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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引言言言

歷史學家往往著眼於一些大歷史，忽視那些小歷史的重要性，其實小歷史為

構成大歷史的重要元素，一切個人生活的活動也可被視為小歷史的一部分，故筆

者希望嘗試從小歷史著手，把之投入於歷史教學法之中。記得小時候常常聽見父

母這樣對我說：「不要看那麼多電影，會教壞你的。」但相反我卻十分喜愛看電

影，不論流行通俗劇，文學巨著改編劇，甚至外國名片我都不會錯過，就算入了

大學我也選修了一些有關電影製作的學科，發覺電影其實對觀眾有正面的影響，

甚至能夠震撼觀眾的心靈，此外電影更是反映歷史的最佳途徑，透過影像與聲音

的結合，把歷史重現人間，試問有哪種方式能比電影更有效的重現歷史片段，“有

別於傳統的文字或純聽覺媒介，電影是透過處理的光線，投射到銀幕上的幻影或

刻骨銘心，或嬉笑怒罵，多年來演繹了不少文藝學術，記傳了不少人文歷史”1

                                                
1 冼杞然：〈導言—香港電影發展回顧〉，《電光幻影—電影研究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校

外進修部，1994年），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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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香港港港電電電影影影發發發展展展史史史簡簡簡述述述

對於香港電影歷史的發展，已有不少學者及電影學家曾著書立說，例如張

徹：《回顧香港電影三十年》，羅卡：《電影之旅》，焦雄屏：《香港電影圖誌》及

《香港電影風貌 1975—1986》，方保羅：《圖說香港電影 1920—1970》，舒琪：《香

港電影回顧》，郭靜寧：《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市政局出版的《香港影片大

全（共三卷）》及《電影回述歷史展覽之再現江湖》等。其中筆者首推余慕雲先

生的《香港電影掌故》，《香港電影八十年》及《香港電影史話》，余老師是香港

電影史的宗師，他對香港電影業的發展及歷史可謂了解透徹，他的著作詳盡記載

了香港電影的發展歷史，并且加插了不少鮮為人知的電影業趣事，絕對值得一讀

（更適合用於教學方面呢）此外，香港市政局（現改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會

協助舉辦香港國際電影節并於每年推出一本電影專題刊物以回顧香港各類型的

電影發展，例如第三屆電影專題為《戰後香港電影回顧》，第四屆為《香港功夫

電影研究》，第五屆為《香港武俠電影研究》，第九屆為《香港喜劇電影的傳統》，

第十屆則為《粵語文藝片回顧》，第十三屆為《香港靈幻電影回顧》等。

除此以外，香港電影歷史在近幾年也開始廣被重視，其中最重要莫過於香港

電影資料館2的創立，此資料館收藏了大部分有關香港電影的歷史資料，更定時

會播放一些舊日名片，對於研究香港電影歷史的同學而言可謂方便至極！

筆者嘗試就此篇文章簡述一下香港電影的發展歷史，希望使各同學能對香港

電影史有初步認識，但因時間及篇幅所限本文章可能末見詳盡，各同學可參閱其

後—《香港歷史—電影教學資源推介》及《參考書目》—部分的書籍及文章，以

作更深入之了解。

                                                
2 其網址為—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HKFA/index_flas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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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也認為電影的發明是盧米埃兄弟（路易‧盧米埃 Louis Lumière和奧

