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設計示例 

民國時期的社會文化發展——消閒娛樂 

 

一、建議教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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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民國時期民眾消閒生活的特色。（知識內容） 

2. 透過民國時期的消閒娛樂，認識民國時期的社會文化發展。（知識內容、歷史研

習技能） 

3. 透過認識消閒娛樂的種類，學習分析當時外來文化如何影響中國的文化發展。

（知識內容、歷史研習技能） 

4. 從不同的資料（包括圖像、影片及文字資料）歸納論點、建構知識、互相印

證，從而提升史料研習能力及明白各項史料對研究歷史也有重要價值。（歷史研

習技能、價值觀和態度） 

三、教學建議／備註： 

1. 教學／討論須以達致本科課程宗旨及學習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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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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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時期的社會文化發展——消閒娛樂 
 
一、民國時期的消閒娛樂 
   
資料一： 

報刊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以《良友畫報》為例子 

 

報刊記載了時代的變遷，而 1926 年出版的《良友畫報》記錄了大量上海現代

都市生活的面貌。畫報從多角度刊登上海都市的不同圖片，為讀者展示一個現

代與傳統、富裕與貧窮的上海生活面貌，讓讀者全面認識上海。三十年代的上

海，被稱為「東方巴黎」，是一個紙醉金迷的大都會。西方玩意的引入，改變

了上海人的生活習慣。在法租界有樓高十四層的摩天大廈，有雙層的城市公車，

亦有跑馬場、賭場、夜總會和電影院，這些都是企業家、金融家、商人和買辦

的活動場所。但繁華的背後，上海亦有在街頭從事雜耍表演、搭棚唱戲表演、二手日用品地攤、

路邊閱報攤等，窮苦下層的人民為了生計艱苦工作，如人力車夫等。 

整理自羅婉嫻〈報刊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以《良友畫報》為例子〉 
載於《想。創。中國歷史學與教資源套(第一輯)》 

 
1. 根據資料一，民國時期有哪些娛樂種類？請在適當位置上加上號。 

    民國時期的娛樂種類 有 如有，現在香港還有沒有這種娛樂 
溜冰場   
跑馬場   
賭場  (只有賽馬會，賭場在澳門) 
遊戲機中心   
夜總會   
保齡球場   
電影院   
街頭雜耍   
街頭寫生   
搭棚唱戲  (盂蘭節戲棚、神功戲) 

 
2. 承上題，你認為民國時期的消閒娛樂情況如何？試加以解釋。 
  多姿多采   單調乏味 

解釋：有各類型活動，動靜兼備，為不同階層人士提供多樣化消閒娛樂。 
      （學生可按資料及史實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教師引導學生從《良友畫報》了解

民國時期社會文化發展的概況。 



   
資料二：觀看以下片段，然後回答所附問題。 

《想。創。中國歷史學與教資源套（第一輯）》 
翻轉課堂短片：「報刊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以《良友畫報》

為例子」（1:23 – 5:50） 

 
 
1. 民國時期人民如何找到與生活相關的資訊？ 

從報刊雜誌中找到。 
 

2. 民國時最暢銷的畫報名稱是甚麼？ 
《良友畫報》 
 

3. 《良友畫報》於何時、何地創刊？ 
1926 年在上海創刊。 
 

4. 作為潮流刊物，《良友畫報》有哪些創新性？試列出兩項。 
以特約經銷商、外埠經銷商出售刊物／內容無連貫性，方便讀者隨意閱讀／內容以攝影圖片為

主，輔以簡單文字／以漂亮、時髦女性為封面／內容包羅萬有，遍及時裝、電影、時尚、新

聞、知識、社會生活等／有鮮明的廣告經營策略。 
（任答兩項） 
 

5. 當時上海又稱什麼？ 
東方巴黎 
 

6. 你認為為甚麼上海有這個稱號？ 
當時的上海受西方文化影響，其繁榮、熱鬧情況可媲美巴黎。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二、民國時期的電影 
 
