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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示例 

建國以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以東江水供港為例 

 

一、 建議教節：2 節（以一節 40 分鐘計算） 

二、預期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題後，學生能： 

1. 透過合作學習，認識六十年代香港水資源的匱乏情況，以及東

江水供港的基本史事。（知識內容、歷史研習技能） 

2. 了解戰後香港的發展與內地的緊密連繫。（知識內容、價值觀和

態度） 

3. 明白維護水資源對維持香港及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知

識內容、價值觀和態度） 

4. 能透過閱讀文字資料、圖表、視像等，援引證據，歸納論點，

從而提升史料研習能力及明白各項史料對研習歷史的重要性。

（歷史研習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三、教學建議： 

1. 教學／討論須以本科課程宗旨及學習目標為導向，以助學生

「整全地認識中國政治演變、民族發展和社會文化的基本史

實」，以及「培養優良的品德，以及對國家、民族及社會的認

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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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體教學流程建議見教師版工作紙的指引。（套紅文字） 

3. 工作紙內容可按學生的學習能力作調適，教師宜靈活安排，並

以客觀持平態度向學生介紹事件，引導學生在探究歷史現象或

歷史問題時，必須立論有據，不應游談無根。 

4. 教師可配合課程宗旨及目標，提供適切的補充或安排，作學生

預習／延伸學習／自學。 

5. 部分資料可能在教師使用時已有所更新，教師可瀏覽網址，以

取得最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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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以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以東江水供港為例 

 
甲、 從制水說起（引入課題） 

假設你所住的地方因為水管急修，需要暫停

供水四十八小時，你和你的家人會如何應

對？ 

家中需要預先儲存大量食水／梳洗時要節省用水／不煮飯，改買外賣／購買飲

用樽裝水／不洗衣、洗碗、抹地等。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想一想：上述的情況對你有甚麼影響？如果長時間處於這種狀態，香

港會變成怎樣？ 

 

 

 

二十世紀 50 年代之前，香港居民主要靠井水和儲存雨水作為日常飲用水，

所以香港的供水很大程度上依靠充足的雨水維持，如果雨水不足，香港人便

要受「制水」之苦了！ 
    1963 年，香港大旱，供水量嚴重不足，當時的儲存只能供應 
    350 萬港人飲用 43 天，故政府實施了以下制水措施： 
    5 月 2 日起   每天供水 3 小時 
    5 月 16 日起  每 2 天供水 3 小時 

    6 月 1 日起   每 4 天供水 4 小時 
這種情況直至 1964年 5月 27日，颱風維奧娜吹襲香港帶來滂沱大雨，制水

措施才取消。 

 

 

 

史事補充 

教師指引：從日常生活入手，讓學

生思考食水不足所帶來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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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排隊取水的情況，1963 年   

水務署〈東江水供港 50 周年巡迴展

覽〉小冊子 

市民在公眾街喉旁輪候食水，1963 年 

政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

https://www.grs.gov.hk/ws/online/GPM/tc/highlights

/index.html 

〔下載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乙、 六十年代港府對水資源貧乏的應對——開源與節流 

 

一、面對大旱制水，香港政府和市民有甚麼應對方法？試以三至四位同學為一組，

細看以下資料，然後將應對方法以點列形式填寫在圖表適當的位置上。 

 
 
 
 

1. 建議採取合作學習形式，安排三至四位學生一組，每組負責討論二至三則資料，完成「任

務一」；然後各組滙報討論成果，其他同學一邊聆聽滙報，一邊完成「任務二」；透過

活動學生能明白六十年代制水時期香港市民生活的苦況、香港政府的應對方法，從而了

解東江水輸港的迫切性。 

2. 工作紙設計照顧不同學習需要：A 組適合能力稍遜學生、B 組適合能力較高學生、Ｃ組

和Ｄ組適合一般能力學生。 

https://www.grs.gov.hk/ws/online/GPM/tc/highlights/index.html
https://www.grs.gov.hk/ws/online/GPM/tc/highligh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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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A  
任務一：細閱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 
市民為了慳水，各出奇招。當年有福利會呼籲男生剃光頭，女生剪短頭髮以減

