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英國管治與九龍華人社區：宋王臺與九龍寨城考察

考察工作紙設計簡介

考察點名稱 宋王臺、九龍寨城公園、樂善堂

學科／學習領域 中國歷史

對象年級 初中／高中

考察主題 英國管治與九龍華人社區：宋王臺與九龍寨城考察

配合的歷史
時期及課題

歷史時期 課題 預期學習內容 相關考察點

宋元 兩宋政治及經濟
的發展

宋室南遷後南方經
濟與海外貿易。

宋王臺
宋代古井（宋
皇臺港鐵站）

清 外力衝擊與內憂 西力東漸、兩次鴉片
戰爭及其影響（包括
英國佔領香港島及九
龍半島）。

九龍寨城公園
樂善堂

學習目標

知識： 

˙透過與宋王臺有關的事蹟和宋代古井遺蹟，讓學生明白本港
地區在古代與中原的關係。

˙認識九龍寨城的由來及演變發展。

˙以九龍寨城為例子，讓學生認識英國人管治下的九龍華人社
區面貌。 

技能：

˙讓學生掌握不同類型的史料，包括古蹟文物、石刻碑記、網
頁資料，辨識史料的真確性及可信程度，進而綜合分析，逐
步掌握運用史料的技能，以助進行探究式學習。

價值觀和態度：

˙讓學生親身走進歷史場景，感受箇中氛圍，從而培養尊重、
傳承和欣賞中國古代的文化的素養。

英國管治與九龍華人社區：宋王臺與九龍寨城考察

考察點簡介： 

∞∞宋王臺∞∞

宋王臺原位於九龍城東南岸淺灘的一座石山上。相傳宋帝昺在逃避元兵時，曾在此

石所在的九龍灣停留約有半年，期間曾在石下休息，故此石被稱「宋王臺」，此石山被

稱為聖山。1898年香港華人領袖何啟建議香港政府追認遺史及立法保護遺蹟。最終港府

保留宋王臺，並劃定聖山界限。1943年，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宋王臺一帶被劃入徵地

範圍，部分聖山被削平，石塊用以建築機場跑道；刻有「宋王臺」三字之部分，幸得以

保存。1950年代，香港政府擴建啟德機場跑道，聖山被完全削平。新界鄉紳趙聿（音：

律）修函請政府在九龍地區建立宋王臺花園。宋王臺花園於1959年落成，刻有「宋王

臺」三字的大石被移置於公園內，亦正式豎立《九龍宋皇臺遺址碑記》在園內。

∞∞九龍寨城公園∞∞

九龍寨城過去一般稱為「九龍城寨」，但根據近年的考古發現，實應稱為「九龍寨

城」。魯金指出，九龍寨城的位置十分重要，若在九龍灣建設炮台，則可以監視從鯉魚

門進入九龍海域的船隻，以及防禦海盜。1官富巡檢司原位於官富場，後因官富鹽場產鹽

量下降，及遷界等各項原因，遷往赤尾。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由於失去香港

島的轄地，於是清廷將官富巡檢司改為九龍巡檢司，移往九龍寨炮台駐守，職責是巡邏

檢查來往中國的帆船、檢驗海關的稅收和巡查海盜，同時負責刺探香港島的情報。2清廷

同時將九龍寨炮台擴建成九龍寨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擴建工程完成。3

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由於位於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包括九龍城地

區）租借予英國，九龍巡檢司失去大部分的轄地而被裁撤。1899年，英軍進佔新界，期

間遇到鄉民武力抵抗，英政府認為與九龍寨城內的中國官員有關，遂出兵佔領九龍寨城

及將清官員驅逐。自此，九龍寨城成了「三不管」（中國政府、英國政府、港英政府）

的地方：一個主權仍在中國政府手中，衙（音：牙）署卻沒有中國官兵管理的地方4；而

港英政府亦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可以管治這地區。

1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0。
2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5-27。
3 有關九龍寨城的規模，可參閱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地區史略〉，載趙雨樂、鍾

寶賢主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 九龍城》，2001年，頁56-58。
4 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地區史略〉，載趙雨樂、鍾寶賢主編，《香港地區史研究

之一 九龍城》，頁 62-63。

213 214



到了1936年，香港政府清拆九龍寨城，城內只餘下衙門、龍津義學及民居一

間。1943年，日軍擴建啟德機場，將寨城部分城牆拆去，石塊用以建築環繞機場的大

渠。1945年重光後，寨城居民返回。其後，因其「三不管」的歷史背景，吸引大批內地

難民聚居，九龍寨城的人口持續增長。由於是「三不管」，人口密集，僭建為當區常

態，區內街道異常狹窄，居住環境惡劣。在無政府管治的狀態下，寨城成為各種罪犯的

庇護場所，家庭式及地下工廠、最聞名的賭場、煙館、妓寨的聚集之地。1994年，香港

政府遷拆寨城；1995年，九龍寨城公園正式開放。

∞∞樂善堂∞∞

樂善堂是清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由九龍官紳合力籌辦的組織，為九龍周邊村落，

以致蠔涌、荃灣、沙田等地，提供排解糾紛、贈醫施藥、設塚（音：寵，墳墓）助殮等

善舉。英國租借新界後，九龍寨城無清兵駐守，寨城凋零。由於樂善堂以往是支持清政

府的，當英國租借新界後，統治者變成港英政府，樂善堂頓時失去地區官紳的合作基

礎。因此，樂善堂失去經濟支柱，會務陷於停頓。直至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樂善

堂重開，其服務改為專注九龍城的區內發展，以九龍城本區坊眾為維繫對象，經費收入

則來自九龍城商戶的捐助。1923至1929年期間，樂善堂內商人因名位和利益發生糾紛，被

下令停辦。直到1929年，在譚傑生領導下，樂善堂成為九龍城區興辦義學的慈善團體至

今。

宋王臺花園 九龍寨城公園

九龍樂善堂

熱身活動

尋找眼前的龍城
（I）龍城在哪兒？

九龍城是一個充滿歷史文化氣息的地方，區內的宋王臺、九龍寨城、樂善堂，以至

啟德機場舊址，每一處都富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和特色，充分印證了香港的重要發展。隨

