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紙簡介

本教材的主題, 是“從香港文學看香港歷史”; 換言之, 即是希望能以香港文

學中以書寫香港這個城市為題材的作品, 來作為一種另類史料, 讓學生能夠在歷

史教科書的 述以外, 從另一種不同的角度(平民百姓的角度)來學習香港史。

本教材的形式為工作紙, 教師可在講授完相關的課題以後, 派發給學生完成,

以作為課後複習之用, 藉以鞏固學生所學。教師又可以把本教材拿作引起動機

及開端之用, 在教授相關課題以前, 與學生討論工作紙上的題目, 藉以引起學生

的學習興趣。

本教材所選取的文學作品, 全為香港作家的小說作品。而涉及的課題, 亦多

為香港的近現代史。編者由於才疏學淺, 故本教材定有不少不善之處, 尚祈大雅

君子見諒。而編者在編寫此教材期間, 發覺以文學來探討歷史這種模式, 其實大

有可為; 現編者不揣鄙陋, 願作拋磚引玉之舉, 期望各教育工作者能以他們的專

業知識, 製作出更多更好的教材來, 此誠乃莘莘學子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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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史——西力入侵與香港割據

  西西的《飛氈》(台北: 洪範書店, 1996 年), 是一部描寫香港百年歷史的長篇

小說, 書中真實歷史與虛構故事互相交融, 讀來既有文學的趣味性, 亦可從中獲

得歷史的知識, 給予讀者接觸香港歷史的另類門徑。其中〈鎛鐘〉一節這樣描

寫道:

問題:

一. 文中的「肥土鎮」代表什麼地方?

答:

二.「巨龍國」又是指那一個國家呢?

答:

三.你知道上文中所說的故事, 實際上是指那些歷史事件嗎?

答:

四. 這些歷史事件對香港的發展有沒有影響? 試加以說明。

答:

五. 請說出導致香港割讓給英國的三條條約的名字。

答:

在地球上面, 肥土鎮和一塊很大的陸地相連, 很古很古以前, 每逢潮

退, 人們從肥土鎮的淺水地方走走, 就可以走到很大的陸地上去。後來,

海水漸漸漫升, 不管潮漲潮退, 通道給淹沒了, 兩地再也不能徒步來去。

那塊很大的陸地是巨龍國, 有一條喜歡睡覺的龍住在裏面。

  巨龍國果然收到不少國家送的鐘, 不知道是不是想把貪睡的巨龍吵醒呢? 所以有的

國家送來了鬧鐘; 或者, 巨龍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 有許多生意可以做 , 外國人就瞧

呀、想呀、計算呀, 要到這個地方來做生意, 而傳道的人就來傳道。一個國家和一個

國家打交道, 如果不是一開始就出兵硬搶, 總先去探探虛實, 送點禮物交個朋友, 許

多到巨龍國去探虛實的外國人, 都是製鐘著名的, 當然就以鐘為禮物了, 說不定其中

還有這樣的意圖: 大家先同一步調, 最後就把別人的國家送了終。



討論:

六. 你認為英國為什麼要佔領香港? 試說出你的看法。

香港史——海盜傳奇

西西:〈祖父母的職業〉,《飛氈》  (節錄)

問題:

一. 上述故事中的阿保、鄭七和鄭七嫂是指歷史上那些人物?

答:

二. 這些歷史上有名的海盜主要活躍在何時、何地?

答:

三. 這些海盜給當時的政府和百姓帶來了什麼影響?

答:

討論活動:

四. 請講述一些你知道的海盜事蹟和故事。

答:

五. 你有遊覽過香港一些著名的海盜遺蹟嗎? 如有, 請為同學介紹一下。

答:

乳娘鄭蘇女的父母是海盜, 她家的叔伯也是海盜。她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都是

海盜。那時候真是海盜的世界, 肥土鎮附近一帶的島嶼, 到處都有海盜的巢穴和山寨, 一

個首領手下有許多嘍囉, 海盜首領們分為紅旗、黃旗、藍旗、白旗、黑旗。

鄭蘇女家是紅旗, 是最著名的海盜。她的祖父鄭七擁有五百多隻船 , 千多個嘍囉, 大

大小小的頭目也有十多個。其中最大的頭目叫阿保, 是祖父的義子, 既勇敢, 鬼主意又多。

鄭七正當盛年, 可是不慎染上重病去世。

鄭七嫂率領紅旗的時候, 不但沒有拋失丈夫的任何船隻, 還倍數增加, 她的船隊足以

令任何商船喪膽。鄭七嫂驍勇善戰, 而且得到阿保的協助, 在海盜界名震一時, 後來, 鄭七

嫂還和阿保結為夫婦。

「有的海盜首領給官府捉住, 有的在海上戰死。我家祖父母是受招撫上岸的, 官府給他們

許多銀子, 勸他們不要再做海盜。本來, 最初做海盜, 是因為無法謀生, 逼下怒海, 既然可

以過安定的生活, 就做平常人… … 」



香港史——香港淪陷

張愛玲:〈傾城之戀〉    (節錄)

問題:

一. 文中所描述的是那件歷史事件?

