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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主權誰屬

教學目的: 從一九四八年遷拆九龍城寨的流血事件，讓同學思考主
權的含義。

教學時間: 十分鐘

所需教具: 1.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影印本 (以下稱 “專條” )
         2.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港英政府聲明 (以下稱 “聲明” )

步驟: 1.讓學生閱讀專條部份內容，向學生提出問題---
       根據專條，中國政府依何理據可以對城寨行使主權?
       說明中國政府保留城寨，中國官員在內各司其事。

     2.再讓學生閱讀聲明內容並提出問題---
       港英政府有何理由認為城寨是她管理的呢?
       說明港英政府依照 “保衛香港條款”認為中國政府無權對城
       寨行使主權。
        
     3.作一個簡單的投票:
       請問誰有權清拆城寨呢 ?為甚麼 ?
   

建議使用此教材方式: 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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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光緒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倫敦
互換

   溯查多年以來，素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
兩國政府議定大略，按照黏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為新界之地。其所

定詳細界線，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後再行畫定，以九十九年為限期。

又議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
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

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

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

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又議

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 … …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港英政府聲明:
     
   根據一八九八年北京條約:“除非對保衛香港之軍事需要有不適合
時，當時九龍城之中國官吏得繼續行使主權。若九龍城不包括在租

借地內，則當然無規定駐該地之中國官吏之法權之必要，因法權當

然屬於有主權之國家。所以自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北京條約發生效

力起，於租借期內，九龍城已變為英國之擴展領土之一部，及隸屬英

國之主權。

   一八九九年，中國官吏在九龍城內行使法權已與香港之軍事需要

不相吻合，因而該項法權之行使即告中止。自彼時起，迄今將有五

十年，英國當局在九龍城內業已行使全部法權，一如在其他新界各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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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案件重組

教學重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港府向城寨居民發出遷出
         通告，為一九四八年城寨拆屋事件揭開序幕。

教學目的: 給予學生對一九四八年九龍城寨遷拆事件有一個簡單
         清晰觀念。

教學時間: 十至十五分鐘

所需教具: 1.當時報章上的大標題
         2.時間線圖示的例子

步驟: 1. 老師向同學簡單介紹城寨拆屋事件的背景及經過。

2. 老師把同學分成小組，並派發當時的華僑日報所刊登有關城寨拆屋事
件之大標題，把次序打亂，請同學根據自己的推理分析把事件重組。

    
   3. 以圖示時間線方法表達出來。

     *以下為一個例子:

  
27-11-1947    港英政府向城寨居民發通告，清拆城寨。

5-12-1947    九龍城寨居民四代表謁寶安縣長請提出交涉。

12-12-1947   龍城屋未拆，居民接傳單，居民決定，不到堂候訊。

30-12-1947   龍城七十一間民房，四十八家必須遷拆。昨日又接通告，居民表示不理。

6-1-1948    出動武警二百五十人，苦力六七十人，龍城四十把屋一日蕩平。

7-1-1948 龍城無家可歸居民，急待設法安置。每戶派一代表各向特派員請求處理，港九

飲食商及寶安縣各界均派員慰問。

8-1-1948  徹底拆除木屋木架，發生大衝突，龍城居民流血。

9-1-1948  九龍城事件，昨日我再向英使提嚴重交涉，監察院函外教部詳後，葉公超次長
今日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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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案件重組

問題: 發生九龍城寨拆屋事件的始末為何 ?

注意事項:四至五人為一組，把以下數則關於九龍城寨拆屋事件之

大標題重組，並以圖示時間線方法表達。

1. 出動武警二百五十人，苦力六七十人，龍城四十把屋一日蕩平。

2. 龍城屋未拆，居民接傳單，居民決定，不到堂候訊。

3. 九龍城事件，昨日我再向英使提嚴重交涉，監察院函外教部詳後，葉公超

次長今日到港。

4. 港英政府向城寨居民發通告，清拆城寨。

5. 龍城無家可歸居民，急待設法安置。每戶派一代表各向特派員請求處理，

港九飲食商及寶安縣各界均派員慰問。

6. 徹底拆除木屋木架，發生大衝突，龍城居民流血。

7. 龍城七十一間民房，四十八家必須遷拆。昨日又接通告，居民表示不理。
 
8. 九龍城寨居民四代表謁寶安縣長請提出交涉。

本組在討論後，認為發生九龍城事件之始末為:

          4                          1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7-11-1947                         6-1-1948         8-1-1948

問題: 根據以上的事件重組，你認為這一件事能否得到完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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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 案件重組

問題: 發生九龍城寨拆屋事件的始末為何 ?

