探究學習的成

果。 
 

5.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5.1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水平及能力，調節工作紙的份量、要求及

佔分比重。尤其工作紙四及工作紙五。 

     5.2 學生能力較高的：建議完成所有工作紙。學生能力稍遜或一

般的，建議略去工作紙四，並將工作紙五的內容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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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三：從南海神廟看中國傳統宗教（道教） 

的文化特色與發展】 

1.目的： 

1.1 讓學生透過參觀廣州南海神廟認識中國傳統宗教文化與特色。 

1.2 讓學生從考察南海神廟的地理位置了解神廟的由來與發展。 

1.3 讓學生從南海神廟整體的佈局與裝置探索中國傳統宗教與外

來文化交融的表現。 

1.4 讓學生學習從參觀中記錄重點、整理資料及建構知識。 
 

2.參觀地點： 

 2.1 南海神廟（廣州黃埔區廟頭村） 
 

3.參觀重點： 

3.1 從南海神廟內佈局及裝置認識中國傳統宗教的文化。 

3.2 從南海神廟整體的佈局與敬崇對象探究中國傳統宗教與外來

文化交融的表現。 

    3.3 從考察南海神廟的地理位置了解神廟的由來與發展。 
 

4.習作安排：（附錄 4.3） 

4.1 工作紙六（50 分）：填寫「南海神廟知多少？」工作紙，加深

認識南海神廟的發展歷史。 

4.2 工作紙七（50 分）：完成「南海神廟的發展史為例，探討道教

兼收並蓄的共融精神與弘揚教務的關係。」評論題。（字數

400-500 為限） 
 

5.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5.1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水平及能力，調節工作紙七的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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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說明 

 

 

【學習重點四：從實地考察廣州的宗教建築， 

探究外來宗教的發展與中國文化調和、交融的關係】 

 

1.目的： 

  1.1 讓學生總結考察廣州宗教建築的學習成果。 

       1.2 讓學生進一步搜集資料，延展自學探究精神，鞏固知識基礎。 

    1.3 訓練學生掌握整理一手及二手資料的技巧，並分析、歸納、

綜合及評價不同史料的能力。 

    1.4 讓學生透過完成課業，反思學習所得，建構知識。 

 

2.習作安排：(附錄 4.4) 

     2.1 工作紙八（50 分）：撰寫信函 

 

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和諧，故對各種外來宗教均

能兼容並包，為外來宗教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又有學

者說外來宗教具很強的變通性與開放性，在發展過程中能

主動適應中國傳統文化，使其能成功於中國生根和發展。 

 

試撰寫信函一封給你的好友或師長，以伊斯蘭教及基督宗教在華傳播

為例，結合實地考察所見、訪問所得、課堂學習所知及搜集的延伸資

料，談談你較認同哪一種說法？（字數 600- 800 為限） 

 

3. 使用建議及注意事項： 

     3.1 教師可因應學生的水平及能力，調節工作紙的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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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的宗教建築看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學習重點一：從聖心大教堂、露德天主教聖母堂 

及沙面基督堂看清代基督宗教傳播的特色 
 

【工作紙一】石室探索 

聖心大教堂（Sacred Heart Cathedral）坐落於廣州

市中心的一德路，是天主教廣州教區最宏偉、最

具特色的一間大教堂，始建於 1863 年（同治二

年），至 1888 年（光緒十四年）落成，歷時 25 年，

耗費40萬法郎。教堂坐北向南，總建築面積為2754

平方米，東西寬 35 米，南北長 78.69 米，由地面

到塔尖高 58.5 米。聖心大教堂建成 140 多年來，

共歷三次大維修，首兩次分別是 1920 年代及 1980

年代。1997 年教堂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並於2004年開展第三次大型維修工程，至2006

年秋季完工後再重新開放。 

同學們，試採用步移歷史探索法，細察聖心大教堂的外觀及內部結構，回

答以下各項，以對教堂有更深入的認識。 

 

【聖心大教堂興建背景】 

1 聖心大教堂興建於何年？你可從建築物的哪裡找到印證？以下照片顯

示了「ROMA」（羅馬）及「JERUSALEM」（耶路撒冷）的英文名，

這有什麼意思？（6 分） 

 

 

 

 

 

 

教堂建於 1863 年，在教堂正面底層東側的角石可見。石上刻有「耶路

撒冷 1863」，西側的角石上刻有「羅馬 1863」，取義天主教創立於東方

之耶路撒冷，而興起於西方之羅馬。當年，並分別取自耶路撒冷及羅馬

之泥塊各一公斤作為奠基之用，1863 則表示石室聖心的奠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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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教堂的原址本是什麼地方？清朝立國以來對外來宗教嚴加禁止，試

從當時中國的政情發展，想想法國為何能夠於 1863 年在廣州市中心興

建大教堂。（10 分） 

原址本為兩廣總督葉名琛部堂衙門，是兩廣最高權力機關。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 年)後，英法兩國根據《北京條約》第四條「傳

