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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泉州：歷史考察的實踐與啟發

一、引言

歷史雖是一門敍述往事的學科，不過，歷史教育也可以是一門有趣的教學專

業。當中，只要教師加入日常生活元素，並透過不同形式的教學策略，讓學生親身感

受或體驗前人的生活文化，作理性的沉澱和分析，當能讓他們掌握過去，展望未來。

學習歷史，便可變得很有趣味和富有生命力。要吸引學生的興趣，就必須要「搞活」

歷史教育。

現代的歷史教育，大體都全面涵蓋「知識」、「技能」與「價值觀和態度」的

課程目標。香港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三）課程目標亦致力讓學生「整全地

認識中國歷史的面貌」，「學會學習和探究」，以及「培養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1

。）除了課堂教學外，最能貫徹上述的課程目標，就是歷史考察。讓學生親身走進歷

史的場景，體驗感受過去的生活及各地域之文化形態，是極有趣而深刻的歷史教育及

價值觀教育，更是鑄煉研習技能的上佳方式。所謂「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學

生要有深層的生活歷練和領悟，必須具備探究實作的知識和技能。

近年來，隨著教學範式的轉變，越來越多教師舉辦歷史考察，寓學習於考察之

中，讓學生有機會遊歷國家河山，鑄煉研習技能，細味各地域的文化情懷，領略當代

國情民生。教師除了要應付平日繁重的教學工作外，還肩負策劃組織、設計、帶領考

察團等工作。教師為莘莘學子的福祉不辭勞苦，這份對歷史教育的熱誠和努力，實在

值得我們尊重。為支援中國歷史科修訂課程（中一至中三）的實踐，並提升教師策劃

考察活動的效能，教育局積極舉辦教師培訓活動，推展教師專題考察，邀請專家學者

設計歷史專題考察路線，並隨團作深入的導賞及培訓；又安排參加教師撰寫「考察點

設計」及「教學設計」，選取優秀作品結集成篇，以及製成光碟，與學界分享。本文

將就教育局近年舉辦的「泉州 海上絲綢之路及伊斯蘭文化在亞洲」教師專題考察

的實踐作歸納整理，摘錄部份成果，以利學校推展歷史考察。

1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19）《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
三）》，頁7。

教師考察團與丁新豹教授於泉州陳埭丁氏宗祠合照

二、走進泉州：學生進行歷史考察的裝備

歷史考察要達到預期的效果，必先為學生作好裝備。在裝備學生進行考察，有

以下幾點建議：

（1）學生為本

在規劃及設計歷史考察時，我們可以嘗試以「學生為本」，讓學生當主

角，參與設計整個考察計劃及進度，引領學生了解考察的精神和意義，掌握組

織、研習歷史的能力。學生在起初或會感到吃力，設計上也可能出現疏漏，教

師若能從旁指導，給予適當的回饋及鼓勵，便能讓學生逐漸掌握歷史考察的要

點，繼而有信心搜集資料、拍攝歷史遺址古蹟、進行街頭訪談等。完成考察

後，可以在校內進行匯報交流會，製作小型展覽，與同學分享考察成果。這

樣，歷史考察的歷練有助刺激學生主動觀察和思考，以及製造擁有感及成就

感，也會更主動學習中國歷史和文化。

（2）前備知識及研習能力

歷史考察要達到預期的效果，基本要素是學生具備考察的前備知識及研習

能力。老師需在考察前教導學生懂得閱讀、辨析、比較各種類資料；考察過程

中，掌握觀察、訪談、記錄和分析情景；考察後，能夠整理、分析、綜合和展

示考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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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擬定主題，啟動學習

