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津橋及九龍寨城，攝於1910年。照片中「龍

津橋」一直伸延到九龍寨城的海旁。龍津橋是

清廷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興建的碼頭，因

狀如石橋而以「橋」名之，而「龍津」則是碼

頭上亭子的名稱。此處為官兵出入寨城的登落

官船位置，因此亭子又名「接官亭」。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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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專題概論
中國巨變下的香港

香港位處中國南端海岸，是南亞與北亞之交通樞紐，且有優良海港，早於六千年前，已有

先民在區內謀生活動。最遲至魏晉年間，已有中外商船蒞港泊岸。歷朝承襲海上貿易政

策，以廣州作為涉外商貿的窗口，雄據珠江出口的香港和澳門成為守護國門的最前線。基

於特殊地理優勢，香港在中國歷史以至國際政治早已預留重要的戲份，只待因緣到位，自

然躍登歷史舞台。

乾隆年間，清廷實施鎖國政策，僅容許開放廣州與外商貿易互市，中外船旅雲集廣州，香

港既為外港，地位更趨重要。及後，英國為扭轉貿易逆差，大量輸入鴉片。至道光時期，

鴉片貿易已危及國計民生，林則徐奉命向英商禁煙，中英兩國由貿易紛爭提升到軍事對

抗，最終爆發鴉片戰爭。

1841年，英軍率先攻佔港島，宣稱管治。翌年，戰敗的清廷確認將香港島割讓為英國殖

民地。中外商人紛紛來港經營業務，貿易往來頻繁，海陸交通暢通無阻。隨着，《北京條

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簽訂，港府政區擴展至深圳河以南地區與週邊海島，香港

得以長久發展。相反，清廷至鴉片戰爭後，政局趨於混亂，太平天國、甲午戰爭、列強入

侵等禍亂接踵而來，面對外患內憂，國勢日下。由於香港屬英治地區，在政治、商務、生

活各方面均較穩定，每當國內動盪內地居民往往移居香港，一則逃避動亂，另謀生計，二

則觀望局勢，寄望來日返國再圖發展。

寓港的國內同胞，來自五湖四海，包括政商文工，各界社群，他們亦心繫國家，遇上天災

人禍或政治變化，每每響應支援，與國內連成微妙的互動關係。

孫中山推動革命

孫中山先生於1866年出生，青年時代蒞港留學，除學習外文與醫學，亦吸收了西方文化

和宗教思想。他在香港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地帶中環地區生活達七年之久，感受到西式政體

下的社會發展和市政管理，井然有序。反觀當時滿清國勢腐敗無能，形成強烈對比，由此

孕育革新中國政治的構想，經常與學友評論清廷時政。

1894年，孫中山先生起草〈上李鴻章書〉，促請清廷改革，未獲接納。未幾，爆發中日

甲午戰爭，滿清一敗塗地，原為推動國家富強的洋務運動宣告崩潰，激發孫中山先生以武

裝革命推翻滿清政權的決心。翌年，孫中山在港成立興中會，聯同楊衢雲等志士籌策廣州

起義，史稱「乙未廣州之役」。儘管首次革命以失敗告終，但革命黨人以香港政治環境特

殊，先後創辦《中國日報》宣揚革命，又設立多個秘密會社，組織起義、運輸軍火及接濟

黨人。而紳商華僑，如先施百貨的馬應彪及保險之父李煜堂等商人均慨捐巨款支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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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香港是籌策革命的基地，對中國由帝制過渡到民主共和體制擔當了重要的角色。

