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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中國歷史課程知識增益－ 
 

選修單元二：「地域與資源運用」（重辦）（CDI020070481） 
 

第六講：清代的廣州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評核發展部經理  楊穎宇博士）（13.7.2007） 

 

一、廣州的城市發展 

清初以前的發展 

- 城市建設 

o 秦：任囂城 

o 南越(漢)：越城 

o 宋：三城(東城、子城、西城) 

o 元：東城、西城毀 

o 明：內城、外城 

 廣州通過澳門，參與國際貿易。葡人經營了三線航線：澳門──果阿

（Goa）──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 

 明廣州城以南之盛況： 

- 「歸德門外背城，舊有平康十里，南臨濠水，朱樓畫榭，連屬不

斷，皆優伶小倡所居。……隔岸有百貨之肆，五都之市，天下商

賈聚焉。屋後多有飛橋跨水，可達曲中，宴客者以此為奢麗

地。」(屈大均，《廣東新語》卷 17) 

o 清：東西翼城 

o 城市發展特點： 

 河市： 

• 珠河三角洲作為腹地，提供便利交通網絡 

• 外接伶仃洋，與華北以及世界各國構成航海網絡 

• 沙田：大自然資源，為城市提供「免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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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方向 

• 由北向南：河岸線南移 

• 由東向西：東郊多山，西郊多平地；東郊的開發，要待 20 世紀 

- 外貿及對廣州的影響 

o 秦漢：任囂城、越城 

 進口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造船業發達，廣州曾發掘出秦漢時期造船工場遺址 

 南越王御花園：希臘羅馬建築特色 

o 南朝 

 佛教：僧人搭附商舶來廣州，例如求那羅跋陀、求那跋摩(功德鎧)、求那跋

陀羅(功德賢)、達摩菩提、波羅末陀(真諦) 

o 唐朝 

 廣州為唯一設市舶使的城市 

 設「蕃坊」，在粵阿剌伯人約 60 萬，以光塔為中心 

 廣州為重要佛教道場 

• 六祖慧能於廣州法性寺授戒，廣州成禪宗南派的發祥地 

• 義淨、鑒真等亦曾於廣州活動 

• 印度曾人金剛智、極量等到廣州弘佛 

 

清代廣州的概況 

- 府城：兩縣(番禺縣及南海縣)共治 

- 縣、府、省衙門聚於一地的行政中心 

- 西關平原的開發 

- 「東村西俏，南富北貧」 

- 與鄰近城方的關係：以佛山為個案 

- 海上絲綢之路的巔峰(1840 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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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街道之狹窄 

- “There is the most marvellous economy of space practised in this city, and from the roof 

of one of its high pawn towers you cannot perceive a break, no streets: the roofs of the 

houses seem to touch each other.  Even in the narrow streets there are stalls in all 

available nooks and corners,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our [sedan] chairs to get along.” (John 

Henry Gray, Mrs., Fourteen Months in Canton.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80, p.37.) 

 

二、廣州的商業發展 

 

明末市舶通商盛況 

- 「在昔州全盛時，番舶銜尾而至，其大籠江，望之如蜃樓屭贔，殊蠻窮島之珍異

「浪運風督，以湊郁江之步者，歲不下十餘舶。豪商大賈，各以其土所宜。相貿得

不貲，故曰：『金山珠海，天字南庫』。」 

 

朝貢情況 

- 南洋國家「進貢船隻不許過三隻，每船不許過百人」「南海、番禺兩縣委河泊所大

使赴(懷遠)驛館護送貢物，同貢使、通事由西門進城」「督撫各官正坐，司道各官

旁坐，……[貢使]行一跪三叩禮，賜坐，賜茶。」(《南海百詠續編》) 

 

西關之盛和西關商人之財力 

- 「西關尤財富之地，肉林酒海，無寒暑，無晝夜，一旦而燼，可哀也已。粵人不

惕，數月而復之，奢甚於昔。」(溫訓，「記西關火」，載吳道鎔等編，《廣東文

徵》卷五，第 435 頁) 

 

十三行 

- 須弄清「十三行」、「十三夷館」、「公行」、「保商」等概念及其關係。 

- 十三地點：今廣州十三行路以南文化公園一帶。 

- 「清設關之初，番船入市者僅二十餘舵，至明勞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習，

命曰『十三行』」(梁廷楠《粵海關志》卷廿五「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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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明懷遠驛旁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番人之遺制也」(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