答:

二. 香港是在何年何日宣佈向日軍投降的?

答:

三. 日軍佔領了香港有多久?

答:

四. 香港在日軍侵華時已是英國的殖民地, 為何日本仍要攻佔香港? 這與日軍侵

華有關嗎? 試說明之。

答: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 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八日, 砲聲響了。一砲一砲之

間, 冬晨的銀霧漸漸散開, 山巔、山窪子裏, 全島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

說「開仗了, 開仗了。」誰都不能夠相信, 然而畢竟是開仗了。流蘇孤身留

在巴丙頓道, 那裏知道什麼。等到阿栗從左鄰右里探到了消息, 倉惶喚醒了

她, 外面已經進入酣戰階段。

先兩日淺水灣還算平靜, 後來突然情勢一變, 漸漸火熾起來。樓上沒有

掩蔽物, 眾人容身不得, 都來到樓下, 守在食堂裏, 食堂裏大開著玻璃門, 門

前堆著沙袋, 英國兵就在那裏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海灣裏的軍艦摸準了炮彈

的來源, 少不得也一一還敬。隔著棕櫚樹與噴水池子, 子彈穿梭般來往。柳

原與流蘇跟著大家一同把背貼在大廳的牆上。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 誰知道什麼是因, 什麼

是果? 誰知道呢? 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 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

死去, 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 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 流蘇並不覺得她

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來, 將蚊 香盤踢

到桌子底下去。



五. 日軍在香港的暴行, 罄竹難書, 令人髮指。試就你所知道的, 向同學講述一

下。

答:

討論:

六. 在〈傾城之戀〉中, 日軍的侵佔使香港變得生靈塗炭、滿目瘡痍; 但卻又成

就了白流蘇的婚姻與愛情。現假設你是白流蘇, 你會希望香港淪陷, 使自己

得到一段美滿婚姻; 還是希望香港不要淪陷, 即使自己會錯失一段真摯的愛

情? 為什麼?

答:



香港史——移民潮

西西:〈勞動大軍〉,《飛氈》    (節錄)

問題:

一. 文中提到的戰爭是指什麼戰爭?

答:

二. 這些移民為什麼會選擇移居香港(肥土鎮)?

答:

三. 大量的移民給香港帶來了什麼影響? 試從正反兩方面分別言之。

答:

這時候的肥土鎮, 鄰近的大陸爆發了戰爭, 許多人為了逃難, 潮水一

般湧到肥土鎮來了。

但戰爭使逃難的人能變賣的都變賣了, 絕不回顧地離開, 掙扎到新的

土地上, 找尋立足點。逃避戰亂的移民, 不是一、二個人前來, 而是整個

家庭連根拔起, 全面撤離。大量的人口來到肥土鎮, 形成了一支勞動大

軍。移民都要找工作, 他們雖然沒有專門的技能、高等的教育程度, 可有

勞動的能力, 在競爭劇烈的情況下, 更加不計較工作的時間和低廉的薪

酬。其中有小部份人擁有大量的資金加上專業經驗, 決定在肥土鎮上長

線投資, 重建家園。於是不少人開設了工廠。

有了資金可以建廠, 有了勞動大軍可以生產, 政府也批出地來, 繼續

移山填海, 把整個地區劃為大規模的工廠區。不久, 大大小小的工廠竹筍

一般, 在雨季中蓬勃生長, 資本大的開大工廠, 資本小的也在山坡上簡陋

的木屋中開設山寨廠。



香港史——木屋區大火與徙置區

西西:〈煙的顏色〉,《飛氈》    (節錄)

問題:

一. 香港在五十年代發生了數次嚴重的木屋區大火, 當中的受災地區有那幾處?

答:

二. 為什麼當時的香港會有這麼多人住在木屋區? 與中國大陸的移民潮有關嗎?