少洗頭用水。市民為了減少煮食用水，開始增加食用罐頭；有人以吃蘋果代替

刷牙，也有學校取消體育課…… 

                                            香港地方志中心〈香港制水故事〉 

 
資料二 
有酒樓向每位光顧的茶客派發三枚沖茶用的「水籌」，硬性規定顧客最多可添加

熱開水三次。 

                                   水務署〈東江水供港 50 周年巡迴展覽〉小冊子 

                               
資料三 
廿九區街坊福利會聯合舉辦「節約用水最佳辦法」

徵文比賽，分為成人男子組、成人女子組、青年組

（十八歲以下）……除了豐富的獎品外，為了吸引

市民參加，主辦單位更獲郵政局配合，參賽者只要

在信封上寫上「慳水」二字，不用寫地址，也能寄

到主辦單位處。一大堆「慳水」信封散滿一桌，可

見市民反應熱烈。 

                                          水務署〈東江水供港 50 周年巡迴展覽〉小冊子 

 

1. 根據資料一至資料三所描述的應對方法，屬於以下哪項性質？ 
a.  開源方法 節流方法 （請選擇其中一項） 
b.  香港政府層面措施 民間層面措施 （請選擇其中一項） 
 
2. 請分別列出資料一至資料三提及當年建議／採用的具體方法各一項。 

資料一：當年鼓勵男生剃光頭、女生剪短髮／減少洗頭用水／增加食用罐頭

以減少煮食用水／吃蘋果代替刷牙／學校取消體育課；            
資料二：酒樓向顧客派發「水籌」以減少沖茶次數；           
資料三：舉辦比賽，宣傳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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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B   
任務一：細閱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 
1963 至 1964 年間，本港旱情嚴峻，在廣東省政府批准下，港府在 1963 年安

排了 14 艘油輪從珠江河域汲取淡水，再運載到香港。其中一艘油輪「伊安德

號」經清洗後，於 6 月 24 日第一次前往吸水。前後費時八十小時，汲取未經

過濾的淡水三百萬加侖，約為香港一日消耗量的 10%。 

第一艘投入服務的運水船「伊安德號」(Ianthe) 

改寫自水務署〈開源半世紀〉、整理自長春社〈破天荒的供水方案〉 

 
資料二 
1963 年 5 月 31 日，香港政府曾動用兩架輔助空軍的飛機，嘗試於長洲以西的

7000 呎上空噴灑乾冰以製造人造雨，可惜試驗失敗。 
整理自水務署〈開源半世紀〉 

 
1.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所描述的應對方法，屬於以下哪項性質？ 
a.  開源方法 節流方法 （請選擇其中一項） 
b.  香港政府層面措施 民間層面措施 （請選擇其中一項） 
 
2. 請分別列出資料一和資料二提及當年建議／採用的具體方法各一項。 

資料一：安排油輪從珠江載運淡水來港； 
資料二：在長洲以西向天噴灑乾冰以製造人造雨。 

 
 
 
  



 

7 
 

組別 C   
任務一：細閱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 
政府也推出多項措施以節省用水，包括：關閉公共球場的浴室及公共泳池，暫

緩醫院的慢性外科手術，以及重開水井等。 

                                            香港地方志中心〈香港制水故事〉 

 
資料二 

1964 年初，政府曾推行「每人每日不超

過六加侖半水」的運動，指一天用八加

侖已太多了。 
 
 
註：八加侖即約 36.4 公升，現時香港 

 人日均用水量為 130 公升。 

長春社「水展──網上展覽資源」 

資料三 
1963 年教育司署舉辦的標語比賽得獎作品： 
○冠     無時點滴貴，有時莫盡洗。 
○亞     天旱無雨，慳水為先。 
○季     珍惜水一滴，大家有水食。 

水務署〈東江水供港 50 周年巡迴展覽〉小冊子 

 

 

1. 根據資料一至資料三所描述的應對方法，屬於以下哪項性質？ 
a.  開源方法 節流方法 （請選擇其中一項） 
b.  香港政府層面措施 民間層面措施 （請選擇其中一項） 
 
2. 請分別列出資料一至資料三提及當年建議／採用的具體方法各一項。 

資料一：關閉公共球場浴室和公共泳池／暫緩醫院的慢性手術； 
資料二：舉辦節約用水的活動； 
資料三：大力宣傳減少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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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D    
任務一：細閱資料，回答問題。 
 