著啟德新發展區的規劃落實和港鐵沙中綫的興建，2008年於啟德機場舊址出土了埋藏於

地下百多年的龍津石橋遺蹟；在2020年也出土了宋代古井明渠，更使這地區添上豐富的

文化色彩。

現今的九龍城行政區，主要分為五大分區，其中的龍城區，就是昔日宋王臺、九龍

寨城的所在地，它與內地中原歷史關係最為密切，發展時期也較早，譜出一段獨特而曲

折的歷史。

試找出今天九龍城的五大分區，將答案填寫在橫線上。

A      九龍塘        

    

B      龍    城        

C      何文田     

D      紅    磡     

E      土瓜灣   

整理自︰九龍城區議會第四屆區節

宣傳活動小組《追憶龍城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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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探古知今話龍城

瀏覽以下網址及影片，然後完成工作紙。

時事追擊 — 香港宋王臺的歷史

（05:27-10:30宋王臺及官富鹽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_uwbdgBiXM

九龍城歷史【影片載於資源套光碟內】

1. 認識九龍城的源起與發展，將答案填寫在橫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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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識九龍城的源起與發展，將答案填寫在橫線上。 

 

宋 

元 

明 

清 
1911

至
現
今 

  

960年：九龍城古稱官富場，
是宋朝全國鹽場之一。 

1573年：新安縣正式設立。 

1839 年：鴉片戰爭爆發，清
兵在九龍寨砲台與英軍對壘。 

1842年：清朝與英國簽訂 

《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予英

國。翌年，將赤尾村巡檢司遷

回九龍寨，是為九龍巡檢司。 

1847年：九龍寨城落成。 

1810 年：清朝取消佛堂門
砲台，並移至九龍城，是為 

九龍寨砲台。 

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爆發，
簽訂《北京條約》，清廷割讓 

九龍半島，九龍城遂成為清朝

抗英的最後防線。 

1911年以後：九龍寨城漸
發展成三不管的狀況。 

1661年：清朝康熙帝下達 

「遷界令」，包括整個香港內的

新安縣居民須向內陸撤離，以

禁絕反清勢力。 

南宋末年：有說南宋皇帝曾
避難南下九龍至宋王臺。 

1297年：元朝撤消鹽場 

，改設官富巡檢司。 

 

1987年：港英政府與中國
政府達成清拆寨城協議。 

1994年：清拆九龍寨城 

，改建為九龍寨城公園。 

1898年：清朝與英國簽訂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

新界予英國，但保留九龍寨

城，讓駐紮在內的中國官員仍

可在城內自由行走，卻「不得

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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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九龍寨城演變為「三不管」地區。「三不管」是甚麼意思？

為甚麼寨城會出現這種狀況？

「三不管」是指中國不管、英國不管、「港英」不管。

這種現象出現主要是自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清廷租借新界予英國，但在清

朝力爭下，九龍寨城仍歸清朝管轄，成為位處英國佔領地內的中國管轄地。惟英國

於翌年強闖寨城，驅逐清官員；至1900年李鴻章就任兩廣總督，重申中國對九龍寨城

的主權，英軍遂撤出寨城。由於清廷衰弱，無力越界駐守寨城，自此九龍寨城進入

長期無政府的「三不管」狀態，後更成為罪惡的溫床。

（III）龍城古蹟知多少？ 

考察以龍城區及啟德新發展區為主，龍城區內的宋王臺、九龍寨城、樂善堂均為重

點古蹟。近年，啟德新發展區及鐵路沙中綫的工程如火如荼，先後發掘了龍津石橋及宋

代古井明渠。這兩項古蹟雖暫仍未能讓公眾參觀，但龍城區的古蹟位置相近，如宋王臺

與宋代古井僅一街之隔，在進行龍城考察時，老師可配合工作紙作導賞講解，以豐富學

生在歷史上的視野。

細閱下列地圖，然後將現時龍城區的重要古蹟及與其相關的內容，用直線連結起來。

龍城古蹟

宋王臺

宋代古井

九龍樂善堂

九龍龍津石橋

九龍寨城公園

古蹟位置及歷史意義

˙2  2020年於沙中綫出土的宋代古蹟。

˙3  位於龍崗道，為華人鄉紳創辦的慈善團體。

˙5  第一代九龍碼頭。

˙4  位於賈炳達道的清朝策略性駐軍地點，後拆卸改建為公園。

˙1  有說與宋帝昺曾避難南下九龍有關。

2. 傳說南宋哪個皇帝曾避難南下九龍宋王臺？（可選多於一項）

   宋度宗

 	宋恭帝

 	宋帝昰（音：是）

   宋帝昺（音：丙）

3. 為甚麼港鐵沙中線段發掘了古井，會改寫香港歷史呢？

宋元時期的古井明渠及各類型文物出土，證明了當時已有村落聚居於香港九龍城區。

4. 九龍寨城興建以來，曾具有甚麼功能？（可選多於一項）

 	清朝的九龍巡檢司衙門。

   清朝的駐英殖民地領事。

 	清朝的海岸防衛重要軍事點。

   英國的反清情報中心。

 	1949年以來內地難民的聚居地。

5. 九龍寨城與近代哪些不平等條約有關？哪一條條約對寨城最具深遠的影響？

《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參考答案︰

對寨城最具深遠影響的條約是：

《南京條約》：清朝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第二年，將赤尾村巡檢司遷回九龍

寨，是為九龍巡檢司。1847年，九龍寨城落成，內設衙署及兵房，屯兵演練。

或

《北京條約》：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爆發，最終簽訂《北京條約》，清廷割讓九

龍半島，九龍城遂成為清朝抗英的最後防線。

或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8年，清朝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

界予英國，但保留九龍寨城，讓駐紮在內的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自由行走。惟英方

於翌年強闖寨城，驅逐清官員；至1900年李鴻章就任兩廣總督，重申中國對九龍寨

城的主權，英軍遂撤出寨城。由於清廷衰弱，無力越界駐守寨城，自此九龍寨城進

入長期無政府狀態。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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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活動

龍城考察建議路線【老師可就校本需要及交通情況自行調節】︰

宋王臺、宋代古井 → 九龍寨城公園 → 九龍樂善堂 → 龍津石橋（出土）

考察點探索：

（I）宋王臺、宋代古井

名稱：宋王臺

位置：九龍宋皇臺道

歷史意義：

宋王臺原位於九龍城
東南岸淺灘的一座石
山上。相傳宋帝昺在
逃避元兵時，曾在此
石所在的九龍灣停留
約有半年，期間曾在
石下休息，故此石被
稱「宋王臺」。

教師導賞參考資料：宋代古井

2014年，正在興建的港鐵沙中段工程進行時，發現古蹟。港鐵委託考古專家進行研

究，並向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交中期報告。考古專家在該處（宋王臺一街之隔）發現數

