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
博
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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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古蹟/博物館
廣州博物館

˙
˙

˙
˙
三元里人民抗英 ˙
必修
列強的入
鬥爭紀念館
部分
侵：鴉片戰
˙
(歷代
爭與英法聯
發展)
軍
乙部

簡介/重要性
參考資料(出版刊物、交通、提供的學習活動)
館址為明朝城牆上的鎮海樓，始 地址：廣州巿越秀公園內鎮海樓
建於明朝洪武年間。
電話：8354 5253
博物館前西側炮座安放了明崇 網頁：http://www.guangzhoumuseum.cn/
禎年間至清朝鴉片戰爭時期廣 閉館：星期一(美術館展區)
州地區鑄造的城防大炮。
地鐵：二號線越秀公園站 A/B2 出口
美術館展區：「海貿遺珍」展出 刊物：廣州博物館參觀指南(單張)
18 至 20 世紀廣州外銷藝術品。
廣州博物館(單張)
英法聯軍時曾被佔領。
是 一 座 兩 進 一 廊 式 的 道 教 神 地址：廣州巿廣園中路 34 號
廟，供奉北帝。
電話：8657 8325
鴉片戰爭時期三元里人民在廟 網頁：http://www.guangzhoumuseum.cn/
前誓師抗英。館內常設「三元里 閉館：星期一
人民抗英鬥爭史蹟陳列」
。
地鐵：二號線三元里站 A2 出口步行約 500 米

廣州近代史博物 「百年風雲」展覽介紹與新高中課題 地址：廣州巿陵園西路 2 號烈士陵園內
館 / 廣 東 革 命 歷 有關的歷史，例如林則徐銷煙等重大 電話：8382 5846
史博物館
歷史事件，而館址原為清末廣東諮議 網頁：http://www.gemg1959.cn
局舊址。
閉館：星期一
地鐵：一號線烈士陵園站
刊物：廣州近代史博物(單張)
活動：
「近代廣州展覽」
、
「近代廣州陳列」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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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古蹟/博物館
簡介/重要性
參考資料(出版刊物、交通、提供的學習活動)
必修
黃埔古港歷史陳 黃埔古港為清代廣州貿易的外港，黃 地址：廣州巿海珠區黃埔村文化中心
列強的入
部分
列館
埔村是粵海關黃埔稅口的所在地。 電話：8413 5758
侵：鴉片戰
(歷代
2006 年興建的粵海第一關紀念館展 刊物：黃埔古港、鳳浦古今(單張)
爭與英法聯
發展)
出清代廣州對外貿易資料。
軍
乙部
黃埔村
透過梁氏宗祠、胡氏宗祠了解十三行 地址：廣州巿海珠區黃埔村
行商發跡史。
活動：胡氏宗祠胡伯口述歷史
沙面建築群

˙ 為鴉片戰爭後的英、法租界，共 地址：廣州巿沙面島
有 150 多座歐洲式建築。
地鐵：一號線黃沙站
˙ 在 1843 至 1937 年間，31 個國家
在這裏建立了領事館、教堂、洋
行和住宅。

聖心大教堂

英法聯軍之役後，天主教廣州教區興 地址：廣州市一德路舊部前 56/7 號
建最宏偉、最具特色的大教堂。
電話：8333 6761
地鐵：二號線海珠廣場站

列 強 的 入 鄧世昌紀念館
侵：甲午戰
爭

「鄧世昌與甲午海戰」展覽以中日甲 地址：廣州巿海珠區寶崗大道中龍涎里 2 號鄧氏宗
午海戰為主題，介紹鄧世昌生平及事
祠
蹟。
電話：8439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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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古蹟/博物館
簡介/重要性
參考資料(出版刊物、交通、提供的學習活動)
必修 改革與革命 三二九起義指揮 1911 年 4 月 27 日(農曆 3 月 29 日) 地址：廣州巿越華路小東營 5 號
部分
部舊址紀念館
黃花崗起義爆發，黃興任起義總指 電話：8333 7700
(歷代
揮。館址為當年起義爆發所在地。 網頁：http://www.guangzhoumuseum.cn/
發展)
閉館：星期一、日
乙部
黃花崗七十二烈 ˙ 為 1911 年 4 月 27 日(農曆 3 月 地址：廣州巿先烈中路 79 號
士墓園
29 日)黃花崗起義紀念墓園。 電話：8732 6069
˙ 墓園內隃除了黃花崗七十二烈 網頁：http://www.72martyrs.com.cn/t_index.htm
士墓之外，還修興了不少其他革 地鐵：六號線黃花崗站
命人士的陵墓。
民初政局

孫中山大元帥府 ˙ 原址為廣東士敏土廠，孫中山於 地址：廣州巿紡織路東沙街 18 號
紀念館
1917 年 9 月就任中華民國軍政 電話：3428 1366
府海陸軍大元帥，並徵用此地作 網頁：http://www.dyshf.com/indexcn.htm
大元帥府。
閉館：星期一
˙ 館內有「孫中山在廣州三次建立 地鐵：二號線市二宮站
政權展覽」
。
刊物：李穗梅《帕內建築藝術與近代嶺南社會》
李穗梅《孫中山大元帥府》
余齊昭《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單張)
活動：留法風雲—國共要人與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單張及工作紙)

249

課題
必修 民初政局
部分
(歷代
發展)
乙部

古蹟/博物館
廣州近代史博物 ˙
館/廣東革命歷
史博物館
˙

簡介/重要性
參考資料(出版刊物、交通、提供的學習活動)
「百年風雲」展覽介紹與新高中 地址：廣州巿陵園西路 2 號烈士陵園內
課題有關的歷史，例如國共合 電話：8382 5846
作、抗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 網頁：http://www.gemg1959.cn
1921 年 5 月孫中山在此宣誓就 閉館：星期一
任非常大總統，館內亦復原當時 地鐵：一號線烈士陵園站
的禮場
刊物：廣州近代史博物(單張)
˙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曾是國民 活動：
「近代廣州展覽」
、
「近代廣州陳列」工作紙
黨中央黨部所在地。

廣州中山紀念堂 1931 年完成，為紀念孫中山而建， 地址：廣州巿東風中路 259 號
坐落於孫中山總統府舊址上。
電話：8356 7966
網頁：http://www.zs-hall.com/
閉館：/
地鐵：二號線紀念堂站 C 出口
廣東省博物館

˙ 是廣東省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博 地址：廣州巿文明路 215 號
物館，屬於國家一級博物館。 電話：8383 8432
˙ 常設展覽「廣東歷史文化陳列」 網頁：http://www.gdmuseum.com/
第三篇「繼往開來」介紹廣東近 閉館：星期一
現代歷史的重要事件、人物。 地鐵：三號線珠江新城 B1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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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必修 國共分合
部分
(歷代
發展)
乙部

古蹟/博物館
簡介/重要性
參考資料(出版刊物、交通、提供的學習活動)
黃埔軍校舊址紀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1938 年校本 地址：廣州巿黃埔區長洲島
念館
部被日軍轟炸，夷為平地，1984 年重 電話：8220 2278
建。
網頁：http://www.hpma.cn/
閉館：星期一
地鐵：四號線大學城門(B 出口)轉換 383 公共汔車
於軍校路口下車

