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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1900年)事變與八國聯軍------成見下的歷史

以下是部份中三中國歷史教科書對庚子事件的記述：

出版公司 有關庚子事件的記載

A.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97年版)

頁 48

清廷一些官員也深信其術，並推薦給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因各國反對

她囚禁光緒帝，深恨洋人，遂利用義和團作為排外的工具。

頁 49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慈禧正式向各國宣戰，令義和團進攻北京使館區。

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組成聯軍，大舉進攻中國。

B.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1997年版)

頁 52

慈禧太后以為依賴義和團可以對抗列強，便正式承認義和團的合法性。

公元 1900年，英、俄、德、法、美、意、日、奧八國組成聯軍，侵略中

國，鎮壓義和團。慈禧向各國宣戰，並下令捕殺外國人，圍攻外國使館區。

以上教科書的如何記述庚子事變？

記述一：慈禧對義和團持何態度？

__慈禧承認、利用義和團；教科書 A：慈禧曾命令義和團進京圍攻各國使館____________

記述二：八國聯軍與中國攻擊各國使館的因果關係如何？(請在線上填上原因 / 結果)

教科書 A：八國聯軍是_結果____；中國圍攻使館是_原因 __。

教科書 B：八國聯軍是_原因 ___；中國圍攻使館是_結果  _。

以下參考林華國《義和團史事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和一些義和團的史料選輯，發出幾個疑問。

疑問 1： 慈禧太后(西太后)承認義和團、命令義和團進京並圍攻使館？

以下為慈禧於 1900年(即光緒二十六年，又即庚子年)6月 3日至 13日的命令(「上諭」)

資料 1

軍機處寄大學士榮祿等上諭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1900年 6月 3日)

… … 。現在畿輔一帶拳匪蔓延日廣，亟應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該督務當通飭各州縣親歷各鄉，諄切

勸導，不可操切從事。至帶兵員弁，亦當嚴行申誡，毋得輕傷民命，啟 邀功。… …

明清檔案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上冊，頁 116

1. 在義和團初入京時(庚子五月初，公元 1900年 6月)，慈禧如何稱呼入北京城的義和團？

__拳匪__

2. 慈禧如何指示榮祿處理義和團的問題？

__解散、勸導、不可輕傷民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 2

上諭 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1900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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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乃昨日夜間，城內各處焚燒如舊，且有奸宄從中煸惑，竟敢明目張膽，沿途喊殺，持械尋仇，

致有殺害平民情事。… … 著步軍統領嚴飭各地面官兵，並著神機營虎神營各派馬步隊伍，並派武衛中

軍弁兵，會同彈壓，加緊梭巡，遇有持械喊殺之犯，立即拏獲，送交提督衙門，即行正法。… … 城內外設

立壇棚，應盡行拆去。並派… … 巡查街巷，遇各隊伍緝捕不力，隨時稽查參辦。… …

同上，頁 140

3. 在 12  日後，慈禧再指示管員如何處理義和團？

__彈壓、拏獲持械喊殺之犯即正法；拆去壇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從這些上諭(資料 1和 2)看來，於駐京使館被圍攻(6月 20日)前，慈禧對義和團的態度如何？(請圈

上較適合的詞語)     慈禧     承認 / 不承認      義和團

                     越來越放鬆 / 加緊彈壓  義和團

疑問 2： 八國聯軍與圍攻使館事件的關係？

  

以下是英國駐華公使關於北京事件的報告(1900年)