歷史考察首要是擬定主題，讓學生明確聚焦，蒐集資料，擬定進度及計

劃。而考察主題宜貫串所有或大部份考察路線及考察點，並因應學生的興趣及

能力，分配主題，以建立歷史思維。如設計廣州考察時，可參考教育局《羊

城攻略》2的建議，書中劃分了「明清外貿區」、「現代化步伐」、「崎嶇共和

路」、「黃花崗之役」和「教育的蛻變」等部分，明確清晰，方便學生按考察

目標擬定路線。

（4）創設情景，走進歷史

課堂只是學習歷史的起點，實地考察是歷史教育的催化劑。歷史考察旨

在為學生創造機會及情景，「讓學生踏進歷史現場，親身接觸歷史文物，使他

們對歷史事件及現象產生真實感，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從而投入歷史的學

習，建立歷史意識與情感。」3教師可把考察點作為歷史課堂，結合「導賞」與

「教學」，自己擔當講員，學生會易生聯想，融情入景，進入歷史。如考察北

京圓明園，在「大水法」遺址中，與學生講述英法聯軍之役，傷痛國難浩劫，

生靈塗炭；在故宮懷古，領略帝皇生活，悲光緒被囚，不齒慈禧所為；仿如走

進近代歷史，與國家共歷盛衰。愉快的歷史考察讓師生走進一段段歷史，同感

同悟，變化氣質，陶鑄內涵，情意悠然而生，將價值教育的種子不經意地放進

學生心底。

三、走進泉州：老師在考察的實踐與啟發

泉州教師專題考察回港後，每名教師都參與教材設計。教育局將當中具創新意

念、簡明實用的佳作，匯集成資源冊，分享教師在考察上的實踐成果，期望能啟發同

儕，提升歷史考察的效能。老師的教材設計貫徹了以下幾項理念：

（1）教材著重完整的教學流程，建立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老師的教材設計考慮周全，系統性強，每份教材明確說明學習重點，簡明

清晰。為建立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考察點設計」設有「考察點簡介」、「熱

身活動」、「考察活動」、「整合活動」等環節；「教學設計」則設有「教學

流程」、「歷史小知識」、「課前預習」、「課堂活動」、「課後延伸」，甚

至「挑戰題」等部份，既讓教師容易規劃完整的考察或教學流程，學生又可因

應個人的能力，自主地安排學習進度，進行研習。

2 教育局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編訂（2020）：《羊城攻略：中國歷史教師分享集》，頁26。
3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2019）《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國歷史科課程指引（中一至中

三）》，頁41。

（2）因材施教，照顧差異

本資源套分為「考察點設計」和「教學設計」兩大類別。顧名思義，「

考察點設計」主要配合考察，循序漸進，建構學生考察的基礎知識；「教學設

計」則結合課程，以利教師於課堂施教。教材照顧不同角度，涵蓋微觀及宏

觀，分成點、線、面等層面，主題多元化，有「海上絲綢之路」、「中外貿

易發展」、「元朝統治政策」、「中外文化交流」、「伊斯蘭教傳播」等。同

時，考察設計涵蓋大部份考察點，如陳埭（音：弟）丁氏宗祠、清淨寺、草庵

（音：鵪）摩尼教寺、九日山、洛陽橋、靈山伊斯蘭教聖墓、泉州灣古船陳

列館等。教師可以檢視學校需要、學生興趣及學習多樣性等狀況，靈活選取主

題，調節教學份量、深度及廣度等，以發揮更大的教學效益。

（3）體現多元化教學策略，以建立學生的研習能力

在本資源套中，教材設計充份體現多元化教學策略，透過不同形式的考察

或教學活動，發展學生的研習歷史的能力。例如讓學生閱讀各種歷史資料，包

括重要典籍、論文、地圖、石刻碑記、圖片、古蹟文物等，學習辨別及整理資

料；要求學生從不同途徑搜集資料，包括文獻、網頁、考察、參觀、訪談等，

學懂獨立探究，記錄及辨析資料；透過多元學習活動，包括腦圖、實地考察、

製作簡報、小組討論、分享匯報、擬寫計劃等，培養協作、溝通、解難、綜合

分析、評鑑等研習能力。

（4）史地結合

歷史教學是以「人」、「事」為經，「時」、「地」為緯；平常教學容

易忽略地理的因素，學生亦對中國地理不太熟悉，概念模糊不清。在本資源套

中，教師亦著重將歷史與地理結合，在選取主題、設計形式上，都將重要的地

理元素有效地展示出來，例如泉州的地理概念、唐宋元明的版圖、海上絲綢之

路的路線、考察點介紹、考察路線等，有助學生立體地認識中國歷史。

四、泉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角色

享有「光明之城」美譽的泉州，是歷史悠久的港口和貿易中心，更是「海上絲

綢之路」的起始。泉州地處福建東南沿海，面臨台灣海峽；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

件，有眾多山川河流、綿長的海岸線及大量天然港口。河流從戴雲山向四方成脈狀分

佈，流經泉州灣、湄州灣、深瀘灣、圍頭灣四大港灣。港口海闊水深，避風避浪，適

合船舶停泊。泉州不僅依山傍水，且氣候溫和，屬於亞熱帶海洋氣候，帶來充足的風

力，給予蕃商蕃舶的遠程航運不少信心及安全感。優越的自然環境賦予泉州蓬勃發展

的條件及契機4，更造就了它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4 陶紅亮主編(2017) :《海上絲綢之路》，北京海洋出版社，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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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而具有關鍵作用，與歷朝政府的