寨城風雲

明清時期，區內海盜猖獗，釀禍極深。清代嘉慶年間，特以興建九龍炮台，守衛海

域。1841年，英軍有見於兩座炮台位於九龍半島南端，正好對準港島北岸中部，對港島

防務構成極大威脅，為免除後患，英軍擅自佔據懲膺炮台和臨衝炮台。懲膺炮台被毀，臨

衝炮台被拆卸，運往港島作建築材料。兩廣總督耆英奏請在九龍寨築建城牆，增強防禦，

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竣工，稱為「九龍寨城」。

1898年，中英兩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為期99年。除九龍寨城保留為中國主權

外，新界及週邊海島盡歸英治，無形中令寨城升格至類似領事館的特殊地位。 

1899年5月，港府以清兵參與抗英為由，派軍進駐九龍寨城，驅逐官民，解除武備，造成

架空清廷權力的事實。有鑒寨城屬中國主權，港府不便直接介入，導致城內欠缺管理，納

垢藏污。港府深怕演成反英基地，多次藉機清拆，最終引發外交風波。

1933年，港府以衛生為由遷拆寨城，強遷居民至狗虱嶺（今慈雲山），部份居民向廣東

省政府請願。國民政府向英方質詢，港府不得要領。僅能清拆寨城周邊鄉村。

1936年，日軍入侵東北，大量難民遷港進駐寨城，港府恐防華人建屋，派人拆去一間民房，

居民尋求兩廣外交特派員協助。擾攘數年，並無成果，是為「第一次清拆寨城事件」。

1947年及1962年，港府兩度強拆寨城民房，均釀成外交風波，中國政府向英國提出抗

議，重申領土主權，港府只能擱置拆卸計劃。過經三次清拆寨城事件，港府見中方取態強

硬，改以放任政策，九龍寨城淪為「三不管」地帶，成為罪惡溫床的貧民區。直至九十年

代，始改為公園。

文化南移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滿清覆亡，結束數千年的帝制統治，建成共和體制的民國政

府。當時，一班前清遺老，不堪接受國家更換國體，落泊香港。他們感懷身世，惟有藉着

賦詩酬唱，抒發鬱悶。1920年，有感國內掀起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文化，激發前清遺

老們在香港保存國學的決心，賴際熙太史組織學海書樓，聚眾講學，傳揚孔孟思想和古文

辭賦，以傳承中華文化。

1930年，又有陳煥章博士發起在堅道創辦孔教學院，宣弘儒家學問。朱汝珍太史、盧湘

父等先後擔任院長，親身登壇講學，又不時往東亞各國演講，推動文化，不遺餘力。

四十年代末，國共內戰後期，北省學者、宗教人士紛紛來港避居，香港這彈丸之地，再次

成為他們的避風港，同時也是保存文化的最後堡壘。該等學者以香港可自由講學、出版等

便行，可安心弘揚文化，更有在港興辦學社，培養人材，當中又以唐君毅、錢穆等學者

創辦的新亞書院最為著名。在六、七十年代，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傳統文化文物慘被破

壞，香港的文化單位對存續國學之意義和責任更形重要。

省港大罷工

香港雖為華南航運樞紐，但華洋缺乏互信，隔閡甚深。尤其從事海員、修造、搬運等華

工，向無合理待遇，生活艱苦。二十年代，適值世界經濟不景，港元貶值，物價高昂，海

員生活更形困難。海員三度要求改善待遇，但港府與僱主未有回應，觸發海員大罷工。事

件由1922年1月12日發起，最初有千五名海員及九十餘艘船隻參與，其他往來香港的輪船

海員也聞風響應，航運全面癱瘓。所謂「手停口停」，暫失生計的海員退往廣州，幸獲國

民政府墊款照顧住宿和食用，算是對華工的支持。

港府對罷工事件採取強硬態度，激起其他勞工響應，罷工人數逾十五萬，擾攘五十六天始

告結束，不但船務公司損失慘重，工商各業也受重大打擊，與此同時，罷工事件激化華人

對港府的敵對情緒，動搖港府的管治威信。

1925年，香港爆發另一場規模更大的「省港大罷工」。事緣於5月30日上海發生工潮，數

千人在公共租界示威，十三人遭英籍巡捕射殺，激發全國聲援運動。香港的工會仝寅成立

全港工團聯合會，決議由6月19日起發起罷工，三天已有兩萬人離開崗位，返回廣州，亦

獲國民政府大力支援。另外，廣州華工發動拒向英籍官商提供服務，又舉辦示威大會，英

軍以遊行者跨越租界為由，開火射殺民眾五十餘人，釀成慘劇，史稱「沙基慘案」。

事後，國民政府決定援助回國之香港工人，特別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督導抗爭事宜。又