古斯都‧盧米埃Auhust Lumière）但其實早在他們之前，於1895年11月1日，

史卡丹諾斯基兄弟（Max and Emil Skadanowsky）曾在柏林的一家大型歌舞戲院展

示了一部片長約十五分鐘的影片。3但由於他們所設計的放映機過於笨重難以普

及，其後盧米埃兄弟發明了一台精巧的電影攝影及播放機（Cinématographe），并

以每秒十六格來拍攝影片；這樣的速率在往後的廿年裡成為國際間標準影片平均

速度。4而被喻為全世界第一部電影正是由這種設備於1893年3月所拍攝的《工

廠下班》（Leaving the factory），并於 3月 22日於巴黎的「全國工業促進會」

（Société ï Encouragement à I’Industrie Nationale）的開會場合公開展示，其後在

1895年12月28日，發生電影史上最為著名的一次電影放映話動，它的地點是在

巴黎葛蘭咖啡廳的房間內，并放映了盧米埃兄弟的十部影片，其中包括《火車到

站》（Arrival of Train at station）及全世界首部諧笑片《落湯雞的澆水者》（The

waterer watered）等。在1896年初盧米埃兄弟曾來香港拍攝街景，但并未剪輯成

影片。而其後在 1898年，美國愛迪生公司的電影攝影師到香港，他們拍攝了香

港風景和人物活動，剪輯成《香港商團》，《香港碼頭》，《香港總督府》，《香港街

景》四部短片，在美國上映。香港最早的戲院是重慶戲院，而在 1907年港人李

璋，李琪在香港開設了第一間由港人經營的電影院——香港影畫戲院。5從 1896

年到 1903年，香港放映過不少電影，但它們都是很短的紀錄片，每次放映十部

以上，直到1903年10月5日，香港才有「成套」的故事片公映，此片名為《基

督的受難》，它是 1902年法國「百代公司」的出品，導演是 F‧齊卡。6香港早

期（1896年至 1903年）放映的電影，最先是法國電影，然後是美國電影。香港

早期的電影業（包括電影的製作和放映），全部由外國人包辦，所有權亦全屬他

                                                
3 Kristin Thompson & David Bordwell : Film History – An Introduction (Mc Graw-Hill , Inc. , 1994) , pp.33
4 Kristin Thompson & David Bordwell : Film History – An Introduction (Mc Graw-Hill , Inc. , 1994) , pp.34
5 中國電影資料館編：《香港電影圖志》，（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8年），頁 4
6 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第一卷），（香港：次文化堂出版社，1996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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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中國人并沒有直接參與其事，由於香港早期的電影活動在社會上所引起的作

用和影響不大，因此對它的社會意義，還未有什麼值得討論的地方。

直至1904年，才有第一個

中國人在香港從事電影事

業，他就是余順豐。7而第一

部在香港拍攝的故事片是

1909年由亞細亞影戲公司（圖

右）製作《偷燒鴨》，它是一

部短片，劇情很簡單：一個瘦

小的小偷（由梁少玻飾演）偷一個胖商人（由黃仲文扮演）販賣的燒鴨，被警察

（由黎北海扮演）發覺，把小偷捉住。而這部片的導演是梁少坡，他是香港第一

位電影導演，也同時是第一位男主角。1973年美國人賓杰門‧布拉斯基創辦了

香港首家電影公司「華美影片公司」8并與“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9合作拍

成《莊子試妻》，但當此片拍完後布拉斯基把影片帶回美國，因此由香港電影公

司製作的第一部電影，只在美國上映而從來沒有在香港面世。在 1922年，黎民

偉建立了香港首家中國人全資擁有的電影公司—「民新」，并於1924年生產了香

港第一部故事長片《胭脂》，而在 1925至 1926年，省港大罷工爆發，長達十六

個月之久，并導致了民新電影廠在香港的製作結束，轉移到上海發展，而且使香

港一些剛冒起的電影公司倒閉，少數則轉移至廣州。1930年代，香港的電影隨

著黎北海（黎民偉的哥哥）創建「香港電影公司」而開始復甦，而由黎民偉所創

                                                
7 余慕雲：《香港電影掌故》（第一輯），（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5年），頁 14
8 由布拉斯基負責拍片資金、設備和技術，黎民偉則負責供應電影劇本、演員、服裝和道具。但

