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是一位清華學生的自白：

清華學生既知道學校所用的「庚款」是中國人的血汗錢，學校又建在被英法聯軍洗劫

過的清華園和近春園，整天面對被焚毀的斷壁殘垣（音︰援），民族恥辱難免時時襲

上心頭。

考考你！

1. 庚款／庚子賠款與《辛丑條約》有甚麼關係？

  【提示：按中國古代天干地支曆法，庚子年即1900年，辛丑年即1901年，究竟這兩年在

中國發生甚麼大事？】

庚子賠款與1900年義和團事件有關，是1901年《辛丑條約》的條款。

2. 清華學生認為清華學校是一所背負中國恥辱的學校，為甚麼他們有這種感受？

  【提示：學生們所見到的事物和學校成立的原因是否有關係？】

因為清華是用部分中國在《辛丑條約》賠償給美國的錢而建立的。

3. 有人說清華的精神是「恥不如人」，所以學生都有強烈的愛國情感。你認為清華學生

所感受到的「恥」是甚麼？

是中國接連受到外國侵略，喪權辱國。

4. 如果你處於八國聯軍之役後的中國，在清華學校讀書，會否也有當時清華學生「恥不

如人」的感受？為甚麼？

參考答案：我雖不能忘記「國恥」，但更加激起我奮發圖強之心，期望他日能為國雪

恥。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附錄︰

歷史事實的背後 從鴉片戰爭的不同解釋說起

李傑泉先生

輯錄自教育署《中六中國歷史科教學專輯》

「史」字的
原始字形

歷史是一門古老的學問，無論中外，皆有重視歷史記錄的傳

統。考「史」在中國的出現，它最初的字形是「從右持中」，意

指寫史的人，右手拿筆，秉著公正持平的原則，客觀地紀錄歷史

事實，以作後世的參考。這種客觀求真的精神，固然是中西史學

發展的原動力；但人畢竟有喜惡愛憎，史家亦不例外。而且史料

是死的，如何透視歷史事實，給以解釋及評價，則在很大程度上

受史家個人因素所影響。中外史家對一八四零年爆發的中英鴉片

戰爭有著不同的解釋，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鴉片戰爭，可説是揭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序幕，因為這場戰爭結束了中國在東亞獨霸

一方的局面，而將她帶進了世界的歷史舞台。中外史家皆非常重視鴉片戰爭的影響，同

時對它的爆發原因，也提出很多解釋。概括而言，可分為文化因素、商務因素及鴉片貿

易因素三點。

    持文化因素這個觀點的學者，我們

可以已故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教授（J.K.

Fairbank）為代表。費氏為美國漢學研

究的權威，尤其是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上，被尊為泰斗。雖然他的學説，現在

或許已是過時，但他所開創的「哈佛學

派」，自五十年代即對美國史學界有巨

大的影響力，今天美國很多一流的漢學

家，都是他的學生或再傳的學生，足見

他地位崇高。費氏曾對近代中國歷史的

發展，提出「挑戰與回應」的理論，認

為外人來華是對沉睡中的中國的一種挑

戰，中國未能走上富強的道路，是由於對這些外來挑戰回應不當所致。對於這個理論，

中國人自難接受，甚至美國學界，自六十年代起，即不斷有人批評費氏這觀點是「思想

上的帝國主義」，為外國侵華洗脱罪名。但無論如何，費氏認為鴉片戰爭乃中英文化

因素不同而爆發的戰爭，實源於他這套「挑戰與回應」的理論。按費氏的觀點，由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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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天朝上國自居，自古以來，一切不假外求，對外來者概以「夷人」視之。在商務上