對香港實施封鎖政策，停止糧食輸港及港貨進口，香港經濟近乎癱瘓。初時，港府以強硬

態度應對，罷工事件呈膠着狀態。半年以後，金文泰接任港督，改以友善態度處理，緩

和緊張氣氛。而國民政府亦因內部人事變動及啟動北伐等原因，無暇顧及罷工情態。時

至1926年6月，中港兩地達成共識，省港大罷工已近尾聲。至10月10日，國府解除對港封

鎖，罷工委員會解散，長達十七個月的罷工活動才宣告結束。

總括而言，兩次華工罷工事件能成功爭取訴求，主要得力於國民政府在背後的支援。由於

僑居香港的華人一向是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支援者，當港僑華工受到港府外商欺壓，國府

積極支援，在在顯映出中港之間那種緊密而微妙的互動關係。15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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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支援

早在晚清時期，日本已覬覦中國的資源，透過軍事擴展實施蠶食政策，先後佔取東北三

省。1937年爆發七七事變，日本對華發動全面侵略，國難當前，本地居民、旅港同胞亦

積極支援國家，共赴國難。本地各界社團，各隨力量組織賑濟會社，籌措物資善款，接濟

國內同胞。考究該等賑濟組織，概可分為：

1. 賑濟會：籌募衣衫棉被、食品藥品，賑濟前方軍民。以華商總會籌賑會、婦女慰勞

會、保衛中國同盟等最具影響力。

2. 服務團：組織青年志士，學習簡單醫療護理技術，然後回國服務傷兵災民。或籌劃教

學大綱，到災區護助難童，提供戰時教學。以港僑救護團、學生賑濟會為著名代表。

3. 收容難民：大量難民湧港，無家可歸，本港各界募款開辦臨時難民營接濟，例如戰童

保育會香港分會、救濟學生會、緊急救濟難民會等。

4. 籌募軍需物品：國內軍旅及省市機關以香港為英治商埠，華洋共處，且內外交通便

捷，特設駐港組織，籌募軍餉及對外宣傳國內戰爭實況。其中以第四戰區李宗仁軍長

籲請港僑籌措二十萬套軍用品最為矚目。

5. 發行國債：國民政府發行國債，以籌集軍需資金，更在港組織救國公債勸募分會，專

責處理香港僑民購債事務，以所得款金匯至國內以採購物資。

由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香港淪陷以前，由本地僑商自發組織的賑濟會超過六十個，

國內駐港組織不下二十個。尚有工商各業同工自發「捐薪縮食」，又舉辦種種義捐義賣活

動，總之各隨力量，支援國家抵抗外侮。可見，中國抗戰前期，香港為前方戰事提供金

錢、物資及轉運服務，給予後援補給，以後援方式支持國內抗戰，影響力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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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龍津碼頭遠眺九龍寨城（又名

九龍城寨），攝於1898年。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九龍城宋皇臺，約攝於1915年。宋王臺是一塊碑石，現放置九龍城的宋皇臺公園。相傳宋帝

昺被蒙古軍追逼，途經香港時，曾在大石下休息。這塊碑石上刻有「宋王臺」三個大字，據

說是在元代時刻上的。大字旁邊還寫了「清嘉慶丁卯重修」。

前清遺老陳伯陶與其他遺臣南遷香港後，常相約到宋王臺吟詩，感時慨世。陳伯陶考証侯王

廟的歷史淵源，認為是後人因尊敬南宋國舅楊亮節，敬重他一直護駕宋帝至九龍的忠義，因

而建廟紀念。侯王一詞來自楊亮節「生封侯，死封王」的背景身份。

（圖片來源：香港歷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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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參考相片 第四部份：問一問，想一想

預期學習成果

• 析述中國發生的大事如何影響香港的社會發展。

• 析述過往香港的思潮和社會運動如何影響中國的社會發展。

• 評價在「一國兩制」之下中國對香港社會的影響。

基礎問題

（一）	重要年份及事件

請同學根據第一部份的文字，在下表適當位置填上正確年份。

  年份      事件
             
            英國佔領港島。

            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租借新界。

            英國驅逐九龍寨城的清廷官員。

          中國辛亥革命爆發。數年後，又發生「新文化運動」－1915年陳獨秀創 
 立 《新青年》。另外，1918年發生「五四運動」

            賴際熙太史在香港組織「學海書樓」，傳承中華文化。

            「省港大罷工」爆發。

            日本發動全面對華侵略，香港華人開始積極支援中國抗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同年，錢穆等南來學人在港創辦新亞書院，以保
  存及弘揚中華文化。