注意事項:四至五人為一組，把以下數則關於九龍城寨拆屋事件之

大標題重組，並以圖示時間線方法表達。

1. 出動武警二百五十人，苦力六七十人，龍城四十把屋一日蕩平。

2. 龍城屋未拆，居民接傳單，居民決定，不到堂候訊。

3. 九龍城事件，昨日我再向英使提嚴重交涉，監察院函外教部詳後，葉公超

次長今日到港。

4. 港英政府向城寨居民發通告，清拆城寨。

5. 龍城無家可歸居民，急待設法安置。每戶派一代表各向特派員請求處理，

港九飲食商及寶安縣各界均派員慰問。

6. 徹底拆除木屋木架，發生大衝突，龍城居民流血。

7. 龍城七十一間民房，四十八家必須遷拆。昨日又接通告，居民表示不理。
 
8. 九龍城寨居民四代表謁寶安縣長請提出交涉。

          

本組在討論後，認為發生九龍城事件之始末為:

          4      8     2      7      1     5      6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12-1947        30-12-1947        7-1-1948        9-1-1948

      27-11-1947          12-12-1947      6-1-1948          8-1-1948

問題: 根據以上的事件重組，你認為這一件事能否得到完滿的解決?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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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九龍城寨何去何從?

教學目的: 從一九四八年的中國政府及居民對遷拆城寨事件的反
應，讓同學們明白當時九龍城寨之主權所屬。

教學重點: 港英政府提出兩個理由以表示必須清拆九龍城寨，但不
為中國官方及居民接受，更因此而發生沙面事件，直接

影響中英雙方的關係。

教學時間:  十分鐘

所需教材: 申報有關對九龍城寨之報導(部份內容)，包括:

步驟:  1. 老師先派發剪報(1)給學生並提問:
         a.港英政府以哪些理由遷拆城寨 ?
         b.這些理由成立嗎 ?為什麼 ?
        
       2. 接著，老師讓同學參閱剪報(2)並提問:

a. 從官方及民間的反應可看出甚麼 ?
(提示: 他們支持還是反對清拆城寨 ?)

b. 你認為中英雙方的關係怎樣 ?

       3. 最後，老師可以請同學自由發表意見:
         你認為九龍城寨之主權應歸屬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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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報(一)

<<申報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

英國大事館參事拉波契爾稱: “九龍城事件僅為
香港政府當地之行製問題”，要求居民之徹移，
無非公眾之衛生與預防火警。據未證實之報

告稱:“外交將派遣新代表赴香港，前所派遣之
代表均遭香港當局之拒絕。

剪報(二)

<<申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官方反應: 英大使在港 —將協助解決九龍城問題
外部駐兩廣特派員郭德華日前晉京述職。

連日除就經常事務有所請示外，並報告港

府勒令九龍城中國居民遷居拆屋事件。據

渠七日稱:我國迄未放棄九龍舊城主權，

對城內居民之生活安全決繼續盡保障之責，

然此事並不甚嚴重，英大使施諦文適於此

際沿中國沿海視察僑務，旅行抵港，自可

有助問題之解決。

<<申報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九日>>

民間行動: 漢學生護權遊行

此聞中華大學，國立體專，省立農院及

各中學代表二百餘人，為抗議九龍城事

件，十八日晨十時以卡車三輛遊行，先

在武昌市作廣播宣傳，並高呼“內求安定
，外抗強權”等口號。午後一時半過江，
復以卡車五輛在漢市中心區遊行，秩序

良好。車警當局並曾派各治安機關請求保

釋。對九龍城事件，今後仍本以往態度，誓

為政府後盾，務求此事合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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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  工作紙(九龍城寨何去何從?)

  同學在完成提問(1)及(2)之後，你認為九龍城寨之主權應歸屬何處?
  請以一百字為限寫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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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  1948 年九龍城寨拆屋事件

教學目的: 從史料了解中、英及九龍城寨居民於 1948年遷拆事件之
相互關係。

教學時間: 十分鐘

所需教具: 工作紙

步驟:
1.  老師先向學生簡單介紹有關 1948年九龍城寨的拆屋事件。
2.  然後，請同學分成若干組，並派發工作紙。
3.  老師講解工作紙。

建議使用工作紙方式: 分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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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四:  1948 年九龍城寨拆屋事件