在拍攝完《莊子試妻》一片後，華美便告完結，它甚至被視為一有名無實的電影製作公司，因

為它既沒有辦公地址，也沒有在香港公映過它的唯一的作品。
9 黎民偉認為電影不單是娛樂，更是“移風易俗，輔助教育，改良社會的工具”。在中國處於列

強佔據的情況下，他強調以“電影救國”。故香港電業事業在早期已有一個比娛樂更崇高之理

想，為香港電影奠下一良好的發展方向。詳見〈中國電影搖籃時代的視褓姆〉（上，下），《電

影雙週刊》，（香港：電影雙週刊出版社），375，3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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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上海「民新」與幾間公

司合併成「聯華影業公司」

（圖右）并於1931年在香港

建立分廠及成立電影學

校——「聯華演員養成所」

培訓了一批著名的粵語片導演如黃岱，而該校的名導師關文清（著名導演）更造

就了兩位超級影星：吳楚帆和黃曼梨。另外在三十年代的香港電影有一個特色就

是不少港產粵語片皆是重拍或改編自上海的著名國語片，例如：《胭脂淚》改編

自《神女》；《南國姊妹花》改自《姊妹花》等。

香港在 1933年前所出產的電影皆是默片。除了有音樂外，通常有解畫人講

解。“據說在 1930年期間，在太平戲院放映《火燒紅蓮寺》時，解畫人便有數

名之多，配合動作繪形繪聲，效果不錯。”10而在1932年，廣州出產第一部局部

的有聲粵語片《無敵情魔》；其後亦有第一部全部有粵語對白的粵語片《戰地兩

孤女》，這兩部片先後在港上映。在1932年末，香港第一間生產有聲電影的「中

華製造聲默片有限公司」在香港招股，并於 1935年，香港電影才完全進入有聲

電影之年代。

1940年代，香港「大觀影片公司」美國分廠出品的《華僑之光》11是香港第

一部局部彩色（三原彩色）立體電影。在同年春「南洋影片公司」主事人邵村人

發起了一個名為「粵語片革新運動」，他認為若要改善香港電影必先需把影片的

質素提高，并主張先從劇本著手，才能產生好電影，更羅致了各方各面的技術人

員，，網絡名符其實的一級演員及一群文字與電影藝術均有專業修養的青年擔任

                                                
10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頁567
11 「此片敘述中國青年前往美國謀生，經過三十年的奮鬥，終於克服種種困難，成家立業，事
業有成」（引自該片廣告）轉載於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第三卷），（香港：次文化堂出版