關鍵主題
今日香港：身份和身份認同、社會政治參與

現代中國：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關鍵概念
中西文化交流

革命思潮

歷史保育

文化認同

工人運動

公民意識

158 159



中國巨變下的香港            第八章

1. 1890-1900年代，中國革命黨人選擇香港為重要的革命基地，而清末至民國，許

多中國大陸文人南來香港，興辦學府，弘揚中華文化，他們選擇香港，而非其

他中國境外的地方的原因是甚麼呢？試根據第一部份文章及就自己所知，解釋

其中原因。參考片集：《香港歷史系列：國學南來、辛亥革命在香港、思潮空

間》

香港1842年開埠至今，大部份時間中港兩地是沒有移民限制，兩地民眾可以自由進

出香港，令香港成為一個華洋雜處的大都會。試想想當時華洋共處的情況，並繪畫

下來。（提示：可以從建築物、宗教場所、服飾等方面，想像當時的情況。）

進階問題

（三）歷史思考及判斷

（二）	意想歷史情景
2.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引起大規模的移民潮，大量中國人移居到香港，有人指出：「

當時的中國人，若是真的愛國，就不應移居英屬香港」，你認同這句說話嗎？

試解釋。

3. 1925年，由民族憤怒而引發的「省港大罷工」，有很多香港華人放下工作，前往

廣州參與罷工，若你是當時香港一名普通工人，你會選擇前往廣州，還是留在

香港工作生活呢？試解釋你的看法。

1. 試根據《香港歷史系列：辛亥革命在香港》的片集內容及本章的「專題概論」，

討論香港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甚麼角色？

（四）昔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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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十年代香港發生的兩次工人運動——「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反映

出中港之間那種緊密而微妙的互動關係。時至今日，中港兩地如何互相影響，

試各舉一例說明。

3. 在《香港歷史系列II：寨城內外》一集，梁炳華博士說九龍寨城與作為殖民地的

香港有著「共生」的關係。假如你是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展覽館館長，你會如何

保存和紀錄民間和社區的歷史？試提出三項建議。（提示：口述歷史、社區故

事、文學創作，可參考延伸閱讀 （16-20））

1. 九七後香港由英屬自由港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並保留原有制度特

色，你認為香港在兩制下的特殊情況(如中西交匯特色、開放社會等)，能對中

國大陸有甚麼貢獻？

2. 近年，很多中國大陸民眾到香港買奶粉、食品及藥物， 這種現象是否和今日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的特殊地位有關？試解釋你的答案。

3. 近年，香港人與中國大陸民眾的矛盾增加，這是香港百年來所未見的，你認為

原因何在？有甚麼解決方法嗎？強烈的中港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影響香港人的生

活質素？試加以解釋。（提示：可從社會和諧、政治、經濟、民生等方面作出

探討。）

（五）通識反思

提示：

工會在工運上扮演著一個怎樣的角色？工會的介入是否有利於工人爭取權益？不

同的工會在取態上有甚麼不同？

在勞動三權（組織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權）中，香港的工人擁有哪一種權利？

1997年後，香港的公營和私營企業都流行「外判制度」。外判工人在工運中的角

色如何？

提示：

你認為工人的訴求合理嗎？

試從工人待遇和社會價值觀（包括道德和公民意識）兩方面，評價運動的得失。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6-8）（11-16）

小提示

可參考延伸閱讀 （1-5）（9-10）（13）

延伸探索

1.	時至今日，工人運動的模式有沒有改變？試以近年香港的一次工運為例，進行討論。

2.	香港的工運如何推動著中國的工潮？試以香港及中國近年發生的工人運動為例，進行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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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份： 延伸閲閱讀

報章／雜誌

1. 潘毅：〈民主的春天 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啟示〉，《明報》，2013年4月11日。

2. 詹妮：〈我在香港觀察中國勞工 內地工會民主化的啟示〉，《明報》，2013年5月2日。

3. 〈鹽田港碼頭工潮 和黃稱運作正常〉，《東方日報》，2013年9月3日。

4. 〈和黃加人工　鹽田港復工〉，《蘋果日報》，2013年9月4日。

5. 江雁南、馬倩：專訪：〈勞工NGO組織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　韓東方剖析中國