百個歷史遺址，以及數千件歷史器物，推斷在宋元時期，這一帶已有人定居。附近一

帶發掘出239個考古遺蹟，包括房屋遺址、5個古井、鴉片容器及各時代的貨幣。古井

是屬於宋代遺蹟的方形井。

報告指出，宋朝及元朝時期，已有人在這個古時名為「聖山」的地方居住。在遺址附

近地域，居民最初是用來埋葬和傾倒垃圾，後來便有人居住。至清朝，這裏變成耕

地，直至港英政府決定在這裏興建啟德機場。

（II）九龍寨城公園

1960 年的九龍寨城 2020 年的九龍寨城公園

透過實地考察，了解九龍寨城古蹟的特色。以下為建議考察路線舉隅：

南門入口→九龍寨城模型→南門懷古（九龍寨城石額牆基）→

衙府及展覽廳 →大井街及古井→公園八景（可自行選擇其中2至3項參觀）

【九龍寨城公園平面圖】（重繪圖片）

資料來源︰https://www.lcsd.gov.hk/en/parks/kwcp/common/attachment/kwcp_leaflet_chinese.pdf

1  衙府(公園辦事處)   2  竹桐軒   3  六藝臺   4  龍南榭   5  溪堂   6  玉堂亭   7  龍津亭   

8  弈園    9  橘中秘亭   10  童樂苑   11  邀山樓   12  敬惜字紙亭   13  南門懷古   

14  魁星半亭   15  歸璧石    16  潘靈卓峯   17  劉知三峯   18  鄺日修峯   19  韋倫峯   

20  天作之合峯   21  鸞鳳和鳴峯   22  海濱鄒魯   23  廣蔭庭   24  龍津石橋   25  龍城鎮將   

26  九龍城歷史圖片廊221 222



1. 透過實地考察，找出九龍寨城公園內重要古蹟的名稱，並描述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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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名稱：南門 

位置：近賈炳達道 

作用：是九龍寨城公園入口之一。 

B. 名稱：衙府 

位置：位於公園中央（公園辦事處

亦設於此） 

作用：是古時「衙門」大鵬協府及

九龍巡檢司衙署所在地。建於 1847

年，是唯一保留的清朝建築，現為

法定古蹟；曾被用作慈善用途，如

用作教會廣蔭院(老人院）、義學等。

有向上擴建的所在地。現被列為香

港法定古蹟。  

C. 名稱：南門懷古(牆基和石額） 

位置：南門入口右方 

作用︰寨城的城牆由清朝在 

1847年建成，以保護居民。 

歷史價值：其後在日治時期（1941-

1945年），被日軍拆毀，用作興建

啟德機場的地基。1994年，在寨 

城原址掘出分別刻有「南門」、 

「九龍寨城」的石額及南門牆基，

現被列為法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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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九龍寨城公園入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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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衙府

位置：位於公園中央（公園辦事處亦設

於此）

作用：是古時「衙門」大鵬協府及九

龍巡檢司衙署所在地。建於1847

年，是唯一保留的清朝建築，

現為法定古蹟；曾被用作慈善

用途，如用作教會廣蔭院（老人

院）、義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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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名稱：南門懷古(牆基和石額）

位置：南門入口右方

作用：寨城的城牆由清朝在1847年建

成，以保護居民。

歷史價值：其後在日治時期（1941-1945

年），被日軍拆毀，用作

興建啟德機場的地基。1994

年，在寨城原址掘出分別刻

有「南門」、「九龍寨城」

的石額及南門牆基，現被列

為法定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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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名稱：大炮 

位置：位於衙府門前 

作用：大炮於清嘉慶七年 

（1802年）建造，作軍事武備。 

E. 名稱：古井 

位置：位於公園大井街 

作用：由於寨城無自來水供應，

私人供應商自資開設水井，以供

九龍寨城居民生活所需或其他用

途。 

F. 名稱：展覽館 

位置：位於衙府內 

作用︰一至四號展覽館介紹九龍

寨城清拆前，居民的生活及風貌。 

D.

名稱：大炮

位置：位於衙府門前

作用：大炮於清嘉慶七年（1802 年）建

造，作軍事武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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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城清拆前，居民的生活及風貌。 

E.

名稱：古井

位置：位於公園大井街

作用：由於寨城無自來水供應，私人供

應商自資開設水井，以供九龍寨

城居民生活所需或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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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由於寨城無自來水供應，

私人供應商自資開設水井，以供

九龍寨城居民生活所需或其他用

途。 

F. 名稱：展覽館 

位置：位於衙府內 

作用︰一至四號展覽館介紹九龍

寨城清拆前，居民的生活及風貌。 

F.

名稱：展覽館

位置：位於衙府內

作用：一至四號展覽館介紹九龍寨城清

拆前，居民的生活及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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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九龍寨城公園有何建築特色？

參考答案︰

九龍寨城公園的建築特色主要是中國式的園林設計，由亭臺廊榭、假山、花木、池魚

等組合而成；以原有的寨城或九龍城重要歷史標誌命名公園的建築，如龍津石橋、龍

南路等。公園也保留了寨城原有的衙府等，有古今結合之感。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3. 九龍寨城公園有哪些景區？試至少舉述兩項。

① 衙府緬昔     ② 南門懷古     ③ 獅子窺園    ④ 棋壇比弈

⑤ 生肖倩影     ⑥ 八徑異趣     ⑦ 歸璧半亭    ⑧ 四季同馨

4. 從展覽中，找出1994年九龍寨城未遷拆前的特色，並列舉一至兩項。

參考答案︰

從展覽中，1994年九龍寨城未遷拆前的特色如下：

˙自50年代，九龍寨城淪為盛極一時的黑暗之城，煙館、賭館林立。

˙九龍寨城西面出現了不少工業，如麵廠、食品廠等；無牌牙醫更紛紛開業。

˙九龍寨城內橫街窄巷，昏暗迂迴，滿佈水管電線，衛生惡劣。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5. 綜合這次考察，哪兒是九龍寨城公園的中心地帶呢？你有甚麼收穫呢？