積極外貿政策及中外交通的轉變不無關係。魏晉時期，北方紛亂，大量人口南移

至泉州，為當地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及勞動力，刺激農業發展。而手工業如絲織

業、陶瓷業也興旺，商品日益豐富，奠定它成為商業中心的基礎。唐代政府實行開

埠政策 5，使泉州成為當時四大通商口岸之一，與廣州、交州、揚州齊名。

唐中葉以後，陸上絲綢之路受阻，發展時斷時續。北宋時期，西夏的興起更

徹底阻斷此路，海上航道遂取而代之成為中外貿易主要通道，亦大大促進了商品流

通，體現了東西方繁盛的經濟往來及文化交流，同時更提升了泉州的角色。兩宋是

泉州發展的繁榮時期，北宋雖沒有於泉州設立市舶司，但由於當時海上貿易發達，

大量蕃商蕃舶雲集，帶來了香料、象牙等商品，當地的貿易已蓬勃發展。南宋時，

泉州位近首都臨安，政治地位提高，皇族、政客、商賈（音：古）聚居於此，政府

又實施優惠政策及設立市舶司，促使泉州港發展迅速，貿易範圍擴大，進出口貿易

數量持續提升，貿易種類多達三百餘種。南宋末年，泉州更取代了廣州，成為東方

第一大港、商品集散中心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心。

進入元朝，可以說是泉州發展的黃金時期。由於泉州的發展有目共睹，元

朝政府因之更積極推行各種政策，進一步強化其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角色。政治

上建立了泉州行省分省，促使泉州成為福建行省的政治中心6，地位大為提升。

經濟上，忽必烈重用蒲壽庚（音：羹），積極發展海外貿易措施，又在泉州禁

銅錢、行鈔法、設通政衙門、增課稅、招屯田戶、立營田司等，有效促進泉州

的經濟。交通上，政府配合中國境內的驛站制度，在泉州至杭州的路上增設15

個海站，形成了泉州內外的完善海陸交通網，提高了商品流通的效率7。因之，

中外交通與貿易盛極一時，蕃商蕃客絡驛不絕，熱鬧非凡。當時的海外貿易航

線，從東北亞的日本、朝鮮半島到東南亞、南亞、波斯灣，一直連接到東非沿

岸。據史料記載，十三世紀時與泉州港進行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有58個，十四

世紀增加到98個國家和地區。馬可‧波羅 ( Marco Polo ) 曾稱許「刺桐是世界上最

大的港口之一」，連當時西方的亞歷山大港也相形見絀。又意大利商人雅各‧

德安科納 ( Jacob d' Ancona ) 遠航至泉州港，驚嘆泉州之繁盛，將所見所聞撰寫成

書《光之城》，這樣稱許說：「（泉州）街上有如此眾多的油燈和火把，到了

晚上這個城市被映照得特別燦爛……人們稱這座城市為光之城8。」

總括而言，海上絲綢之路帶動了泉州的蓬勃發展，泉州也成就了海上絲綢

之路的璀燦光芒。

5 同上。
6 元末福建行省共設建寧、汀州、泉州三個行省分省。
7 陶紅亮主編 (2017) :《海上絲綢之路》，北京海洋出版社，頁 62。
8 載於「中國文化研究院」〈光明之城泉州〉，網址 : https://chiculture.org.hk/tc/china-five-thousand- 

years/1879

五、考察點簡介

地區 相關考察地點

晉江市
(1) 草庵摩尼教寺

(2) 陳埭丁氏宗祠

鯉城區

(3) 開元寺

(4) 泉州灣古船陳列館

(5) 清淨寺

(6) 天后宮

南安市 (7) 九日山

洛江區 (8) 洛陽橋

泉州灣 (9) 後渚（音：主）港

豐澤區

(10)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11) 泉州伊斯蘭歷史文化陳列館

(12) 靈山伊斯蘭教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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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草庵摩尼教寺：

