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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題

中三（高中適用）

中西文化交流（英華書院為案例）

小蟲

一八零七年，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來華宣教，開始傳教士在華的宣教事業。
清季基督教東漸中國，主要發展為兩段歷史：

其一，基督教會隨著西力東來，與列強的侵略同步而至，令清季教案頻仍，

此起彼伏，此即課程中教案與反洋教運動部份（義和團起事）。

其二，傳教士引進西方科技知識及文化思想，在中國各地建立醫院、興辦學

校，參與各類型的社會工作，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此即相關文化交流部份。

本工作紙將以近代中國第一所教會學校，即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School）
為案例，探討教會學校的角色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情況。在完成有關教節後，學生

應能認識十九世紀教會學校在中西文化交流上之角色與局限。

預科：鄭佩華：《國史縱論》：馬氏為便利外國宣教士習華語，培養基督教人

材，及使中國人了解歐美文化，特創英華書院，為教會於華人社會辦學之始，於

中西文化溝通及中國近代教育之改革貢獻不少。

高中及初中：譚松壽：《中國歷史》第三冊、第五冊：基督教傳教士通過開

辦學校和翻譯西方書籍，把西方文化思想傳入中國，對中國學術西化的貢獻很

大。同時他們又把中國的思想文化介紹給西方，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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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校宗旨

一八一八年，馬禮遜在南洋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既可培育當地華僑子弟，

亦為未來中國宣教計劃奠定基石，後來中英交戰，清廷戰敗並簽訂南京條約，割
讓香港，基督教在英國的庇蔭下在港發展，一八四三年，英華書院亦遷港繼續發

展。

究竟英華書院的創校宗旨為何？

資料【一】

據英華書院校長米憐在 1823的《英華書院年報》中說：
「基督之道，至聖之道也。本校（英華書院）以傳播基督教為旨，培育

中國傳道人才為歸。」

資料【二】

1988年出版的《英華書院壹百七十周年紀念特刊》中「英華春秋」一文：
「本校（英華書院）創立目的，乃在溝通中西文化，培育中國傳道人才。」

問題

1. 根據資料【一】，米憐校長所言英華書院的辦學宗旨為何？
英華書院之辦學宗旨，為    溝通中西文化，培育中國傳道人才    。

2. 根據資料【二】，英華春秋所言英華書院的辦學宗旨為何？
英華書院之辦學宗旨，乃在        傳播基督教    為旨，     培育中國傳道

人才        為歸。

3. 對於英華書院的辦學宗旨，資料【一】和資料【二】所言有何相同，有
何不同？

相同 不同

資料【一】
（1823）
資料【二】

（1988）

傳播基督教道理，

培育中國傳道人才。 溝通中西文化

4. 你知道資料【一】和資料【二】的出版年份嗎？請在上圖的括號內填上
出版年份。

5. 仔細觀察上圖，你發現了什麼？
原來，十九世紀初葉，英華書院之辦學宗旨，只為  傳播基督教道理，

培育華人傳道人才  ；然而，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後人回顧英華書院

的創立歷史時，加上了  溝通中西文化  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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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與中西文化交流

其實，一八一八年，英華書院之創立，主要目的是為傳播基督教福音。最重

要者，英華書院注重培訓中國傳道人才，協助西方傳教士宣揚福音！

英、美的傳教士 華人傳道人才 香港的中國人

1. 操英語
2. 信奉基督教

中介人（經理人） 1. 操華語（方言）
2. 信奉佛道和民間宗教

1. 英華書院的辦學目標，為培育華人傳道人才，作為宣教事業的「中介者」，你
認為這些華人傳道人才應具備哪些氣質（條件）？

I. 語言方面：精通英語和華語

II. 宗教方面：信奉基督教

2. 一百八十年前，英華書院為要學子成為傳道人才，選擇了四大項目給他們修
讀

項目 課程特點

宗教教育 課程主要為聖經，學生還參加各種宗教
活動，如禱告、崇拜等，務求訓練本地

的傳道人才。

英語課程 英語課程的設立為傳教士與華人、中西

文化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開闢了一條渠
道，有助于福音之傳播。

科學、人文知識 開設諸如數、理、化之類的新式科學知

識；其他人文學科有歷史、地理、政治
學等 … …

儒家經書

（清代士子修讀）

儒家經書如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

四書、五經 等，為傳統士子所修讀的唯
一課程。

為了與傳統士子紳接觸，學生須學習中

國經書，不至于被傳統士子歧視。

問題：

1. 清代一般士子與早期英華書院的學生所修讀的課程有何不同？
清代私塾的學生只注重儒家經書；英華書院的學生除儒家經典外，更會修讀

宗教教育、英語課程和新式科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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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上述的課程資料觀之，英華書院帶給中國／香港什麼新的東西？
內容