教士可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天主教堂」的條款內容，傳教士紛紛到中

國，並修築教堂以便傳教，羅馬教皇派法國普行勸善會傳教士明稽章

來廣州，委託為粵桂監牧區首任宗座監牧—相當於主教，明稽章看中

了珠江邊的這塊寶地。1861 年 1 月 25 日，由恭親王奕訢與法國政府

簽署附加協議，正式確認廣州聖心大教堂的建立。 

 

【聖心大教堂建造特色】 

聖心大教堂的興建是仿巴黎聖母院的結構而設計，巴黎聖母院是當時盛行

於歐洲哥特式建築的代表。細看以下巴黎聖母院的圖片，可見哥特式建築

風格的主要特色： 

 採用垂直綫條和高聳尖拱、尖塔裝飾，予人有強烈的上升感覺。 

 花式窗櫺，採用彩色玻璃和高浮雕技術，使建築顯得輕巧玲瓏，

光彩奪目。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91%89%E5%90%8D%E7%9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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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試從聖心大教堂的外觀及內部結構找出證據，印證她具備哥特式的建

築風格。（15 分） 

 

教堂外觀： 

‧ 聖心大教堂正面是一對巍峨高聳的雙尖石塔（空心八角形錐體），

呈現瘦高的骨架，從下向上，給人向天空無限延伸的感覺。 

‧ 底層開三個尖形拱門，中央大門最大，左右門對稱門前呈後退八字

形，上面凹入，稱為透視門。 

‧ 二層當中是一用石頭雕刻鏤空的圓形玫瑰窗。三層為鐘樓，一對八

角形的尖形塔頂高峻陡峭，西側石塔裝置機械時鐘，東塔裝法式命

名為「瑪利亞」等聖名的銅鐘四具。 

‧ 正面大門合掌式的花窗欞、玫瑰窗、東西兩側的外牆建有飛拱和

飛扶壁，凌空斜撐。 

 

教堂內部結構： 

‧ 堂內以二排縱向束柱把空間分為中廳和側廊，採用尖形肋骨十字 

拱頂，合掌式的花窗欞分佈四周牆壁。 

‧ 教堂的門窗均以紅、黃、藍、綠等七彩玻璃鑲嵌，避免室外強光

射入，又使室內光線終年保持着柔和，形成祥和、肅穆的宗教氣

氛。 

 

4. 細看聖心大教堂的建築風格，可有揉合東方色彩？（5 分） 

 束柱的柱頭以變形的麥穗作裝飾； 

 出水口為中國傅統風格的石獅式樣。 

 

5. 為什麼聖心大教堂稱之為「石室」或「石室耶穌聖心堂」、「石室天主

教堂」？試從建築物的結構加以印證。（5 分） 

由於教堂全部牆壁、柱子，都是用花崗石砌造，故廣州人稱它為「石

室」。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99%82%E9%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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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聖心大教堂後的靜思】 

 

 

 

 

 

 

 

 

 

 

 

參觀聖心大教堂後，試靜靜地安座在堂內的長條椅上，面向祭壇，回顧剛

才參觀所見所聞，並細心地環觀堂內的一切：束柱、裝置、佈局、擺置……

默默感受一下，然後靜思以下兩項： 

 

6. 為什麼聖心大教堂由興建至落成要歷時 25 載？(最少寫出兩個理由支

持你的看法) 

 石室是由法國工程師設計的。 

 石塊是從香港九龍採鑿，用船航載運到廣州的，採鑿及運送需時。 

 

7. 從聖心大教堂建構的規劃及選址，想想當時的法國教會／教士在中國

傳教事業有甚麼期望？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咸豐十年十二月(1861 年 1 月)，舊督署空地租給

了法國普行善會，作為建立教堂、學校、醫院和育嬰堂之用，由此可

見法國欲以此作傳教基地，並透過發展教育及福利時務，廣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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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從沙面基督宗教建築看外來宗教在華的傳播 

【參觀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後的靜思】 

 

    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創建於光緒十六年（1890 年），佔地面積 839.75 平

方米。因該堂花園南連聖母山，安放露德聖母像而得名。該堂為燈塔式的

哥特式建築，象徵教會如同輪船航行在大海上，燈塔上的燈照亮著我們的

行程。堂內所有門窗都鑲嵌著七彩玻璃，可同時容納一百多人參加宗教活

動。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曾教堂曾關閉。改革開放後，教堂經簡單修

葺，於 1982 年 12 月 8 日舉行復堂典禮。1996 年，天主教露德聖母堂與沙

面島上的其他古建築一起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參觀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後，試靜靜地安座在堂內的長條椅上，面向祭壇，