以下為當時中國政府、港英政府及九龍城居民就此事所發表之聲明，

試根據以下數則聲明，以三組關係線互相連結起來，並加以解釋。

___________代表意見相互支持
----------------代表相互反對意見
-。-。-。-。代表沒有明顯關係

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 港英政府對有關事件的聲明 (1948)
之有關聲明(1948)

一八九八年九龍租借條約規定， 遷拆九龍城屋宇之背幕，事實至為簡單。
緊急需要或建築砲壘時，九龍城 一年以來，政府之政策，乃在拆出港方

土地，方可由港方給償租，此次 各區域有礙公眾衛生之屋宇，出非各該

英方藉詞衛生措施，則無權迫我居 地帶係經當局監督建築者，暫不論其有
民迫讓。 火警危險，則各該屋宇乃疫症滋生之地。

在過去一年間，各危險地點，經已清除，

<<星島日報 1948年 1月 12日>> 至九龍城乃最後須要清除之處，俾居民
獲得衛生之保障，政府予九龍城住戶以

充分時間之通告，然後始進行拆除 … …

<<星島日報 1948年 1月 11日>>

九龍城寨居民對港英政府拆屋行動之聲明

查九龍城主權屬於我國，既為不爭事實，則吾
人為中國子民，於理甚明，倘港府因繼爭執，以

例應行文我國司法行政當局交涉，確定所有權，

然後執行，方為合法，蓋吾人實無奉行港府決今
之責任也。吾人甚盼明智之港府，能顧慮吾人居

住之權益，以免引起中英友誼之不愉快事件，特

此聲明。

<<星島日報194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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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 國旗的意義

教學目的: 以 1947年九龍城寨居民懸掛國旗及 1999年示威者塗污
國旗作比較，讓同學們認識“國旗”的代表性及其意義。

教學時間: 十五至二十分鐘

所用教材:申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則剪報

蘋果日報 一九九九年三月五日的一則剪報

步驟: 1a. 老師可向同學提出問題，請他們舉出例子:
 
 問題I. 你認為有甚麼東西能夠代表一個國家 ?
       (建議例子: 國歌/國旗/地方名勝古蹟 … … )

       b. 從所舉出的例子做簡單投票。

      2. 老師請同學根據兩則剪報討論以下問題:
        
 問題II.  a. 那時候的中國國旗是哪一支?
         i.  五星旗
         ii.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c. 何以居民要以中國國旗表示九龍城是中國國土?

問題 III.  a. 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所懸掛的是甚麼旗 ?
         i.  五星旗
         ii.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b.今天的示威者塗污國旗區旗，又是否表示他反對中國政
府 ?

 問題IV. 從以上兩則剪報來看，人民對待國旗的態度是否就表現了
        他對國家的看法或意見 ? 為什麼 ?   

建議使用教材方式: 1. 分組討論並向同學發表意見
                 2. 每一組共同完成工作紙(國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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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  工作紙(國旗的意義)

注意事項: 請以小組形式(四至五人)，閱讀剪報後完成這份工作紙。

問題I. 請舉出二至三項能夠代表國家的東西。

( ) ( ) ( )

香港當局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限令九龍舊城木屋

之我國居民兩千人，於兩週以內遷出。 … …
九龍城國旗飄揚，居民決維護主權

<<申報 1947年 12月 12日>>

一名示威者在去年(1998 年)元旦遊行時，展示塗污
及破爛的國旗及區旗罪成，它不服決上訴， … …
<<蘋果日報 1999年 3月 5日>>

問題 II.
       a. 那時候的中國國旗是哪一支 ?
         i.  五星旗
         ii.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b. 何以居民要以中國國旗表示九龍城是中國國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III.
a. 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所懸掛的是甚麼旗 ?

         i.  五星旗
         ii.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b. 今天的示威者塗污國旗區旗，又是否表示他反對中國政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IV. 從以上兩則剪報來看，人民對待國旗的態度是否就表現了他對國家的
       看法或意見 ? 為什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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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  工作紙(國旗的意義)

注意事項: 請以小組形式(四至五人)，閱讀剪報後完成這份工作紙。

問題I. 請舉出二至三項能夠代表國家的東西。

      (    國旗      )   (   名勝古蹟    )   (    國歌    )

        香港當局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限令九龍舊城木屋
               之我國居民兩千人，於兩週以內遷出。 … …
               九龍城國旗飄揚，居民決維護主權
                     <<申報 1947年 12月 12日>>

              一名示威者在去年(1998 年)元旦遊行時，展示塗污
              及破爛的國旗及區旗罪成，它不服決上訴， … …
                   <<蘋果日報 1999年 3月 5日>>
問題 II.
       a. 那時候的中國國旗是哪一支 ?
         (     )  五星旗
         (  /  )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b. 何以居民要以中國國旗表示九龍城是中國國土?

