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洋務運動 (中三) 
時間：40分鐘一節 (合共三節) 
教學目標： 
1) 認識洋務運動的背景 
2) 認識洋務運動前後期的措施，並分析兩期重心之不同 
3) 探討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和影響 
4) 理解洋務運動的意義：中國“現代化”的開端，下開維新運動 

 
第一節課 (帝俄之巧取豪奪與洋務運動的背景) 
2 提問引入： 

百戰百勝還是不戰而屈人之兵較高明? 
帶出英法聯軍期間俄國不費一兵
一卒便使中國割大量土地的史實 

5 帝俄對中國北方領土的侵奪的過程 (配
合 powerpoint：表列條約內容/地圖) 
1) 俄人以武力迫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璦
琿條約 28/5/1858(割了 60多萬平方公
里) 

2) 中俄天津條約 
3) 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40萬平方公里) 
4) 1864年 10月勘分西北界約記(44萬平
方公里) 

*合共 150平方公里，失地之多較英法所
獲更鉅 
5) *背景資料補充﹕1689年康熙朝簽訂
了 “中俄尼布楚條約”及 1727年雍正
朝簽訂了 “中俄恰克圖條約”，中俄邊
界維持了百多年 

1) 指出俄國與英法對華政策之
不同：俄國對中國的領土有鯨
吞的野心，英法等國只是謀求
更多權益 

2) 指出俄國成功的原因在於： 
a) 利用中國急於安撫英法而無
暇兼顧的時機威脅中國 

b) 假意表示願助清廷調停英法
聯軍，博取清廷好感 

10 圖片：慈禧太后的畫象 
圖片：慈禧太后的畫象 
1) 提問：這是誰？ 
補充/提示：她是咸豐的妻子 
2) 故事+講授：英法聯軍退走不久，咸豐
即死在熱河，遺命其六歲子即位，命八大
臣輔政 
3) 兩個權力中心﹕北京(恭親王等留京大
臣)、熱河(肅順等隨侍大臣) 
*強調恭親王不入輔政之列(咸豐與恭親
王不睦)，兩宮太后（esp.慈禧）與八大臣
不和 
*恭親王欲借支持太后垂簾的機會除去肅
順等以操實權，而慈禧則欲借助恭親王的
聲望及政治外交經驗 
4) 太后與皇上在熱河，恭親王在北京，
兩人在運送咸豐靈柩回京之際聯合發動

1) 帶出影響晚清半世紀的女強
人及垂簾聽政與親王議政並
行之格局的出現(1861年) 

*補充資料(大事記)﹕ 
a) 1864年恭親王一度被
罷，後雖復出，但已免去 
“議政王”一銜 

b) 1873年撤簾歸政同治 
c) 1874年同治死，光緒立，
二度垂簾 

d) 1883-85中法越南戰爭 
e) 1884年恭親王被罷黜 
f) 1889年撤簾歸政光緒 
g)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 

2) 引出恭親王與洋務派在中央
的得勢 



政變，殺肅順、端華及載垣三人及流放其
餘的顧命大臣，兩宮太后開始垂簾聽政 

20 時間線：標示英法聯軍(1857-60)，太平天
國(1851-63)，辛酉政變(1861) 
*重點提醒當時太平軍尚未平服 
1) 對外戰敗及西洋武器對於時人的衝
擊 

*官員切身體驗西方先進科技 (胡林翼見
輪船而吐血、洋人組 “常勝軍”助剿、蒙
古馬隊亦不抵洋槍洋砲) 
*有識者如(洋務前)魏源 “海國圖誌﹕師
夷之長技以制夷”、(洋務早期)馮桂芬 “校
邠(賓)廬抗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
務後期)鄭觀應 “盛世危言﹕商戰”、王韜
(在香港辦 “循環日報”)、郭嵩燾對時局的
理解：“求變” 
2) 挽救軍事及經濟危機 
*清廷對內亦未能鎮壓太平天國、捻軍，
故有需要加強軍隊的作戰能力。 
*軍費支出龐大，加上天津、北京條約的
大量賠款與洋貨的大量傾銷令民生凋
敝，本土手工業破產，國庫空虛。 
3) 領導人物的倡導  
恭親王在中央的崛起 (辛酉政變) 
*奕訢的想法﹕ 
1) 認為列強可以信義籠絡，只是中國欠
缺通曉夷務的人才 

2) 認為可以善加利用洋人以幫助自己
(eg.借師助剿) 

3) 認為中國必需自強以備不測 
中興名臣曾、左、李之崛起 (因平定太平
天國有功而成為地方督撫，掌握地方權
力) 
*在太平天國時，中央授權地方便宜行事
(eg.自組團練，調動地方資源) 
*曾、左二人是湖南人，李氏為安徽人 

總結清朝所面對的外憂內患並帶
出局勢的平服和箇中變化 
1) 漢人地位的提升 
2) 認清中國確實及不上西方 
3) 意識到中國的眼前問題是
“國窮兵弱”，故有“富國強
兵”的需要 

3 總結：洋務運動的背景 (板書/OHP表解) 帶出中國為了 
1) 不再被列強欺負 
2) 解決國家眼前的困境 
而進行革新 

 
第二節課（洋務運動的內容） 



5 時間線：標示洋務運動的起訖 (1861年之
北京政變至 1895年之甲午之役) 
*約三十多年 
提問： 
1) 清廷面對甚麼問題? 要點改革？ 
*國貧兵弱，被列強欺負∼ “富國強兵” 
解釋洋務的分期及其原因 
*發展重點不同 
a) 前期：1861-1872 
*領導人物有中央的奕訢、文祥及曾國
蕃、李鴻章及左宗棠 
b) 后期：1873-1895 
*領導人物有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 