式罷工背後缺失〉，《亞洲週刊》（第28卷 19期），2014年5月18日。

網上媒體／資源

6. 湯慕華：《「改朝換代」的香港‧外判文化下社會之改變》（文化研究@嶺南，第31

期，2012年10月） 

http://www.ln.edu.hk/mcsln/31st_issue/feature_03.shtml
7. 《爽通識：外判制度的利與弊》（蘋果日報，2013年7月31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731/18357413
8. Quasi-跨時：【真實探求：貨櫃碼頭罷工專題】波濤下的暗湧─略論碼頭工潮的成

敗得失（香港獨立媒體，2013年10月25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8628
9. 東莞鞋廠罷工體現中國工運趨勢？（BBC中文網，2014年4月16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4/140416_dongguan_strike
10. 中國工運中的裕元罷工（獨立媒體， 2014年7月13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4416
11. Christine Chan：《工會條例缺憾多多 勞工政治力量雙軌走》（香港獨立媒體，   

2015年2月22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1744

12. 職工盟：《專訪國泰工會主席Dora（下）：空中服務員工會抗爭年復年》（香港獨立

媒體， 2015年5月24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345421
13. SACOM (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
 http://sacom.hk/
14. 香港工會聯合會

 http://www.ftu.org.hk/zh-hant/

政府文件

15. 香港政府─一站通一國兩制

 http://www.info.gov.hk/info/sar5/c12.htm

香港電台／網上學習資源

16. 通識網：工業行動 

http://goo.gl/pZlDD6

17. 通識網：工黨 

http://goo.gl/pZlDD6
18. 鏗鏘集： 城寨

 http://app4.rthk.hk/special/rthkmemory/details/hk-footprints/114
19. 香港文學行腳2012

 http://rthk.hk/elearning/littour2012/route2.htm

推介書籍

20. 也斯：〈九龍城寨：我們的空間〉，《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2013。

21. 陳智德：〈白光熄滅九龍城〉，《地文誌》。臺北：聯經，2013。

22. 董啟章：〈城中之城〉，《繁勝錄》。 台北 :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推介電影

23. 藍乃才：城寨出來者（1982）

24. 麥當雄：省港旗兵（1984）

瀏覽「CACHe X RTHK	香港歷史系列」網上教學資源及活動資訊
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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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閲六部份：活動建議

課後活動：文化評論

課外活動：實地考察

簡

介

從電影觀看中國與香港的相互影響，而中國人和香港人之間的關係又以甚麼

方式連繫。（十月圍城）

從電影看中港關係的互動，以及華人在香港的連繫。建議電影：《十月圍城》

簡

介
香港島中西區為早期華人生活地區，見證着香港華人生活的變遷。時至今

天，城市急速發展使舊時華人生活痕跡慢慢消失。

步

驟	

一

播放電影的選段

[建議時間：二十分鐘]

活

動

一

同學沿途可以拍下不同照片，對照新舊事物。

路

線

資

料

早期華人生活導賞路線：皇后大道中（中環） → 皇后大道西（西營盤） 

教學資源：http://www.cachehistory.org.hk/ i/art ic le/cht/resources

步

驟	

二

同學討論電影中所展示的中港關係。

[建議時間：五分鐘]

建

議
建議角度：建築特色 / 道路規劃 / 商鋪行業

活

動

二

同學認為其中最吸引的事物是甚麼？試簡述之。

活

動

三

從是次路線中，可見香港發展為中西區帶來了重大變遷。同學認為該區發展

有何得失？同學認為這些改變所帶來的利益或是損失較大？試簡述原因。

因為歷史的緣故，九龍城寨曾被視為「三不管」的地方。1994年，九龍城寨

已被完全清拆。時至今天，要了解城寨過去的風貌，只能透過照片、電影、

文學作品及歷史書籍等材料。試運用這些材料，寫一篇閲讀報告或影評，說

說你對九龍城寨的文化印象。

小提示：參考延伸閱讀 （18 - 22）

步

驟	

三

同學認為這種關係對於中港的發展是有利還是有害？

[建議時間：五分鐘]

小

總

結

與其他同學的記錄作比較，統計同學一共找出多少不同的店鋪種類。

題目：中國對香港發展的影響

考察地點：早期華人生活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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