回顧剛才參觀聖心大教堂所見所聞，並細心地環觀堂內的一切：束柱、裝

置、佈局、擺置……默默感受一下，然後靜思以下問題： 

 

1. 露德天主教聖母堂何時落成？這座宗教建築有何歷史意義？（5 分） 

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創建於光緒十六年（1890 年），因二次鴉片戰爭(1856

年)後，英法兩國根據《北京條約》第四條「傳教士可在各省租買田地

建造天主教堂」的規定，法國教會先後於各地興建教堂，且中國自《北

京條約》後，多口通商，再配合國情的發展，中國與外國政治、經貿、

文化交往日趨頻繁，僑居於廣州的法國使節日多，為方便他們過宗教

生活，遂建這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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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建構的規劃及選址，想想當時法國教會興建這個

教堂用意？（5 分） 

法國教會興築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只欲供駐粵法領使或僑居租界使節

崇拜，故選址沙面的法國租界內，最為方便，由於服務對象範圍較小，

規模不用太大。 

 

3. 試從選址、規模、結構、裝飾、服務對象等方面，比較這座教堂與聖

心大教堂有什麼相同與相異之處。（10 分） 

相同之處： 

兩者均是典型的法國哥特式建築，給人宏偉壯觀的感覺。 

相異之處： 

若從佔地面積比較，聖心大教堂是全中國最大的天主教堂，露德聖母

堂明顯較小； 

若從外觀比較，露德聖母堂亦較簡潔，沒有繁瑣的裝飾線條、雕像、

神龕等。 

 

4. 細想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及聖心大教堂同為法國在華興建的教堂，為何

有以上的差別？（最少寫出兩項理由，支持你的看法）（5 分） 

 因法國興築聖心大教堂的經費龐大，故投資於天主教堂露德聖母
堂相對減少。 

 因天主教堂露德聖母堂只供駐粵法領使或僑居租界使節崇拜，服
務對象範圍較小，規模不用太大。聖心大教堂作法國在華傳教的
基地，故建置十分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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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沙面基督堂的思考】 

  沙面基督堂由英國聖公會於 1864 年興建的教堂，位於沙面廣州英租

界西端，由英籍牧師主持，用英語禮拜，專供外僑禮拜。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後中國政府收回租界，教務隨中國政局變遷而幾經停止，直至 1991 年

才恢復宗教活動。 

 

 

 

 

 

 

 

 

 

 

 

 

 

參觀沙面基督堂後，請靜思以下問題： 

 

5. 英國為何能於 1864 年在沙面興建這座專供外僑禮拜的教堂？試根據

當時中英的國際關係分析。（5 分） 

1859 年，中國經歷英法聯軍，國勢日弱，英國提出闢沙面作為租界，

兩廣總督被迫遷走原在這個沙洲上的居民，拆毀了炮臺，並與英國領

事洛巴特簽訂了《沙面租界協定》，規定沙面作為租界，給予英國、法

國兩國，英國佔地 44 英畝，法國 11 英畝，每畝年繳地租 1500 製錢，

而中國政府必須放棄對沙面的一切權利。自此，沙面成為西方列強駐

於中國的一個據點。由於沙面五分之四的領地屬於英國租界，英政府

遂於此建領事館、基督教堂和公共設施，方便英僑民於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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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試從外觀、結構、堂內裝飾、服務對象等方面，比較沙面基督堂與露

德天主教聖母堂相同及相異之處，以進一步加深對基督教及天主教宗

教特色的認識。 

 

相同之處：（10 分） 

兩堂面積及規模都較小，因兩者只供僑民崇拜，服務對象較少 

 

相異之處： 

 沙面基督堂（基督教） 堂露德聖母堂（天主教） 

外觀 傳統歐陸基督會會堂建築 典型的法國哥特式建築 

堂內裝置 
只有十字架，較簡明，沒 

有聖像 
有豐富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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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的宗教建築看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學習重點二：從懷聖寺看伊斯蘭教的傳播特色及伊斯蘭教與

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 
 

【工作紙三】懷聖寺睇真 D 

    懷聖寺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興建的清真寺，又稱光塔寺。現位於

廣州光塔路 56 號，為中國國家級保護文物。懷聖寺與揚州仙鶴寺、泉州

麒麟寺、杭州鳳凰寺合稱中國伊斯蘭教四大古寺。 

 

試結合提供的資料，並採取步移歷史探索法，細察懷聖寺的外觀及內部結

構，找出以下各項的答案。 

 

【懷聖寺建造背景】 

「唐高祖武德年間（618 至 626 年），伊斯蘭教

創始人穆罕默德派門徒四人來華傳教，其中的艾

比˙宛葛素於唐貞觀初年經海上絲綢之路在廣州

登陸，開始在中國傳教。貞觀元年（627 年），

艾比˙宛葛素和僑居廣州的阿拉伯人捐資修建了

這座清真寺，為紀念穆罕默德，故取名「懷聖」。

懷聖寺於元朝至正三年（1343 年）被焚，七年

後重建。現存建築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

重建後的規制。1949 年後，懷聖寺進行過三次

較大規模的修葺，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建築風格，

可容納 1000 多名教徒同時活動。」 

 