       ____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III.
a. 一九九七年以後，香港所懸掛的是甚麼旗 ?

(  /  )  五星旗
         (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b. 今天的示威者塗污國旗區旗，又是否表示他反對中國政府 ?

        _____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IV. 從以上兩則剪報來看，人民對待國旗的態度是否就表現了他對國家的
       看法或意見 ? 為什麼 ?   

       ______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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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  假如你是城寨居民 … …

教學目的: 以一種“感同身受”的形式提問同學，讓他們體驗一九四
八年城寨居民無家可歸的心情。

教學重點: 一九四七年港英政府發通告予城寨居民—清拆城寨一
事，但當時的居民堅持不離開；此事曾哄動國際。

教學時間: 四十分鐘

所用教材: 1.錄音帶(未附)

        

步驟:  1.　老師先提問同學:

         假如你的好朋友所住的地方被政府清拆，你會怎樣 ?

         (提示: 支持他向政府索取賠償/說服他堅持不搬 … …)
         *此部份可讓同學們自由發表意見

       2.　老師給同學聆聽錄音帶。

  

       3.　然後提問問題:

a. 錄音帶所播放的是甚麼內容 ?

b. 居民的反應怎樣 ?
c. 除了居民以外，其他中國人採取甚麼行動 ?
d. 如果你是當時的居民，你會離開嗎 ? 為什麼 ?

使用教材之建議: 同學各自完成這活動的工作紙
                (假如你是城寨居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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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六：　工作紙(假如你是城寨居民 … … )

請聆聽錄音帶，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一. 錄音帶所播放的是甚麼內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居民的反應怎樣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除了居民以外，其他中國人採取甚麼行動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如果你是當時的居民，你會離開嗎 ? 為什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活動六:  工作紙(假如你是城寨居民 … … )

請聆聽錄音帶，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一. 錄音帶所播放的是甚麼內容 ?

有關港英政府於一九四七年九龍城寨拆屋事件。

二.  居民的反應怎樣 ?

  

根據錄音帶中對居民的訪問，不少居民對這一次拆屋感到無奈，

有的更表示絕對不會遷出。

三. 除了居民以外，其他中國人採取甚麼行動 ?

   各地大學生都對港英政府這次清拆九龍城感到憤慨，他們會有罷
   課，及示威遊行等抗議行動。

四. 如果你是當時的居民，你會離開嗎 ? 為什麼 ?

   ___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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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工作紙(一) 1947拆城小檔案

建議: 老師可先向同學簡單介紹九龍城寨事件，再讓同學完成這份工作紙。

請細閱以下一則剪報，並回答以下問題。

<<申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九龍城問題僵持，港府下令強迫居民遷讓。

港府九龍廳十六日命令刻居於九龍舊城木

屋內之華人二千名，即行遷出其住宅及建

築物，并命工務局長規定日期，予以拆除。

同時授權香港警察局長，在執行職務必要

時，使用武力。該廳命令於中午發出，此刻

尚無九龍城居民嚮應港政府方面之命，而於

十二月十六日往九龍廳聽候審訊。港府之控

告辭為: “為經許可則佔領皇家土地”。又訊，
兩廣外交特派員郭德華，十六日下午二時半

自滬飛返此聞。彼向報界發表聲明稱:彼將盡

完成九龍城問題滿意解決。

問題 1. 小檔案

a. 時間: 19_____年_____月______ 日

b. 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人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2.  港府下令九龍城居民遷出，理據何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 3.  港府可以使用武力強迫居民遷出嗎? 居民的反應又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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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工作紙(一)  1947拆城小檔案

建議: 老師可先向同學簡單介紹九龍城寨事件，再讓同學完成這份工作紙。

請細閱以下一則剪報，並回答以下問題。

<<申報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九龍城問題僵持，港府下令強迫居民遷讓。

港府九龍廳十六日命令刻居於九龍舊城木

屋內之華人二千名，即行遷出其住宅及建

築物，并命工務局長規定日期，予以拆除。

同時授權香港警察局長，在執行職務必要

時，使用武力。該廳命令於中午發出，此刻

尚無九龍城居民嚮應港政府方面之命，而於

十二月十六日往九龍廳聽候審訊。港府之控

告辭為: “未經許可則佔領皇家土地”。又訊，
兩廣外交特派員郭德華，十六日下午二時半

自滬飛返此聞。彼向報界發表聲明稱:彼將盡

完成九龍城問題滿意解決。

問題 1. 小檔案
           

a.時間: 1947年 12月 16 日

b.地點: 九龍舊城 / 九龍城寨

c.人口: 二千人
 

問題 2.  港府下令九龍城居民遷出，理據何在?