廣州農民運動講 ˙ 原址為番禺學宮，始建於明朝洪 地址：廣州巿中山四路 42 號
習所舊址紀念館
武年間。
電話：8333 3936
˙ 第 一 次 國 共 合 作 期 間 (1926 網頁：http://www.gznjs.cn/
年)，毛澤東領導的第六屆農民運 閉館：星期一
動講習所在這裏舉行。
地鐵：地鐵一號線農講所站 C 出口
刊物：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
(單張及簡介)

廣州起義紀念館 廣州起義期間的蘇維埃政府在此建 地址：廣州巿起義路 200 號
立。
電話：8334 1321
網頁：http://www.gemg1959.cn/default.aspx
閉館：星期一
地鐵：一號線公園前站 J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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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必修 國共分合
部分
(歷代
發展)
乙部
抗日戰爭

古蹟/博物館
簡介/重要性
參考資料(出版刊物、交通、提供的學習活動)
廣州起義烈士陵 紀念 1927 年 12 月 11 日廣州起義的 地址：廣州巿中山二路 92 號
園
紀念公園，內有葉劍英元帥墓、紅花 電話：8382 9406
崗四烈士墓等。
網頁：http://www.gzlsly.com/
地鐵：一號線烈士陵園站
十九路軍淞滬抗 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中陣亡 地址：廣州巿水蔭路 113 號
日陣亡將士陵園 將士，紀念館展示十九路軍抗日事 電話：8704 7408
蹟。
網頁：http://www.gz19.net/

選修 單元(二)： 廣州博物館
單元 地域與資源
運用──珠
江流域

展示廣州歷史與中外交通文物。

地址：廣州巿越秀公園內鎮海樓
電話：8354 5253
網頁：http://www.guangzhoumuseum.cn/
閉館：星期一(美術館展區)
地鐵：二號線越秀公園站 A/B2 出口

西漢南越王博物 展出來自波斯帝國的銀盒及非洲的 地址：廣州巿解放北路 867 號
館
象牙，顯示南越國已有對外交通。 電話：8666 4920
網頁：http://www.gznywmuseum.org/nanyuewang/
閉館：/
地鐵：二號線越秀公園站 E 出口
刊物：
《走進南越王國》(南越國歷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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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古蹟/博物館
選修 單元(二)： 南海神廟
單元 地域與資源
運用──珠
江流域

簡介/重要性
參考資料(出版刊物、交通、提供的學習活動)
˙ 昔日興建乃為祈求海神保護出 地址：廣州巿黃埔區廟頭村旭日街 22 號
海平安，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 電話：8222 2210
點。
地鐵：五號線文沖站
˙ 廟內珍藏歷代皇帝御祭碑及韓愈、 刊物：南海神廟歷史化縱覽(單張)
蘇軾碑刻，被譽為「南方碑林」
。 活動：製作菠蘿雞工作坊
懷聖寺
中國現存最早的清真寺，位於唐代蕃 地址：廣州巿光塔路 56 號
坊(專供阿拉伯及波斯僑民居住)。 電話：8033 3593
地鐵：一號線西門口站
黃埔古港歷史陳 清代廣州貿易的外港。
地址：廣州巿海珠區黃埔村文化中心
列館
電話：8413 5758
刊物：黃埔古港、鳳浦古今(單張)
黃埔村
了解十三行行商發跡史。
地址：廣州巿海珠區黃埔村
活動：胡氏宗祠胡伯口述歷史
錦綸會館
絲織行業股東公會，是廣州保存下來 地址：廣州市康王南路 289 號
的唯一近代專業會館。
電話：8139 3883
閉館：/
地鐵：一號線長壽路站
刊物：錦綸會館(單張)
廣東省博物館
˙ 常設展覽「廣東歷史文化陳列」 地址：廣州巿文明路 215 號
第二篇「揚帆世界」介紹廣東與 電話：8383 8432
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關係。
網頁：http://www.gdmuseum.com/
閉館：星期一
地鐵：三號線珠江新城 B1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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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
古蹟/博物館
選修 單元(五)： 懷聖寺
單元 宗教傳播與
文化交流
聖心大教堂

簡介/重要性
參考資料(出版刊物、交通、提供的學習活動)
中國現存最早的清真寺，始建於唐 地址：廣州巿光塔路 56 號
代。
電話：8033 3593
地鐵：一號線西門口站
天主教廣州教區最宏偉、最具特色的 地址：廣州市一德路舊部前 56/7 號
大教堂。
電話：8333 6761
地鐵：二號線海珠廣場站
沙面基督堂
沙面英國租界內的基督教堂。
地址：沙面南街 58 至 60 號
地鐵：一號線黃沙站
露德天主教聖母 沙面法國租界內的天主教堂。
地址：沙面大街 14 號
堂
地鐵：一號線黃沙站
光孝寺
為嶺南地區第一間佛寺，禪宗六祖惠 地址：廣州越秀區光孝路 109 號
能 曾 在 這 裏 作 過 著 名 的 「 風 幡 論 網頁：http://www.gzgxs.org/
辯」，瘞髮塔是六祖惠能削髮受戒後 地鐵：一號線西門口站 B 出口
埋藏頭髮的地方。
六榕寺
為廣州佛教聖地，始建於南朝梁武帝 地址：廣州越秀區六榕路 87 號
時期，已有 1500 多年歷史。
電話：8339 2843
地鐵：一號、二號線公園前站

參考資料：
陳建華、吳新源主編。《築起心中的長城—廣州巿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與國防教育基地巡禮》。廣州：廣州出版社，2006 年。
廣州文史〈越秀區巿級及以上文物保護單位一覽表〉http://www.gzzxws.gov.cn/gxsl/zts/gzwb/200906/t20090604_12543.htm
〔下載日期：2015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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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古蹟簡介
十三行舊址
廣州十三行是清代中國對外貿易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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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的街道有十三行路、
十三行橫（沒有街／巷字）、故衣街、承遠坊、豆欄上街、聯興路、德興
路、靖遠路、西濠二馬路、怡和街、寶順大街、普安街等。十三洋行形成
於清初，當時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禁止對外貿易。各國只能乘著到
中國朝貢之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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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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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代理、金銀業等全都集中在這裡，是廣州商業中
心之一。
十三行建築多為白色、淺黃和棕色，瓦面用灰白色、磚紅色。十三行
街北是廣州城的郊區，正北的街口是故衣街，正對同文街北口是行商公
所，橫過西濠湧的橋北為通事館，商館和政府的溝通就靠通事館譯人，木
匠廣場即為行商專造木製品的多排店舖，有 70 家以上，東側經官行、茂
官行、浩官行等，即今天寶順大街和怡和街。這些商行建在江邊，方便上
落貨物。
清代十三行是在粵海關設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建
立的，至 1856 年底被焚毀，共 170 年歷史，正好見證了清代國勢由盛而
衰的歷程。其實十三行只是個通稱，商行數目時多時少，最多的時候有二
十餘所，最少的時候只有四所。乾嘉年間是十三行的鼎盛時期，當時以四
大巨富－潘啓官、盧觀恒、伍秉鑑、葉上林創辦的同文行、廣利行、怡和
行、義成行最為著名。那時，十三行內外檣桅林立、彩旗飛揚，人潮熙熙
攘攘，一包包綾羅綢緞、茶葉、陶瓷堆積如山，來十三行交易的有英、法、
丹麥、瑞典、荷蘭、巴西、俄國、葡萄牙、西班牙、普路殊、巴斯和東南
亞數十個國家，十三行行商因而獲得大量的財富，誠如《廣東新語》所載：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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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 1000 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 50 人，有
6 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鑑就是其中之一。
十三行的衰落始於清道光元年(1821 年)。清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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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計其數。例如在 1842 年，清廷為償還《南京條約》規定的 300 萬債
務，要求行商捐助，伍秉鑒一人就出了 110 萬銀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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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海關直接管
治十三行，海關官吏向行商勒索的名目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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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光二十年
以後，更有行商因欠外商銀子而陷於困境，即或其產業被，或坐牢房，或
發配伊犁，但欠下的錢仍要其餘的商行償還。凡此種種，俱令十三行難以
維持下去。
道光年間十三行的行名如下：
行名