參考答案︰

九龍寨城公園的中心地帶是衙府，它是古時「衙門」大鵬協府及九龍巡檢司衙署所在

地，建於1847年，是唯一保留的清朝建築，現為法定古蹟。

透過這次考察，我從展覽及各種文物，認識了九龍寨城的由來和發展沿革，並親身考

察了寨城原有的衙府、大炮、古井，以及後來出土的南門石額、牆基等古蹟，令古寨

城的印記重現於眼前。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III）九龍樂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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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舊址原有的「戴高」

石刻，現藏於樂善堂小學。

龍津亭石額，現藏於樂善堂小學。

（III）九龍樂善堂 

 

 

 

 

 

 

 

 

 

 

樂善堂今貌 

 

教師導賞參考資料： 
 

九龍樂善堂，是香港的慈善團體，總部原址設於九龍城打鐵街（今樂善道），後遷往龍崗

道。樂善堂和九龍城歷史息息相關。在寨城官員推動下，樂善堂正式建於清光緒六年（公

元1880年），專為九龍貧病人民及失學男女，提供慈惠服務，如施醫贈藥、施棺助殮、恤貧

賑濟、設立義學等；又為鄉民排難解紛。最突出的例子，要數1894年的鼠疫，病患不計其數，

樂善堂贈醫施藥，更建臨時墳場及義莊、義塚；並於1930年興辦女子義學。樂善堂的財政來

源也與龍津石橋、九龍城關稅（相當於海關關稅）有緊密關係。九龍城官員允許以碼頭租

銀和關稅用於樂善堂的慈善事業，樂善堂遂於碼頭設置公秤，貨物交收時量度重量，並繳

付公秤費。5 

 

樂善堂與九龍城的關係： 

創辦年份 1880年 

宗旨 為九龍貧病人民及失學男女，提供慈惠服務。 

服務類別 施醫贈藥、施棺助殮、恤貧賑濟、設立義學、排難解紛。 

財政來源 來自碼頭租銀、關稅及捐款。 

 

 

 

 

 

 

 

 

5
 見於《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9-10及頁 51-52。 

樂善堂今貌

教師導賞參考資料：

九龍樂善堂，是香港的慈善團體，總部原址設於九龍城打鐵街（今樂善道），後遷往

龍崗道。樂善堂和九龍城歷史息息相關。在寨城官員推動下，樂善堂正式建於清光緒

六年（公元1880年），專為九龍貧病人民及失學男女，提供慈惠服務，如施醫贈藥、

施棺助殮、恤貧賑濟、設立義學等；又為鄉民排難解紛。最突出的例子，要數1894年

的鼠疫，病患不計其數，樂善堂贈醫施藥，更建臨時墳場及義莊、義塚；並於1930年

興辦女子義學。樂善堂的財政來源也與龍津石橋、九龍城關稅（相當於海關關稅）有

緊密關係。九龍城官員允許以碼頭租銀和關稅用於樂善堂的慈善事業，樂善堂遂於碼

頭設置公秤，貨物交收時量度重量，並繳付公秤費。5

樂善堂與九龍城的關係：

創辦年份 1880年

宗旨 為九龍貧病人民及失學男女，提供慈惠服務。

服務類別 施醫贈藥、施棺助殮、恤貧賑濟、設立義學、排難解紛。

財政來源 來自碼頭租銀、關稅及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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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見於《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9-10及頁 51-52。 

龍津亭石額，現藏於前樂善堂小學。
樂善堂舊址原有的「戴高」石刻，現藏

於前樂善堂小學。

5 見於《九龍樂善堂專刊》頁 9-10 及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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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龍津石橋

第一代九龍碼頭(1875)  龍津石橋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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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龍津石橋 

第一代九龍碼頭(1875) ——龍津石橋出土 

 

 

 

 

 

 

 

 

 

 

 

 

 

 

 

教師導賞參考資料： 
 

龍津石橋與九龍街、九龍寨城墟市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九龍街是指從白鶴山山腳近

東頭村一直伸展至九龍灣海濱的民房和商戶。由於九龍灣地處交通要衝，沿岸又為官富鹽

場，所以宋代時九龍沿岸已有相當數量的村落。往來閩粵的船舶經過香港地區時，通常避

開風高浪急的港島南部，選擇通過汲水門、尖沙嘴對開海面、九龍灣、鯉魚門及佛堂門的

路線再出外洋，並需在現稱維多利亞港停留。而九龍灣成為理想的停泊之所，市集因而漸

漸形成。 
 
鴉片戰爭前，九龍半島在經濟上已有一定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商業地區，是位於九龍

寨城外的九龍街，當時已是大量店舖雲集，商業發展相當成熟。 
 
光緒元年（公元 1875年），在九龍寨城前的海邊建成長 60尺、寬 6尺，共有 21條橋柱

的龍津石橋，可說是第一代九龍城碼頭。光緒十八年（公元 1892年）後，因潮汐往來，砂

石沖積，龍津石橋漸漸遠離海濱，當時一群官紳集資及倡議在原石橋盡頭處續作木橋 24丈，

以方便船隻停泊和起卸貨物
6
。龍津石橋的建成更加推動了九龍街的發展。由於貨物從龍津

石橋上岸後在九龍城集散，墟市應運而生。九龍城最早發展出來的墟市，為寨城東南面的

九龍大街，是緊接龍津石橋與寨門前的主要街道。 

 

這座富有歷史意義的碼頭，最後於 1928年被港府拆卸；2008年土木工程拓展署為啟德

發展計畫進行考古勘探，發現了龍津石橋遺蹟。 

6
 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載趙雨樂、鍾寶賢主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 ——九龍城》，頁

45-93。 

名稱 龍津石橋 

位置 啟德機場舊址 

興建時期 1875年（光緒元年） 

拆卸年份 1928年 

作用 方便船隻停泊和起卸

貨物。 

重要性 是第一代九龍碼頭，

推動九龍街的發展及

促進與鄰近地區的水

路交通。 

名稱 龍津石橋

位置 啟德機場舊址

興建時期 1875 年(光緒元年)