資料一 
1963 年六月開始實行制水措施，在此後一、兩個月內，沙田大圍與白田兩村已

開始發展井水生意。兩村原有水井二十多個，因井水清冽，村民向來用作食水，

自水荒日趨嚴重後，水井主人靈機一觸，開始出售井水，每五十加侖售一元，

港九各大茶樓酒家都紛紛爭相買水。眼看財源滾滾來，兩村村民便立刻連夜開

掘水井。短短半個月，兩村的水井由二十多個增至百餘個。最繁忙的一天，每

井幾乎同時有三個水泵吸水，水源仍能供應不絕，令水井主人每日收入近二百

元。 
                                    長春社〈磅水買水、賣水最疊水的 1960 年代（上）〉 

 
                                    

資料二 

 1963 年 4 月 26 日起，道教界在荃灣圓玄學院舉行一

連 7天的祈雨法會； 

 香港佛教界 300 名僧人及 3000 名信眾，在跑馬地馬

場舉行一連 3 日「香港佛教同人祈雨法會」； 
 道教信徒於西營盤六合聖室設壇祈雨，齋戒 7 天。 

 
 

僧侶放生雀鳥祈求降雨，1963 年   

政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 

〔 下 載 日 期： 2022年 5月 24日〕  

整理自長春社「水展──網上展覽資源」、水務署〈東江水供港 50 周年巡迴展覽〉小冊子 

 

 

1. 根據資料一和資料二所描述的應對方法，屬於以下哪項性質？ 
a.  開源方法 節流方法 （請選擇其中一項） 
b.  香港政府層面措施 民間層面措施 （請選擇其中一項） 
 
2. 請分別列出資料一和資料二提及當年建議／採用的具體方法各一項。 

資料一：在沙田及大圍村大量挖掘水井，增加水的來源； 
資料二：宗教界舉行祈雨大會，祈求神明降雨以濟燃眉之水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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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留心聆聽各組滙報，整理答案，完成下表。 

 香港政府 民間 

開源   組別 B 

‧安排油輪從珠江載運淡水來 

港； 

‧在長洲以西向天噴灑乾冰以 

製造人造雨。 

 

  組別 D 

‧在沙田及大圍村大量挖掘水 

  井，增加水的來源； 

‧宗教界舉行祈雨大會，祈求 

  神明降雨以濟燃眉之水荒。 

節流   組別 C 

‧關閉公共球場浴室和公共泳 

池； 

‧暫緩醫院的慢性手術； 

‧舉辦節約用水的活動和大力 

宣傳減少用水。 

  組別 A 

‧鼓勵男生剃光頭、女生剪短 

髮，減少洗頭用水； 

‧增加食用罐頭以減少煮食用 

水； 

‧吃蘋果代替刷牙； 

‧學校取消體育課； 

‧酒樓向顧客派發「水籌」以 

減少沖茶次數。 

‧舉辦比賽，宣傳節約用水。 

 

（學生可按資料及史實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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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涸的水塘，1964 年 

 

農地乾涸龜裂，1963 年 

 
兒童於公眾街喉排隊輪候食水，1963 年 

 
村民拿取由舢舨供應的食水，1963 年 

圖片來源：政府檔案處  歷史檔案館 

https://www.grs.gov.hk/ws/online/GPM/tc/gallery/water.html 

〔下載日期：2022 年 5 月 25 日〕 

 

 

 

 

 

 

 

 

 

 

 

 

 

https://www.grs.gov.hk/ws/online/GPM/tc/gallery/wa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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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東江水供港 

 

一、緣起：解決香港用水問題 
 

試瀏覽及閱讀資料一和資料二，並完成問題，了解當時的情況。 
 

資料一：《江山有志》第 5 集：東江水輸港，終有穩定食水供應（1: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TcjYIgXh0 

 
  

資料二 
  粵港兩地政府協商後，達成興建東深供水系統的共識，當時中央政府

批准有關工程，並同意撥款 3800 萬元人民幣（相當於現在 30 多億元）興

建。香港則負責興建大型抽水站、水管及隧道。 
  輸往香港的東江水從位於東莞市的太園泵站抽取，經專用輸水管道運

至深圳水庫，再輸往香港木湖抽水站，最後再運到水塘暫存或到濾水廠作

直接處理，全長 83 公里。 

 