又採取閉關自守的政策，對外人諸多限制。再加上法律觀念的不同：中國人認為一人犯

法，與犯人有關的人都會獲罪，這在中國稱為「連坐」；但英國人卻認為這是「野蠻」

的法律，不能接受。林維喜事件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正是由這種不同的法律觀點所

引致。總括而言，費氏強調中英雙方在文化上的差異，是導致兩者爆發戰爭的原因，鴉

片只是引發戰爭的媒介罷了。

另一方面，亦有學者強調商務的因素，我們可以張馨保先生（Chang Hsin-pao）為代

表。張氏指出兩者的衝突純因英國要打開中國的市場，而中國則處處加以限制。在英國

而言，始終將鴉片視為一種商品。林則徐在虎門銷毀英國鴉片的行動，令英國蒙受很大

的損失，所以英國為保護其商業利益而不惜派兵對付中國。張氏提出一個「X戰爭」（X 

war）的理論，同樣認為鴉片只是一種媒介，而且就算當時英國輸入的不是鴉片，而是其

他貨物，只要中國仍然採取禁絕的態度，則戰爭也是無可避免。換句話説，「X」代表

任何貨物，那怕是米、是糖、都會引起「米戰爭」或「糖戰爭」。故他認為實不能稱為

鴉片戰爭，而應該稱為商務戰爭，才符合史實。

以上兩種説法，驟眼看來自然很難令人苟同，但要反駁別人，必須提出堅實的證

據，才能令人信服。在這一方面，在印度執教的譚中先生（Tan Chung）做了大量的工

作。不過在未敘述譚氏的論點之前，我們不妨先略為反駁文化因素及商務因素這兩個論

點的不當。

首先，彼此文化的不同，很難導致戰爭的爆發。戰爭的發生，多基於利益的因素，

故中英文化的差異，只會導致兩方面產生矛盾，而不會開戰。認為這屬於文化戰爭，則

當反問假如中國容許鴉片貿易，英國會否因與中國文化不同而開戰呢？可見這個論點是

站不住腳的，中國的禁煙行動損害了英國的利益，才是爆發戰爭的最重要原因。

其次，假如我們認為這場戰爭是商務戰爭，必須首先承認鴉片是商品。但要知道

直至今天，鴉片在世界各地仍不被視為商品，而屬違禁品，試問我們又怎能視它為商品

呢？或許我們再退讓一步，承認鴉片是商品，但我們仍然要指出它與其他商品是不同

的，即是需要考慮鴉片的獨特性，我們知道鴉片是一種能令吸食者上癮的毒品，故在經

濟學上，它是一種「彈性極低」的物品。吸食者只要一上癮，那麼無論它的價格是升是

降，都不會影響吸食者對鴉片的需求量，這一點正是鴉片與其他物品不同的地方。糖及

米受市場供需規律的限制，當它們價格高昂時，可用其他的物品代替，但鴉片卻不可

以。故此如稱這次戰爭為「X戰爭」，或籠統地稱為商務戰爭，是不可接受的，因為鴉

片本身的獨特性，是其他商品所不能代替。

駁倒了上述兩種説法後，讓我們回過頭來看譚氏如何從鴉片貿易的角度來説明戰爭

爆發的原因。

譚氏指出英國人來到中國，是為本土出產的毛織品尋求中國的市場；但因為中國人

很少向英國購買貨物，於是商人必須用白銀購買茶葉，造成白銀流向中國。英國商人處

心積慮要設法改變這種情況，經多年的摸索，終於找到了鴉片。鴉片貿易成功地助他們

改變對華貿易逆差的不利局面，於是便從印度大量向中國輸入鴉片；而他們用來交換印

度鴉片的貨物，便是毛織品。在這種情況下，便形成了如下圖所示的中、英、印三角貿

易關係：

在這個三角貿易中，以英國為起點，亦以英國為終點，如任何一方禁絕貿易，這

個三角貿易的關係便不能維持。而從1821年開始，鴉片壓倒了茶葉成為三角貿易中最重

要的商品，因此在三角貿易中，印度的鴉片比中國的茶葉和英國的毛織品具有更大的價

值，所以鴉片貿易絕不能禁止，否則不僅整個三角貿易崩潰，更會嚴重影響英國的經

濟。同時從上述的圖示中，亦很容易明白英國曼徹斯特的紡織商人為何亦堅定地支持英

國採取軍事行動來對付中國，因為他們害怕停止鴉片貿易後，會嚴重影響印度對英國毛

織品的購買力。

如果再將鴉片貿易放在整個英國對外貿易的體系內，將更為清楚鴉片對英國的重