位於晉江市羅山鎮的華表山麓（音：碌）。唐武則天延載元年（公元694年），波斯

摩尼教（或稱「明教」）拂多誕（僧人的稱號）來華，始在中國傳播。唐武宗滅佛，

摩尼教遭受重創。宋代摩尼教在江南發展，在泉州建有寺院（後稱「草庵」）。明太

祖下令拆毀所有摩尼教寺，摩尼教近乎絕跡。草庵因地處山林，躲過厄運，成為現今

中國僅存的摩尼教寺廟遺址。

2) 陳埭丁氏宗祠：

位於晉江市陳埭鎮，建於明永樂年間，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重建。始祖丁謹

是阿拉伯穆斯林，在南宋咸淳年間（公元1265－1274年）到泉州經商及定居。丁氏宗

祠是回字型祠堂，糅合伊斯蘭教及中國文化建築特色，獨具風格。宋元穆斯林之後人

主要聚居於陳埭鎮，亦形成族群，丁氏宗祠具有維繫凝聚泉州穆斯林的作用。

3) 開元寺：

位於鯉城區西街，是福建省規模最大的佛寺，建築極具特色，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

位。開元寺建於唐武則天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最早名叫「蓮花寺」。唐玄宗開

元廿六年（公元738年）下令地方建寺，以年號為名，遂改稱開元寺，沿用至今。開

元寺的主殿大雄寶殿十分宏偉，屋頂有24尊飛天樂伎，集佛教妙音鳥、基督教天使和

中國飛天造型於一身，形態各異、婀娜多姿。寺旁東西兩側各有一塔，皆以巨型花崗

岩石雕砌而成，石料質量精奇，令人驚嘆。

4) 泉州灣古船陳列館：

位於開元寺東側，於1959年創建。館內主要陳列1974年從泉州灣後渚港發掘的宋代沉

船，是中國海外交通史蹟的重要發現和文物考古工作的重大收穫。該沉船是中國迄（

音：屹）今發現體量最大、年代最早的海船。經專家進行復原，這艘古船面寬底尖、

龍骨粗大、線型優美，實際長度有34米，寬度11米，能載200噸貨物，屬典型的福船9

，是中外商旅穿梭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交通船舶種類之一。

9 福船，又稱福建船、白艚，是中國古帆船的一種。中國各地帆船設計各異，依其建造地點不同

而名之，如福建所建造者，最為有名的稱為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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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清淨寺：

清淨寺即艾蘇哈卜清真寺，位於鯉城區塗門街，是中國伊斯蘭教四大古寺之一10，為

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清淨寺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具有阿拉伯伊斯蘭建築風格的

清真寺，也是中國唯一用花崗岩與輝綠岩建造的中亞風格的清真寺。阿拉伯商人落腳

於泉州時，清淨寺成為他們日常遵行伊斯蘭教禮儀及朝拜之處。

6) 天后宮：

位於鯉城區南門，初名順濟宮，後隨媽祖神格的提升，改為天妃宮、天后宮，是海內

外建築年代最早、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媽祖廟。泉州天后宮是祭祀海神媽祖的廟

宇，始建於南宋慶元二年（公元1196年），明清兩代均有擴建修繕。明清木結構建築

至今依舊保存完好，而且保留了歷代構件。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發達。為祈求航

海平安，航海者塑造出許多本地海神，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海神當是媽祖。

10 中國伊斯蘭教四大古寺包括廣州懷聖寺、泉州清淨寺、杭州鳳凰寺及揚州仙鶴寺。

7) 九日山：

位於南安市旭（音：沃）山村，以風景秀美、古蹟眾多而聞名，最突出和最珍貴的是

摩崖石刻，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反映海外交通的十三方祈風石刻，記載了從北宋崇寧三

年（公元1104年）至南宋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泉州郡守偕市舶官員登九日山為蕃

商蕃舶祈風，刻石記盛。這些石刻是古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蹟，也是中國與亞非各

國往來的歷史見證。

8) 洛陽橋：

又名萬安橋，位於洛江區洛陽江入口，是北上福州，轉道江西、湖北的官道要衝。建

於北宋慶曆元年（公元1045年）的洛陽橋，初為浮橋，宋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

改建為石橋，採用首創的「筏形基礎」和「種蠣（音：麗，亦稱為「蠔」)固基法」

造橋，不僅開創了在江水入海口上造橋的先例，其長度更是空前所見，是中國橋樑史

上的第一座永久性多孔式跨水長橋，全國聞名，名列中國四大古橋11之一。

11 四大古橋即河北趙州橋、北京盧溝橋、福建泉州洛陽橋和廣東潮州廣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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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後渚港：

位於泉州灣西北角，古稱刺桐，是古代泉州港的中心港口。泉州港有「世界東方第一

大港」的美譽。自1974年後渚港發掘宋代沉船後，「後渚港即刺桐港」成為了普遍說

法。後渚港至今尚遺有宋、元時期的古渡頭。後渚港位於馬頭礁附近，港內掩護條件

尚好，便於船隻停泊啟航。因之，後渚港可說是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中心港

口。

10)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位於豐澤區東湖街，是國家一級博物館，展覽主題為古代海外交通和海上絲綢之路。