資料 3

賈禮士領事致索爾伯理侯爵電

1900年 6月 10日發自天津，次日收到

今晨，由英、德、日、法、俄等國人組成的第二批隊伍，總共約六百人，動身前往北京。已派去的部隊總數

大約為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名。同北京的電報聯系一度中斷。

《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35

5. 由資料 3看來，各國最遲已於何時出兵中國北京？

__6月 10日________________

資料 4

竇約樂爵士(駐華公使)致索爾茲伯理侯爵函(1900年 9月 20日寫於北京，同年 11月 22日收到)：

19日(6月)，… … 下午五時左右，總理衙門給所有各國公使館送來一份同文照會，我把它的譯文附

上。該照會宣稱：各國通過天津領事團提出了一項要求，即大沽炮台應于 18日前向各國海軍當局投降，

如不同意此項要求，便將武力佔領炮台。中國政府將此事解釋為宣戰，并要求各國使館于 24小時內啟

程前往天津。

《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96

6. 從資料 4看來，在使館被圍攻(6月 20日)前，在天津發生了什麼事？

__各國以武力威脅，要求天津大沽炮台投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從英國駐華公使的報告(資料 3和 4)，使館被圍與八國聯軍的因果關係如何？

八國聯軍是____原因____
各國使館被圍是__結果___
疑問 3： 尋根究底：義和團有參與攻打北京使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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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1900年 6月義和團入京和圍攻使館事件發生時在京人士的記錄。

資料 5

仲芳氏(只知作者字仲芳，居于北京宣武門外椿樹胡同二巷，其真實姓名不知)，《庚子記事》(撰於

1901年)：

十五日(公元 1900年 6月 11日)

甘肅提督董福祥軍門，統帶馬步二十五營駐紮京畿一帶，以不防虞。適有馬隊進城，行在永定門外，

遇日本國書記杉山彬探事方回，甘軍詐言伊衝突坐纛，登時戕殺殞命。

十六日(公元 1900年 6月 16日)

團民自外來者，一日數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歲童子尤多，俱是鄉間業農粗笨之人。

均以大紅粗布包頭，正中掖藏關帝神馬；大紅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黃裹腿，紅布腿帶，手

大刀長矛，腰刀寶劍等械不一，各隨所用，裝束卻都一般。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庚子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頁 11-18

資料 6

竇約樂爵士(駐華公使)致索爾茲伯理侯爵函(1900年 9月 20日寫於北京，同年 11月 22日收到)

兩頂轎子在大街上剛剛經過一個小的警衛哨所，這是柯達士先生(德國公使館的中文秘書)注視著前面不遠

有一隊持槍衛兵隨行的一輛馬車，他向左瞥了一眼，突然發覺一名身穿全套軍裝士兵，將槍放在肩上，

正跟隨公使所乘的橋子走動，顯然是在瞄準乘橋者的頭部。當該士兵開槍的時候，柯達士先生僅有時

間發出一聲驚人的叫喊，克林德男爵當即斃命。轎子立即掉在地下，柯達士先生跳了起來，由於這個行

動而挽救了他的生命，因為第二槍顯然是瞄準他頭部的，結果卻只打中了他的下半身。他雖已嚴重

負傷，仍設法逃跑，兇手們顯然滿足於他們已經完成的事情。

19日(6月)，… … 下午五時左右，總理衙門給所有各國公使館送來一份同文照會，… … 并要求各國

使館于 24小時內啟程前往天津。… … 盡管正式撤回了最後通牒，中國軍隊于 6月20日四點鐘仍准時開火；

我們開始遭到圍困，它恰好持續了八周。直到 7月 14日為止，它的歷史幾乎純粹是軍事方面的。

《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 98-99

6. 根據資料 5和資料 6，日本使館書記和德國公使(克林德男爵)是被那些人殺死的？

__中國軍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根據資料 6，攻打使館的主力是中國軍隊______________

8. 根據資料 5，從義和團的組織、成員和裝備如何？

__組織散漫、成員多為青少年、裝備多為刀矛等__________

9. 根據資料 6，中國軍隊圍攻多久？如何開火？從中可見其軍力和組織如何？

__准時開火和圍攻八周顯示其組織優良和軍力充足_____________

10. 從兩種目擊者的記述(資料 5和 6)，慈禧命令義和團進攻北京使館區的說法成立嗎？為什麼？

不成立。

因為攻使館的主力是中國軍隊；義和團組織散漫和裝備簡單，而攻使館的軍隊裝備充足有組織。

重寫歷史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發現教科書對慈禧太后之態度的猜度、秘密行動的記錄、八國聯軍和圍攻使