試加以說明。

答:

 花初三帶著孩子上家具行 , 走到一半就聽見鳴號的車輛此起彼落,

幾輛消防車還在他面前的路上駛過。花初三轉入小巷 , 走向山邊。即使

在白天, 遠遠也看到山上一片火光, 黑色的煙不住擴散。通向山上的主要

小徑, 擠滿了人, 彷彿傾覆了蟻巢, 萬蟲鑽動。朝下奔跑的人拖男帶女, 衣

髮散放, 消防員則逆流而上。山下四周的幾條街道上都站滿人, 那些從山

上逃下來的災民有的穿著拖鞋, 有的赤足, 有的抱著一個飯鍋, 也有的抱

著枕頭。有的人扶著老人坐在街邊, 一面喊叫走動, 尋找失散的家人。有

的人仍想朝山上跑去。

消防車到了不少, 但車子不能駛上山, 都停泊在山下的街道上, 長蛇

般的喉管遙遙接駁到災場。… … 花初三貼牆而站, 抱著孩子。這是他從

來沒有見過的大火, 他一生中碰見過無數次的火災, 燒的是一棟兩棟的房

子, 牽連的是二樓三樓, 而現在, 這麼大的火場, 數以千計的木屋陷入火

海, 數萬人在逃生, 簡直是肥土鎮上的大災難。

… … 第二天早上, 他讀報紙, 山上的大火, 焚毀了七千多木屋, 災民

高達六萬多人。



西西:〈七層船〉,《飛氈》    (節錄)

問題:

三. 文中所謂的「七層船」, 指的其實是什麼?

答:

四. 政府為什麼會大量興建這些「七層船」?

答:

五. 你有見過這些「七層船」嗎? 如有, 請就你所知道的向同學作出介紹和描述。

答:

  跳魚灣區和肥水區的接壤處, 興建了幾棟高大的樓房 , 由地面數上去, 共有

七層。建好不久, 已經住滿了人, 住進去的正是早幾年住在山上木屋的居民, 那次

猛烈的山火摧毀了他們的家園, 如今總算得到了安置。… … 肥土鎮的山火, 一連發

生了許多宗, 災民就有數十萬, 政府是必須想辦法安置他們的, 於是徙置大廈就在

不同的災區附近興工動土。

徙置大廈一列五座, 看上去彷彿一艘艘巨大的海船 , 大廈與大廈之間, 形成了

行人道。樓下都是鋪面, 開了些雜貨、食肆的小店, 樓上則全是民居。

即使從街外望上去, 也可以看得出, 每一戶的面積相當狹小, 戶戶相連, 非常擠

逼, 樓身也顯得低矮, 不過, 對於曾經住在山上木屋中的人來說, 能夠輪候住進去,

已經是莫大的欣慰。

    大廈的每一戶, 只有居住的一點兒空間 , 沒有獨立的廚房和廁所。所以, 家家

戶戶煮飯燒水的去處, 就在門口貼牆小小的地方, 這裏既是交通的要道, 同時又是

主婦們忙碌的場所, 一到炊火四起時, 走廊上擠滿人, 瀰滿煙, 食物滋滋的呼叫聲,

伴著左鄰右里的閒話家常。



香港史——制水風波

西西:〈看天做人〉,《飛氈》    (節錄)

問題:

一. 在六十年代, 香港發生了罕見的大旱, 你知道制水最嚴重時是多少天才供水

一次? 每次又供水多久呢?

答:

二. 香港政府後來與中國政府達成了什麼協議, 使得香港的水荒得到解決?

答:

思考:

三. 試想像香港現時需要實施制水, 每兩日才供水十二小時, 你認為會給日常生

活帶來什麼影響? 你又會作出怎樣的應付方法?

答:

肥土鎮的居民要看天做人, 因為小小一個島, 並沒有一條河, 圍繞小

島的是海水, 不能食用。水得從天上來。肥土鎮的天空, 每年和小島的居

民開玩笑, 真是天地不仁。唉, 誰能控制老天呢。這一年, 整個夏天, 老

天又不下雨啦。鄉下的田固然沒有水灌溉, 鎮中心連食水也不夠了。於

是限制用水, 每日供應四小時。百行百業全受影響, 理髮店只剪髮不洗頭,

涼茶鋪暫停營業, 茶樓不沖茶。

   供水的時間一到, 人人回家去儲水, 住在高樓的人和樓下的住戶紛爭

打架, 街喉的取水站擺起長龍陣, 挑水的擔杆成為格鬥的武器。教堂為食

水祈禱, 佛徒作法求雨。只有賣水桶的生意興隆, 許多店鋪, 還權宜變通,

把火水罐掀去頂端, 釘條橫木出售, 一下子被搶購一空。泥水匠也立即身

價十倍, 工程接得來不及做。家家戶戶在廚房裏砌一個儲水池, 有的面積

之大, 足夠飼養數十條大鯉魚。



香港史——六七暴動

劉以鬯:〈動亂〉    (節錄)

問題:

一. 文中描述的是那件歷史事件? 發生於何時?