1. 懷聖寺興建於何時？試從建築物找出證據支持。（6 分） 

懷聖寺興建於貞觀年間。這可從寺內清康熙 34 年重修的「懷聖光塔寺」

石匾上漢文：「貞觀元年歲次丁亥秋鼎建」／看月樓正樑上相同字樣，

／「光塔」的解說碑記得到印證。 

附錄 4.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B%BD%E5%9B%BD%E5%AE%B6%E7%BA%A7%E4%BF%9D%E6%8A%A4%E6%96%87%E7%89%A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AC%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9%AC%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89%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89%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A%92%E9%BA%9F%E5%AF%BA&action=edit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AD%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AD%E5%B7%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6%96%AF%E5%85%B0%E6%95%9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4%9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6%E5%BE%B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618%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626%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9%86%E7%BD%95%E9%BB%98%E5%BE%B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E%E8%A7%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9D%E7%BB%B8%E4%B9%8B%E8%B7%A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E%E8%A7%8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627%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9%86%E7%BD%95%E9%BB%98%E5%BE%B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B3%E6%AD%A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343%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695%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949%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4%9E%E8%A7%82&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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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懷聖寺座落於哪裡？為何會選址於此？為什麼中國會允許穆斯林於這

裏建寺作宗教活動的場所？（8 分） 

懷聖寺今座落於廣州光塔路，這為唐宋時期的蕃坊，當時政府發展市

舶司以增加收入，為方便前來商貿的蕃商，乃允許穆斯林於這裡興建

懷聖寺供他們崇拜。 

 

3. 懷聖寺於伊斯蘭教在華傳播有什麼歷史意義？（5 分） 

懷聖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清真寺，能了解伊斯蘭教傳入及發展的事蹟。 

 

【懷聖寺建築特色】 

4. 懷聖寺具備下列哪項傳統伊斯蘭教清真寺的特色？它有傳統漢族建築

的特色嗎？仔細觀察懷聖寺的外觀及內部結構，利用下表剔選聖懷寺

具備的建築特色，並記錄其位置：（23 分） 

傳統伊斯蘭教清真寺建築特色 
在適當

位置加 
位置 

禮拜殿坐西朝東，禮拜時面向聖地麥加   

多為磚砌   

無樑、無柱  禮拜大殿 

頂部呈穹窿式   

殿內沒有任何偶像   

殿內西壁有窑龕，前有一個有階梯扶手的講

台 

 禮拜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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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內、寺外裝飾多以阿拉伯文字、幾何圖紋

和花卉畫紋等組成的抽象圖案為主 

  

寺內有宣禮塔，內有螺旋狀樓梯  光塔 

寺內有水房（沐浴室），為潔淨場所   

寺內有經室，存放經典的地方  藏經閣 

 

傳統漢族建築特色 
在適當位

置加 
位置 

多為木結構   

院落式（庭廊樓檐佈局），有明確的軸線對

稱關係 

  

樑柱是主要建築架構  外殿 

內外裝飾有人形和動物形組成的偶像圖案  圍欄及碑

亭 

內有牌樓  教崇西域/

洪慈普世 

影壁   

亭閣  看月樓/碑

亭 

磚雕（人物及動物形象）   

木刻   

 

5. 懷聖寺可有其他特別的裝置能顯示其與中國文化交融的表現？試列出

兩項。（8 分） 

 寺院建築為中國宮殿式古典建築風格，寺門南向迎街，朱牆飾有
飛簷門樓。入內過通道為望月樓，系重簷雙層； 

 整體採用中國傳統的對稱佈局，在主軸線上依次建有三道門、看
月樓、禮拜殿和藏經閣； 

 懷寺內的圍欄上刻有幾十幅龍、鳳、麒麟等動物圖案，碑亭的腳
柱上也刻有牛、羊、大象等動物圖案…… 

 平面佈局，中庭寬廣，廊廣、低矮，前有宏偉門樓，唐代建築特
色。 



224 

 

 

【光塔】 

光塔位於懷聖寺的右前方，是該寺最高的建築物。光塔高 35.75 米，磚石

砌築，塔體為圓柱形，實心。塔內不分層，有兩道螺旋梯繞塔心而上塔頂；

塔頂上本來有一隻金雞，用來測定風向，後因 1392 年的一場颶風而吹落，

後來人們又修了葫蘆寶頂；在塔頂上有燈光，可以在晚上為海上航行的船

隻導航。 

 

 

 

 

 

 

 

 

 

 

6. 懷聖寺內的光塔有什麼作用？（4 分） 

光塔（或稱邦克樓或喚醒樓）是一宣禮塔，用以供呼喚者登高呼喚教

民做禮拜。 

 