教師指引：此部分透過不同類型的資料（影音片段、文字、數據、圖像），讓學生明白東

江水輸入香港的情況，以及粵、港兩地為完善此龐大工程所付出努力，從而帶出內地與

香港的共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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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宜水庫 
1978 年竣工，是香港儲水量最大的水庫，
它與船灣淡水湖佔全港總儲水量 
超過 80%。 
（數據來源：水務署「本港水塘容量」） 

整理自香港地方志中心〈香港制水故事〉 

 
 

 
1. 為快速而長遠解決香港用水／淡水不足問題，1960 年代初，香港和廣東省政

府同意興建「東江—深圳供水工程」。此工程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批

准，中央政府斥資 3800 萬元人民幣興建，一年完成，由 1965 年 3 月 1 日開

始，每年向香港供水 6820 萬立方米。 
 

2. 東江水源於江西省，除了香港外，東江水也供應予沿河地區如東莞／肇慶／

惠州／河源／清遠等地（請圈出正確答案，答案可多於一項）。 
 

3. 東江水到達香港的第一個抽水站是： 
 橋頭鎮抽水站 
 太園泵抽水站 
 錫場鎮抽水站 
 木湖抽水站 
 

4. 以下哪項屬於「東江水」的正確描述？（請選正確答案，答案可多於一

項）。 

 運抵香港後可直接飲用 
 運抵香港後分配到不同水塘儲存 
 需經香港濾水廠進行食水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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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續：制水不再現 

參考資料一至六，以「制水不再現」為題，設計一幅海報以顯示粵港兩地政府

就改善供港東江水質量所作出的努力。 
 

資料一 
為提高東江供水量以及防止輸港東江水受污染，廣東省當局自 1976 年起共採

取了三次擴建、一次改造的工程，其中較重要措施包括： 
上移取水口：於 1998 年將輸港東江水的取水口上移至水質較佳的地點。 
生物硝化站：於 1999 年初啟用建在深圳水庫的生物硝化站以改善水質。 
東深專用輸水管道：於 2000 年開始興建一條從東江太園到深圳水庫的專用輸 
                  水管道，改善水質。 
石馬河調污工程：於 2005 年完成工程，令輸港東江水水質更有保證。 
沙灣河水環境綜合整治工程：於 2020 年完工，減低深圳水庫受沙灣河排洪污

染的風險。 

                                         整理自「水務署」〈輸港東江水水質〉 

網址：https://www.wsd.gov.hk/tc/core-businesses/water-resources/dongjiang-water/index.html 

〔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7 日〕 

 

資料二：香港完善供水網絡的基建工程 

 
               資料來源：水務署〈東江水供港 50 周年巡迴展覽〉小冊子 

https://www.wsd.gov.hk/tc/core-businesses/water-resources/dongjiang-wate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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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水務署在木湖抽水站和各濾水廠抽取樣本進行一系列化學、物理、細菌學、生

物學和放射學測試，並作全面水質監控。 
整理自水務署〈東江水供港 50 周年巡迴展覽〉小冊子 

資料四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與廣東省水利廳廳長王立新簽 2021 年至 2023 年東江水供

水的新協議。新協議把以往的「統包總額」方式優化為「統包扣減 1」，按實際

東江水取水量而扣減水價，估計 9 年最多節省超過 3.2 億元。 
                                                  整理自「水務署」網頁 

資料五 
粵港雙方透過有關會議及通報機制，確保輸港東江水符合要求： 

‧粵港供水工作會議 

‧粵港供水運行管理技術合作小組會議 

‧東江水質保護專題小組會議 

整理自水務署〈東江水供港 50 周年巡迴展覽〉小冊子 

 資料六 
自 1985 年 5 月至今，香港再沒有出現制水的情況。 

 
參考答案：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創意設計） 

                                                      
1 「統包扣減」是繼續沿用統包方式，訂明每年供水量上限，保證本港有穩定、具彈性和切合實

際需要的東江水供應，確保即使遭受百年一遇的旱情下供水仍不受影響。而新協議加入的扣減水

價機制，就是每年繳付實際水價的計算會因應實際取水量與供水量上限的差額，乘以單位價格結

算扣減款額，再從每年基本水價中扣減，令香港減少不必要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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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延伸學習——幸福非必然‧從自身做起 