博物館創辦於1959年，新館址落成於1991年。它是一所以反映古代海外交通、海上絲

綢之路，以及由此延伸的各種經濟、文化交流為主題的博物館。該館以中世紀東方第

一大港刺桐港的歷史為軸心，以豐富獨特的海外交通文物，生動地再現中國古代悠久

輝煌的海洋文化，以及中國開闢「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貢獻。

11) 伊斯蘭歷史文化陳列館：

位於豐澤區東湖街，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的二期部分。陳列館於2003年落成，位

於主體樓東側，面朝西，以阿拉伯建築形式為基調，突出伊斯蘭建築風格。陳列內容

是在泉州出土的宋元時期伊斯蘭石刻文物，包括墓碑、碑刻、墓葬構件、寺廟建築構

件、歷史資料、以及來自阿拉伯國家的文物資料等。目前館藏的伊斯蘭石刻文物，幾

乎佔了全國同時期同類文物總量的70%左右。

12) 靈山伊斯蘭教聖墓：

位於泉州豐澤區聖茂村靈山南麓，是國家級重點文物。靈山聖墓是中國現存最古老、

最完好的伊斯蘭教聖跡，與麥迪那的穆罕默德聖墓、納賈夫的阿里聖墓齊名，被稱為

「世界伊斯蘭教的第三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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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泉州 海上絲綢之路及伊斯蘭文化在亞洲」教師專題考察，老師反應踴

躍，考察期間發現老師的好學求真精神，與年青學生不遑多讓。閱覽他們的習作設計

後，歸納一些值得發展的考察主題路線。茲臚列如表。

主題 考察範圍／地點

古泉州史蹟考（刺桐） 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古蹟群

泉州港古建築 泉州港古建築群

海絲之路起點
陳埭丁氏宗祠、泉州灣古船陳列館、清淨寺、泉州海外交
通史博物館、後渚港、九日山

鼎盛佛道信仰 以老君岩12、開元寺為例的相關佛道寺廟群

獨特的穆斯林
陳埭丁氏宗祠、泉州灣古船陳列館、清淨寺、泉州海外交
通史博物館、泉州伊斯蘭歷史文化陳列館、靈山伊斯蘭教
聖墓、九日山

多元宗教薈萃
草庵摩尼教寺、陳埭丁氏宗祠、開元寺、清淨寺、天后
宮、泉州伊斯蘭歷史文化陳列館、靈山伊斯蘭教聖墓

摩崖石刻文化 九日山摩崖石刻群

閩南風俗之源 五店市13及泉州非物質文化遺產

泉州歷史悠久，是海上交通要道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孕育了泉州發展成為

多元文化的城市，集「海上絲路起點」、「多元宗教薈萃」、「獨特的穆斯林」、「

閩南風俗之源」、「古蹟石刻文化」等特色於一身。本文選取了與泉州相關的三個主

題「海上絲路起點」、「獨特的穆斯林」、「多元宗教薈萃」，擬定路線，推薦並舉

隅，以作參考。

12 泉州老君造像是中國現存最大的道教石雕造像，位於福建泉州市豐澤區清源山。
13 五店市屬於閩南式建築，具有獨特的晉江建築風格，是重建古蹟。晉江五店市傳統街區歷史

悠久，是晉江城的發源地。街區保存傳統街巷的格局、處處都是特色古建築，分為以「鄉
土、鄉音、鄉情」、「藝術、藝苑、藝人」、「傳統、傳承、傳播」為主題區，可以觀賞高
甲戲、木偶戲、南音等閩南文化特色。

舉隅一：海上絲路起點

考察路線：

(2) 陳埭丁氏宗祠 → (4) 泉州灣古船陳列館 → (5) 清淨寺 → (10)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

館 → (9) 後渚港 → (7) 九日山

考察重點：

旨在探究泉州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角色。設計考察路線，宜考慮行程

遠近及考察點的性質。離開泉州機場後，宜首先參觀較近的晉江市(2)陳埭丁氏宗祠，

初步認識阿拉伯人取道海上絲綢之路至泉州的生活形態及聚居區域。

其次，可前往鯉城區，參觀(4)泉州灣古船陳列館的宋代沉船，了解宋代的造船

技術。

接著，可前往(5)清淨寺，走進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具有阿拉伯伊斯蘭建築風格

的清真寺，體會阿拉伯商旅日常遵行的伊斯蘭教文化及清真寺的建築風格。

然後，探訪豐澤區的(10)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深入認識古代海外交通和海上

絲綢之路的發展，從而掌握「東方第一大港」刺桐港的歷史及其豐富獨特的海外交通

文物。再親身走進古代刺桐港中心港口的(9)後渚港，了解優越地理條件如何造就泉州

在中外交通與貿易的成就。

最後，前往較偏遠的南安市(7)九日山，研究珍貴的是摩崖石刻，研習十三方祈

風石刻，並親身走進宋元時市舶司祈風的現場，遙想當年穆斯林歸國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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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隅二：獨特的穆斯林