略》上卷「官守篇」) 

- 黃埔：為粵海關所屬省城大關之下轄十一個小口之一，也是最重要一個，所有外商

船隻必須於黃埔清關；此掛號口設黃埔稅館、夷務所、買辦館和永靖營等管理貿易

事宜。今黃埔長洲、竹崗等地仍有巴斯人墓地和外國人墓地。 

- 行商職責：「凡外洋夷船到粵海關，進口貨物應納稅銀，督令受貨洋行商人於夷船

回帆時輪納。至外洋夷船出口貨物應納稅銀，洋行保商為夷商代置貨物時，隨貨扣

清，先行完納。」(梁廷楠《粵海關志》卷廿五「行商」) 

- 廣東對外貿易實際上代表了大清國的對外貿易。 

- 問題： 

o 外商擴大商貿利權的意慾 

 歷次來華使團 

 「夷館」與「洋行」的矛盾：英人於道光年間於夷館前「海濱以巨石

盤址構基設棚」，設「鬼子碼頭」，粵東巡撫朱桂楨令拆除之。 

o 商欠 

 外商獲取較規定者更優厚的待遇。行商對外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例

如： 

• 外商可隨意聘用華工 

• 西婦可隨意進出省城 

• 本地販商可隨意進入夷館 

• 外商不帶同通事也四處遊覽省城 

• 外商組織「廣州賽艇會」(Canton Regatta Club) 

o 私商 

 東印度公司以前，越來越多私商(如顛地、渣甸等)，加入走私行列。 

- 中西交流： 

o 「一口通商」時期 

 消防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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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沒有消防意識，出現火災，便任由火勢蔓延，直至燒火

為止。 

• 西化：外商引入「火路」「水車」「火險」。 

 醫學現代化 

• 傳統：對不治、難治之症，求神問卜；於端午節前舞火龍 

• 西化：縱使廣州有很強的仇外傳統(尤其鴉片戰爭後)，但對西

學醫學則不會抗拒。1835 年伯駕 Peter Parker 成立的眼科醫

院，地方大員如林則徐、耆英、徐廣縉等，皆慕名求診。1838

年該院年報：「The growing confidence reposed by the people in 

the skill of the foreign surgeon has been strongly displayed, in the 

degree of readiness with which they submit to painful operations, 

and even the loss of limbs.…」 

 商貿往來 

• 出口：(1)茶葉；(2)絲綢；(3)土布 

• 入口：羽緞、毛織品、胡椒、檳榔、鹿茸、鴉片香料 

 文化 

• 馬禮遜於 1823 年出版中文基督教《聖經》和他編撰的《華英

字典》。 

• 1832 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C. Bridgman)於廣州創辦《中國

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出版達 20 年之久，報導中外要

聞，成為中外交流的重要橋梁。 

 藝術交流 

• 廣彩紋飾結合中西方繪畫風格，模仿西方藝術形式，內容有庭

院人物、田園風光、山水、花島、瓜果、蟲蝶、船舶等，還有

應客人要求繪畫家族、公司紋章。 

• 西關出產絲織品，出口外國。 

o 「一口通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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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況 

• 香港、上海崛興，粵東對外貿易下降，經濟較前衰退。 

• 粵人仇外氣氛熾烈，至英法聯軍之後始漸退 

 城市建設 

• 沙面：對廣州城建的啟示 

• 張之洞 1889 年建長堤 

• 周馥 1907 年廣州城建計劃 

 文化發展 

• 宗教：天主教／石室 

• 教育：嶺南大學(格致書院)、真光書院、培正書院 

 工商業 

• 造船業：1845 年英人約翰．柯拜 John Cooper 於黃埔建立「柯

拜船塢」。柯拜於 1856 年在灣仔春園開設分塢，後來成為香

港著名的「黃埔船塢」。 

• 銀行業：1845 年英國麗如銀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香

港稱「東藩匯理銀行」)在廣州設分行，為外商在華第一家銀

行。 

• 十三行區被夷平後，行商有的往外省發展，有的繼續留在廣

州。如大新街便有很多象牙技工，成為廣州有名的「象牙

街」。 

- 一口通商對廣州城建的影響： 

o 伍秉鑑(浩官 Howqua)：1834 年財產達 26 億兩。 

o 成立修濠公所，供清理濠涌之用，後成為文瀾書院 

o 有助西關的開發，西關成為全國外貿中心 

o 捐助成立義倉(18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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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州與香港的關係 