要。在英國方面，鴉片是用來換取茶葉的。茶葉的輸入，使得英國的船隻經由倫敦作環

球航行，一方面使英國成為世界的茶葉貿易中心，另一方面也發展了英國的航運業。茶

葉也給另一項重要的殖民事業帶來繁榮，因為英國人喜歡在飲茶時加入蔗糖，而蔗糖正

是西印度群島英國殖民地的產品。茶葉貿易的興盛帶來了該地蔗糖業的繁榮，也為英國

帶來了可觀的蔗糖進口税。當然，要維持茶葉貿易，便必須維持鴉片貿易，不能讓它被

禁。

由上述可見，中國當時已毫無疑問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內，而鴉片貿易正是世界

貿易的重要一環，此部分一旦被禁絕，勢將引起連鎖的反應，其中尤以英國所受的影響

最大，故她必須盡力維持這種不名譽的貿易。最後，譚中先生總結指出，當中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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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鴉片戰爭（anti-opium war）」時，英國只好進行「反『反鴉片戰爭』（anti-anti-opium 

war）」來還擊。歸根究柢，中英雙方均是為了鴉片而戰。

從鴉片戰爭這個例子，可以使我們看到，研習歷史其實並不僅是死記事實，還必

須加上史家對事實的解釋及評價。當然這個評價會因人而異，但這正是歷史學引人入勝

的地方，同時也是史家與其個人背景及時代密不可分的表現。英國史家卡爾教授（E.H.

Carr）説：「歷史是『現在』與『過去』的無終止對話。」（History is an unending dialogue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鴉片戰爭有這麼多的解釋，正是卡爾教授這一句説話的最佳註

腳。

鴉片戰爭：研究與教學的反思

王章偉先生

輯錄自教育署《中六中國歷史科教學專輯》

一、從回歸說起

香港回歸中國前夕，教育界曾經擔心中國政府會

干預香港的中國歷史教學，教師對一些敏感的課題如鴉

片戰爭性質等，施教時究竟是採取傳統的文化戰爭説，

還是改用馬列史觀下的帝國主義論，頗感困惑。然而，

回歸後的情況顯示中國政府以理性開放的態度，放任香

港維持原來的教學政策，中國歷史教學也沒有例外，上

述困境也消弭（音︰米）於無形，問題已不成問題。可

是，問題真是解決了嗎？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傳統所

謂的文化戰爭説果真是事實嗎？

林則徐燒煙4圖

 

鴉片戰爭海戰圖

4 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前，是用火焚毀收繳了的鴉片的，稱為「煙土拌桐油焚毀法」，即
在鴉片加上桐油焚燒。而林則徐在虎門銷煙則採取了「海水浸化法」，用石灰和鹽水
泡浸煙土，讓煙土完全溶於水中，再把池水排出大海。

  有關詳情可參考文章：〈「燒煙」還是「銷煙」?〉，https://news.mingpao.com/ins/
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51031/s00022/144626838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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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鴉片戰爭性質的爭論

國外學者討論鴉片戰爭之成因，自E.H.Pritchard開始5，歷李劍農等6，至費正清（J.K.

