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三歷史科

從警隊歷史看香港在二十世紀的成長和發展

第一單元 : 日治時期

第二單元 :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

第三單元 : 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



第一單元 : 日治時期

一. 教學目標 : 了解日治期間及日本投降後香港的情況

二. 教學重點 :

1. 香港淪陷期間警隊內各類警務人員的遭遇

2. 透視當時的一些境況, 再在學生的相關聯想中, 想像重光後, 社會的情況。

三. 教材 : 工作紙 -- 資料四段及問題

四. 教學步驟 :

讓同學看四段資料, 嘗試回答問題。 再由老師方指導下, 在課堂中討論結果, 從
而帶出香港淪陷的情況。



日治時期香港的警隊工作紙

請看資料一及二再回答以下問題 :

日軍對香港的侵襲行動在十二月八日早上開始， 其

攻勢極為凌厲， 推進迅速, 在短短四日內，警隊被迫全
面撤出新界及九龍， 集中所有人手退守香港島。

香港守軍在一九四一年聖誕日投降， 所有歐籍人員

均被送到赤柱集中營囚禁， 部分還與家眷同行; 華籍及
印籍人員則被遣散。  當時許多華籍人員都返回中國內

地， 亦有若干印籍人員轉而為日本憲軍效力。

資料一 (警隊博物館， P.13)

                        

資料二 (香港今昔 P.141)

1. 日軍共用了多少時間成功進佔香港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當時的英警、 華警及印警分別得到甚麼不同的對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看資料二,這些戰俘的身體狀態如何 ?  從而, 你是否可估計他們在集中營的

生活如何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再看以下資料三及四, 並回答問題 :

日軍投降後， 大部分囚於集中營的戰俘 …除九十

八人外, 全部都獲給予休養病假, 並遣送返國。  當時重

建警隊的工作是由「計劃組」負責, 在日軍撤離後, 該組

暫時負責管治香港。  戰後各警署大都一片混亂, 形如

廢墟; 警察的檔案紀錄不是遺失了, 便是被人破壞了。

資料三 (警隊博物館， P. 13)

                     

資料四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日本投降後在赤柱集中營內

舉行的升旗儀式   (警隊博物館， P. 35)



4. 你猜當時升起的, 是哪個國家的國旗 ? 這儀式有甚麼含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假如你是在場的香港居民, 你的感受如何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想像一下當時的社會, 作為市民, 你的最大願望是甚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這時重獲自由的英警, 是否能即時重新投入正常工作 ?  為什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當時「計劃組」重建警隊的工作是否輕易 ? 你又猜, 當時社會的重建又是

否容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答案

1. 日軍共用了十八天的時間攻佔了香港。

2. 當時所有歐籍人員均被送到赤柱集中營囚禁，華籍及印籍人員則被遣散。

3. 那些戰俘的身體常瘦弱, 相信在集中營的生活很艱苦。

4. 升起英國, 象徵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重新管治。

5. 讓學生自由空間去想像, 可自由發揮。 估計當時香港人會慶幸日軍的敗退,

有得勝的感覺； 但在民族情緒上, 又有一點兒不太願意再被英國管治, 故此,
心情是有一點矛盾的。

6. 因戰時糧食短缺、經濟萎縮, 通貨膨漲, 故當時市民最大願望, 應是安穩的

生活, 衣食充足, 社會經濟重新發展。

7. 這時的英警, 由於長期被囚集中營, 不是病重, 便是身體潺弱, 大部分都需

要休養, 無法即時投入正常工作。

8. 由於戰後各警署大都一片混亂, 形如廢墟; 警察的檔案紀錄不是遺失了, 便

是被人破壞了,  可以想像, 當時「計劃組」重建警隊的工作殊不輕易。

單是警隊的重建已不容易, 整個社會的重建固然亦不輕鬆, 但基於政府的各

項重建計劃的成功, 而人民亦渴求社會穩定, 香港在戰後不久便逐步恢復戰

前面貌, 經濟在往後的十年, 更持續增長得很快。



第二單元 :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

一. 教學目標 : 了解香港雖然長期受英國管治, 但它仍受內地政治氣氛的影響 :

六七暴動,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二. 教學重點 :

1. 認識六七暴動中, 警察的角色 : 維持社會秩序, 維護英殖民政府的利益

2. 了解香港人民受中國內地文革的影響 – 祟拜毛澤東, 及採取了激烈的反抗
行動

3. 在警察歷史中, 找到深刻的一段 -- 暴動時期警民的對峙, 反映以上兩者的
矛盾

4. 與中史科課題 – 文化大革命 配合, 讓學生結合二者而了解箇中關係

三. 教材 : 簡報

四. 教學步驟 :

1. 簡報 – 依簡報內短片及圖片的引導, 引起同學討論及思考

2. 專題研究

可加插研討題目, 指導同學把這課題與中史科配合, 找出六七暴動與文化大
革命的關係



第三單元 : 香港成為特別行政區

一. 教學目標 : 認識香港回歸中國的史實及其意義

公民教育－令學生認識自己的身份國籍

二. 教學重點 :

從警隊各方面的轉變, 認識到香港回歸中國所帶來的啟示

三. 教材 : 工作紙

四. 教學步驟 :

1. 著學生完成工作紙中甲, 乙, 丙三部分 回答其中的問題

2. 與學生共同討論它們的答案

3. 一起完成總結部分, 帶出主題



警隊在九七回歸之轉變工作紙

甲. 香港警隊名稱的轉變

              

資料一

一九六九年刊載的香港憲報號外, 宣佈將皇家的冠號

頒授予香港警隊及香港輔助警隊.