考察路線：

(2) 陳埭丁氏宗祠 → (4) 泉州灣古船陳列館 → (5) 清淨寺 → (10)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 (11) 泉州伊斯蘭歷史文化陳列館 → (12) 靈山伊斯蘭教聖墓 → (7) 九日山

考察重點：

旨在探究泉州的穆斯林的生活特色及與中國的文化交流。離開泉州機場後，宜

首先參觀較近的晉江市(2)陳埭丁氏宗祠，透過參觀祠堂，初步認識穆斯林的生活形態

及聚居區域。

其次，可前往鯉城區，參觀(4)泉州灣古船陳列館的宋代沉船，了解宋代的造船

技術。

接著，可前往(5)清淨寺，走進中國現存最古老的、具有阿拉伯伊斯蘭建築風格

的清真寺，體會阿拉伯商旅日常遵行的伊斯蘭教文化及清真寺的建築風格。

然後，走訪豐澤區內的三個與伊斯蘭文化息息相關的考察點，包括(10)泉州海外

交通史博物館、(11)泉州伊斯蘭歷史文化陳列館、(12)靈山伊斯蘭教聖墓等，深入認識

泉州出土的宋元時期伊斯蘭教石刻文物及墓葬特色。

最後，可前往較偏遠的南安市(7)九日山，研究珍貴的摩崖石刻，研習十三方祈

風石刻，並親身走進宋元時市舶司祈風的現場，遙想當年穆斯林歸國的情景。

舉隅三：多元宗教薈萃

考察路線：

1) 草庵摩尼教寺 → 2) 陳埭丁氏宗祠 → 3) 開元寺 → 5) 清淨寺 → 6) 天后宮 →

11) 泉州伊斯蘭歷史文化陳列館 → 12) 靈山伊斯蘭教聖墓

考察重點：

旨在探究多元宗教文化的泉州及其影響。泉州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蕃商旅

客，不同的外來宗教如伊斯蘭教、摩尼教、天主教、印度教等在此植根和廣泛傳播，

並與傳統的中國文化接觸與交流，產生互動的形態，饒有意義。設計考察路線，宜考

慮行程遠近及考察點的性質。離開泉州機場後，宜首先參觀較近的晉江市(1)草庵摩尼

教寺及(2)陳埭丁氏宗祠。華表山麓的草庵摩尼教寺，是中國僅存的摩尼教寺廟遺址，

教人聯想唐代摩尼教的拂多誕(僧人的稱號)攜經來華的宗教熱忱與抱負。而參觀陳埭

丁氏宗祠，可以初步認識伊斯蘭教文化及穆斯林的生活形態。

其次，可前往鯉城區參觀福建省規模最大的佛寺 (3)開元寺、中國現存最古老

的(5)清真寺 清淨寺以及海內外規模最大的媽祖廟 (6)天后宮，見證泉州的多元

文化屬性及體現中國兼容並蓄的宗教政策。

最後，走訪豐澤區內的兩個與伊斯蘭文化息息相關的考察點，包括(11)泉州伊斯

蘭歷史文化陳列館和(12)靈山伊斯蘭教聖墓，深入認識泉州出土的宋元時期伊斯蘭教

石刻文物及墓葬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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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總結上述，教師在這次泉州考察活動展現認真的學習態度。他們為了提升組織

歷史考察活動的技巧及增益歷史知識，努力持續學習，其對歷史教育的熱忱令人尊

敬。期望在本科同工的共同努力下，歷史教育園地能夠更添活力，學生能夠深入認識

中國歷史，弘揚優秀的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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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蘇、揚二州

在大運河及海上絲綢
之路上的經濟地位蘇

州 州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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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揚二州在大運河及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經濟地位