Fairbank）7及徐中約8而集大成，此派學者多羅列中英文化衝突的例子，如戰前英國使節

團來華的失敗、叩頭問題等等，推論文化衝突構成戰爭。他們均認為這場戰爭表面上是

因禁止鴉片問題而起，但實際是中西文化的衝突。文化戰爭説一度幾乎成為討論鴉片戰

爭性質的鐵論，然其説實有不少漏洞，例如在論證上犯了謬誤，他們列舉戰前中英文化

衝突的事例，充其量只證明文化衝突使中英關係存在困難，但不能證明文化衝突構成戰

爭的主因，蓋文化糾紛可循其他途徑如協議等解決。當其他途徑失敗後，訴諸武力才是

解決問題的一種選擇，但事實上我們並未發現英國曾努力去改善兩國的關係，最後在迫

不得已下才以武力打開中國頑固的大門。9

美籍華裔史家張馨保在六十年代對文化戰爭説提出有力的反駁，他指出中西接觸由

來已久，為甚麼戰爭於1839至1840間爆發，而非兩個世紀之前？此外，若中英鴉片貿易

換於另一文化與英國相近的國家，戰爭是否可以避免？由此足見鴉片對引發戰爭的重要

性，張馨保因此完全肯定鴉片貿易與中英戰爭的關係。然而，張馨保卻視鴉片為英國在

華商務擴展之一環，故主要引發戰爭的因素仍是商務貿易導致中英衝突。張氏更認為若

在英人商務擴展中，蜜糖和米成了鴉片替身的話，則中英衝突也可稱為蜜糖戰爭或米戰

爭。10嚴格上來説，商務是文化接觸的一環，故商務戰爭説其實必先以文化衝突作基礎，

因此張馨保雖有力地批判文化戰爭論者，但他自己其實也墮入中西文化歧異論之窠臼（

音︰科舅，一成不變的規格模式）中！

七十年代末期，異軍突起，印度新德里大學的華裔學者譚中發表了一系列的著作，

他深入批評文化戰爭説與商務戰爭論，指出張馨保將鴉片化為代數學上的X，以為X代入

    
5 E.H.Pritchard,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 1750-18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reprinted 1970, Chapter 1.
6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47 年。
7 代表作為：J.K.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ese Coast,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但影響最大則為合著的通論：J.K.Fairbank, 
E.O.Reischauer, A.M.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8 Immanuel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9 關於鴉片戰爭性質的辯論，鄭宗義有很概括的論述，見鄭宗義：〈鴉片戰爭命義問題

平議〉，載於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歷史學會編：《史潮》新刊號第十二期，無出版年
份，頁1-9。本文在介紹鴉片戰爭諸説時，為節省篇幅故，多有參考鄭文，特此誌之，
以示不掠美之意。

10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5；鄭宗義，前揭文，頁3-4。

任何商品皆能引起戰爭。譚中認為張氏這種轉化是不合法的，因為鴉片走私不可與其他

商品等量齊觀，其歷史地位也無法可被取代。譚氏並用了充分的證據反覆論證，指出鴉

片戰爭是英國政府反對清廷禁煙所致，故可名之為「反反鴉片戰爭」（Anti anti Opium 

War）。11與此同時，Brian Inglis亦出版了《鴉片戰爭》一書，詳細分析戰爭爆發的原因，

他認為歷史事件或戰爭多非由單一因素所構成，往往有著多個不同的根源，不過他亦肯

定鴉片的地位。12

三、研究狀況與教學的脫節

上文簡述鴉片戰爭性質的研究狀況，目的是想指出，回歸前夕香港中學教師對鴉片

戰爭性質詮釋的憂慮，其實與這個課題的研究狀況有很大的脱節。誠如Brian Inglis所言，

單獨以文化、商務、鴉片、帝國侵略的因素來解釋鴉片戰爭都有缺失，但是這場戰爭的

核心問題是鴉片，則是無容爭辯的事實。在研究鴉片戰爭的學術領域內，西方學界其實

已多肯定、接受了譚中和Brian Inglis之論。可惜的是，香港中學的課程與課本似乎仍固執

舊有的一套。

香港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而西方過去則是將這場中英衝突稱為第一次中英戰

爭（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我無意推論香港中學對鴉片戰爭性質的詮釋是受宗

主國的政治影響，但我相信，在西方意識形態主宰下的歷史教學，對鴉片戰爭的解釋自

有其不足之處。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往往是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不同的；因而

西方是理性的、道德的、成熟的、正常的，西方正是用這種宰制的架構來圍堵、再現東

方。13以費正清等為代表的文化戰爭論者，在「現代化」理論的前提下，努力證明戰爭前

夕中國的落後與愚昩，死守朝貢貿易制度的自尊自大心理，終引致與西方的衝擊，戰後

被迫逐步走向「正確的」西方世界秩序，邁向現代化之路。姑且不談其背後的動機，14但

即使是西方學界，現在亦已覺醒其中的不妥當處，柯文（Paul A. Cohen）即批評此論明顯

11 Tan Chung, China and the Brave New World, India: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8, P.227; Tan 
Chu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pium War, 1840-1842”, Ching Shin Wen Ti, Vol.3 Supplemental, 
1977；鄭宗義，前揭文，頁5。