行主

行主官名

備註

麗泉行

道光六年（1826）倒閉

西成行

道光六年（1826）倒閉

同泰行

道光六年（1826）倒閉

福隆行

道光六年（1826）倒閉

怡和行

伍紹榮

浩官

1843 年英國租用

仁和行

潘文海

海官

道光十七年新充

孚泰行

易元昌

昆官

道光十七年新充

東昌行

羅福泰

道光十七年新充

安昌行

容有光

道光十七年新充

東裕行
義和行
廣利行

盧繼光

茂官

1843 年英國租用

同孚行

潘紹光

正官

1837 年開始經營，1843 年英國租用

同興行

謝有仁

鰲官

1837 年開始經營

天寶行

梁承禧

經官

1837 年開始經營，1843 年英國租用

興泰行

嚴啓祥

中和行

潘文濤

明官

1837 年開始經營，

順泰行

馬佐良

秀官

1837 年開始經營，1843 年英國租用

同順行

吳天垣

爽官

1837 年開始經營

寶順行

經營於 1832-1842 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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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泰行

經營於 1832-1842 年間，又名 Chow-Chow
Hong

義堂行

姓潘

1843 年英國租用

東興行

1843 年英國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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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行除被戰火摧毀外，也毁滅於實際的火災。由於十三行商館房屋
太密，又多是木質結構，容易著火，十三行多次遭遇火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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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遭英軍砲轟，
憤怒的廣州民眾焚燒外商夷館，十三行地區遭受大火徹底燒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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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1. 中荔。
《十三行》
。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2.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3. 梁廷枬。《粵海關志》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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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紀念館
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紀念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紀念館原
為三元里村民供奉北帝的三元古廟，建於清初，建築面積 446 平方米，三
間磚木結構建築。館內陳列三元里抗英的文物史料，例如三星旗、繳獲的
英軍軍服、大刀長矛、螺號、飛柬、揭帖、檄文、伍紫垣印章等，系統地
介紹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的史實。館內還有三元里農民高舉三星旗在北帝
神像前誓師的場景復原圖及 103 鄉農民抗英的示意模型等。
1840 年 6 月，英國發動對華戰爭。次年 5 月 29 日，英軍劫掠隊到三
元里一帶搶劫，侮辱婦女，三元里附近 103 鄉人民義憤同赴，組成反侵略
武裝抵禦英軍。5 月 30 日晨，數千名義勇逼近英軍司令部所在的四方炮臺，
誘敵至牛欄崗，經過一天激戰，打死英軍 200 多人，包括畢霞（Beecher）
指揮官，三元里人民大獲全勝。為紀念這次壯舉，政府於 1958 年月 11 月
把三元里人民抗英的三元古廟遺址闢為相關事件的陳列館。
館內可容納集體活動人數 50 人，廣場可同時容納 150 人，團體預約
參觀，可提供講解服務。

參考資料：
廣州博物館（官方網站）http://www.guangzhoumuseum.cn/

沙面
光塔路和沙面街的誕生都與外國人有關：一個是中國最早的蕃客一條
街，一個曾經是洋人的獨立小王國；一個是唐代朝廷指定的外僑居地，
一個是依靠武力建立的外國人的天堂；一個是商賈雲集的熱鬧街市，一
個是環境靜幽的生活小區；一個隨著歷史轉輪古蹟大多已經無存；而另
一個卻保存完好，今天已是廣州旅遊勝地。
1982 年清政府於鴉片戰爭敗北，簽訂《南京條約》，被迫開放廣州、
上海等五處為通商口岸；翌年的《虎門條約》又允許英國人在五口租地蓋
房，永遠居住，就使租界合法化。由此，英國先後在上海、天津、廣州設
立租借地，與美國、法國分別簽定《五口貿易章程》（即《望廈條約》）、
《黃埔條約》後，取得了在中國通商、泊船、租地、建樓、傳教等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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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 年底，由於十三行遭大火焚毀，英人遂提出另覓地方建設洋房、
商行的要求。至 1859 年，英國提出闢沙面作為租界，兩廣總督黃宗漢終
於屈服，遷走原來在這個沙洲上的居民，拆毀了炮台。兩廣總督勞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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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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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侵略中國的一個據點。
沙面五分之四的領地屬於英國租界，建了領事館、基督教堂和公共設
施，法國人修建了法國駐華領事館、天主教堂、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廣州分
行等樓宇。今天的沙面保留了 150 多座歐洲風格建築，成為廣州地區的特
色歷史建築，例如沙面大街 2 號至 6 號為紅樓，原是海關洋員華員俱樂部，
南面和北面建有尖頂閣樓，仿 19 世紀英國浪漫主義建築風格；沙面大街
54 號，原是匯豐銀行，仿西方古典復興建築風格；沙面大街 48 號，是最
具代表性的券廊式建築；沙面大街 14 號的露德天主教聖母堂，入口處仿
哥德式。
到 1870 年，沙面的基建工程已基本完成，並雲集了十家銀行和四十
多家洋行。
十家銀行是：
匯豐銀行（英）渣打銀行（英）大英銀行（英）正金銀行（日）台灣銀行廣州
支行（日）
中法實業銀行 東方匯理銀行 萬國寶通銀行 德華銀行（德）安達銀行（荷）
（法）
（法）
（美）

四十多家洋行中，著名的有十三家，被稱為「新十三行」：
怡和洋行

天祥洋行

太古洋行

泰和洋行

洛士利洋行

（英商）

（英商）

（英商）

（英商）

（英商）

時昌洋行

卜內門洋碱公
司（英商）

旗昌洋行

慎昌洋行

禮和洋行

（美商）

（美商）

（德商）

魯麟洋行

三井洋行

免那洋行

（德商）

（日商）

（丹麥）

（英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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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洋行外，還有英商的見的洋行、棉華洋行、亞細亞火油公司、
和記洋行、寶隆洋行、維多利亞酒店、HK 牛奶冰廠公司、屈臣氏藥房、
沙遜洋行、邁爾佛素火險燕梳公司；美商的三達火油公司（即美孚）、德
士古火油公司（即加德士）
、通用電器公司、夏巴洋行；德商的瑞記洋行、
美最時公司、咪巴洋行、高枝洋行、捷成洋行、山打洋行；日商的三菱洋
行、大阪輪船公司、日清輪船公司；還有法商的新志利洋行；巴斯的巴倫
治洋行；荷商的好時洋行；葡商的施露華拍賣行等。此外，瑞典、伊朗、
阿富汗等國洋行，亦立足於此，不一一備述。
從上可見，沙面之「國際」發展，沙面建築群在 1996 年被國務院公
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參考資料：
1. 廣州市政協委員會編。《廣州的洋行與租界》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
2. 廣州巿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文史資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3. 李穗梅。《帕內建築藝術與近代嶺南社會》。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