拆卸年份 1928 年

作用
方便船隻停泊和起卸貨

物。

重要性

是第一代九龍碼頭，推

動九龍街的發展及促進

與 鄰 近 地 區 的 水 路 交

通。

教師導賞參考資料：

龍津石橋與九龍街、九龍寨城墟市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九龍街是指從白鶴山山腳近

東頭村一直伸展至九龍灣海濱的民房和商戶。由於九龍灣地處交通要衝，沿岸又為

官富鹽場，所以宋代時九龍沿岸已有相當數量的村落。往來閩粵的船舶經過香港地區

時，通常避開風高浪急的港島南部，選擇通過汲水門、尖沙嘴對開海面、九龍灣、鯉

魚門及佛堂門的路線再出外洋，並需在現稱維多利亞港停留。而九龍灣成為理想的停

泊之所，市集因而漸漸形成。

鴉片戰爭前，九龍半島在經濟上已有一定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商業地區，是位於九龍

寨城外的九龍街，當時已是大量店舖雲集，商業發展相當成熟。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在九龍寨城前的海邊建成長60尺、寬6尺，共有21條橋柱的

龍津石橋，可說是第一代九龍碼頭。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後，因潮汐往來，砂

石沖積，龍津石橋漸漸遠離海濱，當時一群官紳集資及倡議在原石橋盡頭處續作木橋

24丈，以方便船隻停泊和起卸貨物6。龍津石橋的建成更加推動了九龍街的發展。由於

貨物從龍津石橋上岸後在九龍城集散，墟市應運而生。九龍城最早發展出來的墟市，

為寨城東南面的九龍大街，是緊接龍津石橋與寨門前的主要街道。

這座富有歷史意義的碼頭，最後於1928年被港府拆卸；2008年土木工程拓展署為啟德

發展計畫進行考古勘探，發現了龍津石橋遺蹟。

6 高添強：〈二十世紀前九龍城地區史略〉，載趙雨樂、鍾寶賢主編：《香港地區史研
究之一 九龍城》，頁 45-93。

龍津碼頭與龍津石橋

龍津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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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津碼頭與龍津石橋 

 

 

 

 

 

 

 

龍津石橋 

1928年拆卸前的龍津石橋。 

龍津亭

 
1910 年代的龍津亭，可供行客休憩和避雨。

晚清期間也曾用作迎接官員，亦稱「接官亭」。 

名稱 龍津石橋

位置 啟德機場舊址

興建時期 1875年(光緒元年)
拆卸年份 1928年
作用 以方便船隻停泊和起

卸貨物。

重要性 是第一代的九龍碼頭 
，推動九龍街的發展

及促進與鄰近地區的

水路交通。

龍津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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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津碼頭與龍津石橋 

 

 

 

 

 

 

 

龍津石橋 

1928年拆卸前的龍津石橋。 

龍津亭

 
1910 年代的龍津亭，可供行客休憩和避雨。

晚清期間也曾用作迎接官員，亦稱「接官亭」。 

名稱 龍津石橋

位置 啟德機場舊址

興建時期 1875年(光緒元年)
拆卸年份 1928年
作用 以方便船隻停泊和起

卸貨物。

重要性 是第一代的九龍碼頭 
，推動九龍街的發展

及促進與鄰近地區的

水路交通。

1910年代的龍津亭，可供行客休憩和避

雨。晚清期間也曾用作迎接官員，亦稱「

接官亭」。

1928年拆卸前的龍津石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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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DIY重建龍津碼頭

土木工程拓展署於2008至2009年間為啟德發展計畫進行考古勘探，在啟德北停機坪

發現了龍津石橋遺蹟，估計龍津石橋在1924年進行啟德填海工程時被埋。石橋的靠海

尚存部分其後仍繼續使用，提供香港島、紅磡及九龍城之間的渡輪服務至上世紀30年

代。1942年二次大戰日據期間，石橋及碼頭遭拆毀及埋藏於啟德機場的新填海區。

龍津石橋出土

六角形橋柱

由五塊長條
狀石板組成

試參考下列資料，以四人為一組，動手做一座龍津石橋及龍津亭的模型。

A. 龍津石橋全長六十尺、寬六尺，共有橋柱二十一條

B. 橋身由兩部分組成，一為六角形橋柱，二為五塊長條狀石板

C. 龍津亭

龍津石橋是這樣……

六角形橋柱

五塊長條狀
石板

龍津石橋全貌意想圖︰

整合活動

細閱下列資料，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樂善堂和龍津石橋

˙1875年：龍津石橋竣工，長200米，寬2.6米。碼頭以花崗岩建成，是19世紀至20世

紀初香港最長和最堅固的石碼頭。

˙1892年：樂善堂籌集資金，以木料從石橋南端續建木橋，龍津橋向海伸延約80米。    

整理自︰九龍城區議會第四屆區節宣傳活動小組《追憶龍城蛻變》

資料二：改寫自趙雨樂、鍾寶賢《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 九龍城》

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清室局勢不穩，大量移民移居香港，其中不乏富人。香港首

位定例局華人議員伍廷芳倡議在九龍灣填海，興建華人高尚住宅區，並建議何啟推動

計劃。1912年，何啟展開勘察工程；兩年後正式向港府提交建議書。1914年，何啟逝

世，區德繼續這計劃，並成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向港府解釋計劃。1915年，港府正

式批准九龍灣填海建屋計劃，1920年代後計劃擱置。

（I）綜合上述資料及考察所得，以九龍寨城為例，分析英國管治下華人社區在
下列範疇的發展特色。

政治狀況      經濟發展      交通建設     華人力量

以九龍寨城為例，英國管治下華人社區的發展特色如下：

範疇 特色 理據

政治
狀況

英國進行殖民管治，政治相

對穩定，惟在九龍寨城的管

治上出現無政府狀態。

自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清朝租借

新界予英國，但保留九龍寨城，由中國官員管

治。後英方強闖寨城，驅逐清官員；至1900年清

朝重申對九龍寨城的主權，英軍遂撤出寨城。清

廷由於衰弱，無力越界駐守寨城，該處遂出現無

政府狀態。

經濟
發展

鴉片戰爭以前，九龍半島的

經濟已有相當發展。自龍津

碼頭落成後，九龍城經濟發

展日趨蓬勃。

˙其中最重要的商業地區，就是九龍寨城外的九

龍街，大量店舖雲集。

˙龍津碼頭啟用後，有利九龍街的發展。由於貨

物上岸後在九龍城集散，墟市應運而生。

交通
建設

九龍灣地處交通要衝，為理

想的停泊地點，周邊市集因

而漸成。第一代九龍碼頭落

成更推動九龍交通的發展。

往來閩粵的船舶經過香港地區時，為避開風高浪

急的港島南部，會選擇在現稱維多利亞港停留，

九龍灣成為理想的停泊處。1875年，龍津石橋落

成和啟用更推動九龍城的發展。

華人
力量

傑出的香港華人領袖、以及

九龍城的華人團體能莊敬自

重，協力謀求扶助貧弱，積

極支持地區發展。

如樂善堂推行各種善舉，包括施醫贈藥、恤貧賑

濟、設立義學等，又伍廷芳、何啟、區德等推動

九龍灣填海建屋計劃，有利九龍城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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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漁鹽之鄉 大澳考察