社，1998年），頁18



6

編劇，例如古龍耕、馮鳳歌等人。「南洋」在這次革新運動下創作出《千金一笑》，

《怪俠一枝梅》，《望夫山》，《何日君再來》等名作。其後，香港陷入戰亂時期，

“從1941年12月日本入侵香港并炸毀了大觀電影廠和其他電影設施，1946年年

初，香港電影業處於完全停頓的狀態。”12其實自1945年末已有「聯藝」，「華聲」，

「聯聲」等電影公司復員，復業，但由於一些主要電影工作者如關文清，吳楚帆，

白燕等還在外地，而且一些香港原有的電影製片場地如「南洋片場」，「大觀片場」

等受到破壞，已經變成廢墟一片；加上一些製片器材亦缺乏，因此香港電影業直

至1946年才開始正式復甦。

“港土重光後，娛樂事業日趨蓬勃，尤以電影院，觀眾更形擁擠，每逢佳片

放映，老早即造滿座。”13也有言“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是粵語影片的盛產

期。每年有200部粵語片問世，其中不少是粵劇片。”14但其實自1946年代後除

了粵語片外，國語片也同時發展起來，這更是由於在內戰期間上海時局動蕩，國

內的著名電影人如張善琨，李祖永，朱石麟等；演員則有周旋，嚴俊和白光等紛

紛南下。在此時張善琨與李祖永在香港成立了「永華影業公司」（1947-1954）并

於1948年拍攝《國魂》及《清宮秘史》兩套轟動一時的著名電影。在1940年代

末還有「大中華」，「長城」，「國泰」等國語電影廠出現，這些電影廠更出產了不

少著名電影，如「長城」推出《一代妖姬》一片，哄動一時，成為一代名片。

踏入50年代，被喻為是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15由於戰後香港社會還未完全

復原，加上大量難民湧入，造成不少嚴重社會問題。而此時的粵語片為了迎合普

羅大眾，為市民提供廉價娛樂，故推出不少粗糙濫造的粵話片，這些作品被稱為

                                                
12 方保羅（Paul Fonoroff）：《圖說香港電影史 1920-1970》，（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

頁14-15
13 《華僑日報》，1946年 5月 16日
14 方保羅（Paul Fonoroff）：《圖說香港電影史 1920-1970》，（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

頁18
15 寇立光，李玉芝：《台灣香港電影名片欣賞》，（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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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鮮” ，因為這些影片一個星期使能拍完。但此時亦有不少嚴肅認真之作，

例如「中聯」的《家》（根據巴金的小說改編），「中聯」創業於1952年，其創辦

人共有二十一位，他們全都是粵語片中的精英份子，如：吳楚帆，張活游，馬師

曾，吳回，白燕，黃曼梨等。他們創立「中聯」有一個共同目標：“拋開脫離現

實，內容空泛的粵劇片，生產既娛樂大眾又有

教育意義的社會意識片。”16而在“七日鮮”

影片充斥下致使香港粵語片變得低俗，為了改

善香港電影這種粗製濫糙之風氣，一批有志向

的電影人如：吳楚帆，吳回，秦劍，高魯泉，

紅線女，李月清等一百六十四人發起了一個名

為「粵語片清潔運動」（圖右）去提高影片之質

素，改善香港電影之發展。

粵語片在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產量驚人，而且類型眾多，有戲曲、武俠、

喜劇、文藝、倫理等，可謂百花齊放。可是隨著戰後出生的一代逐漸成長，社會

日趨繁榮和西化，年青一代有較高的教育水平，以往的傳統粵語片己無法滿足他

們的口味，故出現了以經紀，白領及工廠女工為題材的都市喜劇、模仿西方間諜

片的偵探動作片、全盤西化的歌舞片等，更出現了陳寶珠，蕭芳芳等青春偶像片

熱潮。

而同時“其實自 1961年「邵氏」在清水灣的影城落成大展拳腳，開拓新院

線，引進新科技⋯⋯國語片的製作已非小本濫拍的粵語片所能及。”17而在 60

年代中最受市民歡迎的莫過於國語武俠片，1967年「邵氏」推出《龍門客棧》

                                                
16 方保羅（Paul Fonoroff）：《圖說香港電影史 1920-1970》，（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

頁19
17 李焯桃：〈急景流年一腳瞬間—香港電影速寫〉，《香港電影海報選錄》，（香港：三聯書店有限

公司，1992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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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獨臂刀》轟動影壇，國語片在 60年代中開始大行其道，相反由於市場之轉