- 經濟方面： 

o 廣州與香港關係逆轉 

 洋商轉往香港 

 香港與廣州經濟及交通往來緊密，香港成為廣州的窗口 

o 香港成為廣州的模範 

 馬路建設 

 市政建設 

- 政治方面： 

o 香港成為革命中心，向華南輸出革命思想和軍火 

 

 

 

唐代番坊 

街名 阿拉伯語稱呼 古代名稱 

1. 光塔路 大食巷、大紙巷 光塔街 

2. 惠福路 「大食」街變音 大市街 

3. 仙鄰巷 「支那」(中國) 仙鄰巷 

4. 甜水巷 「中國山崗」音譯 甜水巷 

5. 海珠中路 「送別」巷音譯 仙羊街 

6. 詩書路 「獅子」諧譯 詩書街 

7. 蓬萊北街 「真主至大」音譯 蓬萊北街 

8. 擢甲里 「小巷」意譯 擢甲里 

9. 瑪瑙巷 大食、波斯人賣珍珠瑪瑙 瑪瑙巷 

10. 朝天路 朝天房之意 朝天街 

11. 紙行路 與大食有關 紙行街 

(出處：馬逢達，《廣州蕃坊考》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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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 年粵海關監督頒佈外商的權利： 

一、英大班不用等候，隨時得與海關監督相見； 

二、英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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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辦及其他類此之僕役； 

四、英大班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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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 年公行行規： 

一、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誓圖報稱。 

二、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三、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

弊，故各行商應與夷商相聚一堂，茼議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四、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本行應與之協訂貨價，俾得賣價公道；有自

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 

五、貨價既經協議妥貼之後，貨物應力求道地，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 

六、為防止私販起見，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有故意規避或手續不清者應受懲罰。 

七、手工業品如扇、漆器、刺繡、圖畫之類，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營販賣之。 

八、瓷器有待特別鑒定者，任何人得自行販賣，但賣者無論嬴虧，均須以賣價百分之

三十納交本行。 

九、綠茶淨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 

十、自夷船卸貨及締訂裝貨合同時，均須筅期交款，以後並須將餘款交清，違者處

罰。 

十一、 夷船欲專擇某商交易時,該商得承受此船貨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須歸本行

同仁攤分之；有獨攬全船之貨物者處罰。 

十二、 行商中對於公行負責最重及擔任經費最大者，許其在外洋貿易佔一全股，次

者佔半股，其餘則佔一股之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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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頭等行，即佔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六；新入公行者，應納銀一

千兩作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入三等行內。 

 

1759 年對外商的九條禁例 

一、外洋戰艦不得駛進虎門水道。 

二、婦女不得攜入夷館，一切凶械火器亦不許攜帶來省。 

三、公行不得負欠外商債務。 

四、外人不得僱用漢人婢僕。 

五、外人不得乘轎。 

六、外人不得乘船游河。 

七、外人不得申訴大府，事無大小有需申訴者亦必經行商轉遞。 

八、在公行所有之夷館內寓居之外人須受行商管束，購買貨物須經行商之手，爾後外

人不得隨時自由出入，以免與漢奸結交私貿。 

九、通商業間過後，外商不得在省住冬，即在通商期間內，如貨物購齊及已賣清，便

須隨同原船回國，否則亦須前往澳門居住。 

(出處：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1837 年(道光 17 年)十三家行商 

商名 行名 人名 

1. Howqua 浩官 Ewo 怡和 伍紹榮 

2. Mowqua 茂官 Kwonglei 廣利 盧繼光 

3. Puankhequa 正煒 Tungfoo 同孚 潘紹光 

4. Goqua 鰲官 Tunghing 東興 謝有仁 

5. Kingqua 經官 Tienpow 天寶 梁丞禧 

6. Sunshing / Hingtae Hingtae 興泰 嚴啟昌 

7. Mingqua 明官 Chungwo 中和 潘文濤 

8. Saoqua 秀官 Shuntai 順泰 馬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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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wanhoyqua 海官 Yanwo 仁和 潘文海 

10. Samqua 爽官 Tungshun 同順 吳天垣 

11. Kwanshing 昆官 Futai 孚泰 易元昌 

12. Lamqua Tung Chang 東昌 羅福泰 

13. Takqua An Chang 安昌 容有光 

 