考察工作紙設計簡介

考察點名稱 大澳

學科／學習領域 中國歷史

對象年級 初中

考察主題 漁鹽之鄉 大澳

配合的歷史
時期及課題

歷史時期 課題 預期學習內容 相關考察點

清

清朝與統一多民
族國家的鞏固與
發展

清 朝 的 統 一 與 清
初盛世。

大壆、棚屋、關
帝廟、天后宮

外力衝擊與內憂 列 強 在 華 劃 分 勢
力 範 圍 及 英 國 租
借新界。

嶼北界碑、大澳
警署（今大澳文
物酒店）

學習目標

知識： 

˙透過考察大澳的古蹟，讓學生進一步了解香港在「清朝的統一
與清初盛世」、「列強在華劃分勢力範圍及英國租借新界」
相關歷史時期的發展。 

技能：

˙透過實地考察、閱讀資料及歷史照片，培養學生整理和分析資
料的能力。

˙提升學生探索和研習香港歷史的興趣與能力。

價值觀和態度：

˙培養學生通過觀察歷史文物，學習欣賞前人的智慧。

漁鹽之鄉 大澳考察

大澳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

大澳7位於珠江口東岸，具有優越漁鹽生產的地理條件。附近的地理形勢成為一幅天

然屏障，為大澳提供良好的避風港。另一方面，鳳山（尖峰山）等山巒為大澳提供充足

而優良的淡水。故此地十分適宜漁船停泊。

再者，大澳西面的珠江口是鹹淡水交匯之處，水產豐富。漁船在大澳停泊，可以一

日內往來捕魚和居住的地方，所以，大澳一直以來皆是優良的漁港。 8

根據當地居民所述，有關大澳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宋朝，例如梁屋村的居民相信其

祖先於宋代已在大澳居住。可是由於缺乏史料，現時已無法考證早期的歷史。

大澳全貌

7 在香港，稱為「澳」的地方皆指海邊彎曲可以停船的地方，例如將軍澳和石澳。

8 本港著名的漁船聚集的地方，例如長洲、香港仔、赤柱和南丫島等地，皆位於香港的
南面，鄰近珠江口，方便漁民前往珠江口一帶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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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遷界令》

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為了對付鄭成功，斷絕其海上貿易，清廷頒布《遷

界令》，規定沿海所有居民內遷50里。當時，香港、九龍半島及新界離島均在遷界範

團。凡遷界之地，沒收漁船，不准出海，房屋全部焚毀，土地被迫廢棄。沒有離開的人

皆被視為海盜，一律處死，地方受到很大的破壞。兩廣總督周有德、廣東巡撫王來任先

後力陳「遷海」之害。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政府准許人民返回故居復業，是為

「展界」。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收復臺灣，《遷界令》才完全取消。9

現時大澳的居民和史蹟，皆是在復界後遷入和建立的。乾隆時期起，由於鹽業的發

展，大批勞動力自海豐和惠陽等地移入，如已拆毀的沙田村（位於大澳東面堤壩）一帶

的鶴佬居民多是鹽工。隨着鹽業發展，更進一步推動大澳的經濟。10

教師參考資料︰

四十年代末期，國內政局的改變令大量人口逃到大澳，是大澳另一個經濟興旺的時

期。然而，香港政府在1950年代引入機動漁船，捕魚能力大大提高，出現了過度捕魚

的惡果，加上珠江口水質受到污染並日漸惡化，至七十年代，大澳的漁業發展一落千

丈，鹽場和船廠相繼倒閉，年青人亦紛紛離開大澳找尋更佳的就業機會，大澳的人口

從1950年代的數萬人，下降至現時只有數千人。

考察點簡介：

大壆（音：博）、永安街、太平街

大澳沿岸淺灘適合曬製海鹽，據居民相傳，當地的鹽業在宋朝已經開始發展，有不少文

獻記載宋代大嶼山出產大量海鹽。約清乾隆年間（公元1736—1795年），人們開始在大

澳低地的西岸築起堤圍（即大壆，長800呎），將大澳沿岸的淺灘發展成一大片生產海鹽

的鹽田；永安街和太平街原本亦是鹽田的護堤，後漸發展成商業區，售賣日用品、農產

品和漁獲。

9 有關遷界(或稱遷海)的內容，可參閱蕭國健：《香港古代史》，香港：中華書局，2006
年，頁 60-68。

10 「鶴佬」原稱「福佬」，因為「福」字的鶴佬方言發音近似粵語的「鶴」字，漸改稱
鶴佬。先輩源自福建，其後聚居於粵東，即潮汕、海陸豐和今日的惠州縣區。英國人
管治香港之前，已有不少鶴佬人移居香港，大部分從事捕魚工作，亦有從事農業或打
石。