資料一：30 年代中國影星代表 

姓名：阮玲玉（原名阮鳳根，學名阮玉英） 

生卒：1910 年 4 月 26 日－1935 年 3 月 8 日 
出生地：上海 

職業：中國默片演員 

作品：阮玲玉出道十年間（1926-1935年）共主演 29部電影。但由於早年電

影拷貝使用易燃的硝基膠片拍攝，加上戰亂，阮玲玉主演的電影僅有

9部仍存拷貝，包括《戀愛與義務》、《桃花泣血記》、《小玩意》、《再

會吧，上海》、《神女》、《新女性》、《一翦梅》、《歸來》、《國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93%E5%90%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5%A3%B0%E7%94%B5%E5%BD%B1


   
資料二： 

電影在民國時期已成為都市人休閒消遣的一個重要內容。上世紀（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

電影業已初顯繁榮。就電影製片廠來講，先後有數十家；就所拍攝的影片來講，有成百上千部；

就電影觀眾來講，有數千萬乃至上億人；就電影導演、演員來講，出現了一大批享譽海內外、至

今仍有影響力的人物。 

整理自「每日頭條」〈看民國時南通的西式娛樂文化〉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hk/history/eno2ryz.amp 

［瀏覽日期：2022 年 2 月 4 日］ 

 

資料三： 

1990 年代初香港關錦鵬導演把民國時期中國影星阮玲玉的生平故事拍成《阮玲玉》一劇，並由

張曼玉飾演阮玲玉一角，此片當年更奪得多項電影獎項。2005年第 14屆金雞百花電影節評選阮

玲玉為中國百年電影史上最出色的 100位電影演員之一。 

 

1.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電影業的發展如何？試列舉兩項證據加以說明。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電影業已初顯繁榮，成為都市人休閒消遣的重要內容之一。 
當時有數十家電影製片廠／上千部影片／數千萬乃至上億觀眾／大批享譽海內外，至今仍具

影響力的導演和演員。 
（任答兩項） 

 
2. 阮玲玉的從影經歷如何印證當時的電影事業發展？試舉一例以證。 

阮玲玉出道短短十年間，已主演了 29 部電影。／2005 年第 14 屆金雞百花電影節評選阮玲玉

為中國百年電影史上最出色的 100 位電影演員之一，能側面反映當時中國電影事業發展蓬勃。 
（任答一項） 
 
 

三、民國時期的交際舞 
 
資料一：跳跳舞 
 

西式舞蹈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交際舞，一男一女相攜相擁而舞，這是中國傳統舞蹈

所沒有的。20 世紀 20 年代末，以交際舞為代表的西式舞蹈在中國紮根，大型舞會

不斷，報紙對此爭相刊載。當時的舞場多設於上海、天津、大連、青島、廣州這些

有碼頭的城市。 

整理自「每日頭條」〈看民國時南通的西式娛樂文化〉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hk/history/eno2ryz.amp 

［瀏覽日期：2022 年 2 月 4 日］ 

https://kknews.cc/zh-hk/history/eno2ryz.amp
https://kknews.cc/zh-hk/history/eno2ryz.amp


   

 

1. 根據資料一，你認為民國時期的交際舞與中國傳統舞蹈最大分別是甚麼？ 
交際舞是一男一女相攜相擁而舞，但大部分中國傳統舞蹈並非這樣。 
 

2. 民國時期為甚麼會出現交際舞？ 
  因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受西方文化影響，再經報刊報導後，交際舞於各地（特別是沿海城市）

廣泛興起。 
 

 

 

 

 

 

 

 

 

 

 

挑戰題：試想想為甚麼民國時期人民的消閒娛樂情況會如此多姿多采？ 

當時中國受著西方文化影響，使很多西方消閒玩意亦傳到中國，中國知識份子趨之若

鶩，加以學習，所以模仿了不少西方娛樂活動。／ 

當時中國有不少外商來華貿易，帶來不少西方文化，當中包括消閒玩意，所以使中國人

模仿了很多西方的娛樂活動。／ 

民國政府意識到休閒活動可調劑民眾生活，陶冶情操，故逐步有系統地提倡休閒教育、

開展休閒場所、策劃休閒活動，如民眾音樂會、歌咏團、業餘體育會、劇社等，令消閒

娛樂漸趨多姿多采。 

（學生可按資料及史實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延伸閱讀 

 