12 Brian Inglis, The Opium War,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 Introduction；鄭宗義，
前揭文，頁 5-6。

13 見薩伊德經典的批判：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 1979.
14 除了敵情研究外，美國學者這種現代化論，有認為是西方在戰後對「後進國」的開發

失敗所引起的，欲借此暗示東方各國(包括中國)如沒有西方的衝擊，將永遠無法邁向現
代化的轉變，從中合理化帝國主義對東方的侵略。關於此點，許介鱗有深入的批評，
見許介鱗；《日本政治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及許介鱗：《近代日
本論》，台北：故鄉出版社，1987。

205 206



犯了「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15從這個知識論的角度而言，譚中、Brian Inglis對文

化戰爭説的批判，實在也是對這種權力「話語」（discourse）的覺醒。16

要強調的是，譚中等人的著作已發表了近二十年，學界對西方中心論的批評也愈

見深入。17然而，香港中學歷史課程與課本（包括中國歷史科與世界歷史科）的步伐卻

是如斯緩慢，文化戰爭説仍獨領風騷！筆者曾有一經驗：我的預科學生在上畢我講授的

鴉片戰爭性質論課堂後，將所學轉告其世史科老師，結果其評語是：「這是中史科的看

法，較為主觀，我們世史科認為其本質是文化衝突。」我除了驚訝歷史事件的詮釋角度

何以有中、世史之分外，令我更感到不安的是，當我們強調鴉片戰爭爆發的主要原因是

鴉片貿易時，常易令人將我們等同中國大陸史學界的帝國主義侵略者。18

以帝國主義研究、套論中國近代史的缺失，前引的西方學者柯文已有深入的批判；

至於以馬列主義的五階段論解釋鴉片戰爭的失誤，慣受西方學術訓練的香港史學工作者

是很清楚的，這裏也不打算贅述。但我想提出的是，撇除意識形態的歧異，國內學者在

鴉片戰爭研究方面的貢獻實在不少，例如史學前輩齊思和教授在五十年代已運用大量英

國檔案，論證英國煙販策劃這場戰爭，鴉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鐵證如山，但似乎仍無

法喚起中學課程及施教者的注意。齊思和利用的資料是極為可信的英國檔案，至其考訂

論證的方法更是嚴謹，與西方歷史學家或所謂「世界歷史科」的研究方法實無分別，我

看不出當中有因為民族情感而對鴉片戰爭作出扭曲或主觀的描述。事實上，從前面的討

論已可得見，批評西方中心論和現代化論忽略鴉片重要性的學者如Brian Inglis及柯文等，

不正都是洋學者嗎？我們又怎能謂主張鴉片戰爭論者是因民族情緒而作出主觀之論？

15 柯文此書詳細評析批判西方研究中國近代史各種論點的缺失，精闢深入，值得推薦。
見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 「話語」(discourse)是法國文化、思想巨匠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論，簡單來說，
一個社會或文化都有駕馭其成員思維、行動和組織的規範或條例，這些規範或條例鑄
成無形或有形的結構，就是話語。語言是傳達知識的媒介，故亦為操縱者控制成員思
維等的認知模式，語言實在是主宰者權力的表徵。見傅柯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
掘》，台北：麥田出版社，1993。

17 除上引柯文及許介鱗數書外，最新的研究見王章偉：〈東亞人的東亞觀〉，載於羅金
義、王章偉編《奇蹟背後 解構東亞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 
xxi-xxx。

18 部分大陸史學界的著作雖強調鴉片的因素，但卻是馬列史觀下的教條論，對其他客觀
因素如本文提到的文化衝突等所論不多；我們雖亦強調鴉片的不可替代，但卻是在比
較各種因素下得出的客觀史實，兩者雖有相似，但卻不能等同。

19齊思和：〈鴉片戰爭時期英國煙販們是英國侵略中國的主謀〉，載於列島編：《鴉片
戰爭史論文專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據三聯書店 1958 年第一版重印），頁 
1-6。關於國內研究鴉片戰爭之優秀論著很多，最新且最為傑出的要算茅海建：《天朝
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5。