二涌、三涌棚屋

由於漁船可供居住空間不多，而漁民又不習慣在陸地居住，便在岸邊的海床上搭建棚

屋，主要安置老人及孩童。大澳最早期的棚屋區在一涌、二涌和三涌一帶，一、二涌棚

屋已有百多年歷史，而新基棚屋區則約在1920年開始形成。

教師指引︰

棚屋區域有部分私人地方不歡迎遊客，教師宜注意。另外，棚屋通道多在水上或水

邊，教師需看顧學生安全，提醒他們不要過份倚靠欄杆，以免發生意外；亦宜教導學

生尊重居民、進出時降低聲浪。

嶼北界碑

1898年3月，俄國向中國租借旅順和大連，4月法國租借廣州灣，英國遂以平衡勢力為理

由，迫清政府讓她在香港擴址200英里。6月9日雙方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向

中國租借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200多個離島，為期99年，至1997年6

月30日屆滿。1902年，英軍少校力奇抵達大嶼山豎立三座海界碑石，釐清新界的範圍，

其中一座在大澳，稱為「嶼北界碑」。

關帝廟、天后宮

據《重修天后武帝古廟碑誌》記載，關帝廟創建於明朝，已有三百多年歷史。另按廟內

文物及清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重修武帝古廟碑誌》所載，該廟曾歷經乾隆、咸豐

及光緒等帝在位期間多次重修。

天后宮位於關帝古廟毗鄰，兩廟有門相通，建於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廟內保

存了當年所鑄造的銅鐘及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的重修碑記。

大澳文物酒店

前身為大澳警署，最初於1899年5月臨時興建，稱為衙門，1902年正式改稱大澳警署，並

增強警力。警署由兩座建築物組成，分別為樓高兩層的主樓和附屬建築。當時大澳一帶

海盜眾多，警員隸屬水警管轄，主要維持治安，並會以舢舨在社區巡邏，也要檢查出入

大澳的貨物及旅客。

1966年警署關閉，此地一直被丟空，至2008年被納入「2010年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第一期）」，於2012年活化完成，成為現時的大澳文物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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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入口廣場 大澳巴士總站

大壆 棚屋

嶼北界碑 關帝廟、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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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身活動

 （I）細閱以下地圖，然後回答所附問題。

1. 試寫出圖中A至D所指的地方。

A. 澳門

B. 大澳

C. 香港島

D. 珠江

2. 在機動漁船未普及之前，為甚麼大澳是海上交通樞紐？ 

參考答案︰

機動漁船未普及之前，船隻主要依靠風帆和人力操作。停泊在大澳的船隻可以於一天

內到達珠江三角洲沿海鄉鎮，所以大澳的交通十分便利，成為海上交通樞紐。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3. 大澳臨近珠江口，處於鹹淡水的交界，故漁產豐富；加上距珠江口的航程短，所以不

少大澳漁民都會在珠江附近的海域作業，令當地成為重要的漁場。

（II）瀏覽片段（載於資源套光碟內），然後回答所附問題。

1. 影片中有甚麼證據顯示大澳是一條漁村？試舉出其中兩項。

參考答案︰滿佈水道／以小艇作為交通工具穿梭各地／有棚屋／售賣的貨物以海產為

主。

【任答兩項，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2. 根據關帝古廟內於清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所立的碑文，此廟捐款人的身份大部分

與軍事有關，如水師、大鵬鎮協，顯示大澳是明清時期的軍事據點。

3. 大澳文物酒店前身是大澳警署，它座落海邊是為了鎮壓猖獗的海盜。

考察活動

【本設計共涵蓋五組考察點，教師可就校本需要自行調節。】

教師指引：各組考察點之間往還約需時間（以步行計）

啟程地 目的地 時間（分鐘）

太平街 二涌、三涌棚屋 5

二涌、三涌棚屋 嶼北界碑 35

嶼北界碑 關帝廟 30

關帝廟 大澳文物酒店 30

大澳文物酒店 大澳巴士總站／渡輪碼頭 30

* 嶼北界碑與大澳文物酒店相距較遠，教師設計時宜考慮學生的體能，可在關帝廟附
近預留較長休息時間，或只選取其中一個考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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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大壆、永安街、太平街

1. 「隨着1970年代鹽業的衰落，大壆日漸失修而損毀。九十年代，大澳居民黃惠琼曾發

起搶修大壆行動，可惜失敗。2005年，政府在大澳興建漁船碇泊區，把損毀的大壆興

建成海濱長廊，供居民和遊客遊覽。」

你贊成將大壆重修抑或改建為海濱長廊？試說明你的看法。

參考答案：

我認為應該重修大壆。因為可以保育，還原大澳昔日的風貌，讓遊客回味大澳風情。

或

我贊成改建為海濱長廊。因為重修大壆的目的只為加固，而改建海濱長廊包含加固工

程，已能達至這效果，並同時發展曬鹽場，令空間更為廣闊，設計更為新穎，不但方

便當地居民，又可讓遊客有舒適的環境欣賞大澳風景。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2. 你認為永安街和太平街的街道屬寬闊抑或狹窄？原因是甚麼？

 參考答案：我認為這兩條街的街道屬狹窄，因為它們最初是鹽田的堤圍，把鹽田與海

分隔，毋須太寬闊。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II）棚屋

3. 拍攝一張棚屋的照片，貼在以下空格，並指出三項棚屋的特色。

大澳棚屋 棚屋的特色

˙用石柱或木柱（坤甸木）插入水中支撐

棚屋的重量；

˙屋頂用鐵皮作材料；

˙早期的棚屋為半圓形屋頂；

˙棚屋與棚屋之間緊緊相靠，以棧道相

通；

˙臨水而建，讓歸來的漁船直接停靠在屋

旁；

˙以舢舨小艇作出入交通工具。

【上述為參考答案，學生任答三項，或可

就自己的觀察，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

4. 你認為大澳棚屋最待改善的問題是甚麼？為甚麼？

我認為大澳棚屋最待改善的問題是密集／交通不便／簡陋／衞生欠佳（圈出最適當

者），尤其在污水收集和處理上一直被政府忽視，影響居民健康，甚至可能引發疫

病，政府必須正視問題，優化環境。

【上述為參考答案，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III）嶼北界碑

5. 你知道現在身處的界碑，其上面的刻字，所指的界址是附圖中的哪一條嗎？試用紅筆

勾劃出該條虛線。

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地圖（重繪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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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考資料：

嶼北界碑的西北面中文刻字

此界石安豎在大嶼山北方即東經線壹佰壹拾叁度五拾弍分自此界石正北潮漲處起點沿

大嶼山西便一帶海岸向北直至南頭陸地南角盡處之平線

大英一千九百二年管帶霸林保兵艦水師總兵官力會同本艦員弁等勘明界址共立此界石

嶼北界碑的東南面英文刻字

1902
THIS STONE IS IN LONGITUDE 113°52’0”E FIXED BY LIEUT AND COMR F.M. 
LEAKE R.N. AND THE OFFICERS OF H.M.S. “BRAMBLE”
FROM HERE THE BOUNDARY LINE EXTENDS DUE NORTH UNTIL IT MEETS 
THE PARALLEL OF THE SOUTHERN EXTREMITY OF THE NAM-TAU PENINSULA 
SOUTHWARD THE BOUNDARY FOLLOWS THE WESTERN SHORE OF LANTAO 
ISLAND

