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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的歷史意義: 『…  脫離英國統
治 … 』之外的意義?

甲部---------名人篇:

1. 香港回歸是世界觸目的盛事,可以使中國國土恢復完

整。因為香港是自由、開放、民主的地方,希望由此

能令中國逐漸開放及更民主、自由。

‧       ‧ “董建華”先生

2. 經過將近一百年的殖民地時代後,香港終於一九九七

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重新回到袓國的懷抱。而憑藉

著香港人堅毅的意志，不屈不撓的幹勁和靈活的頭

腦，使香港能成為世界著名的城市、國際知名的金融

中心。香港回歸後,將致力落實基本法中港人治港的

承諾,繼續建設香港的未來。

‧       ‧ “冰心”女士

3.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

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

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

無眠。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存,但

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       ‧ “蘇東坡”先生

4. 回歸了。

我們終於呼吸到…  更愉快、歸屬的氣味，

重投袓國懷裏，

香港回歸了:

就像兒子回到母親身邊一樣的令人感動。

‧       ‧ “李柱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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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態度篇(一):

5. …  完成歷史上第一次地方主權和平移交…  除去『殖

民地』的名。無論在香港史, 甚至中國史上,這也是

重大的歷史事蹟, 願中國政府和香港攜手合作,同創

更好香港。

‧       ‧ 香港高官

6. 香港,回歸中國真是一件舉世觸目的盛事,世界    人

都為此事而興奮!

‧       ‧ 無名香港新詩人

7. 香港回歸中國,脫離英國的統治, 香港人有喜有悲,悲

乃是對香港的前途擔心, 喜的是像一個兒子重回母親

的懷裡一樣。

‧       ‧ 百感交集

8. …  不再淪為殖民地。在同一種的傳統文化下管治。 ‧       ‧ 感情高於一切

9. …  相信在中國人的領導下, 香港將會是一個更美麗

動人，繁榮不已的都市。藉著香港回歸祖國,中華人

民更團結起來, 將香港、中國溶為一體, 共同創造未

來。

‧       ‧ 政治史學家

10. 香港返屋企噢! ‧       ‧ 文化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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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態度篇(二):

11. 香港福地, 慘割他人；極度憤慨, 萬分期望，一九九

七, 終於來臨。

‧       ‧ 樂天派

12. …  現巳回歸袓國，　袓國又如何幫助香港成為大都

市呢？

‧       ‧ 龍的傳人

13. 香港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正式回歸袓國, 成為香港

特別行政區, 脫離了英國九十九年的統治。我們是十

分開心、興奮, 我們是炎黃子孫, 我們是多麼渴望受

黃河的沖洗, 袓國啊! 讓我們歸向妳的懷抱,再見英

國!

‧       ‧ 務實的投資者

14. 人們個個笑呵呵

中國香港永繁榮

    以後中國排第一

    香港回歸在九七

‧       ‧ 排外民族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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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最受同學歡迎碑文選舉篇(二):

現在請為參加了“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的公開碑文徵稿比賽的同學的參賽碑
文做評判, 選出最受您們歡迎的碑文吧!!!

您可以在下列的橫線上, 寫下您最喜愛碑文的亞拉伯數字。最多可選擇七個

您喜愛的碑文, 而首選的三個碑文, 並且略寫您選擇的考慮因素。您也可和

同學分組討論或分享; 之後, 老師便會點票, 選出最受貴班同學歡迎的冠亞

季軍碑文來。

我的精選碑文:
1. _______ (心目中的冠軍碑文)

這碑文好在那裏? 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 (心目中的亞軍碑文)

這碑文好在那裏? 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 (心目中的季軍碑文)

這碑文好在那裏? 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 5. _______   6. _______ 7. _______

丁部(是非題)---------我從本工作紙學到了甚麼? (T/F)

u 重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的感情可以分割 ________

u 人們面對歷史事件, 感情複雜, 不同人不同感覺 ________

u 研讀歷史教科書時, 理應想像當代人的感情和感覺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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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考眼光:最受歡迎的名稱

甲部:猜猜看，那個名稱最受歡迎．．．
l 政府計劃把前港督府用作歷史博物館, 並且舉辦了一個為前港督府
命名的公開比賽.以下是一群(1998/1999年度)中三學生建議的名稱.請

您猜一猜, A, B, C, D那一順序組合, 最能代表該群中三學生的心聲.
   (註: 排列以最受歡迎的名稱開始, 寫於下列的間線上,而若有需要，可用//代表同

等名次的排序；同學如有需要亦可分小組進行討論.)

*我/ 我組的排列：ˍˍˍˍ　ˍˍˍˍ　ˍˍˍˍ　ˍˍˍˍ　ˍˍˍˍ　ˍˍˍˍ　ˍˍˍˍ　ˍˍˍˍ

　

1. 彭大屋

2. 紫荊府第

3. 港督紀念館

4. 滄海樓

5. 回憶館

6. 前英國殖民地香港港督辦公室

7. 香港歷代總督文物博物館

8. 鴉片戰爭—屈辱的花園

A. 2, 8, 4// 5, 1, 6, 7, 3

B. 7, 4, 1, 6, 5, 2// 3, 8

C. 5, 3, 1, 4, 2, 6, 8, 7

D. 6, 2, 7, 8, 4, 3, 5, 1

l 答案　(該群中三學生的選擇) : 見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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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最受同學歡迎“命名”選舉:
在告訴大家該群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同學的選舉結果之前，讓我們也來一個選

舉吧？

選舉方法：同學請按老師指示，將您在“*我/ 我組的排列”的選擇，舉手示
意.但是，在正式選舉之前，亦請每位同學在下列的間線，寫下您所最喜愛

的三個名稱的原因.

我/ 我們的第一選擇是：ˍˍˍˍ

這名稱好在那裏? 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我們的第二選擇是：ˍˍˍˍ

這名稱好在那裏? 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 我們的第三選擇是：ˍˍˍˍ

這名稱好在那裏? 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完 -

註: 甲部的答案: 設 A等於 7, B 等於 9, C 等於 10, 及 D 等於 12, 答案= 2A + B + 2C – 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