1) 讓學生理解 “洋務運動”的精
神，並引入洋務措施的講解 

 

 講授前期變革內容（配合板書/圖表） 
2) 改革 “龍頭”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及其架構 
*意義： 

a) 有了專責外事的機關，反映清廷外交態度之改變 
b) 總籌洋務的推行 

3) 強化軍備 
提問：清廷軍隊有甚麼不及洋人？ 
與同學一起分析引文：李鴻章 
*反映官員認為問題出在器物不如洋人，所以只要得到洋人之器就不會輸 
“自強以練兵為務，練兵以製器為先” 
*總括怎樣才能得到洋人之器：一是買，二是買洋人機器自製，三是學其技
而仿製 
~大力建設兵工廠，輪船廠 
3) 培育洋務人才 
a) 建立學堂，培訓專才如翻譯、製器、駕船 
b) 派遣留學生出洋 (後來撤回) 
小結：帶出前期的重點是要建立 “根基” 

15 點解有錢搞洋務? 錢從何來? 
1) 因為在奕訢及文祥居中主持下，中央大量撥款 
2) 地方督撫有能力調動資源 (包括厘金的支持) 
3) 洋人赫德(總稅務司)所主理的海關收入 
*但因早期洋務花費多且有出沒入所以後期的漸感不支 
*出現 “賺錢”的迫切需要 



15 講授後期變革的內容 (配合板書/圖表) 
1) 興辦民用事業 

a) 礦務 
b) 造船 
c) 鐵路 
d) 紡織 

*解釋這類實業的經營模式：官督商辦 
2) 建設新式軍隊 

a) 引進洋人訓練軍隊 
b) 設立武備學堂、水師學堂 
c) 購置船艦，組建海軍 

3) 派駐外公使 
*意義：反映清廷對外交的態度更開明 
提問﹕ 
後期的洋務措施比前期多了甚麼內容? 
*民用事業 
4) 為甚麼? (著學生猜猜看) 
*籍此開拓財源 

5 總結： 
1) 參考課本頁 48-49之示意圖 
*帶出前後期洋務內容的分別 “強兵行先，富國行後” 
2) 派發 “洋務建設地理分佈圖” 
*帶出洋務建設只集中於個別城市和地區的特色 

 
第三課節 （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及其影響） 
時間 內容 目標 
5 引入；時間線 

標出中法越南戰爭及中日甲午戰爭 
*中法越南戰爭﹕福州馬尾船廠及南洋艦隊被破壞 
*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的覆滅 



20 講授洋務運動的失敗原因 
外在的阻力 
1) 保守派的反對(以儒家道統自居，反對 “以夷變夏”之舉) 

a) 倭仁﹕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b) 徐桐﹕官員從商有失廉潔 
c) 慈禧太后雖借重洋務派(漢人)但同時縱容反對派以收牽制之用 
d) 慈禧與恭親王的權力鬥爭 
e) 慈禧挪用公款興建頤和園 

2) 民間阻撓反對（民智未開，對外認識不足） 
a) 建設中影響地方士紳的利益，如收地起鐵路 
b) 風水的問題 
c) 意外事件頻生 

3) 列強的阻撓 
a) 洋人並非真心助其富強，當初中國要向洋人買入槍械機器乃利之
所在，他們大多抬高價錢及提供次貨與中國，當改革稍有成效則
慮其威脅本身的利益，故多阻撓其事 

b) 中法(1885)、中日(1895)戰爭破壞了北洋及南洋艦隊，成果受破壞
之餘，賠款亦吸走大量資金 

內在的問題 (反對派不全是無的放矢) 
1) 缺乏現代化的管理，實業因經營不善而連年虧本 (官督商辦) 
2) 官僚系統腐敗，洋務派中亦良莠不齊 (貪污盛行，以權謀私) 
3) 洋務派過份倚賴洋人，部份洋人不學無術，因此技術低下，成效甚低 
4) 洋務派內部的人事矛盾 (李、左不和) 
5) 對西洋認識膚淺，改革方向過於狹窄，流於表面 
6) 政府及民間資本不足，難以進一步發展 
重點：洋務派只逐皮毛，不知西方強大的本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配合工作紙： 
*與學生一同探討那個因素是失敗的關鍵 
*是內在的問題還是外在的阻力更關鍵 
*最後全體學生表決 

10 洋務運動的貢獻 
*強調其歷史意義在於 “中國現代化的起步” 
a) 引進各項技術 (軍事技術及機械) 
b) 培養人才(外語及其他專業)及介紹西學(翻譯西方書籍) 
c) 建立實業基礎 
洋務運動影響 
d) 加劇列強入侵的野心 (搞了三十年都失敗，認為中國軟弱可欺 “瓜分”) 
e) 促成戊戌維新 (知識份子明白以往的方向走錯) 



5 總結：讓學生反思所學 
著學生在所派工作紙的背後填上他對洋務運動的評價 (或另覓紙寫) 
指引： 
*從其實際成效看 
*從它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上看 
*從主政者的視野上看 
*從政策施行上看．．．（自由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