宗教方面 基督教思想

語文方面 英文課程

科學方面 新式科學知識

3. 上述四種項目，你曾修讀過哪一項？
  英語課程、人文科學學科和宗教科目                                                        。

4. 由此觀之，今天我們修讀的科目，與一百八十年前英華書院的學生 相似 /不
相似，亦可知基督教思想、人文科學和基督教思想，都由清代的西方傳教士，

透過英華書院或其他教會學校，傳入香港以至整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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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華早期畢業生

猜猜英華書院早期畢業生的職業

1. 商人

2. 傳教士

3. 官員

4. 農夫

一九二八年，即英華書院創校一百一十年後，張祝齡長老謂：

「晚近（晚清近代）社會人事景仰不置之唐公景星、何公崑山、梁公柱臣等，

均遷港後本書院卒業生也」

1. 根據張祝齡所言，晚近英華書院的畢業生中，最受社會人事景仰的有哪幾位？
唐景星、何崑山、梁柱臣等。

你想知他們的職業嗎，試看看下列著名的畢業生，包括唐景星、何崑山、梁

柱臣等。

姓名 職業

唐景星 商人（與外國人貿易）

何崑山 商人（與外國人貿易）

梁柱臣 商人（與外國人貿易）

根據上表所言，早期六位較著名的畢業生中，有沒有傳教士？

    無       。

2. 他們從事什麼職業？
從事與外國人貿易的商人。

3. 英華書院的辦學目標，為培育華人傳道人才；但受景仰不置的英華畢業生，
竟全為商人買辦，作為中外貿易的「中介者」，你認為這些華人買辦只需具備

哪些氣質？

I. 語言方面：精通英語和華語

II. 宗教方面：無所謂

中介人（經理人）

英、美的商人 華人傳道人才 香港的中國人

1. 操英語
2. 好生意盈利

1. 操華語（方言）
2. 好生意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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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你估計，為何英華書院的畢業生沒有一個願意當傳教工作？

由老師講解：原因相當簡單，當傳教士每月薪金 20-25 元；當洋行工作月薪達

25-100元。

再看此表（給予授課教師）

英、美的傳教士 香港的中國人

1. 操英語
2. 信奉基督教

1. 操華語（方言）
2. 信奉佛道和民間宗教

英、美的商人 香港的中國人

1. 操英語
2. 好生意盈利

華人傳道人才

中介人（經理人）

受新式教育份子
1. 操華語（方言）

2. 好生意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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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華書院與「遐邇貫珍」

英華書院出版的定期刊物「遐邇貫珍」，為香港最早的中文報刊之一，創刊於

一八五三年。

遐邇貫珍

第一號目錄
一、 英華書院歷史並訣

二、 序言

三、 西興（西方國家）括論

四、 香港紀略

五、 喻言一則
六、 金山（美國）採金條規

七、 近日各報

1. 從「遐邇貫珍」創刊號的目錄中，
你發現其具有甚麼內容（試舉出其

中最令你矚目的兩項）？

香港紀略、金山採金條規、西興括

論或近日各報等。                           

                           。

2. 遐邇貫珍出版後約一百五十年的今
天，我們再翻翻「遐邇貫珍」，可以

知道些甚麼東西？

西方、中國和香港的歷史。因為「遐

邇貫珍」中有「香港紀略」、「西興

括論」和「近日各報各章」，故其應

該紀錄了很多十九世紀的香港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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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華書院與香港淪陷

紐寶璐校長伉儷與容啟賢副校長

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英華可算是歷盡滄桑，但動盪過後，本校仍能巍然屹

立，繼續發場基督精神，而本校於艱苦經營期間，備嘗辛酸，真不足為外人道。

憶一九四一年，日軍入侵香港前夕，為了防範未然，那打素醫院向本校借用

在宿舍中廢棄已久得數十張單人鐵床，作為救護之用，紐寶璐校長乃委派萬先
生，希望能盡快於十二月八日早上將所有鐵床送到那打素醫院。是日清晨，萬先

生正在點算著搬運上車的鐵床時，日軍飛機已進入了香港，並開始了瘋狂的轟

炸，送床行動被適停止，而本校也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宣佈停課。

九龍淪陷後，日本憲兵開入市區。由於英華書院被視為帝國主義者的資產，

校內所有檯椅及重要文件，皆被燒毀以至蕩然無存。而且紐寶璐校長曾參與海軍
義勇隊，被日人認為敵軍，遂被俘送進深水（土步）集中營。此外，英華校舍亦

被人封閉，作為憲兵駐軍之用。

其後，日憲兵移駐別處，容啟賢副校長乃委其兄容啟業及麥協和先生攜同校

董會書信， … …，正式復管原址。由於當時木材匱乏，在得悉日憲兵將離開英華
校址後，附近居民竟三五成群地聚集於學校四周，意圖一湧而入，乘機搶掠。雖
然所有門窗已被緊閉，但仍遏止不住那洶湧的人群，幸萬先生人急智生，及時高