        港府以 “未經許可則佔領皇家土地” 作藉口清拆九龍舊城。

問題 3.  港府可以使用武力強迫居民遷出嗎? 居民的反應又如何?

       ___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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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工作紙(二)  1948城寨居民被捕

閱讀這一則剪報後，請完成以下配對。

<<申報 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
九龍成民房被拆，港警並拘捕居民二人 … …

九龍舊城內之我國居民朱沛唐，劉毅夫二人，五日晨因所謂

“企圖對香港僱用之苦立拆除渠等木屋之工作，加以阻撓”之罪
名，而被香港警廳逮捕。香港政府當局在逮捕九龍中國居民協

會主席朱沛唐後，立即拆除九龍舊城內之若干草房木屋，工務

局工人於今晨七時五十五分，拆毀第一所茅屋，香港政府為此

項工作，共動員警察二百五十名之多，渠等各攜有催淚彈及其

他裝備。

關於聯合社一月四日香港電所稱: 我外長王世杰曾謂: “兩千九龍
居民之被逐，係香港政府內部問題”， … …關於此案，外部曾向
國當局一再交涉 … …

      居民人數 .                . 承認港府擁有九龍城的主權
      
      朱沛唐   .                . 二百五十
   
      罪名     .                . 九龍中國居民協會主席

      警察人數 .                . 阻撓港府清拆行動

      內部問題 .                . 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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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工作紙(三) 1948京滬學生聲援城寨居民

請細閱剪報內容，並回答以下問題。

<<申報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
京滬學生群情激動，大專校長草擬宣言。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已於十四日開始罷課，午後並舉行全體大會，

表決是否遊行，當經顧毓琇校長及關係人士極力勸勉投票時乃決定停

止遊行之結果，然仍將推派代表赴外部請願。十五日繼續罷課。其他

各校亦將有所表示。

交通大學學生定今天起罷課兩天，抗議英在九龍城拆毀我民房並槍射

同胞之暴行。暨南大學學生自治會亦定於今日下午開會討論聲援抗議

港警暴行問題。復旦大學十五學生團體，前日致英大使施諦文抗議書

一事，昨日復有新聞學會等四十餘學生團體聯合發表意見，促請政府

對英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港督停止暴行，賠償九龍難胞全部損

失。又以上學校校長，將聯名對九龍城事件發表宣言，昨在上海市獎

學金統一審核委員會中，朱經農，胡敦復，凌憲揚等七校長負責起草。

問題1. 群情激動的同學來自哪幾所大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2. 他們對港府的甚麼行動不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3. 他們以甚麼方法發洩情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4. 這些大學生身處北京上海或廣州各地，為何如此關心香港九龍城

       的居民安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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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工作紙(三) 1948京滬學生聲援城寨居民

請細閱剪報內容，並回答以下問題。

<<申報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
京滬學生群情激動，大專校長草擬宣言。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已於十四日開始罷課，午後並舉行全體大會，

表決是否遊行，當經顧毓琇校長及關係人士極力勸勉投票時乃決定停

止遊行之結果，然仍將推派代表赴外部請願。十五日繼續罷課。其他

各校亦將有所表示。

交通大學學生定今天起罷課兩天，抗議英在九龍城拆毀我民房並槍射

同胞之暴行。暨南大學學生自治會亦定於今日下午開會討論聲援抗議

港警暴行問題。復旦大學十五學生團體，前日致英大使施諦文抗議書

一事，昨日復有新聞學會等四十餘學生團體聯合發表意見，促請政府

對英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港督停止暴行，賠償九龍難胞全部損

失。又以上學校校長，將聯名對九龍城事件發表宣言，昨在上海市獎

學金統一審核委員會中，朱經農，胡敦復，凌憲揚等七校長負責起草。

問題1. 群情激動的同學來自哪幾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交通大學，暨南大學及復旦大學   

問題2. 他們對港府的甚麼行動不滿?

       各大學學生抗議港英政府在九龍城拆毀民房並槍射城寨居民之暴行。

問題3. 他們以甚麼方法發洩情緒?

       他們都以罷課，及派代表赴外部請願，要求港府停止清拆行動，並對

       城寨居民作出賠償。

問題4. 這些大學生身處北京上海或廣州各地，為何如此關心香港九龍城

       的居民安全 ?

       ____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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