沙面露德聖母堂
沙面露德聖母堂坐落在廣州市沙面同仁路 22 號（今沙面大街 14 號），
因該堂花園南連建築一座聖母山安放露德聖母像而得名。教堂創建於光緒
十六年（1890 年），為法國駐穗領事館的教友而建，佔地面積 839.75 平方
米。
天主教堂露德聖母堂是典型的法國哥特式建築，雖然其外觀比較簡
潔，沒有繁瑣的裝飾線條、雕像、神龕等，卻乃保留了哥特式教堂的宏偉
壯觀。建築總體東西向，平面為一字形，南端建有鐘塔一座，塔身造型精
美，層層收分，級級向上，富於裝飾的紅色塔頂更是挺拔陡峻。鐘塔塔尖
有許多綠色的琉璃磚塊鑲嵌在幾條肋上裝飾，是整個建築顯得最輕盈的地
方。塔底開有透視門，成為教堂入口門廳，門洞頂部為尖券，兩側有裝飾
柱。門上方有圓形的象徵天堂的玫瑰窗，並設帶有層層內收線腳的窗套。
1996 年 11 月廣州沙面建築群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該堂為其中的建築物。建國前，該堂神父多由外籍傳教士擔任，中國
籍神父任職較少。
「文化大革命」期間停止教務活動。1982 年 12 月 8 日經
過修繕後重新開放，劉靈司神父任該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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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神廟
南海神廟建於廣州黃埔區廟頭村(即隋朝的扶胥鎮)，又稱波羅廟。它
建於隋開皇十四年（594 年）
，至今已有 1400 多年歷史，用以祭祀管轄南
海之神祝融。它是中國古代四大海神廟中惟一遺存下來的最完整、規模
最大的建築群，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發源於廣州的重要見證。
南海神廟總佔地面積 3 萬餘平方米，本來廟前是渡頭，讓到廣州貿易
的商旅入廟進香，祈求平安。神廟大門前立有「海不揚波」花崗石牌坊。
穿過牌坊，主體建築五進，依次為頭門、儀門、禮亭、大殿和後殿。儀
門兩側有復廊，大殿前有東西兩廊，均為清代以來重建的。廟前西側有
一土阜名章丘，昔為觀望海上日出之地，築有浴日亭，
「扶胥浴日」為宋、
元、清三代「羊城八景」之一。
南海神被認為是嶺南百越的祖先，一直受歷代皇帝尊崇。唐玄宗時，
曾冊為廣利王。廟內至今仍然較好地保存著多個獨一無二的石碑，包括
唐代韓愈碑、宋開寶碑和明代洪武禦碑等。
每年農曆 2 月 11 日至 13 日為海神的誕期，15 鄉舉辦廟會（已有 1000
多年歷史）祭拜和遊神活動，演戲三天，商業集市，熱鬧非凡。而 1962
年 7 月，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公佈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參考資料：
1.

王元林。《國家祭祀與海上絲路遺跡──廣州南海神廟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

2.