館的因果關係都與史料不太相符，如果讓你重寫這一小段歷史，你會如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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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個參考：

義和團起於山東、直隸，進行殺教民、毀教堂和仇教活動，
於1900  年6  月，義和團陸續進入北京城，反教反洋，
各國各向本國召軍隊保護，
慈禧太后不斷下令彈壓___義和團，
但各國軍隊攻陷_天津__、進入_北京____，
慈禧遂下令___軍隊___進攻各國駐京使館，並向各國宣戰。
因為1900年是中國的庚子年，故此次事件又稱 庚子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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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想「分裂中國」？------點解會變成雞同鴨講

《人民日報》1989年 10月 7日

無理干涉中國內政 傷害中國人感情

挪咸諾貝爾委員會竟將和平獎授予達賴

新華社 10月 6日電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於 5日在奧斯陸宣佈把 1989年諾貝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

中國挪威大使館參贊王桂生在諾貝委員會的決定公佈後對挪威通訊社發表談話指出：「達賴喇嘛是

一流亡國外、長期從事旨在分裂和破壞祖國統一活動的政治人物。把諾貝和平獎發給這權一個人是對中國內政的

干涉，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他還強調：「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西藏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組織或個人無

權干涉。」… …

達賴喇嘛在 1998年曾說：

歷史上西藏是否是中國的一部分，現在還沒有爭論出一個結論來，關鍵是要看未來的發展。糾纏(研究)歷史

並不能解決現實中的問題。

銀杉〈達賴在布蘭岱斯與中國學者對話〉，張偉國編《達賴喇嘛與漢人對話》(美國婆羅納州：二

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1999年)，頁 24

1. 中國和達賴喇嘛對於西藏的主權有何不同見法？
中國：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的一部份；________________

達賴：在歷史上西藏是否中國的一部份還沒有結論__________

西藏主權誰屬？

自古西藏已在中國版圖之內嗎？

資料 1

中國學者黃鴻釗的論點：在民國以前，中國已不斷在西藏顯示主權：

1. 唐朝和吐蕃(今西藏)統治階層一再聯姻，如 641年文成公主和 710年金城公主外嫁吐蕃；

2. 元朝曾在西藏派駐軍隊、委任官吏、清查戶籍、徵收賦稅；並封賜其首領八思巴；

3. 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駐藏大臣的設立，駐藏大臣位隆權重，其地位與西藏宗教政治首領達賴、班禪

相等；清朝曾兩次出兵保護西藏、援藏抗敵(乾隆二十二年即公元 1757年，乾隆五十七年即公元 1792

年)；於 1792頒佈「金瓶掣籤」制度(通過抽籤來決定達賴和班禪— 西藏統治者的人選)。

(參考黃鴻釗：《西藏問題的歷史淵源》，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 13-17)

資料 2

《辭源》

主權— Sovereignty為國家成立要素之一種。與人民領土相對稱。為國家支配其領土內一切分子。規定其

權利與義務之最高統治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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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資料 2「主權」一字的定義，你認為資料 1論據可証明在民國以前(1911年前)，中國一直擁有

西藏的主權，或相反，西藏一直擁有自己的主權嗎？

朝代 主權在中國？ 主權在西藏？ 思考理據

唐朝 (聯姻表現控制嗎？)

元朝 (派軍、委吏、戶籍、收稅、封賜其固有首領全是主權的表現？)

清朝 (駐藏大臣能全權統治西藏？「金瓶掣籤」制度顯示出中國對西藏統治

權的控制？西藏在駐藏大臣的影響下能完全自主嗎？)

3. 連結以前學過的歷史，想一想，元朝的政治版圖曾西至哪裏？

歐洲、中東的伊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究竟民國(1911年)以前，西藏的主權屬中國還是屬西藏？全班同學能達至一致的結論嗎？

為什麼要西藏在民國以前的「主權」那麼不清楚？

清朝時期朝貢國制度的架構

(參考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朝貢制度的架構，頁 15)

地區1郡縣之內

(範圍 a)