警隊博物館 p. 41

1. 請在以下空格填寫警隊在不同時期的名稱

年份 警隊名稱 英文名稱 提示

1841年警隊成立 香港警察隊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969年 (                 ) (                           ) 見資料一

1997年回歸後 (                 ) (                           ) 除去皇家二字



2. 為何在 1969年, 警隊名稱加上了「皇家」的稱謂 ?  這是表揚警隊在哪件

事上的表現 ?                                       (重溫上一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為何在 1997年起, 這稱謂又被除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 : 警徽之轉變

請看以下圖片

                          

 九七回歸前警徽   九七回歸後警徽

資料二

1. 九七回歸後警徽改變了, 它們的形狀相似, 細則卻有不少改變, 你能指出來

嗎 ?

九七回歸前警徽 九七回歸後警徽

1 頂部標誌

2 中央圖畫

內容

3 底部文字

2. 對於兩者之間的差異, 你能說出它們的含義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丙. 警隊首長的轉變

以下是香港警隊自成立以來歷任首長的名單

任期 姓名

1881-1844 威廉．堅偉 William Caine

1884 霍利上尉 Capt Haiy

1844-1845 布魯斯上尉 Capt J. Bruce

1845-1862 查理士．梅理 Charles May

1862-1867 威廉．甘賢 William Quin

1867-1892 華爾特．甸尼 Walter Heredith Deane CHG

1892-1893 梅甘．亞歷山大 Maf-Gen Alexander

1893-1902 弗朗西斯．亨利 Francis Henry May

1902-1913 約瑟夫．弗朗西斯．白德禮 Joseph Francis Badeiey

1913-1918 查理士．馬塞 C.M. Messr

1918-1934 沃爾夫 E.D.C. Wolfe

1934-1941 湯馬士．亨利．金 T.H.King

1941-1945 約翰．伊雲士 J.P.Pennefather-Zvens

1945-1946 薩姆森 C.H.Sanson

1946-1953 麥景陶 D.W. Macinntosh

1953-1959 麥士維 A.C. Maxwell

1959-1966 伊輔 H.W.E. Heath

1966-1967 泰羅 E.Tyrer

1967-1969 伊特斯 E.C. Eates

1969-1974 蘇托克里弗 C.O,.Sutcliffe

1974-1979 施禮榮 B. Slevins

1979-1985 韓義理 H.T.M.Henry

1985-1989 顏理國 R.H. Anning

1989-1994 李君夏

1994-2001 許淇安

2001-現在 曾蔭培

資料三

1. 1989年後的首長，　你看到與以前的有甚麼不同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為何這個改變不是在九七年才發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丁. 總結

1. 以上三個資料分析，　你看出香港在九七後身份上的改變嗎 ？

由英國殖民地的身份 變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２. 九七回歸後, 除了警隊方面的改變, 政府尚有甚麼變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中英為何選擇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這天把香港回歸中國 ? 這天有何特別意義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考答案

甲部

1.
1969年 ( 皇家香港警察隊   ) (Royal Hong Kong Police )

1997年回歸後 ( 香港警察隊       ) (  Hong Kong Police )

2. 1969年, 英政府為加許警隊在六七暴動時的表現, 故特加了「皇家」二字殊

榮予警隊.。

3. 1997年, 因為回歸中國, 政府部門不應再有任何殖民政府的標記, 故此, 把這
稱謂除去。

乙部

1.
九七回歸前警徽 九七回歸後警徽

1 頂部標誌 皇冠 洋紫荊花

2 中央圖畫

內容

維多利亞港及沿岸景色, 充滿
開埠初期香港的氣息

四座建築物 : 中環大會堂, 中
銀大廈, 匯豐銀行總行和交易
廣場。

3 底部文字 “Royal Hong Kong Police”的英
文字樣

“香港警察, Hong Kong Police”
中英對照

3. 兩者的差異在於前者具有殖民政府的標記, 亦見殖民政府初期治港時所見

香港的景貌。  後者自然不會再有這些特色, 換來的, 是特區政府召的標記,

亦見現代化香港的建築物。  而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之一, 故此中文亦見於警
徵內。

丙.

1. 1989年前, 警隊首長全是英國人, 但 1989年後, 開始出現華人的署長。

2. 由於 1984年已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落實了香港回歸中國的前途,  故此,

政府部門內亦逐步本地化。  而顏理國在 89年退休, 順理成章地, 新任的署

長便由華人擔當。 而不須等待九七才進行, 以便過渡會更為順利。

丁.

1.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2. a)不再有總督,  à 九七起選舉特區首長

b)有新的香港區旗及區徽



c)其他政府部門的徽號亦除掉所有有殖民特色的標誌
等等。

3. 按照 1898年<拓展香港界址規條>, 新界租借予英國, 為期九十九年。 1997

年 7 月 1日, 是這條約規定租借期終止的一天。  因應這條約, 中英在八十

年代初已開始為香港前途而談判, 最後達成協議, 在九七年七月 1日回歸。
這天的意義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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