答:

二. 「土製菠蘿」在這埸動亂中經常出現, 你知道什麼是「土製菠蘿」嗎?

答:

三. 為什麼會發生這場動亂? 這與中國當時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有關係嗎

? 試加以說明。

答:

四. 這場動亂給香港社會造成了什麼影響?

答:

活動:

五. 全班同學分成三個小組, 試從圖書館中找出有關六七暴動的資料及圖片, 整

理後分從起因、經過、影響三個方面在堂上作出簡單報告。

我是一塊石頭。在極度的混亂中, 有人將我擲向警察, 那警察用藤牌抵

擋。我不能衝破藤牌, 掉落在地, 任人踢來踢去。

我是一枚炸彈。人們替我取個綽號, 叫做「土製菠蘿」。我覺得這個名字

比「炸彈」文雅得多。當人群因警方發射催淚彈而向橫街疾步奔去時, 有人將

我放在那輛電車的前面。

    我是街燈。對於這天晚上的事, 我看得最清楚。八點鐘之前, 一切都很正

常: 電車駛來駛去, 人們沿著人行道走來走去。一切都很正常。八點敲過, 有

幾百個人拿著刀子、炸彈、鐵棍、石頭、汽水瓶、削尖水喉鐵、火油、木條

等物從橫街像潮水一般衝出來。… … 警察們在街中心排成隊形, 群眾向警察投

擲石頭與汽水瓶。站在最前面的那個警察, 用擴音機勸告群眾散去。群眾不散,

繼續用石頭、汽水瓶之類的東西向警察擲去。警方再一次用擴音器向鄰近居

民提出警告, 要大家關上窗門。鄰近立刻起了一片關門關窗聲。催淚彈爆發。

人群散開。



香港史——香港的前途問題

劉以鬯:〈一九九七〉    (節錄)

問題:

一. 中英雙方是在哪年開始正式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

答:

二. 中英兩國在何時草簽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當中確定了香港的前途

將會如何?

答:

 「要不要將手上的股票賣出?」世強想, 「前幾天, 大家都對戴卓爾夫人訪華寄予很大

的希望, 恆生指數一下子衝上千壹點, 走勢強勁。但是現在, 談判還沒有開始就傳來這

樣的消息, 股市非跌不可。我要是抓住股票不放的話, 萬一像七三年那樣一路狂瀉, 手

上的股票只好留著包豆豉了。此外, 工廠的廠房以前只值幾十萬, 現在值兩百多萬, 也

該賣掉了。現在不賣, 將來香港地位改變, 即使減至一二十萬也未必找得到買家。問題

是: 廠房賣出後, 日子怎樣過? 拿著這一點錢, 既不能移居外國, 也不能坐吃, 有什麼

用?」

「不要自己嚇自己, 可也不能自己騙自己,」世強想,「那份報紙印得清清楚楚:『解

決香港問題政治重於經濟。』從這一點來看, 收回香港主權已成定案的消息不會是謠

言。既然不是謠言, 香港的地位一定會改變了。問題是: 什麼時候變? 一九九七年? 一

九九七年之前? 一九九七年之後? 如果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改變的話, 還有一大段時間可

以維持目前的生活水準, 毋須過份擔憂; 反之, 如果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改變的話, 那就

可怕了。… … 會談今午開始, 不知道會有什麼結果。大家都說戴卓爾夫人是鐵娘子, 但

在這一次的談判中是沒有必要擺出『鐵』的姿態的。… …

有關香港前途的消息越來越多。這些消息與世強所希望的結果有著很大的距離。

世強憂心忡忡, 除了睡著的時候, 再也得不到片刻的安寧。事實上, 即使在睡夢中

也未必能夠得到安寧。他常做惡夢。

他之所以常常喝酒, 主要是不願想到一九九七年的問題; 可是喝了酒之後, 除非醉得不

省人事, 他還是會想到那個問題的。想到那個問題時, 他就憂悶不歡了。



三. 香港社會在經濟和民生方面, 於中英雙方談判香港前途的期間, 產生了什麼

的變化與影響?