變，國語片之衝擊，加上 1967年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啟播，電視的普及吸引

了一

批觀眾，粵語片之產量開始下降。同時當時的導演因粵語片產量下降為了維持發

展他拍了許多低成本的粵語色情電影，踏入七十年代李翰祥導演開始以風月題材

作為出發點，拍製了不少情慾電影，色情電影之興起亦成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

代初電影業的一個特色。

1971年李小龍的《唐山大兄》再次把功夫片推上高峰，此時香港電影仍以

國語片為主導，直至1973年才再次出現一部新的粵語片《七十二家房客》，翌年

也有許冠文的《鬼馬雙星》到了1977年粵語片的產量才超過國語片，故到了1970

年代中粵語片才重新興起。

而踏入 70，80年代的交替期可以說時香港電影發展的一個新里程。一批曾

在外國攻讀電影的青年，返港後在電視台取得實際的編導經驗，其後紛紛投身影

圈，以西方的拍攝巧創作出不少著名電影，為香港電影製作帶來一次變革，造成

所謂「新浪潮」（New Wave）之出現，“這股新力量，這套新觀念，跟香港電影

界長久以來的傳統制度和觀念又是那未的不同。他們一旦能夠打入這個圈子，所

帶來的新氣象是可以期待的。”18這批新進人材亦創作了不少著名電影，如：許

鞍華的《瘋劫》，《投奔怒海》，《傾城之戀》，徐克的《蝶變》，嚴浩的《似水流年》，

《滾滾紅塵》，方育的《平父子情》，《半邊人》，還有麥當雄，冼杞然，譚家明等

人。而部分電影如嚴浩的《似水流年》，徐克的《蝶變》等更被選入二十世紀中

文電影一百強，與經典電影《清宮秘史》等齊名。19這批新進為香港電影注入新

                                                
18 亦晶：〈香港電影新浪潮—向傳統挑戰的革命者〉，《香港電影風貌1975-1986》，（台北：時報出

版公司，1987年），頁 36
19 《亞洲週刊》，第十三卷，第五十期，頁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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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為香港電影注入當代感性、都會氣息，也為香港電影帶進現代化之局面。

“新浪潮帶來了技術革新，題材的多樣化，以及大量對電影技術藝術熱心無比的

新人全面投入電影界，香港的商業電影從而獲到更現代化的新面貌。”20

時至今日，香港電影陷入低潮，這無疑與創作者的方向有關，他們從市場利

益為著眼點，推出一些低俗搞笑電影，使影片變得無主題，無內涵，與 50年代

中那些“七日鮮”電影無分別。故此港產片若要有所作為，必先解決這種低俗濫

拍之風氣，提高影片之質數，重新定出一發展方向，為香港電影帶出一條新路。

                                                
20 羅卡：〈憤怒的回顧—談一九八一~一九八二的電影〉，《香港電影風貌 1975-1986》，（台北：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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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歷歷史史史———電電電影影影教教教學學學

電影就如黎民偉先生所言是「移風易俗，輔助教育，改良社會的工具」，亦

是歷史教學中最有效的教學工具，電影往往不斷反映當地的歷史，不同國家的電

影也反映出不同國家的歷史及文化，利用電影可以把一些已被遺忘的歷史片段通

過影像，聲音的結合重現於學生眼前，再配合課本及老師的講解使學生能更有效

掌握課文內容。故筆者希望通過以下的介紹把電影應用於歷史教學之中。（筆者

曾在實習教學時多次利用電影作為教學工具，而學生亦提高了對課堂的興趣，故

筆者歸納出以下各點）

- 首先筆者認為老師在利用電影作教學時必須選擇合適的影片以配合所教的

內容，以達至相輔相承的效果（同時影片因版權問題必須使用正版影片，翻

版勿用）

- 選擇性播放：因每堂課堂的時間皆十分緊逼，加上每部影片的放影時間皆需

要 50 分鐘或以上并且不是所有部分皆適用於教學上，故我們可以選取影片

的某部分作為播放，以配合教學之內容。

- 批判性：因為大部分電影（記錄片除外）也可能因應政治因素，商業因素或

編導的好惡而對歷史事件加以改動（即所謂改編電影），故我們應在電影播

放前向學生說明這點，帶有批判性地觀賞電影，以免被誤導。

- 於課本教授後才播發電影：當老師講授了課文內容後，學生一般已掌握了一

些基本知識，之後再利用電影播放，可以加深學生的認識及暸解，亦能提高

他們的學習興趣 /動機，若相反，在課文教授前播放電影會使學生不能集中

於其後的課堂之中。

- 老師旁述：老師在影片播放時可作旁述，一方面配合課文內容，一方面目應

                                                                                                                                           
報出版公司，1987年），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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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內容進行講述可使學生能更有效吸收課文的內容，必要時更可暫停影片