 

7. 試從塔的外觀、位置及功能推論這個塔何以有「光塔」之名？試列出

兩個理由。（6 分） 

 塔身光滑，外牆飾以白灰，沒有任何裝飾，給人「光」潔古樸之
感。 

 光塔於玻珠江古河畔，人們常於夜晚懸燈塔頂，發出「光」量，
為來往船隻起導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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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擬訂探究計劃書 

習作指引 

探究活動前預備 

1. 同學先閱讀《懷聖寺（光塔）與唐代的蕃坊》一文，對懷聖寺附

近街道有初步的認識。 

2. 分組：同學可自行組合，五至六人一組。 

3. 撰寫「我的計劃書」—探究活動計劃書內容 

   探究主題：「廣州穆斯林的生活及伊斯蘭教傳入對廣州社會及文化

的影響」 

 內容詳列以下各項： 

 小組成員 

 探究的形式／方法／方向 

 探究的內容 

   呈交日期：延展活動前 10 天交老師批閱 

 

 探究活動指引 

 

1. 活動目的：認識「廣州穆斯林的生活及伊斯蘭教傳入對廣州社會及

文化的影響」 

2. 活動地點：懷聖寺附近地區／街道 

3. 活動時限：一小時三十分 

4. 活動形式：五至六人一組，分組按計劃書進行 

5. 集合及解散地點：懷聖寺正門 

6. 探究的方法／形式舉隅：觀察／統計／採訪／問卷調查等 

7. 探究內容舉隅：街道名稱、店鋪的性質、銷售的貨物、店鋪顧客／

伊斯蘭教崇拜形式／穆斯林生活習俗等 

8. 其他：抓緊時間，緊扣習作主題，搜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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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五】製作「廣州懷聖寺」電腦簡報及口頭匯報 

  

習作指引 

 

各組同學試以「廣州懷聖寺」為題，製作電腦簡報一份，由老師安排

各組到中二或中三級中國歷史科課堂，作口頭匯報，向同學介紹他們

參觀懷聖寺及考察光塔路附近區域的學習成果。 

 

電腦簡報注意事項 

1. 主題：廣州懷聖寺內外 

2. 內容須涵蓋以下兩項： 

‧ 展示懷聖寺的建築特色：伊斯蘭教文化與中國文化交融的表現 

‧ 反映懷聖寺附近地區穆斯林的生活及伊斯蘭教傳入對廣州社會

及文化的影響 

‧ 匯報前呈交電腦簡報打印稿（內附組員名單、分工表、參考書目及

資料出處） 

 

口頭匯報注意事項 

‧ 各組須於 25 分鐘內完成 

‧ 分工平均 

 

評估方法 

口頭匯報及文字報告的評量準則參照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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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匯報 評核表 

題目：               評估日期：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組別名稱：________________ 

成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根據下列的準則評量各組同學的表現，並寫上評語。 

評量 

向度 

評核準則 得分 評語 

5 4 3 2 1 0 

資料 

搜集 

資料充足        

資料正確無誤        

內容 詳略適中，能引起興趣        

能針對主題作出分析        

能從不同角度分析        

能針對主題深入討論        

表達 

手法 

語感明快        

有條理、清晰        

態度 能客觀分析        

能發揮協作精神        

 總分 

50 

 

老師回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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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簡報 評核表 

題目：               評估日期：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組別名稱：________________ 

成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根據下列的準則評量各組同學的表現，並寫上評語。 

評量 

向度 

評核準則 得分 評語 

5 4 3 2 1 0 

引言 能總領整個簡報的內容        

內容 切合主題、多元分析        

資料準確無誤        

文辭達意，結構清晰        

圖文並茂        

篇幅 詳略適中        

表達 

手法 

標題吸引能突出重點        

版面/背景設計能配合內

容，加強展示效果 

       

能配圖表/動畫/合聲效/

其他效果，提升表達成效 

       

 總分 

40 

 

老師回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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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的宗教建築看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學習重點三：從南海神廟看中國傳統宗教（道教）的 

文化特色與發展 
 

【工作紙六】南海神廟知多少？ 

南海神廟座落於廣州黃埔區廟頭村，又稱

波羅廟，是中國古代人民祭海的場所。它

創建於隋開皇十四年（594 年），距今已有

1400 年的歷史，是中國古代東南西北四大

海神廟中惟一留存下來的建築遺蹟，也是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一處重要史蹟。 

各位同學，試跟隨導賞員，留心聆聽講

解，並採用步移歷史探索法，細察神廟的文物，解答以下各項。 

 