地區2 與中國關係複雜，由聚居民族自行統治，

                   (範圍 d) 中國皇帝冊封其已有領袖

不少隨中國版圖擴張而納入中國國土，

地區3 定期向中國這宗主國朝貢，與中國關係密切

(範圍 c)

地區4定期向中國這宗主國朝貢，

(範圍 e) 與中國關係不如地區 3密切

   

    地區5與中國來往較少，

 (範圍b) 可能為商業利益以進貢名義來中國

2. 試為地區 1至 5填入真實範圍

a. 清朝國土

b. 不臣服或不朝貢的亞洲國家、並泛指不定期朝貢的西方國家，如荷蘭、葡萄牙等

c. 朝鮮(今韓國)、安南(今越南)、琉球、日本

d. 蒙古、新疆、西藏、青海

e. 絕大部份的亞洲其他國家，包括暹羅(今泰國)、呂宋(今菲律賓)、緬甸等

3. 除了清朝國土外，最受清朝影響的是哪一個地區？在統治上，這地區有何特色？

地區 2，由聚居民族自行統治______________

4. 由上述討論看來，「主權」是中國古代的歷史觀念嗎？____________________

5. 如果要探討西藏今日的主權問題，你認為要考慮什麼因素？(開放思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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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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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被遺忘」的歷史

下面為四本中三中史教科書的出版年份、最後記述的事和對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記述

出版公司 對八九年六四天安事件的記述 出版年份 最後記述的事

A.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 1997 1988年蔣經國病逝，李登

輝接任總統

B. 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司 -- 1993 1988年李登輝繼任總統

C.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 1996 1990年中國頒佈《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

D.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頁 131

隨著開放改革的開展，中國出現通

貨膨脹、發展不平衡、官場貪污腐化等

現象，引起政府的關注及部分民

眾的不滿。1989年 5月間，青年學

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至 6

月，政府干預，事件平息。

1997 1992年鄧小平南巡

1. 這裏列明了四本教科書的出版年份、並最後記述的事，你認為教科書 A、B、C沒有記述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可能出於什麼原因？

(學生可自由作答)這件事不重要、不值一提，出版者有意略去這段記述… …

2. 四本教科書中，只教科書D記述了八九年六四事件。請你按這記述，分述這事件的原因、經過、

結果。

原因：隨著開放改革的開展，中國出現通貨膨脹、發展不平衡、官場貪污腐化等現象，引起政府

的關注及部分民眾的不滿。

經過：1989年 5月間，青年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

結果：至 6月，政府干預，事件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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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五十周年網站 http://www.beijing.gov.cn/prc50/chinese/index.htm
 主辦：國慶五十周年籌委會宣傳報道組

共和國大事記

1989年

1.3  中國最大水利工程— 長江葛洲霸水利樞紐工程宣告建成。… …

1.5  新華社報道，國務院各部委和直屬機構改革如期完成。國務院委已從原有的 45個減為 41個，直屬機構從 22
個減為 19個，非常設機構從 75個減少到 44個。機構改革後的國務院人員編制比以前實有人員減少 9700
多人。

1.16 在北京舉行的全國畜牧水產會議宣佈：中國已成為繼日本和蘇聯之後水產總產量超過 1000萬噸的漁業
大國。

2.22 中國科技大學超導研究中心研制成功零電阻溫度高于 130K的超導材料— 鉍鉛銻鍶鈣銅氧超導體，創
造了目前世界上超導臨界溫度的最高紀錄。

3.10 中國首胎「試管綿羊」在內蒙古大驗動物研究中心降生。

3.11 新華社報道，中央軍委批准確定 1949年 4月23日為人民海軍成立日。

3.30 新華社報道，國家科委決將天津市靜海縣大邱庄列為農村企業化、農村現代化「星火」科技示範試驗點。這是中國
第一個以村為單位的星火科技示範點。

4.23 新華社報道，中國空軍導彈武器綜合試驗基地，成功地進行了空對空近距離格鬥導彈在不同高度向靶機實
施全向攻擊的試驗。這標誌著中國空軍導彈武器試驗已步入世界先進行列。