閆曉青。
〈南海神廟—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蹟〉
，
《南方文物》200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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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孫中山大元帥府位於廣州市海珠區紡織路東沙街 18 號，因孫中山在
1917 和 1923 年兩次在這裏建立革命政權而得名。
大元帥府前身為廣東士敏土廠，也就是廣東水泥廠，始建於清光緒
三十三年（1907 年）。1917 年 7 月，孫中山率領駐滬海軍南下，在廣州
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徵用這地作為大元帥府，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任
海陸軍大元帥，下設外交、內政、財政、交通、陸軍、海軍六部，並要
求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開展武裝護法運動。1918 年 5 月，由於
受到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閥的破壞和干擾，護法運動失敗。
1923 年 2 月，孫中山重返廣州，同樣也在這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大
本營。在這時期，孫中山的思想和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在共產國際和
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改組國民黨，促成國共合作，開展國民革命。1924
年 11 月孫中山應馮玉祥的邀請北上商談國是，於次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
病逝。
孫中山選擇此地為大元帥府，是因為此處能借助福軍司令李福林的
武裝拱衛，北面有忠於孫中山的南下海軍駐泊，甚為安全。且與城區僅
一河之隔，水上交通方便。
1925 年 7 月 1 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大本營完成
了它的歷史使命。孫中山逝世後，此處曾作為國父文化教育館兩廣分館、
國父紀念館等。1964 年後成為廣東省農業機械供應公司辦公和居住用
房。到 1983 年 8 月，廣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此處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89
年 6 月被廣東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 年 11 月被國
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8 年 10 月，大元帥府的舊址被
移交給廣州市文物管理部門，籌建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紀念館總佔地面積為 8020 平方米，由南北兩座主體大樓、東西廣場
和門樓等組成；兩座主體大樓為三層的西式建築，南樓設「帥府百年」
復原陳列，北樓有「孫中山在廣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權」的基本史料陳列
和專題陳列。
參考資料：
1.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官方網站）http://www.dyshf.com/indexcn.htm
2.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編。《孫中山大元帥府》。廣州：廣東地圖出版社，2001。
3. 余齊昭。〈孫中山文史圖片考釋：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廣東：地圖出版社，1999。
4. 周興樑著：《孫中山與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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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又稱黃花皓月，位於廣州市先烈中路，屬羊
城八景之一。
1910 年 11 月，孫中山在馬來亞檳榔嶼召開秘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
同盟會重要骨幹黃興、趙聲、胡漢民等人。會議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的
廣州起義，並以廣州新軍為主幹。惟這次起義，最後除黃興一部及順德
會黨按期發難外，其餘各路均未行動。新軍子彈被收，沒有作戰能力；
胡毅生、陳炯明事先逃出了廣州城；姚雨平未能及時領到槍械，起義爆
發後藏匿不出。這樣，起義成為黃興一路的孤軍作戰。
1911 年 4 月 27 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
義，血戰一晝夜，同盟會骨幹成員犧牲百餘人。同盟會會員潘達微收殮
烈士遺骸 72 具，叢葬於紅花崗（後改名黃花崗，黃花即菊花，象徵節烈）
，
史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黃花崗墓園始建於 1912 年，至 1921 年烈士墓和紀功坊先後落成，
並以孫中山先生「浩氣長存」四字鐫於墓坊。七十二烈士陵墓位於崗頂，
以麻石砌成方形墓基，四周繞以鐵鏈欄杆，上有四柱方形鐘頂碑亭，樹
七十二烈士之墓石碑一方。墓後的紀功坊，上半部以 72 塊矩形石塊砌疊
成金字塔形坊頂，頂上矗立一高舉火炬的自由神像，坊額鐫有章太炎所
題篆文，坊後立有詳細紀錄武裝起義經過的石碑。
現時墓園內除「七十二烈士」外，還有被譽為中國航空之父的中國
第一個飛機製造家和飛行家馮如，陸軍上將鄧仲元，被孫中山譽為中國
革命空軍之父的楊仙逸和越南烈士范鴻泰等人的陵墓。能夠葬在黃花崗
公園的烈士大部分經過孫中山先生特許，是為了爭取民主自由而犧牲的
民族英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十分重視陵園建設，築起圍牆，
加強整治保護。1961 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1 年和 1986 年政府再兩次撥款維修。每年，
廣東省、廣州市各界人士及黃花崗 72 烈士親屬代表都會來到墓園舉行紀
念活動。
參考資料：
黃花崗公園官方網站 http://www.72martyrs.com.cn/t_index.htm
吳學文。〈孫中山與黃花崗〉
。http://www.sannongzhongguo.net/shownews.asp?newsid=11721
〔下載日期：2015 年 12 月 20 日〕
陳建華、吳新源主編。
《築起心中的長城—廣州巿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與國防教育基地巡禮》
。廣
州：廣州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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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古港及歷史陳列館
黃埔古港位於黃埔涌河畔，河對岸的馬鞍崗丘陵是天然的避風屏
障，因而成為優良的港口。1757 年，清政府實行「一口通商」
，只保留粵
海關，而粵海關的黃埔掛號口就是設在黃埔港，還開設了稅館、夷務館、
買辦館和鱗次櫛比的酒樓商號。按《粵海關志》黃埔稅館圖，黃埔稅館
遺址在黃埔村醬園碼頭一帶的河堤旁，前半部分架設在水上，兩側分別
建廊子和欄杆，後半部分是主樓，高兩層。此外，據《中國國際貿易史》
統計，以 1817 年為例，廣東當年對外貿易的進口總值為 2348 萬元，而
通過黃埔港的進口總值為 1971 萬元，佔全省進口總值 80%以上。黃埔港
在當時中國對外貿易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然而，古黃埔港碼頭因江畔淤泥日積月累，影響海舶停泊。再加上
清政府陸逐開放其他通商口岸，使廣州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位日漸削弱。
至清同治年間（1862-1874 年）更將黃埔掛號口移至長洲島北岸（現黃埔
軍校舊址所在地）。到了 1937 年，政府於珠江北岸的魚珠、橫沙鄉一帶
興建碼頭，稱為「黃埔新埠」，古港更形式微。
現位於黃埔村內的黃埔古港歷史陳列館，乃利用村內的梁姓祠堂改
造而成，並於 2004 年 4 月開館，總面積約達 2000 平方米，由壁畫區、
實物區以及中心展區 3 個部分組成。其中，實物區是陳列館最有特色的
部分。設計人員將四散在黃埔古村內的 40 多件歷代建築材料，如石樑、
石柱、石刻等集中在一起，在院落中營造出一個「殘垣斷壁」的景區。
設計人員稱，他們沒有選擇把這些文物圍起來展出，是希望讓遊客能夠
近距離地感受古港文化的輝煌，能喚起有如走進圓明園的思古之情。在
展館的壁畫區內，橫亙著一幅長 31 米、高 1.5 米的大型漢白玉描金壁畫。
畫內描繪了當年黃埔古港「一港通商」時期萬船來埠的繁榮景象，著名
的哥德堡號、中國皇后號等都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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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村
黃埔村在南宋時期已是「海舶所集之地」。據載，黃埔村有馮、梁、
胡、羅四大姓，出過眾多官宦、商人，這些人衣錦還鄉後，捐錢建了不
少祠堂。與主山馮氏公祠一巷之隔的榮西里，是左垣家塾所在地。左垣
家塾是「十三行」之一天寶行行主梁經國(號｢左垣))生活過的地方。而人
稱「黃埔先生」的胡旋澤更讓村民光榮。他是 19 世紀中後期著名的新加
坡僑領，中國駐外領事第一人，又是國際外交史上第一個身兼三國領事
的外交官，曾先後被澳大利亞國封為男爵、被英國授予 CMG 三等寶星爵
位。
黃埔村是典型的僑鄉，出洋人數極多，其中胡氏族人較多往新加坡、
馬來西亞；馮姓族人較多往日本；梁姓族人則較多往美國，家譜中也有
往古巴、秘魯等地的記載。黃埔村人因與外來文化接觸，成就一批批傑
出人士，如：外交家胡璿澤、梁誠、梁洵，商業钜子梁韜、梁經國、梁
綸樞，專家學者胡棟朝、馮銳、梁方仲，軍事界馮肇憲、梁廣謙等。此
外，黃埔村人更能成功建立品牌，例如由黃埔村人梁國森與友人創建廣
生堂，並打造知名的「雙妹」牌化妝品。
參考資料：
劉文。〈黃埔村—繁華塵封的千年古村〉，
《科學大觀園》2006 年第 12 期。

黃埔軍校
民國初年，中國外受列強侵略，內有軍閥割據。孫中山明白南北軍
閥絕不可靠，要革命就必須有一支屬於革命黨的軍隊。於是他多次與蘇
俄代表商討，並接受其協助建立黨軍的建議。他仿照蘇俄紅軍的制度，
訓練新軍，在 1924 年 6 月 16 日在廣州黃埔長洲島上建立「陸軍軍官學
校」
，由蔣介石擔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共產黨人周恩來、惲代英、
葉劍英、聶榮臻等負責政治教育，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加倫任軍事顧問。
在 1926 至 27 年間，軍校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受國民政府軍
事委員會領導。由於國共關係在孫中山逝世後惡化，蔣介石決定在武漢
再設分校，又在上海、長沙及重慶等地秘密招生，準備發動「清黨」行
動。其後蔣介石把廣州黃埔軍校的學生移至南京及武漢，又在南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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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畢業禮，標誌著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的廣州黃埔軍校結束。直至抗
戰時期，廣州軍校被日軍轟炸變成廢墟。抗戰後，國民黨海軍接收黃埔
軍校。至 196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下令駐黃埔的海軍重修軍
校，1988 年，軍校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 年，軍校經國家
文物部門重修後，大致已恢復原貌。
長洲島位於廣州市東郊黃埔區，全島面積 6 平方公里，面臨珠江，
背倚扯旗山。軍校校址原為清朝陸軍小堂校舍，軍校創辦時略加修葺，
在原祠堂式大門前面增建歐陸式大門，懸掛「陸軍軍官學校」名牌。校
本部內部復原了孫中山、蔣中正、廖仲愷的辦公室、周恩來的政治部辦
公室、教授、教練、管理、軍需、軍醫各部的辦公室，還有課室、師生
的飯堂、寢堂等，另設有「黃埔軍校史迹展」
、
「黃埔群英館」、
「北伐戰
爭中的黃埔人」等展覽。此外，還有原為清代粵海關黃埔分關舊址的孫
總理紀念室、孫總理紀念碑及東征陣亡烈士墓等。
軍校為世界四大軍校之一（其餘三所為美國的西點軍校、英國的桑
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以及俄羅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
，在中國近代史和軍
事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黃埔軍校不但為國民黨，也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
大批軍事人才。中共十大元帥中，黃埔出身的就有五位，包括黃埔軍校
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武漢分校政治部文書陳毅、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
兼政治教官聶榮臻、黃埔第一期的徐向前和黃埔四期的林彪。十位大將
中，陳賡、許光達和羅瑞卿也是出身黃埔。
參考資料：
1. 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官方網站）http://www.hpma.cn/
2. 左永平。<黃埔軍校與中國共產黨>，《思茅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7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
3. 劉翠英。<淺談廣州黃埔軍校時期的周恩來與蔣介石>，《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第 33 卷第 3 期，200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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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講所
毛澤東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位於廣州市中山四路 42
號。舊址原為番禺學宮（又稱孔廟）
，始建於明洪武三年(1370 年）
，是明
清兩代培養士大夫和祭祀孔子的地方。
這座古建築從南至北由欞星門、泮池、拱橋、大成門、大成殿、崇
聖殿和兩側的兩廊、兩廡、明倫堂等組成。1926 年 5 月至 9 月，毛澤東
任所長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在此舉辦。當時把大成門東西兩側用木
板間成房子，東側為教務部，是教員辦公的地方；西側為軍事教官輪流值班
的值星室和職員管理行政事務的庶務部。大成門的東耳室為所長毛澤東的辦公
室，東西兩廊為學生宿舍，大成殿為農講所的課堂，崇聖殿為膳堂。
農講所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共產黨人彭湃等倡議，經國民黨中央批
准，主持人均為共產黨人。第一、二屆地點在越秀南路的惠州會館，第三至五
屆在東皋大道一號。第六屆為了配合即將進行的北伐戰爭，發展全國農民運
動，遂擴大招生的範圍和人數，所址也遷到佔地寬廣的番禺學宮。
第六屆農講所教員有周恩來、彭湃、惲代英、李立三、張秋人、李一純等
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共取錄來自 20 個省區的 327 名學生，經考試