民國時期杭州新式娛樂活動 
 

  民國時期是杭州社會重要的轉型時期，當時杭州的娛樂事業蓬勃發展，新式娛樂項目層

出不窮，出現了不同於傳統娛樂場所的劇場，在舞臺效果、佈景等各方面引進西方先進技術，

給觀眾以感官享受。 
  杭州第一座現代化的劇場是 1914 年建成的城站第一舞臺。該舞臺以演出京戲為主，也

上演歌舞劇或話劇，放映上海明星公司的影片。 
   1917 年，在湖濱（今一公園附近）建成蓋世界遊藝場，為民國初年杭州第一個容納 500
餘人的遊藝場所。後因營業情況好，又建二條走馬路。遊藝場西樓專說杭州評話，東樓專唱

杭州灘簧。西樓聽眾多為體力勞動者，被稱為「短衫幫」，東樓聽眾多為知識階層，被稱為

「長衫幫」。場內還有幾個竹棚作為說唱、雜耍演出場地。 
   1922 年，杭州又建成一座有可容千人的大型遊藝場——「大世界遊樂場」，以演京劇為

主，是杭州唯一常年演出京劇的場所。此外，大世界內也設立有演出杭劇、話劇、紹劇的舞

臺。不僅如此，場內還設立溜冰場、雜技場、彈子房、說書場及電影場等；場內還設有飲食

設施：茶攤、麵館等，深受時人的喜愛。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杭州先後新建、改建了一批劇場，它們多為簡易劇場，磚木結構，

主要用於越劇、紹劇等地方戲曲的演出。 
  此外，電影亦於民國年間逐漸融入到杭州人民的生活中，成為娛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1921～1937 年，先後有杭州大世界遊藝場電影場、杭州影戲院、西湖大禮堂、聯華大戲

院等固定放映場所。 
  在電影業發展的同時，體育類的娛樂活動也開始興盛。1919 年元旦，建成了公眾體育場，

內有小型足球場 1 處(兼做田徑場)、籃球場、排球場、網球場各一處，這是杭州第一所設施

較全的公眾體育場，為杭州市民參加體育活動創造了有利條件。1922 年，建成燈光健身房。

1929 年，為迎接第四屆全運會在杭州召開，建立了可容納 1.2 萬人的大型體育場。內含田徑

場、足球場、網球場、棒球場、排球場。後又不斷增建，增建滑冰場、乒乓球室。這些新式

的體育娛樂項目，既是杭州百姓的健身、鍛煉的處所。也是杭城百姓娛樂、消閒的場所。  
  民國時期杭城的娛樂項目。除較為突出的電影、體育類娛樂項目，還存在有其他的新式

娛樂項目。歌舞、跑馬、魔術等新式娛樂項目也頗受百姓的喜愛。  
  由此可見，杭州自進入民國以來，新式娛樂項目逐漸融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豐富

了民眾的日常生活。 
 

整理自劉淑林〈民國時期杭州新式娛樂活動〉 

原文網址：https://m.xzbu.com/1/view-241361.htm  

［瀏覽日期：2022 年 2 月 4 日］ 

 

 

 
 

利用延伸閱讀資料，引導學生思考民國時期中國不同城市均

引入不少西方消閒娛樂。 



   
問題： 
1. 試在文章內圈出杭州的新式娛樂。 
 
2. 根據上文所述，民國時期的杭州娯樂已走向「大眾化」，試從文章中找出證據說明。 

杭州在 20 世紀初的遊藝場，聽眾涉及不同階層，包括體力勞動者和知識階層。／ 
1921～1937 年，杭州出現固定放映場所，成為娛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設施齊全的公眾體育場既是杭州百姓的健身、鍛煉的處所，也是他們娛樂、消閒的場所。 
（學生可按資料及史實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3. 試以腦圖整理民國時期杭州的娛樂活動。 
• 參考答案 
• 教師亦可運用其他思維工具協輔助教學。 

 
 
 
 
 
 
 
 
 
 
 
 
 
 
 
 
 
 
（學生按本課題重點自由創作腦圖） 

 
 

 

杭州的娛樂活動 

戲劇：電影、歌舞劇、話劇、 
京劇、杭劇、紹劇、 
越劇 

體育：田徑、籃球、 
排球、足球、 
棒球、網球、 
溜冰、健身 

雜項：雜耍、說唱、 
說書、彈子、 
魔術、跑馬、 
歌舞 


	杭州的娛樂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