5.15-18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次中蘇高級會晤，標誌著
中蘇兩國關箹在經歷了 30年的長期隔閡後實現了正常化。中蘇兩黨的關係也隨之正常化。

6.15 黃河上游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 龍羊峽水電站發電、供電系統全部竣工。… …

6.23-24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審議並通過了《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
全會決定撤銷趙紫陽中央委員會書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的職務。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7.27 《經濟參考》報道，中國自然保護區網絡已經形成。… …

8.15 中國第一胎「試管牛」在內蒙古大學實驗動物研究中心誕生。這個項目的成功標誌著中國在該領域的研究
已跨入了世界先進行列。

8.20 由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文選》(1938-1965年)，即日起在全國新華
書店發行。… …

8.28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

11.5  《光明日報》報道，中國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獲得太空生長砷化鎵單晶，從而使中國半導體空間材料研究方面，
進入了一直被發達國家所壟斷的微重力科學領域。

11.11 位于北京郊區昌平縣的中國第一座低溫核供熱反應堆啟動，它標誌中國在低溫供熱技術領域已達到世界先進
水平。

11.17 中國赴西太平洋海線科學考察船返回廣州，至此，中國對太平洋歷時五年的科學考察宣告結束。從 1985年起，
中國科學考察人員先後乘考察船五下西太平洋，歷時 200多天，航程 3.8700萬多海里，佈設觀察點 400多
個，獲取大批第一手西太平洋海域大氣研究資料。

11.29 中共中央軍委確定，在偉大的中國人民革命戰爭中湧現出來，為中國人民解放和建立新中國做出重要貢
獻的 33位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冠以「軍事家」的評語和稱號。… …

12.31 中國 1989年的煤炭產量達到 10.4億噸，佔世界總產量的 1/5，成為世界第一大產煤國。

中國純 年產量已由 1949年的 8.8萬噸增加到 1989年 294萬噸，躍居世界第三位。

3. 在這個中國半官方的共和國大事記，你看到有關六四事件的記述嗎？你認為這個共和國大事記
所關注的是什麼事情？

沒有。(學生自由作答)這個大事記所關注的是中國在國際的科技地位、出產排名、政治順利等 __

                                                                                    

疑問 1：你有聽過八九年六四事件嗎？那是否微不足道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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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血案死傷人數調查

(編輯委員會編：《火與血之真相— 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紀實 1989》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9年，

頁 5-130至 132)

發佈單位 發佈時間 死傷人數

A. 中國紅十字會 六月六日 死亡：2900人(後來當局否認曾公佈此數字)

B.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 六月六日 軍隊和民眾死亡：近300人

大學生死亡：23人

軍隊受傷：5000多人

民眾受傷：2000多人

C. 國際紅十字會 六月八日 死亡：超過7000人

D. 英國廣播公司 六月八日 軍隊和民眾死亡：7000人(其中最少 1000人是軍

人)

E. 美國總統首席助理 六月九日 死亡：超過4000人

F. 中共國務院發言人袁木 六月十六日 軍隊和民眾死亡：約300人

軍隊受傷：5000多人

民眾受傷：2000多人

G. 北京市長陳希同 六月三十日 軍隊死亡：數十人

大學生死亡：36人

軍隊受傷：6000多人

民眾受傷：3000多人

H. 《爭鳴》雜誌 七月一日 民眾和學生死亡：10400多人

民眾和學生受傷：28790多人

軍隊死亡：17

軍隊受傷：2043人

4. 無論從哪一個單位的死傷數字看來，六四北京天安門事件不是一件小事！
對照教科書D記述的結果

   至 6月，政府干預，事件平息。

參考過上面的死傷人數，我們可以補充：

   至 6月，政府派遣軍隊     干預，事件在軍民的重大傷亡   之下平息。

5. 究竟哪一個數字較接近現實？
我們還未有全面又可信的統計。

較完備的統計數字需要政府部門的合作，而現在六四事件還未能在大陸公開討論，只有一些人

個別地收集有關死難者的資料。

有興趣的同學可在網上看到這些資料：

 丁子霖整理：六四死難者名單   http://www.hrichina.org/june4-10yr/introb5.html

                             (1999年名單共 155人；丁子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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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 2：民眾為什麼有傷亡？除學生外，哪些人曾參與八九天安門事件？