進行講解或向學生提出問題。（筆者在實習時發現有不少學生會在影片播放

時提出很多獨特的見解及問題，故可因應學生的問題作深入探討。）

- 選擇電影應多樣化：我們可因應所教授的課題選擇不同類型的電影，例如紀

錄片，歷史改編電影等，亦可選擇不同國家的電影，例如教授日本史時可利

用一些日本電影等，同時更可利用字幕或無字幕電影去訓練學生的語文能

力，電影亦能加深學生對課文內容的印象，有助提升其記憶能力。

- 我們同時可以從電影人物中的衣著，飾物，時代背景，身處地點及環境作為

著眼點，以作講述亦可，不一定要尋找一些完全配合課題內容的電影作教

材，例如我們教授到日本明治維新時代日本人的生活習慣之改變，我們可以

找一些以明治維新時代作為背景的電影作教材，去了解當時人們在衣著，生

活習慣有什麼改變，如著西裝，用刀叉等。

- 其他輔助配合：我們亦可配合其他輔助作配合，例如可利用工作紙配合電影

去替代單調的講課，要求學生在看電影同時利用電影內容及既有知識去完成

工作紙等。

- 推動學生自我學習：根據筆者的經驗，很多學生會在電影欣賞過後更能了解

所教的內容，部分更會在電影欣賞過後產生很大的好奇心，進而向老師借電

影及其他資料作學習之用，此時老師可向學生提供更多的資料及學習途徑予

學生，讓同學自行尋找，例如互聯網上的文章，書籍等，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 /學習動機，使他們達至自我學習的境地。（應可同時提升他們的電腦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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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學科學習：其實利用電影教學更可達至跨學科的教學，例如在教授某國家

的歷史時，若老師播放該國的歷史電影，可使同學了解到一些該國的獨特文

化，地理形勢，語文發展等，絕對有助跨學科的學助。

以上是筆者對於應用電影作為教學用途的一些愚見，其他同工 /同學可因應

個人的需要而作出適當調整，希望能有助各位日後的教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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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香香港港港歷歷歷史史史———電電電影影影教教教學學學資資資源源源推推推介介介

以下是筆者所參考過的電影，部分內容絕對適用於教學上，并因應其內容與

對應的課題列出，以供參考。

- 《二十世紀歷史見證》一片記敘了二十世紀的重要大事，每十年一輯，記錄

的歷史事件如武昌起義，俄國軍命，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等。

- 《甲午風雲》講述中日甲午戰爭的詳細經過，劇中的服飾及拍攝地點皆為當

年戰爭的地點，此片更榮獲第十二屆菲格拉達福茲國際電影評委獎。

- 《幕末》一片則以阪本龍馬為主角，以幕府末期為背景，講述維新三杰及阪

本龍馬在幕未的事跡，大政奉還及鳥羽伏見之戰的歷史事見。

- 《鴉片戰爭》記敘了林則徐的禁煙事跡，及其後所引發的鴉片戰爭，還有因

戰爭所簽定的南京條約（割佔香港島），此片榮獲多項電影大獎，動用了龐

大的人力，物力把鴉片戰爭搬上銀幕，絕對有助學生了解戰爭的背後意義。

- 《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錄》為一系列的戰爭紀錄片，共有十多輯，完全記錄了

第二次大戰期間的歷史事件，如希特拉的興起，慕尼黑協定，白色方案，偷

襲珍珠港，中途島戰役，諾曼第計劃，華沙起義及大審判等。

- 《偷襲珍珠港》（西片）則把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歷史事件搬上銀幕，更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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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當時的政治情況表露出來，對於教授美國於二次大戰期間的政治立場大