 
 
資料一：廣東省對香港的食水供應 

年份 東江水供港數量 香港總耗水量 東江水佔香港總耗水量 (註) 

1965 41 185 22% 
1975 93 360 26% 
1985 319 637 50% 
1995 690 919 75% 
2005 771 968 80% 
2015 766 973 79% 
2019 718 996 72% 

單位：百萬立方米   註：+/-1% 
資料來源：（1965-2005）廣東省水利廳、香港水務署，1998；香港政府統計處（1995-2011）； 
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3 年 2 月 27 日立法會會議上書面答覆；2021 年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 

 
 
資料二                                                   

 

 
 
 
 
 
 

教師指引：此部分建議學校靈活使用，例如教師可選用資料，透過解讀資料（如數據、圖像），

讓學生了解東江供水的隱憂，並勉勵學生同心合力，珍貴水資源。而能力較高的學生更可完

成最後的課業佈置，以總結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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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 即再造水、重用中水和回收雨水 2            

資料來源：「水務署」                                

https://www.wsd.gov.hk/tc/home/climate-change/adapting/index.html 

〔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13 日〕 

 
 

資料四 

為開拓新的水資源，政府於將軍澳發展

海水化淡工程，每日生產 13 萬 5 千立

方米食水，其後可擴展至每日 27 萬立

方米，為本港供應 5-10%的食水用量。

第一階段工程計劃已於 2019年底開始，

預計於 2023 年完成。 
                         整理自「水務署‧海水化淡」 

https://www.wsd.gov.hk/tc/core-businesses/water-resources/desalination/index.html 

〔瀏覽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2 再造水（經過污水處理廠高度處理的淨化水，再加工處理後，可以再次使用的水）、重用中水

（從浴室、洗手盆、廚房洗滌盆等收集並經過處理的水），以及回收雨水（從屋苑或其他設施回

收的水），可作非飲用用途。 

https://www.wsd.gov.hk/tc/home/climate-change/adapting/index.html
https://www.wsd.gov.hk/tc/core-businesses/water-resources/desalin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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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江水的輸入的確令香港免除制水之苦，但香港的水資源仍然存在一定程度

的問題。你認為最大的隱憂是甚麼？有甚麼紓緩方法？試根據資料一至資料四，

並結合你所知，續寫文章一篇。（總字數不少於 300） 
 
 
 

自 1985 年起，香港沒有出現制水的情況，久而久之，我們以為「幸福是必

然」的，只要扭開水喉，清潔衞生的食水便能源源不絕供應給我們。 
 
  然而，這「幸福」卻存在一個重大的隱憂：香港人太依賴東江供水。根據

統計，香港人現時的用水，有超過 70%供應自東江，這個龐大比例伴隨而來

的，就是價格上升帶來的負擔。自 2008 年開始，香港用作購買東江水的價錢持

續增加，由 2006 年 24.95 億元上升至 2020 年 48.21 億元，十五年間增加一倍。

雖然廣東省政府答應凍結 2021 年的水費加幅，以及引進了「統包扣減」機制，

但仍所費不菲。 
 
  為紓緩上述問題，我認為政府應設法開源節流。在開源方面，政府着力研

究海水化淡和循環再用水兩大方向，在將軍澳發展海水化淡工程，增加食水的

供應量；另外又通過再造水、重用中水和回收雨水等方法，增加非飲用的用水

量，減輕食水的供應壓力。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從日常生活做起，提高香港居民的節流意識，減少日常不

必要的用水。例如縮短洗澡時間，洗臉、刷牙時關掉水龍頭等。只要我們願意

出一分力，定可達至減少耗費水資源的理想目標。 
 
（結語）長期穩定的食水得來不易，展望未來發展，香港能研究新科技增加食

水來源，不同持份者主動節省用水，再加上我們所倚重的東江水南輸，香港人

用水才真正無後顧之憂。 
（學生可按資料及史實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