1. 隋文帝為何於此處興建神廟？（10 分） 

自秦統一中國以來，珠三角地區就開始了發展的步伐。這一帶土地肥

沃，物産富饒，百姓生活安定，不像中原戰亂頻繁。自漢朝起，海路就

有所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海上貿易已漸次發達，因而隋文帝下令祭四

海，以示對發展海上貿易的重要。 

南海神廟選址於扶胥港口，因其符合三個條件：一是軍港，起防禦外敵

作用；二是神廟附近為古鬥村（即廟頭村前

身），有一定常住人口能到廟中膜拜、供奉和管

理；三是附近須有豐富物質資源，以便給過往

商船足夠補給。時扶胥港的南海神廟的位置正

佔盡地利，故建於此。 

 

2. 廟外的「海不揚波」牌樓有什麼寓意？（5 分） 

本來神廟的前面便是渡頭，凡由西方來廣州貿

易的商旅，必定來廟進香，希望保佑風平浪

靜，出入平安，所以神廟大門前的花崗石牌坊

上，橫鐫「海不揚波」四字，寓意出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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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謂歷代帝王「偏愛」南海神，試從廟內文物中找出印證。（5 分） 

歷代皇帝派官員到廟中舉行祭典，留下了不少珍貴的碑刻。最著名的

是由韓愈所撰“南海神廟碑”、北宋開寶六年的“新修南海廟碑”、明“洪

武碑”、清康熙“萬里波澄碑”四塊，立於院內，建有碑亭，由神獸背負。 

4. 為何南海神屢受歷代帝王所冊封？（10 分） 

唐宋時期扶胥港的繁榮步入鼎盛，自此扶胥港的外貿收入，成為充實

國庫的重要財源。由於扶胥港為皇朝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守護商船

的南海神因而被最高統治者欣然冊封，天寶十年(西元 751 年)，唐玄

宗冊封南海神為“廣利王”，南海神廟規格即改為宮殿建制。 

宋太祖一統南北，把南海神加封為“廣利洪聖王” (意即廣收天下之

利；寓意財雄勢大)。據陳大震入元後所著《南海志》記載，元代到廣

州貿易的國家有 147 個之多，扶胥鎮一年稅收達仍甚豐富，可見扶胥

鎮到元代仍未衰落。 

明朝朱元璋開國，十分崇敬南海神，他認為自己功高蓋世，不願把自

己的冊封跟在前朝封號之後，於洪武三年，立碑取消前代封號，直接

封為「南海神」確立其至高無上的海神地位。 

5. 為甚麼南海神廟又稱波羅廟？（10 分） 

「南海神廟」又稱「波羅廟」緣於兩種傳說。 

 據南宋方信孺《南海百詠》，南朝蕭梁時稱今南印度為波羅國（即

今婆羅門）。據說唐朝波羅國使者到京城朝貢，返程時順道登廟拜

偈南海神，貢使種下從國內帶來兩粒波羅樹種子，卻因流連于廟

中景致，誤了歸船。其人望江悲泣，並舉左手於額前作望海狀，

希望海船回來載他，後來立化海邊。當地人以為此人乃神仙所化，

加以厚葬之餘，還為其漆像加衣冠，受封「司空」，「祀于左廊，

一手上加眉際作遠矚狀」，封為達奚司空。因其來自波羅國，村民

俗稱此塑像為「番鬼望波羅」，神廟因此被稱為「波羅廟」。 

 據宋仁宗慶歷年間的記載，有謂達奚是天竺高僧達摩的三弟，於

蕭梁年間跟從兄長經海路來華。在扶胥登岸，見到南海神廟雄偉

非常，進廟拜謁。祝融見其身具神通，極力挽留他在廟中協助管

理風雲。他盡忠職守，天天在海邊巡察海上船隻，後立化於海邊。 

 「波羅」在梵語裏指「彼岸」，「蜜」指到達，「波羅蜜」即「到達

彼岸」。因而也有說商船靠岸時波羅國船員齊聲歡呼，「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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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開來，人們便以為這是外國人對廟名的稱呼，故為方便友邦

人士的理解，亦稱神廟做「波羅廟」。 

6. 有謂南海神廟最能體現中國道教兼收並蓄的共融精神。你同意這說法

嗎？（10 分） 

達奚司空原本是一個流落異鄉的外國朝貢使，他與南海神廟本沒關
係，現於神廟內「番鬼望波羅」（達奚司空）的塑像，儀門東側有一尊，
大殿內有另一尊，被封為南海神六位護法神之一。皆因廣義的道教觀
念中，舉凡對人、對社會有貢獻的，皆可視為崇拜對象，達奚司空是
中外進行文化交流的見證；南海神廟乃古代帝王祭海之地，扶胥港是
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來華的達奚在中外貿易及文化交往上，與此有
著緊密的聯繫，是以於廣州南海神廟內添了這個“番鬼”神。正是道教
廣納四方文化，兼收並蓄，共融精神的表現。 

此外，廟的結構承傳了中國傳統祠廟的模式，內有不少儒者的碑刻也

多添一份融儒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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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七】「評論題」寫作 