廣州大事年表 

 外貿 城建 

秦  南海尉任囂於番禺建城。 

前 204  趙陀建南越國，定都番禺，建「越城」。 

唐 設番坊  

宋 置廣州、明州(寧波)、杭州三市舶司   

1370 設廣東市舶司，「令番商止集船所，不許入

城，通番者厲禁」 

合宋三城為一，成為後來的「內城」，亦圈入

了越秀山 

1522 因倭禍起於市舶，革福建、浙江兩市舶司，惟

存廣東市舶司 

 

1566  廣州外城竣工 

1577 葡人租借澳門為定居貿易地  

1647  建東西翼城 

1650  平南王尚可喜攻克廣州 

1678 第三次遷海令  

1685 設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廣州已

有「牙行」/「官行」 

 

1699 粵海關監督親下澳，迎接英商，並減課稅四分

之三，以示招徠 

 

1702 廣州、廈門出現所謂「皇商」  

1720 十六洋行成立「公行」，團結對付「皇商」  

1724 行商以備受政府之壓迫，紛紛返回福建廈門，

另組公行，廣州貿易一時不振 

 

1754 成立「保商制度」  

1756  內城西半部供旗兵駐紮，地點為四牌樓(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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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以西 

1757 外商常圖謀廈門、寧波等處。是年上諭封關

閩、浙、江三海關，規定外商只許在廣東收泊

交易 

 

1760 同文行潘啟等九家呈請設立公行，專辦歐西貨

稅，謂之外洋行，別設本港行專管暹羅貢使及

貿易納稅之事，又改設海南行為福潮行，輸報

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諸貨稅。 

 

1771 公行解散  

1775 公行復興  

1777 行商兒宏文賒欠英商一萬一千餘兩，發往伊犁  

1780 行商顏時瑛、張天球借欠英商，發往伊犁  

1786 洋行有二十家  

1791 行商吳昭平欠外商貨價二十五萬元，發往伊犁  

1795 行商石中和欠外商貨價五十九萬八千餘兩，其

兄遣往伊犁，中和入獄 

 

1800  十九世紀末，絲織業在西關發展，第六甫、第

七甫、上九甫、長壽里等地成了紡織中心，十

八甫發展成金融中心 

1801 十三行僅存八行  

1805 俄羅斯商船至粵，粵海關監督延豐准其卸貨，

違反向例，著令革職 

 

1808 英艦來踞澳門，進至虎門、黃埔，兩廣總督吳

熊光令行商將英國貨船封艙，並絕其伙食。雖

然英船退去，但朝廷以吳辦理遲誤，示弱失

體，著革職拿問，後發放伊犁 

 

1810 行商沐士方、鄭崇謙、吳士瓊、倪秉發欠外商

貨銀，發伊犁當差 

 

1813 設總商總理各行事務  

1816 英使阿美士德(Amherst)態度傲慢，清廷嚴旨斥

逐回國 

 

1822  西關大火 



 12

1829 粵海關監督延隆奏：「……自立總商後……十

餘年來，肯有閉歇之行，並無一行添

設。……」 

 

1831 工科掌印給事中邵正笏奉：「漢人之居澳門者

半通夷語，最易藏奸；……如省城之開設小洋

貨店者，所謂漢奸，大率不出乎此。……」 

 

1833 - 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貿易壟斷權終止

- 行商李應桂、林應奎商欠數十萬，只查抄

家，不須遠戌伊犁，因商務異常困頓 

 

1835 律勞卑事件  

1842 《南京條約》規定取消公行，但各洋行仍繼續

經營茶絲等大宗貨物 

 

1854  行商梁綸樞、伍崇曜協助地方平亂 

1856  阿羅號事件，廣州居民火燒十三行商館區，十

三行被夷為平地 

1857  行商梁綸樞、伍崇曜調停英法聯軍 

1861  商館遷入沙面，沙面成為了租界 

1918  成立市政公所，拆城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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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光緒年間「粵東省城圖」，因版權問題，本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出處：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州市檔案局(館)、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政府編，《廣州歷史

地圖精粹》。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2003) 

 

 

《南越國宮署遺迹分布示意圖》，因版權問題，本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出處：廣州市文化物編，《廣州文物保護工作五年》。廣州：廣州出版社，2001) 

 

 

《清中葉以後廣州東關的發展圖》，因版權問題，本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出處：曾昭璇，《廣州歷史地理》。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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