答:

討論:

四. 在〈一九九七〉這篇小說中, 主角世強對香港的前途感到非常憂心, 你認為

這種焦慮和不安的情緒在當時的香港市民中是否很普遍的呢? 為什麼?

答:

五. 你覺得香港的前途問題, 應該是由中英雙方共同決議, 還是該交由香港人自

行去決定? 試說出你的意見, 並舉出理由支持你的看法。

答:

西西:〈浮城誌異〉    (節錄)

即使是一座浮城, 人們在這裏, 憑著意志和信心, 努力建設適合居住的家

園。於是, 短短數十年, 經過人們開拓發展 , 辛勤奮鬥, 浮城終於變成一座生

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富庶城市。

  

「灰姑娘」是一則童話, 南瓜變成馬車, 老鼠變成駿馬, 破爛的灰衣裳變

成華麗的舞衣。不過, 到了子夜十二時正, 一切都會變成原來的樣子。浮城也

是一則「灰姑娘」的童話嗎?

對於這些人來說, 居住在一座懸空的城市之中, 到底是令人害怕的事情。

感到惶恐不安的人, 日思夜想, 終於決定收拾行囊 , 要學候鳥一般 , 遷徙到別

的地方去營建理想的新巢。

離開浮城, 到哪裏去, 的確費煞思量。什麼地方才有實實在在可以恆久安

居的城市?

浮城居民不是候鳥, 如果離去, 也只能一去不回。拿著柺杖, 提起行囊, 真能

永不回顧麼? 浮城人的心, 雖然是渴望飛翔的鴿子, 卻是遭受壓抑囚禁的飛

鳥。



問題:

六. 〈浮城誌異〉寫的其實是香港這個城市, 但作者為什麼會把香港比喻為「浮

城」? 當中有何深意?

答:

七. 作者曾問:「浮城也是一則『灰姑娘』的童話嗎?」當中表達了對浮城的什麼

憂慮? 為什麼會有這種憂慮?

答:

思考:

八. 假設你正處於香港前途不明朗的時期中, 而你又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移民外國

; 那麼你會選擇留在香港, 還是選擇移民? 為什麼?

答:



香港史——九龍城寨

也斯:《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    (節錄)

問題:

一. 九龍城寨為何被稱作「三不管地帶」? 這是由哪些歷史事件所導致的?

答:

二. 九龍城寨原有城牆, 後來因何被拆毀? 是什麼人所拆的?

答:

三. 試根據你看過的資料和圖片, 以及其他有關城寨的故事, 說說你對城寨的印

象和觀感。

答:

    他輕輕愛撫他的寶貝老爺攝影機, 另一隻手舉起杯中啤酒, 一飲而

盡, 一面說他在城寨裏面拍照的過程。

他向旁邊的一位時髦美國女子展示那照片中的舊帳簿、算盤和牙醫

招牌。我瞥見光明里昔日魚蛋舖的舊址, 是的, 那裏昔日是全港最大的魚

蛋製作工場哩! 還有製作砵仔糕的工場, 還有豬紅加工的工場呢! 離開香

港已有十多年的朋友們不覺充滿了懷舊的感情了。現在怎麼樣? 都拆光

了嗎?

O 把城寨說成一個自由的、浪漫的、反商業的、政治與反政治的空

間。

   他在向美國來的女子解釋城寨過去如何屬於英方不管中方也不管的三

不管地帶, 另一位朋友說起最近的遷拆又如何引來抗議與索償, 有人指責

賠償不公, 又有人指責某些人佔地謀利。O 把他的照片一扔, 指著其中抗

議的布條說:「都在其中了!」



香港史——殖民與回歸

西西:《我城》〔1974年〕    (節錄)

問題:

一. 作者為何說香港人沒有國籍, 只有城籍? 試從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來解答之。

答:

二.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了中國, 你認為香港的身份是否有了轉變?

香港人是否仍然只得城籍?

答:

三. 你認為香港在回歸前與後的最大分別是什麼? 回歸的意義又是什麼? 試說

出你的意見。

答:

我沒有護照。他們說, 如果這裏的人要到別的地方去旅行, 沒有護照

是麻煩透頂的事。在這個城市裏的人, 沒有護照而想到別的地方去旅行, 要

有身份證明書。證明書是用來證明你是這個城市的人, 證明書證明你在這

個城市裏的城籍。

— — 你的國籍呢 ?

有人就問了, 因為他們覺得很奇怪。你於是說, 啊, 啊, 這個, 這個, 國籍

嗎。你把身份證明書看了又看, 你原來是一個只有城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