各位同學，試細閱下列五項延伸資料，並結合實地考察及相關文

獻，撰寫文章一篇回應下列兩個問題：（字數400-500為限）  

 
1. 扶胥港於明清時期，因河道淤塞，繁榮不再，其促進海上貿易的作

用已見式微，何故南海神廟香火依然鼎盛，每當廟期善信均由四面

八方前往參拜？ 

 

2. 參考南海神廟的發展史及南海神誕日變了波羅誕等資料，探究道教

兼收並蓄的共融精神是否有助道教的推廣？還是因其「雜而多端」，

東拉西拼，致萎縮其教。（寫出最少三項理由，支持你的看法。）  

 

 

 

資料一：〈百國千帆來扶胥 碧海萬里不揚波〉 

 

南海神誕日怎變了波羅誕？ 

 

    我一直感到奇怪，農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明明是南海神的誕日，為

什麽到了民間，就演化為不知何解的波羅誕呢？ 

 

    今年趕在波羅正誕那天，去了一趟南海神廟。 

 

    轉眼間等候進廟的人已排起長隊，很多人一口四會、東莞等珠三角

地區農村口音，可見儘管廟會上兜售的商品不過爾爾，但波羅誕在珠三

角地區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確實不同一般，值得鄰近地區老人家跑老遠的

路，就為了進廟燒一炷香，拜祭掌管海上商路的財神爺。 

 

    我隨人流入了廟，爬上山崗上的浴日亭，站在一旁聽老人家的閒聊，

說起四五十年前浴日亭上還能望得見海。還說起扶胥浴日的聞名，說起

蘇東坡的詩。但在場的人對扶胥港曾在中國海上貿易史上所作的輝煌貢

獻，似乎一無所知。 

 

    扶胥港的繁榮，確實是太久之前的事情了，當景象不再，建築留下，

不過是沉默的證人，記憶亦會隨人物、事件的離散，而深深沉入史冊，

於是再來覽勝的後人，對關於過往論述的真僞，就無從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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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推想波羅誕稱謂的形成，似乎豁然開朗了，在廟會興旺的明清

兩朝，扶胥港已經步入衰落，在南海神廟舉行，為商貿服務的祭海行為

亦因此缺乏真實場景的注釋，反而是俚俗而離奇的傳說在民間流傳，民

間總是難免嗜好傳奇，認同通俗易記的稱謂。南海神的誕日變成了波羅

誕，其原因亦大概如此。 

 

http://www.gzlib.gov.cn/shequ_info/ndgz/NDGZDetail.do?id=18147﹝下載日期：2015年 12月 9日﹞ 

 

 

資料二：〈百國千帆來扶胥 碧海萬里不揚波〉 

 

民間傳說 

 

官府的拜祭，演變成了民間的娛樂。民間把南海神廟稱為波羅廟，把南

海神誕日稱為波羅誕，並舉行為期三日的廟會，在廟會上賣波羅雞。波

羅廟和波羅誕，在民間語文裏，固然更為琅琅上口，但此二者，與南海

神廟原本的莊嚴形象，無疑是相去甚遠了。 

 

    波羅誕上，人們習慣買波羅雞，祈求健康和好運氣。波羅雞並非真

雞，而是用硬紙糊上泥，做成雞的形狀，再粘上染成彩色的雞毛。 

 

    這買雞的習俗源於一個傳說。從前波羅廟附近村裏有位張姓老婦，

無兒無女，與一隻大公雞相依為命。村外有個財大氣粗的員外，酷愛鬥

雞，逼老婦把公雞賣給他，受到拒絕，員外老羞成怒，趁老婦下田之機，

派家丁將雄雞偷走。豈料雞到員外家中，從此不再啼叫，員外一怒之下，

把雞宰了。傷心不已的老婦將雞毛撿回家，洗淨曬乾，粘到黃泥做成的

雞身上去。做好的雄雞栩栩如生，第二天早晨，老婦竟聽到雄雞的啼叫。

她高興至極，又做了不少這樣的雞，拿到波羅誕上售賣。波羅雞的神奇

與波羅誕上買雞的習俗，就這樣逐漸流傳開來。 

http://www.gzlib.gov.cn/shequ_info/ndgz/NDGZDetail.do?id=18147﹝下載日期：2015年 12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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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摘錄自鄧信德《尊和諧之道、貴發展之德──感悟道教文化在新