一、概論

京杭大運河，又稱京杭運河或簡稱大運河，從春秋到元朝經歷數次開鑿拓寬，

不僅是全世界最早，也是最長的古運河。這條人工開鑿的河道，聯絡河北、山東、江

蘇、浙江各省，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連成一體，成為完整的

水運網。這條貫串南北的水系，加上東西走向的天然河道，使全國物產得以四通八達

地運轉到不同地區。

中唐以後，由於經濟重心南移，江南經濟急速發展，加上海外貿易的需要及其

他條件配合，海上絲綢之路得以進一步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分為東海航線和南海

航線，東海航線主要前往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南海航線則主要往東南亞、印度洋以

至中東等地區，以廣州、泉州、明州、揚州四大始發港為主要進出港，兩條路線統稱

「東方海上絲綢之路」。

蘇、揚二州既在運河河道之上，又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其經濟發展自

然一日千里，成為全國農、工、商業重鎮。揚州的地理位置尤其兼得江、河、海運之

便，確立其全國水陸交通樞（音：書）紐的地位，在唐朝成為吞吐四海，溝通國內的

主要城市，於唐中後期商業經濟躍居全國首位；宋元時期，仍屬漕運和南北物資集散

中心。至於蘇州的發展較揚州更早，上古時代已是南方的政治及經濟重地，後來因着

隋代運河的開鑿及唐代經濟重心南移，蘇州更成了全國數一數二的經濟重鎮，直至清

代仍維持農、工、商業居全國翹（音：橋）楚的位置。

二、蘇州的發展

蘇州，古稱吳，簡稱蘇，又稱姑蘇，位處長江三角洲中部，是江蘇長江經濟帶重

要的組成部分，春秋時期吳國的政治重心，西漢武帝時江南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司馬遷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稱之為「江東一都會」。由於氣候、水系和技術的配合，上古

時期蘇州的農穫已高。隋唐時，運河通航後，改善了江南地區的水陸交通，加強南北經

濟文化的交流，江南地區的糧食源源不絕地運往北方，令蘇州的經濟得以錦上添花。蘇

州一帶改進了農具和技術，農產大幅提高，是全國重要的產糧區。安史之亂後，中原殘

破，但江南地區未受戰亂影響，經濟發展卻更加發達，蘇州在江南居於領先地位，於是

逐漸成為國家財政的支柱。正如白居易出任蘇州刺史時謂「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

諸州，蘇最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蘇州刺史謝上表》）凸顯了唐時蘇州的

經濟地位。

宋代引出高產量的占城稻和晚稻，擴大了雙季稻的出產，加上推廣河泥肥料，

使蘇州的農穫更豐，每畝增加二至三石，故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譽。明清兩代，

由於河道的疏浚、稻米品種的增加，以及棉花的引入，促成了蘇州的糧食產量大為提

高與紡織業的發達，「日出萬綢，衣被天下。」成為中國「四大綢都」14之一，明洪

武時期向中央政府繳納的糧稅佔全國十分之一，可見其發展之盛。

商業和運輸業同時帶動了沿河集鎮的興起。蘇州以西的滸墅（音：許瑞）關鎮

是運河上的重要集鎮，政府設鈔關收稅，在全國八個主要鈔關中稅收額名列第二。楓

橋鎮亦是運河上重要的交通樞紐，由蘇州北上河南、山東，或自北方南下浙江、福

建，均需經過此地，成為全國最大的糧食交易市場，亦造就了蘇州成為清朝「天下四

聚」15（四大商業中心）之一。

三、揚州的發展

隋代之前，揚州已是江南經濟的重要地方，自公元前481年吳王夫差（音：扶

猜）開鑿溝通長江和淮水的邗（音：寒）溝，雖只為軍事目的，但已使揚州成為運河

咽喉之地，及後更添其經濟價值，惟受地理、人口等多種因素限制，揚州城的範圍仍

有局限。但隨著隋代運河大規模開鑿，揚州迅速發展起來，至唐代成為全國之冠。

隋煬帝即位後，為加強對江南地區的控制與發展南北漕運，先後擴闊邗溝，開

鑿通濟渠（大業元年，公元605年）、永濟渠（大業四年，公元608年）和江南河（大

業六年，公元610年），自此打通了中國東部自海河至錢塘江五大東西走向的水系，

南北水運幹線大為縮短。在這條人工運河的線路上，揚州位居長江三角洲的中心，是

運河與長江的交匯處，亦是南北運河、東西江運、水陸交通的總樞紐，全國貨物最理想的

集散地。優越的地理位置使揚州一躍成為經濟重鎮，成為唐代最富庶、人文薈萃的著名

城市，安史之亂後地位更超越兩京。另一方面，由於距海口近，海外來華的船舶可以直駛

14 「四大綢都」: 包括蘇州、杭州、湖州、盛澤。
15 「天下四聚」: 包括北京、佛山、蘇州、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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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這種「面江背淮，跨河臨海」的優勢亦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對外貿易口岸，東通日