喊：「憲兵還在大堂，你們若不怕殺頭，儘管入來！」洶湧的人群驟然間猶豫起

來，最後卒悄悄地散去。而英華復校的曙光，亦慢慢地強烈起來，終於在一九四

五年十一月一日，校門重新為英華學生開啟。

一九四五年，日人撤退，當然校董舒活牧師即與教育司署聯絡，籌劃復校，
並請得胡雛鵬先生為復校主任，而黎綽如先生等則擔任復校工作人員。

服務英華回憶錄

寓威先生口述

1.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英華書院發生甚麼事？

因為日軍侵襲香港而宣佈停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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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回憶錄所述，英華書院在淪陷前夕為何要借出單人鐵床與那打素醫院？

英華書院借出單人鐵床與那朾素醫院，作為打仗時救援之用                   。

3. 日軍開入市區後，英華書院的命運如何？

日本憲兵開入市區，視英華書院被視為帝國主義者的資產，校內的檯椅及重

要文件被燒毀，英華校舍亦被封閉，作為憲兵駐軍之用。

4. 上文云：「九龍淪陷後，日本憲兵開入市區。由於英華書院被視為帝國主義者
的資產，校內所有檯椅及重要文件，皆被燒毀以至蕩然無存」問：帝國主義

者是指哪個國家？為甚麼日本憲兵會指英華書院為帝國主義者的資產？日軍

侵惊香港，又是否屬於帝國主義者的行為？

英國。英華書院由英國人開辦，而英國人早於十九世紀對亞洲進行侵略，故

日本憲兵認為英華書院是帝國主義者的資產。【第三部份自由作答】。

5. 英華書院的校長紐寶璐先生的命運又如何？為何會弄得如此下場？

校長紐寶璐因參與海軍義勇隊，被日人認定為敵軍，被俘送進深水（土步）

集中營。

6. 香港淪陷期間，英華書院所面對的困難，除了是日軍的侵擾外，還有什麼？

中國的暴民                                                                                                       。

7. 當時，那些「附近居民」為什麼要這樣做？若你出生於五十九年以前，剛路
過英華書院，並目睹這歷史事件，你會怎樣處理？

自由作答                                                                                                           。

8. 當時，回憶錄的作者萬威先生如何解決這難題？你同意他的處理方式嗎？為
何？

當時，萬先生高喊：「憲兵還在大堂，你們若不怕殺頭，儘管入來！」，令暴

民猶豫起來，不敢入內搶掠。第二部份自由作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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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英華書院與「一碗米運動」運動

     
    一九五四年，英華師生合力成立了一個英華書院基督徒聯會的組織，其性質
類似現在的學生會，但成立宗旨比較則重於宣揚基督的工作。如協助香港青年會

辦「一碗米運動」，於聖誕節期間，將師生募捐所得的善款，以贈米方式，轉給
貧苦大眾。

1. 英華書院基督徒聯會的成立宗旨為何？

英華書院基督徒聯會的成立宗旨為協助宣揚基督的工作                    。

  

2. 從上述圖片與文字觀之，你覺得五十年代香港市民的生活如何？

從圖片可見香港市民的衣著相當樸素，且連購買一碗米的能力都沒有，要排

隊領米，可見五十年代香港市民的生活並不太好。                                      。

3. 英華書院基督徒聯會對在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有何貢獻？

英華書院基督徒聯會協助香港青年會辦「一碗米運動」，將師生募捐所得的善

款以贈米方式，轉給貧苦大眾，證明其對香港的社會賑濟活動有相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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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英華書院基督徒聯會是以宣揚基督教為宗旨，你認為「一碗米運動」會對
其宣教工作有幫助嗎？

【自由作答】                                                                                                           

                                                                                                                           。

5. 回家後，問問祖父母、爸爸和媽媽，有沒有曾受助於英華書院基督徒聯會，
或飲用過「教會奶粉」！

再問問他們什麼是「教會奶粉」，將你與家人的經驗帶回學校，與老師和同學

分享。（亦可於下面略記）

【自由作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