時期的發展》 

    道教信仰的「神仙」中，有許多都是為社會和人類造福建功、道德

高尚的人格神。如以降妖除魔為特點的天師（張陵）、被尊為藥王的孫思

邈、奉為海神的媽祖、保一方平安而聞名的城隍祖師、以「赤誠忠良」

而見長的關羽（關聖帝君）、在水利工程上有卓越貢獻的李冰（川主神），

以及我們全真龍門派的祖師邱處機，不遠萬里向成吉思汗宣傳道教的「貴

生」思想，使成吉思汗下令勿濫殺無辜，從而救百萬黎民於水火之中，

因此，邱祖（處機）被稱為救苦救難的「活神仙」，全真龍門派由此在北

方興盛。這些道教神仙為民族、為人類建立了社會功勛和高尚的品格，

深受人們供奉和信仰，其主要是他們能為百姓安寧、人民幸福和身體健

康及所求所思之事，做出好事和功行，這種「功德神仙」正是道教教化

世人之典範，也是道教向人們展示「道」的人格體現。 

     

    所以，道教依據有功於民則奉之為神的原則，把歷史上許多聖賢英

傑，都納入到教內所供奉的神靈體系中，使他們的豐功偉績不因時代的

遷移而湮沒無聞。對人們的信仰活動，進行了必要的規範整合與引導，

注重立功積德的教化，並以這樣的人與事為典範，教人不僅要敬拜之，

更要從中學習如何做人，使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能利濟他人

的人。道教的這一功德成神觀，是以民族血脈為基本、以人文精神為紐

帶的，在華夏民族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產生了積極影響，起到了

潤澤民德、利益民生、凝聚民心高尚信仰的目的。 

 
原文刊於《道觀管理與現代社會 ── 首屆首教文化及暑期研修班道士學員論文集》。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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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四：摘錄自蕭登福《試論近代道教式微原因及其振興之道》 

無人領導改革 

    道教，道教主張「我命在我不在天」，認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

之力，與天爭勝，追求永生。據《史記．封禪書》所載，求仙之說戰國

時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間較大的改革有東漢張陵的五斗米道、北魏寇

謙之改良了科儀、金（宋）時王重陽創全真道。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

年來，並無新的重大改革出現。尤其民國以後，整個社會思潮及社會形

態，在西方的衝擊下，已産生了巨大的變化，中西新舊各種宗教紛陳並

起，道教並無調整自己的腳步來適應它，也沒有完密的教團組織、佈道

方式，無法和其他的宗教相抗爭，因而逐漸喪失了它的信衆，而走向式

微。 

重「術」輕「學」，信徒的素質難以提升 

    「學」與「術」嚴重失調。「術」是指科儀、風水、占卜、命相。

「學」是指對經書道理的闡揚。術數之說，自有它存在的價值，唯過度

重視「術法」科儀，而不從哲理著手配合來論述，易使人誣指為迷信。

「術」須有「學」來做領導、介紹，才不致流於庸俗低劣，且術越深，

修持應越高，才不會以術為惡。今日道教的術法太過，而學理的認知則

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衆的素質難以提升。 

修持法門過於雜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將信徒分為「聖」與「凡」二者。一般的民衆

為「凡」，經過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門後，才能轉「凡」而為「聖」。「修

持」在宗教活動中，佔著極大的份量。以道教來說，悟道者為聖，未悟

道者為凡。凡夫為凡，神仙為聖。一般民衆，未加修持為凡；對社會人

民有貢獻死後成「神」，及由積善並加修持而來的「仙」，皆屬「聖」。

由凡入聖，須以修持（修煉）為橋梁。 道教由於流傳久遠，派別衆多，

修煉法門各異。道教的衆多法門，如無人來加以綜彙整理，初學者將難

以入手，也無法吸引信衆。 

過度的包容，喪失了自己 

    相容並蓄，本來是一種美德，也應是成功的條件之一；由於道教有

寬廣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土，雖有宗教爭執，卻不會産生宗教戰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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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的結果，則是逐漸走向融合。但過度的包容，卻反而使優點變成了

缺點，喪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為失敗的主因。自宋以下，長期來大量

混佛入道的結果，造成了今日的民衆不能區分佛教與道教，以為拜佛即

是通道。這種情形不僅在臺灣如此，在海外的華人社會也如此。 

http://www.wuys.com/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1399 
[下載日期：2015 年 12 月 10 日] 

資料五：南海神廟祭神活動照片（攝於 2009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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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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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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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的宗教建築看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學習重點四：從實地考察廣州的宗教建築及多元學習所得，

探究外來宗教的發展與中國文化調和、交融的關係 
 

【工作紙八】撰寫信函 

 

 

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和諧，故對各種外來宗教均

能兼容並包，為外來宗教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又有學

者說外來宗教具很強的變通性與開放性，在發展過程中能

主動適應中國傳統文化，使其能成功於中國生根和發展。 

 

試撰寫信函一封給你的好朋友或師長，以伊斯蘭教及基督宗教在華

傳播為例，結合實地考察所見、訪問所得、課堂學習所知及搜集的

延伸資料，談談你較認同哪一種說法？ 

 

答題指引： 

宜從多角度分析；最少列寫三個例證，支持你的看法；字數 600- 800

為限 

 

附錄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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