四、反思：學術動態與課程發展

彭定康先生曾經説過：「今天沒有人再會為鴉片貿易辯護」，20英國派駐香港的最

後一任總督對鴉片貿易也有如斯看法，正反映出鴉片貿易在戰爭中的歷史地位。研讀歷

史，講求的是證據，我們認同鴉片戰爭是一多元問題，但渲染文化衝突、抹煞鴉片的重

要性，在學術領域來看，是落後的「現代化論」的附庸，這當中並非中西歷史角度的迥

異，譚中、Brian Inglis、Paul A. Cohen等人的研究已清楚不過。回歸以前、回歸以後，討

論、講授鴉片戰爭性質的態度也應不變；講事實、拿證據，鴉片戰爭的核心問題是鴉片

貿易，文化衝突只是兩國交往的困難背景而已。

茅海建教授在研究鴉片戰爭的最新著作曾這樣說：「我在研究鴉片戰爭時，很快便

得出結論：清朝迎戰必敗，應當盡早與英國締結一項對其有利的和約。這當然是一種假

設。可是，這麼一來，我就遇到來自內心的兩項駁難：一、按照這一判斷，清朝就不應

當抵抗，英國軍艦一開到中國海馬上就投降？二、按照這一判斷，在戰場上英勇抵抗的

清軍將士的血都是白流的？」21他這番反省令我感動不已、也難過不已！的確，過往我們

對鴉片戰爭的認識（特別是香港學界），撇除教條主義外，一些所謂客觀的論述，往往

自覺或不自覺地受西方現代化論者話語的操控，批評中國不曉國際政情，又或指出文化

歧異終引致戰爭，漠視英國輸入鴉片、侵略中國之實情。歷史研究除了講求客觀證據之

外，更需要對古人、對歷史負責，那些不加思索、沒有深入探討問題就大唱文化戰爭論

是最為客觀者，讀了茅氏之語，未知有何感想？未知是否對得住那些英勇抗戰、血灑戰

場的清軍將士？

鴉片戰爭這個例子令我們更深入反省一個問題：香港中學的中國歷史課程及課本

中，究竟有多少「史實」與「事實」不符？一些已廣被人接納的學術研究成果，是否或

應否納入課程中重新編寫？22我同意課程及課本的編寫必然有一段時間距離，但當中不少

20Andy Ho On-tat(ed.), Quotation from Chris Patten, Hong Kong: Sub Culture Ltd., 1997, P.59.
21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頁 557。
22 由於高級程度會考課程及試題較深入，較有彈性，故一些最新成果似較容易納入討

論，但為數仍不多。我們可以專門替學生應付考試的參考書為例，就筆者所見，只有
下列三部參考書能融冶最新的研究成果：(1)曾瑞龍：《宋朝史論》，香港：強記出版
社，1989。此書最為刺激，將宋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宋代並不「輕武」、並非
積弱、相權不低等，深入析論，極之精彩。(2)鄭秀強、曾瑞龍、李傑泉合編：《預科
中史（卷一）》，香港：華山書業，無出版年份。此書也多運用學者的研究成果，如
論考據學則運用余英時之內在理路説，論五四運動則徵引周策縱的研究。(3)陳國全：
《A-Level明史問題詳解》，香港：葛文出版社，1990。此書對明初不少問題，如江南
士人之離心、胡惟庸案等有精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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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的論述實在落後得駭人，令人難以接受，除鴉片戰爭此例外，23茲再舉一例為證：初

中及會考課程的課本仍説，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是傳説中的夏朝，不過，在此之後

成立的商朝，才是「信而有徵」的信史時代的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對夏文

化已進行了深入的考古發掘工作，夏文化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今天我們若説夏代是

信而有徵的信史時代，似已無人會反對了。24

綜上所論，香港中學中國歷史科課程與課本的規畫，似應考慮訂定一合理的修訂標

準和期限，緊貼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免落後於其他地區的歷史教學。

23 上述部分經典其實已有中文譯本，在中文世界也已廣泛流行。費正清一書中譯本為《
中國：傳統與變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張馨保一書中譯本為《林欽差
與鴉片戰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譚中等人的意見有節譯，見費正清等
著:《外國學者論鴉片戰爭與林則徐》(下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24 早期的研究成果，可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
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211-223。後期關於夏墟及夏文化的考古發掘報
告更多，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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