符合四項條件：一是決心從事農民運動，並無他項異想；二是中學程度，
文理通順；三是年齡界乎 18-28，身體強健無疾病；四是富勇敢奮鬥精神。
學生在此學習農民運動的理論和方法，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還到過黃
花崗、白雲山、石井廣東兵工廠等地進行實彈射擊和軍事演習。學員畢
業後奔赴全國各地，領導農民運動。大多數人擔任農民運動特派員，在
各地組織農民協會，協辦地方性的農講所、農訓班，培養革命幹部。
1953 年，廣州巿人民政府修復了舊址，周恩來總理為舊址題名（大
門橫匾「毛澤東同志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為周恩來手書）
，同年建
立了紀念館。現有固定陳列包括：農講所舊址復原陳列、廣州農民運動
講習所陳列、孔子與儒學、中國科舉文化、廣東各地學宮等。
參考資料：
1. 廣州農講所（官方網站）http://www.gznjs.cn/
2. 羅志海。<廣州農講所是誰創辦的>，《咬文嚼字》2007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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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心大教堂
石室聖心大教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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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東南亞唯一純花崗岩石結構的哥特
式建築。
聖心教堂所在地是一條具有千年歷史的古老街道，宋朝時稱為「賣
麻街」
。清代建起了兩廣總督部堂衙門，是兩廣最高權力機關。第二次鴉
片戰爭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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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天主教巴黎外方傳教會明稽章（粵桂監牧區首任
宗座監牧─相當於教區主教）就開始在廣州覓地建教堂。當時以清政府
在禁教期間沒收了天主教在廣州的教堂為由，要求在已荒廢的原兩廣總
督行署舊址興建此教堂。1861 年 1 月 25 日，由恭親王奕訢與法國政府
簽署協議，正式確認廣州聖心大教堂的建立。
教堂始建於 1863 年，明稽章分別從耶路撒冷及羅馬運來 1000 克泥
土，置於奠基石下面，表達了天主教會創於東方的耶路撒冷、而興起於
西方的羅馬之意，故現時教堂東側牆面刻著「Jerusalem 1863」，西側牆
面刻著「Roma 1863」。教堂由法國工程師 Nanseen Leon Vonutrin 設計，
廣東石匠蔡孝負責指揮施工，由香港運來石材，與法國巴黎七區 Las
Lases 的克羅蒂(Sainte Clotide)教堂為姐妹教堂。工程歷時 25 年，於
1888 年建成，耗費 50 萬金法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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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教堂的全部牆壁和柱子都是用花崗岩砌造，所以又稱之為「石室」或「石
室耶穌聖心堂」、「石室天主教堂」
，屬於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特色佈局：教堂平面呈拉丁十字形，象徵耶穌在十字架上犧牲救贖
人類的偉大貢獻。
雙塔：在外觀上呈現瘦高的骨架是哥特式建築的典型特點，從下向
上，給人向天空無限延伸的感覺。東塔樓內有四個大銅鐘，分別可敲出
C、E、G 和高音 C 四組音律。西塔樓裝有機械鐘，維修後新的鐘面(已毀
壞的機械大鐘鐘面現存放在廣州博物館內)仍按照歷史原樣製作，以羅馬
數字標示時間。十九世紀末，從珠江能看到機械鐘，是羊城的一大景觀。
石柱與尖拱：走進教堂，左右各有 10 根巨型石柱支撐交叉、急劇
上升的尖拱，使整個教堂內部保留著和外觀一致的向上的升騰感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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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中間最高，兩側稍低，呈現起伏的態勢。從大門向祭壇方向，由於石
柱的排列和堂頂的尖拱結構，整個大堂有一種向上和向前延伸的感覺，
渲染出莊重的宗教氣氛。通常的哥特式建築，石柱一般稱作束柱，感覺
是一束柱子被捆綁在一起。從外觀上看，石室的石柱似乎和普通束柱有
所區別，這裡的每根石柱都是由整塊的花崗岩壘成，石面之間嚴絲合縫，
對榫準確，據介紹，石塊之間是用桐油糯米漿粘合。而幾米高的石柱究
竟如何砌造，才能撐得起如此宏偉的建築，確實讓人費解。
彩色玻璃窗：石室中巨大的彩色玻璃窗最引人注目，正面、東面、
西面各有直徑 7 米的圓形玫瑰花窗，用深紅、深藍、紫黃等玻璃鑲嵌。
這些彩色玻璃窗歷經百年，多有損壞，現時的玻璃由菲律賓福瑪特公司
製造。玻璃窗上所繪的是聖經故事，上層 16 幅是舊約故事，下層 14 幅
是新約故事。與中世紀早期的建築相比，哥特式建築由於解決了設計方
面的問題，能夠在單薄的牆體開出大窗，讓陽光照進教堂，這在建築上
是一個飛躍，同時也渲染了宗教氣氛。
排水石獸：教堂外牆有 30 隻排水石獸，其功能是把飛扶壁、飛虹收
集的雨水凌空排出，以免石牆過多地受雨水侵蝕。這種石獸是中國建築
中使用的排水神獸─螭首。民間傳說龍生九子，螭首為第五子，它的嘴
特別大，肚子能容納很多水，善於吞江播雨。西方教堂建築雖雕有各種
動物，但石室採用特有的「螭首散水」
，將中國建築藝術與西方哥特式建
築結合。
石室滄桑：石室教堂範圍原附有中小學、醫院、育嬰堂、神學院等。
由於抗戰時期日本飛機的轟炸，加上解放前夕海珠橋被炸，強烈震蕩使
教堂玻璃幾乎都被震毀。
「文革」時，堂內的祭台、祭具、聖像、神功亭
及椅子又被焚毀。至 1996 年 11 月 20 日由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
歷史懸疑：石室為什麼不朝西方？
西方的哥特式教堂，都是面向西方。但是石室教堂卻是面向南方的
珠江。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華南理工大學的馮江老師分析，可能是廣
州城市中軸線的力量改變了石室的方向。據馮老師介紹，當年的石室曾
經是廣州最高的建築，而且在廣州的中軸線上，在當年的地位可比今天
的中信廣場。這樣的一座建築如果堅持面向西方，可能會與廣東人的傳
統思維和整個城市的佈局相牴觸。馮老師說：廣州中軸線的力量太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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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堂的設立畢竟是以傳播宗教文化為目的，如果連建築都無法融入
當地社會，更不要說在文化上了。而廣州城市設計院的方引晴先生提出
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天主教的石室、伊斯蘭教的光塔、道教的五仙觀、
佛教的光孝寺和六榕寺，幾乎在一條直線上。此外，石室背向白雲山、
面朝珠江水，與中國地理北高南低，後有靠山、前有流水源源不斷的典
型中國建築風格相吻合。
據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巿規劃學院湯國華教授介紹，聖心大教堂建成
一百多年來總共大修了兩次，一次是上世紀 20 年代，另一次是上世紀 80
年代。到 2004 年底，石室開始了第三次大修。據湯教授介紹，這次大修
分兩期進行，一期工程的修復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力求保存和恢
復其原有的形制、結構、材料和工藝水平，在保持歷史風貌的基礎上，
使其「老當益壯」
。其中維修的重點是徹底解決屋頂漏雨問題，其次更換
玻璃窗 98 扇，共 600 多平方米。此外還對教堂的樓梯、通道、樑架進行
整修，塔頂新裝機械大鐘、內外牆花崗岩進行翻新清洗，修補石柱、天
頂、祭壇、告解亭、唱經樓、照明線路、燈光等全部室內配置。據悉，
一期工程量雖不大，但施工技術要求很高，整個拆建過程會完全拍攝記
錄下來。
二期工程即石室教堂周邊環境的整治，包括調整教堂東部用地，拆
除遮擋側立面景觀的建築，騰出足夠的空地開闢東廣場；石室教堂西側
的舊部前小學列為二期工程的綠化用地，徵用靠近石室教堂的三幢舊教
學樓，開闢為石室教堂後花園，拆除教堂圍牆內與大教堂風格不協調的
新建小屋。整個工程預計 10 年內完成，目前這個工程已經被市政府納入
「2010 年一大變」的整體規劃中。
參考資料：
1.
余慶斌〈廣州石室教堂〉
，載於《 中 國宗 教 》 2004 年第 12 期 ，頁 38-40。
2.
廣州巿天主教愛國會、天主教廣州教區編。
《百年聖殿雄姿─廣州石室天主教堂總體維修
工程專輯》
，2009。
3.
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窗欞上的聖經故事─廣州石室聖心大教堂文化釋義》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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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海關
粵海關是現今廣州海關的舊稱，它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開放海禁，並在廣州、廈門、寧波及上海設立
海關，分別稱為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及江海關，海關之名正式出現。
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改行一口通商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口對外貿
易，粵海關地位更形重要。據《粵海關志》記載，粵海關共設七個總口，
各總口下轄小口約七十個，遍及廣東沿海。而其時關稅收入更成為清政
府的主要財務來源之一。
在鴉片戰爭前，粵海關並不直接管理來粵貿易的商人，而是通過十三
行進行管理。鴉片戰爭後，十三行的壟斷地位改變，粵海關開始接手外
貿管理。英法聯軍之役後，英國更攫取中國的海關管理權，由外國人出
任總稅務司。
康熙二十四年至咸豐十年間，海關原址位於五仙門內。咸豐十年後改
立於今江西路 29 號的粵海關關址。原樓於 1913 年拆除，1916 年由英國
建築師設計、重建，建成坐北向南的四層大樓。大樓連鐘樓高 31.85 米，
首層為基座形式，用條石砌築，正面和東側柱廊全為仿羅馬愛奧尼式而
建的雙柱。