本、南抵南洋、西達西亞，與廣州、泉州、交州並稱「東方四大商港」。

隋國祚（音：做）短促，難享大運河開鑿後揚州為國家帶來的利益。但唐初承

平，這情況逐漸彰顯，加上政策配合，終使揚州發展成功。在漕運方面，開元二十二

年（公元734年）江淮轉運使裴（音：陪）耀卿提出分段運輸法，把南方物資先統一

集中到揚州，從揚州再轉運到其他地方，於是江淮以南地區的漕糧均由揚州北上，鞏

固了它成為大運河上唯一樞紐的交通地位，是四方商賈雲集、八方物資匯聚的寶地。

另外，榷（音：確）鹽法亦使揚州發展成「雄富冠天下」的城市。乾元元年（

公元758年）唐肅宗接受鹽鐵轉運使第五琦的建議，令兩淮16 鹽先集中在揚州，再發

往京師或各州郡銷售。後來劉晏完善此法，鹽業由官購官銷變成官購商銷，於是大批

鹽商雲集揚州，連帶其他相關的行業也興盛起來，成為揚州商業繁盛的重要支柱。

基於運河之便，江淮的茶葉，江西的木材，四川的蜀錦、藥材，越州的瓷器、

藤紙等各地物品都在揚州集散，也刺激了揚州工業的發展，如造船、絲織、銅器、金

銀器、骨器、玉器、製帽、雕版印刷等，水準甚高，除轉售各地外，更可運銷世界。

朝廷在揚州設司舶使，負責對外貿易與友好國家往來，當時揚州與大食（今阿拉伯）

交往頻繁，而波斯、婆羅門、新羅、日本、高麗等國均與揚州有頻繁的商業貿易，僑

居當地的阿拉伯人數以千計，這情況為唐室帶來巨額收入，尤其安史亂後，中原殘

破，江南逐漸成為經濟重心；且中唐以後地方強藩不肯上供，朝廷賴以生存的糧食、

物資和稅收，只能通過大運河靠江淮這經濟命脈來維持，於是出現「無揚州則無江

南，無江南則無李唐天下」的局面，「揚一益二」之譽更受肯定。除經濟外，其重要

的地位亦影響了當地民眾的風俗習尚、文化特色、宗教信仰等，使揚州發展成一個具

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多元地方。

除唐朝外，清初亦是揚州發展蓬勃的時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着力對運河

進行疏通和加固，提高其漕運能力，加上當時實行鹽政綱法，淮南鹽都要經過揚州各

關查驗才能出江口運銷各地，使揚州成為了不可替代的鹽業中轉基地和集散中心，並

且以揚州為軸心，構成一個運銷淮南綱鹽的運輸網，供應國家中部各省，因此，揚州

不僅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最繁榮的城市之一，大量富有的鹽商居住此地，發

展非常興盛，這亦是揚州承運河之利而成的經濟文化圈。

16 兩淮：泛指淮揚地區，涵蓋長江以北、淮河南北地區。

四、總結

明中葉以後，基於政治因素，中國有海禁出現，於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遂被

截斷。至於運河的發展亦自清中葉以後每況愈下，原因之一是運河本身的狀況日益惡

化，河床泥沙淤積嚴重，其二是太平天國戰爭切斷了南北運河航線，漕運因而停止，

淤塞便更加嚴重，幾近斷航。此外，民國時期鐵路興起，大運河漕運的使命暫時結

束。然而隨着改革開放出現，政府又再逐步修復河道，至今江蘇大運河段已全面復

興，不但成為國內最繁忙的內河航道，也是世界最繁忙的內河航道之一。而蘇、揚二

州的經濟地位雖不及以往輝煌，但二地流傳下來的文化寶藏及中外在宗教、風俗、思

想等各方面互動卻仍然彌足珍貴，值得我們繼續探索和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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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考察路線建議路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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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蘇州、揚州地圖及考察路線建議

˙泉州市地圖˙

泉州──建議考察路線

地區 相關考察地點

晉江市
(1) 草庵摩尼教寺

(2) 陳埭丁氏宗祠

鯉城區

(3) 開元寺

(4) 泉州灣古船陳列館

(5) 清淨寺

(6) 天后宮

南安市 (7) 九日山

洛江區 (8) 洛陽橋

泉州灣 (9) 後渚（音：主）港

豐澤區

(10)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11) 泉州伊斯蘭歷史文化陳列館

(12) 靈山伊斯蘭教聖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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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市地圖˙

蘇州──建議考察路線

地區 相關考察地點

姑蘇區／平江區

(1) 平江歷史街區

(2) 寒山寺／鐵鈴關

(3) 蘇州大運河

(4) 盤門三景

(5) 拙政園

(6) 蘇州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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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市地圖˙

揚州──建議考察路線

地區 相關考察地點

廣陵區

(1) 个園

(2) 東關街／東關古渡

維揚區

(3) 瘦西湖

(4) 漢廣陵王墓博物館

邗江區

(5) 大明寺／鑒真紀念堂

(6) 揚州雙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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