以下照片由香港和外國的新聞記者於 1989年5月間北京拍攝

(照片取自：方良柱等編《悲壯的民運》香港：明報出版社，1989年。頁數見下)

照片1 .  89年 5月(日期不明)一次遊行      照片2 . 89年 5月 17日北京二百萬群眾遊行

(頁 5)  (頁 61)

照片3 .  89年 5月 18日北京市遊行      照片4 . 同照片 3

(頁 69) (頁 69)

6. 由上面新聞照片，你見到 1989年 5月的遊行隊伍中有什麼人？

照片 1：記者      照片 2：工人       照片 3：法官      照片 4：醫護人員

7. 從照片中所見「聲援」、「學生萬歲」顯示這班示威人士 支持  學生。
  
照片5 . 89年 5月 21日北京市民湧上街頭    照片6 . 89年 6月 5日凌晨，群眾與軍隊對峙，

阻檔軍隊入城，並用公共汽車堵住  群眾稍集、軍隊即衝前射殺；

   主要街道                              群眾散亂、軍隊即歸隊佈防

(頁 84)  (頁 129)

8. 由照片 5和 6，你能說出北京民眾死傷眾多的原因嗎？

北京民眾湧上街阻擋軍隊入城，遭軍隊射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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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 3：群眾為什麼支持學生？學生做了什麼？

以下是北京學生公開發表對政府的要求

四月十八日 天安門廣場靜坐學生對政府的要求

一. 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政績，肯定民主自由寬鬆的觀點。
二. 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與反自由化，並為在這次運動中蒙受不白之 的人平反；

三. 要求黨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向全國人民公佈其財產情況；
四. 允許民辦報紙，開放報禁；
五. 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份子待遇；
六. 取消北京人大常委會違反憲法的限制遊行「十條」；
七. 對此次活勸作出明確的報道，見黨政機關報。

何芝洲編著《血沃中華— 八九年北京學潮資料集》(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1989年)，頁 106。

五月十三日 絕食宣言

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國家的繁榮，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

目的誓不罷休。

在前幾次聲勢浩大遊行示威活動之後，今天我們又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第一，抗議政府對

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政府一直對這次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

一系列歪曲的報道。

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學生代表團進行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

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民主愛國的學生運動。

絕食時間：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出發到天安門廣場。

同上，頁 109。

9. 從以上兩個北京學生的宣言(留意粗體字)，除了示威外，他們採取了什麼行動去表達不滿？

靜坐、罷課、絕食

10. 除了可以知道學生有什麼行動外，你還可以從上面兩個宣言中知道什麼？
學生行動的目的(及其他學生想到的)

11. 對比教科書有關經過，你認為可以怎樣補充？
教科書經過部份： 1989年 5月間，青年學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

補充教科書： 1989年 5月間，北京青年學生罷課  ，在天安門廣場示威、靜坐、絕食 ；
  北京各界 人士和北京市民  在上街示威表示支持  。

以我們對八九天安門事件的認識，我們可以作一個簡單總結

原因 隨著開放改革的開展，中國出現通貨膨脹、發展不平衡、官場領污腐化等現象，

     引起政府的關注及部分民眾的不滿。

經過 1989年5月間，北京青年學生罷課  ，在天安門廣場示威、靜坐、絕食 ；

 北京各界 人士和北京市民  在上街示威表示支持  。

結果 至6月，政府派遣軍隊     干預，事件在軍民的重大傷亡   之下平息。

如果你對八九天安門的詳情有興趣，可以參考下面網頁：

是非黑白— 八九民運錄影史料   http://www.june4.org.hk/m_m/rv/index.html
                             (在http://www.june4.org.hk/  還有不少相片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