參考資料：
廣州巿建設委員會編。《廣州歷史文化名勝》
。廣州：花城出版社，2002。

廣州博物館
【鎮海樓主館】
主館位於廣州市越秀山，1929 年成立，屬於中國最早的博物院之一。
主樓鎮海樓始建於明洪武十三年（1308），由永嘉侯朱亮祖修建，是廣州
現存明代三大古建築之一。它雄踞越秀山頂的廣州古代北城牆上，為古代
城樓。樓高 28 米，寬 31 米，深 16 米，東、西二面山牆第一、二層用紅
砂岩條石砌築，三層以上為青磚牆，底層石牆厚 3.86 米；樓漆絳紅色複
簷，飛簷兩邊飾石灣彩鼇魚；各層有欄杆。清代已被列為羊城八景之一，
成為廣州城的標誌。1963 年被列為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後又列為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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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護單位。
主要陳列「廣州歷史陳列」設於鎮海樓，該陳列始於 1959 年，是中
國博物館中最早的地方誌陳列之一。展覽著重展示廣州是一個 2000 多年
持續發展、逐步擴大的歷史文化名城。近年來又加重介紹廣州是中國最
早，也是唯一歷久不衰的外貿港口城市，在中國乃至世界的海上交通史
上、經濟文化交流史上有獨特的歷史貢獻，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方發祥
地，受到海內外人士的重視。整個展覽共使用文物 520 件。
該館藏品有二萬多件，以廣州漢墓出土文物陶器為主，亦有少量能證
明廣州兩漢時期已有海外聯繫的珍貴文物，如東漢的珠串、藍色玻璃。近
年也逐步加強了對現代文物及民族民俗文物的徵集工作。
鎮海樓在清代亦是一軍事要塞。由於它位於廣州城北觀音山之高崗
上，是俯瞰城內的制高點，所以兩次鴉片戰爭時期，英軍都在登陸廣州後，
設法奪取此樓，成立司令部；然後與攻取了珠江上東水砲台、海珠砲台等
的海軍，南北兩面夾擊清兵。奕山、葉名琛等兵敗，或投降、或被俘，情
況同出一轍，即未能穩守鎮海樓此處制高點。鎮海樓附近崗頂有四方砲台
遺址，也是鴉片戰爭時中英兩軍必爭之地，其所據形勢有考察的價值。

【美術館展區（仲元圖書館）】
毗鄰主館鎮海樓的廣州博物館仲元圖書館展區，為紀念辛亥革命將領
鄧仲元而建。1929 年奠基，次年建成，總面積 7600 平方米。建築仿傳統
之綠琉璃瓦、廡殿層頂、雕花門框，但斗拱、飛檐為水泥結構。此館曾一
度為廣州美術館，故又稱美術館展區。
仲元圖書館館外有碑廊，嵌列着清代廣州重刻的歷代名人書法帖石，
即海山仙館叢帖刻石。包括有晋代王羲之，到唐宋歐陽詢、顏真卿、蘇軾、
黄庭堅、米芾、蔡襄，元趙孟頫和明末清初董其昌等名家刻石共 108 方；
此外，1998 年續建的東廊，又嵌有海山仙館尺素遺芬刻石 59 方及明清珍
貴石碑 33 方。故此館亦有「南方碑林」之譽。
館內有「海貿遺珍—18-20 世紀初廣州外銷藝術品」專題展覽，是從
館藏品中甄選造型獨特、工藝精湛的牙雕、刺繡、絲織、漆器、琺瑯器、
彩瓷、外銷畫（紙本、通草等水彩畫、油畫、玻璃刻畫等）藝術品，通過
展示，為公眾再現 18-20 世紀初廣州口岸民間藝術品的外銷歷史，讓人深
切地感受到數個世紀前東西方匯流的文化氣息。
明清時期，廣州曾以一口通商的獨特地位一枝獨秀，成為東西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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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重要門戶。18、19 世紀，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風，廣州手工藝人應
歐美市場所需，創作和生産出各種具有濃厚中國色彩而又略帶歐洲藝術風
格的外銷藝術品。這些馳名遐邇的「廣貨」是歷代嶺南手工藝人的心血結
晶，無論是刺繡、牙雕、漆器還是制瓷，經千百年錘煉自成一系，又濃縮
了東西方藝術、工藝精華，因此深受西洋人士的喜愛，各國商人紛紛來粵
訂購。該展覽展出的重要文物有廣繡花鳥四屏、清代象牙雕刻鏤空龍船、
清嘉慶廣彩人物紋大碗等。
此外，該館亦展出了清代廣州商人習用之英語，饒具趣味，亦可由此
探索當時西風東漸的社會現象。下列是館內展示的清代廣式英語例子：
1. 爹丫應忌利樹文父林倫頓

They are Englishmen from London.