嶼北界碑的西南面英文刻字

THIS STONE IS PLACED 380 FEET ABOVE H.W. MARK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IT FROM POSSIBLE INROADS OF THE SEA

6. 試在下文圈出正確答案：站在嶼北界址石面向海的方向，會看見英文碑文／中文碑

文，背向海的方向則看見英文碑文／中文碑文，這是因為那片海洋屬於中國／英國管

治，陸地則屬於中國／英國管治，藉以釐清治權。

7. 試寫出圖中黑色箭咀所指的橋的名稱。

教師參考資料：

（IV）關帝廟、天后宮

8. 關帝廟主要供奉關帝，根據民間信仰，關帝象徵忠義勇武，試推論供奉關帝有甚麼作用？

A. 順利破案

B. 多福多壽

C. 祈福消災

D. 天降橫財

9. 天后屬東南亞一帶的海神信仰，她主要保佑甚麼？

A. 心想事成

B. 平安航行

C. 高中狀元

D. 生意興隆

10. 試在關帝廟或天后宮找出一項證據，印證清代大澳居民的經濟能力頗佳。

˙關帝廟碑文記載街坊、各埠共捐銀1475兩，罟船（罟，音：古，即漁船）、網艇、

釣艇共捐銀1152兩，捐款頗多，反映民眾的經濟能力不俗。

˙關帝廟廟頂上有精美的石灣陶瓷，價值不菲，足見當時的大澳居民經濟能力頗佳，

願意花費修廟供奉神明。

˙天后宮內道光十五年的石碑可見，捐款者不單有店鋪，更有渡船和本澳罟船，亦可

證明居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上述為參考答案，學生可任答一項，或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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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參考資料：

關帝廟廟頂的石灣陶瓷

道光十五年天后宮碑文

資料來源：科大衛、陸鴻基、吳倫霓霞合編《香港碑銘彙編》

（V）大澳文物酒店

11. 為甚麼大澳警署的選址遠離大澳市中心？

A. 該處風水位置良好

B. 大澳市中心欠缺土地

C. 該地鄰近邊界，以便應付海盜，維持治安

D. 大澳市中心的土地並不屬於港英政府管治

12. 你認為大澳警署遠離市中心是否恰當？

參考答案：

我認為恰當。因為當時海盜猖獗，出沒頻繁，對大澳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響。將

警署放在海邊既可收防禦之效，又可及時打擊海盜入侵和騷擾，這是保護大澳居民的

一種方法。

或

我認為不恰當。因為警署最重要的作用是解決大澳當地的治安問題，保護居民的生命

財產；如果遠離民居，有罪案發生時便會延誤警察到場的時間，拖慢打擊罪案的進

度。而且海盜並非時常出沒，只要在海邊設計適當的警報及防禦系統，事發時可儘快

通知警方到場支援，便毋須恆常設置警署於此。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13. 試在大澳文物酒店拍攝一張富有中西方建築特色或融合新舊建築風格的照片，並加以說明。

參考照片︰

參考答案：

˙酒店兩層高的主樓及附屬建築，均為中式方筒瓦頂，飛簷及拱頂陽台則具有典型歐

洲殖民地風格。

˙第三座建築物是後期增建的一層高樓房，天台位置改建成玻璃頂的咖啡廳及餐廳，

設計理念既現代化又環保，與兩座典型殖民地風格的主樓結合在一起，盡顯新舊建

築融合的特色。

 【上述為事例舉隅，學生可選取其他合理的觀察及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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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活動 古為今用

「將昔日的大澳警署改建為文物酒店，保留了前建築物的特色，又加入一些現代的元

素，既可還原歷史，又可吸引遊客。」

如果要按照上述特色在大澳再添一項改建工程，你會有何建議？試加以解釋。

參考答案：

我會將大壆及附近的鹽田遺址改建成嘉年華會的場地。

在這項設計中，我會將大壆的其中一段復原為以往的狀況，另一段則加固重修，這樣便

可讓遊客明白大壆的原貌，再與加固之後的大壆作一對照，比較古今建築工程之異同。

另外，將大壆附近的鹽場改建成嘉年華會場地，將大澳的歷史展覽、具地方特色的手工

藝和食品，或曬鹽工作坊等攤位統一放在這裏，讓遊客對大澳有更整全的了解，亦可紓

緩太平街及永安街街道狹窄之不足。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附錄︰考察路線設計考量點

（一）目的

 ◎ 釐定學習目標︰宜適當選取考察點，而非「以多取勝」。

（二）交通

 ◎ 出入考察地點︰旅遊巴／公共交通工具；如往離島，有需要乘坐輪船出入。

 ◎ 考察地點範圍內的交通安排︰完全步行／需要乘搭交通工具。

（三）人數

 ◎ 全體參與人數。

 ◎ 每個考察點可容納的人數︰例如廟宇等空間較細小的地點，可能未能容納太多人。

（四）時間

◎ 整體行程長度︰需衡量參與對象的體力。

◎ 前往各考察點所需時間︰不宜太長，建議在15分鐘內；如路程太長，可於中途簡短

介紹沿途風景。

◎ 每個地點的逗留時間︰需配合活動設計作調節。

（五）路線

 ◎ 會否重覆，盡量避免走回頭路。

 ◎ 點對點的距離不宜太長。

 ◎ 沿途可以加插簡單景點，讓參加者在考察過程中不會覺得太沉悶。

（六）考察點活動

◎ 講解內容的長度與重點︰需與考察主題相關。

◎ 工作紙／電子學習活動／其他活動的安排。

◎ 可以考慮會否進行分組活動，以避免太多人聚集於同一考察點，而造成未能清楚聆

聽講解或進行活動的問題。

（七）安全

◎ 沿途是否安全。

◎ 考察點是否安全。

（八）天氣

◎ 如考察於戶外進行，容易受天氣影響。

◎ 要考慮微雨等情況；如沒有因而取消考察，需安排雨天的考察路線。

（九）膳食

◎ 如果考察長達一整日，要考慮當日的午膳安排。

（十）器材

◎ 音響︰如地方太空曠，可能需要使用揚聲器進行講解。

◎ 考察活動需帶備的物資不宜太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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