有幫助。

- 《大班》（西片）則是以中國清朝時期為背景，講述當時中國設立大班制，

及於外國商人通商的情況。

- 《光榮》（西片）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講述當時美國人民因種族，利益

所引發衝突，最後引發生內戰的情況。

- 《帝國驕雄》（西片）為本屆奧斯卡最佳電影，此片利用了先進電腦特技把

古羅馬輝煌的景象重現眼前，例如重現了羅馬鬥獸場的全景等。對於教授古

羅馬的歷史是不可多得的教材。

- 《七七事變》（中國電影）記敘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揭開了日本在第二次大

戰的暴行及中國軍隊奮力抵抗的英勇事跡。

- 《亂世佳人》（西片）以美國南北戰爭為背景，整套電影的時代背景很適合

用於教授美國南北戰爭時的情況。

- 《孤軍雄心》（西片）以美國革命為背景，此劇最後一幕完全展現了當時美

英戰爭的情況，把十八世紀時的戰爭模式展現出來。

- 《萬世巨星》（西片）則主要講述耶穌如何被猶大出賣及被釘十字架的情況，

很適用於教授基督教時作教材。

- 《太陽帝國》（西片）則以二次大戲為背景，講述一名住在中國的英籍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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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父母失散，加上中國被日軍侵佔使其被關在日軍拘留營內，從中可使同

學暸解當時日軍侵華的情況。

- 《雷霆救兵》（西片）同樣以二次大戰為背景，但此片被以上的電影更徹底

把戰爭的恐怖面暴露於觀眾眼前，更展示了當時戰爭中武器的特式，例如有

飛機，大型垣克車及潛水艇等，展現當時軍備競賽下的結果。

- 《一個快樂的傳說》（西片）同樣以二次大戰為背景，可是這次轉以德國為

題材，講述德國在二次大戰時的極端主義，以輕鬆，幽默手法去展示當時猶

大人的生活。

- 《舒特拉的名單》（西片）則講述二次大戰間猶太人逃脫納粹德軍的殘害，

以現實手法去展示德軍之暴行。

- 《末代皇帝—溥儀》以中國清末為背景，講述溥儀一生的生活及清末受到外

國入侵時的情況。

- 《火龍》（港產片）則以溥儀後半生為題，講述他如們被利用成日本的傀儡

政府及在文革時被批斗。

- 《西太后》（港產片）講述西太后的一生，她如何奪權，達至“垂廉聽政”

之局。

- 《宋家皇朝》（港產片）講述宋家三姊妹的一生，此劇以民初政局為時代背

景，能使同學瞭解民初政局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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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的故事》（中國片）講述毛澤東的一生及共產黨的興起。

- 《鄧小平傳》（中國片）講述鄧小平的一生。

- 《秦俑》以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藥為主題及秦始皇興建兵馬俑的故事。

- 《荊苛剌秦皇》講述燕子丹派荊苛刺殺秦始皇之事跡

- 《太平天國》記敘了太平天國的興起及起義經過。

- 《西楚霸王》記述項羽與劉邦起義反秦，項羽自封為“西楚霸王”及其後自

刎的事跡。

以上只是筆者的一些參考建議，其實市面上還有更多合適的電影有助於歷史

教學，各位老師可因應自己的需要而加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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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總總結結結

正如著名香港影評人史文鴻先生所言：「電影是為了傳遞人生，社會及政冶

現實等訊息而存在。⋯⋯電影更帶來人與人之間的體會、溝通、同情和諒解」21。

香港的電影正代表著香港社會的變遷，電影與歷史在某程度上而言是雖以分割

的，世界第一套電影《工廠下班》正是記錄片（拍攝當時工人下班的情況）是一

種歷史的表現，故此電影絕對有助於歷史教學，是歷史教學中最有效的輔學工具

之一。

                                                
21
 史文鴻：《電影文化、理論和批判》，（香港：次文化堂中版社，1995年），見「簡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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