2. 暇父夭丕謙科的哋

Have you paid him for the tea？

3. 耶士埃砵父林謙輝父偷臣車 Yes,I bought from him five thousand
chests of green tea.
士士阿父忌連哋
4. 暇士夭亞衣路打步剌打衣濕 Has your elder brother a shop？
5. 希暇士花路

He has several.

參考資料：
1.
廣州博物館（官方網站）http://www.guangzhoumuseum.cn/
2. 廣州博物館編。《鎮海樓論稿》
。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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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近代史博物館（亦稱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
廣州近代史博物館原址原為 1910 年建立的廣東諮議局。1911 年 4
月，同盟會的黃興在廣州領導起義。1911 年 4 月 29 日，起義失敗，烈士
陳屍於此地，遺骸由同盟會會員潘達微收殮，合葬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墓，並以「諮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為題報道。
1911 年 11 月 9 日，廣東各界代表在該處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並成
立都督府，推選胡漢民為都督。1921 年 5 月，孫中山在此宣誓就任非常
大總統。1925 年 10 月，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由越秀南路的惠州會館遷至
此處。1926 年 1 月、5 月 1 日、5 月 15 日、10 月 15 日，中國國民黨在
此地分別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第二屆二中
全會、中央委員會暨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1927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政
府回遷武漢，此地成為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1927 年 1 月，由毛澤東
開辦的《政治周刊》在這裡創刊。
展館內設有「近代廣州」大型陳列展覽，陳列分兩部分：第一部分
是「百年風雲」展覽，設於博物館一樓，主要展示在廣州多次發生的中
國歷史重大的事件，並復原 1921 年孫中山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時的禮
場；第二部分是「日趨近代化的中心城市」
。

錦綸會館
錦綸會館又名錦綸堂，原位於下九路西來新街，是一座清代的祠堂
式建築。始建於清雍正元年（1723 年）
，並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
重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為民宅，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完好。2001
年建設康王路時，為保護這座古建築，市政府出鉅資對其進行整體平移，
以保持其原貌。工程歷時四十多天，往西北方向縱移八十點四米，頂長
一點八五米，橫移二十二米，是我國首次連地基完整平移，也是國際上
第一例平移工程。
據廣州大學建築與城巿規劃學院湯國華教授描述：「整個錦綸會館先
用鋼管密密實實捆緊，包紮好，僅這一項就花費了鋼管上百噸。然後在
會館地基處製造新的雙層頂托基座，再巧妙利用滑軌進行向北直行、換
軌、向西轉彎，將包紮如粽子的會館慢慢平移。一分鐘往往只能移幾釐
米，移一下再停一下，看看建築結構會不會變鬆散架，然後再移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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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國華稱 102 米的路程，錦綸會館「走」了 20 多天，終於順利向北向西
退出了規劃中的康王路。
該建築原是廣州絲織行業股東公會，為該行議事之所。每年農曆八月
十三日「師傅誕」
，行內人敲鑼打鼓，抬著燒豬來此賀誕。錦綸行分東家
（雇主）和西家（受僱者）
，東家聚會錦綸堂，西家聚集於中山七路的先
師廟。廣州絲織業聲譽遠播，據雍正《廣東通志》載「金陵、蘇、杭皆
不及」
，成品遠銷海外、進貢於朝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紡織業工
人是城市手工業工人抗英的一支主要力量，參加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戰
爭，並在經濟上給予支持。
會館坐北朝南，佔地面積 692.11 平方米，三進深，青磚石腳，碌筒
瓦鑊耳山牆，門前磚雕細膩，供奉「先師張騫」木像，而第二進即為綿
綸堂。該會館是中國近代史上紡織工業重要的史蹟，是廣州保存下來的
唯一近代專業行館。館內完整保留了二十一方歷史碑刻，是研究清代廣
州商貿發展的重要實證。

參考資料：
1.
廣州市文化局等編。《廣州文物志》
。廣州：廣州出版社，2000。
2.
孔柱新。〈錦綸會館與廣州絲織業史〉
。《嶺南文史》2003 年 2 期。
3.
陳玉環。〈廣州城市建設中文化遺產保護模式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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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聖寺與唐代的蕃坊
懷聖寺位於光塔路 56 號，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興建的清真寺，
又稱光塔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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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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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元年（627 年）
，阿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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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
內外穆斯林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之一。
懷聖寺坐北向南，佔地面積 2966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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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殿
坐西朝東，禮拜時面向聖地麥加，建築的比例、色彩、裝飾均具西亞風
格。寺內現存主要建築有光塔、大殿、望月樓、碑亭、回廊、水房、客
廳等。光塔位於懷聖寺的右前方，是該寺最突出的建築，高 35.75 米，
實心，塔體為圓柱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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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來測定風向，但 1392 年，由於一場颶風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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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在後部，現在的建築是 1935 年重修。大殿外面的
許多雕刻都有地方風格，兩側還分別有一棵龍眼和鳳眼樹，所以該寺曾
被稱為「龍鳳寺」。
懷聖寺有許多未解之謎。如根據伊斯蘭教反對偶像崇拜的原則，一般
清真寺裏是不會有人物及動物形象的，可是懷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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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貞觀年間，廣州光塔路一帶是廣州著名的「蕃坊」，當時有成千上
萬的阿拉伯商人和穆斯林聚居，於是建造懷聖寺，以便回教徒進行敬拜。
在蕃坊裏，有外國僑民推選蕃長負責管理蕃坊事務，設立蕃學讓外僑子
弟讀書，修建外僑墓地，稱為蕃冢。現時，廣州懷聖寺附近一帶的街道，
大多仍沿襲唐時的名稱，而其命名全與阿拉伯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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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名

阿拉伯語稱呼

古代名稱

光塔路

大食巷、大紙巷

光塔街

惠福路

「大食」街變音

大巿街

仙鄰巷

「支那」 (中國)

仙鄰巷

甜水巷

「中國山崗」音譯

甜水巷

海珠中路

「送別」巷音譯

仙羊街

詩書路

「獅子」諧譯

詩書街

蓬萊北街

「真主至大」音譯

蓬萊北街

擢甲里

「小巷」意譯

擢甲里

瑪瑙巷

大食、波斯人賣珍珠、瑪瑙

瑪瑙巷

朝天路

朝天房之意

朝天街

紙行路

與大食有關

紙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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