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英法聯軍之役 
時間：40分鐘一節 (合共二節) 
教學目標： 
1) 探究英法聯軍之役的發生原因及經過。 
2) 介紹《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內容，並說明其影響。 
3) 介紹帝俄對中國領土的侵奪 
學生已有基礎：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 

 
第一節課（英法聯軍之役的背景與第一次戰役） 
時間 內容 目標 
2 引入： 

*時間線 (1851年咸豐即位及太平天國開
始，1854年修約之爭，1856年西林教案
及亞羅船事件，1857-1858年 1st英法聯軍
之役及天津條約，1859年換約之爭 1860
年北京條約，1861年咸豐死、北京政變，
1863年太平天國平) 
*太平天國形勢圖 (參考課本頁 31) 

1) 搞清楚英法聯軍之役的起訖 
2) 令學生了解英法聯軍與長江
流域的太平天國是咸豐年間同時
存在的事件 

10 講授英法聯軍入侵的理由 
1) 英國 “阿羅號(Arrow)事件” 6/10/1856 
*1850年前後走私猖獗並以伶仃島為基地 
*香港容許華船以英國名義登記並受英人
保護 
清廷水師在檢查懷疑走私船隻時因該船
在香港的船隻登記過了期而扯下英國
旗，並拘留十二名水手，巴夏禮與葉名琛
交涉時指當時清廷侮辱了英國旗，故須放
還水手，賠款及道歉。但葉氏只肯放人而
不肯道歉。 
問題的關鍵﹕該船是否還受英人的保護 
2) 法國 “馬神父事件”(西林教案) 
*當時黃埔條約規定了在商埠內可建教堂
及清廷有責任保護法國人在華傳教，而無
明文指可深入內地傳教 
馬神父潛入廣西西林縣傳教而為知縣處
死。法國要求清廷追究責任和道歉而不
果。 
問題的關鍵﹕馬賴神父是否違反清廷的
法規 
a) 讓學生表決評理：是清廷錯還是當事人
理虧? 

*還是大家都有責任 
b) 讓學生討論英法兩國以此為由挑起戰

讓學生思考這些事件其實只是英
法兩國用以隱瞞背後的企圖和將
軍事行動合理化的藉口 



事的用意 
*借題發揮 / 追究責任和要求道歉? 

5 提問﹕南京條約及其附件的訂立是否已
完全滿足英人的願望? 
講授﹕ 
1) 廣州乃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但英人
屢因廣州人的反抗而未能正式入城 

2) 只規定開放五口(廣州、廈門、福州、
寧波及上海)通商，洋人難以進入內地經
商、傳教 

3) 開放的口岸不夠多，令貿易額未如理
想 

4) 國交平等有名無實，地方官員對洋人
依舊敷衍塞責 

5) 鴉片問題隻字不提 
*南京條約未有完全滿足英人的需要 

讓學生概括出中英矛盾的焦點 
1) 英人對清廷涉外的處置不滿 

(洋人在廣州入城等問題的交
涉不得要領) 

2) 英人希望擴大在華利益而提
出過份的要求 

 

5 1) 提問：鴉片戰爭後，清廷除了南京條
約之外，還與甚麼國家簽訂條約? 
2) 或令同學翻開課本頁 26 
3) 板書 1844+12=1856 
4) 提問：修約一事與英國有何關係? 
期望同學回應英人引用了”最惠國條款” 
*英、法、美三國急不及待在第十年(1844
年)提出修約被拒 
*英法正與俄國打杖 (克里米亞戰爭)，不
願此時與清廷開戰 
*全面修約的要求被清廷拒絕，使英人深
信惟有動武才能使中國屈服 

帶出中美 (望廈)、中法 (黃埔)”
十二年修約的規定” 
 
 
 

5 以地圖 (參考課本頁 35)顯示英法聯軍的
入侵路線 
講授英法聯軍入侵的經過 
1) 1856年 12月英領事巴夏禮率軍艦砲
轟廣州，激起民憤，導致英商館被焚 

2) 1857年 12月英法聯軍陷廣州，葉名琛
被俘送往印度(不戰、不和、不守、不
不死、不降、不走) 

3) 1858年 5月陷大沽，簽訂天津條約 

1) 配合講解，讓學生注意英法聯
軍曾兩度北上 
 

10 講授天津條約的內容 (參課本頁 36及 37
之地圖)及其影響 
*頁 37之地圖漏了煙台 
1) 外國公使駐京(外國人得以與高層官
員正面交涉，加強在華的影響) 

2) 增開十個商埠(洋貨大量輸入打擊本
土的手工業，長江中游加開漢口、九

1) 讓學生明白條約的內容 
2) 呼應先前講解，了解條文是配
合英人的期望 



江、鎮江等，順理成章要求內河航行
權) 

3) 外國的軍艦及船隻可自由出入長江
(國防洞開，影響本土的航運業) 

4) 外國人可到內地傳教、經商及遊歷(增
加中外的衝突及教案) 

5) 擴大領事裁判權至民事案(損害中國
的司法自主權) 

6) 賠款六百萬兩(令清廷的經濟困難更
大，民生更苦) 

*補充： “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 
1) 訂明鴉片改稱“洋藥”，每百斤抽銀
三十兩 (鴉片合法化) 

*相對於鴉片的價值，三十兩是很少的 
2) 邀外國人幫辦中國海關事務如李泰國
及赫德(做了五十多年，長期把持中國
的關稅，無自主權可言) 

3 總結 (板書) 
引發原因 

整理課堂資料，加深學生的印象 

 
第二節課 （第二次戰役與北京條約） 

引入： 
1) 時間線 (英法聯軍的發展﹕1854年修約之爭，1856年西林教案及亞羅
船事件，1857-1858年 1st英法聯軍北上及天津條約，1859年換約之爭 1860
年北京條約) 
2) 英法聯軍之役地圖 (參課本頁 35) 
*提問：天津條約訂下後應該滿足了英法的期望，但為何仍有第二次的北上? 
*補充資料：條文中有一年後北京換約 
*必要時解釋“換約” 
條文須交兩國元首簽字而交換後才正式生效 
比喻﹕中英聯合聲明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簽完約握手前做了甚麼 

5 

 猜猜看：著同學從天津條約中估出清廷最不能接受的條款 
補充：清廷有意修改的部份條款“四事”及其理由 
a) 北京駐使 (擔心洋人盡知京城的虛實，洋人生事，皇上顏面無存) 
b) 長江通航 (擔心英人入江或會與太平天國勾結) 
c) 內地遊歷 (洋人盡知內地情況及多生事端) 
d) 賠繳兵費後才交還廣州 (清廷顏面無存) 
*尤以首二項最堅持 

5 換約路線之爭 6/1959 (配合京津地圖) 
1) 清廷重修大沽炮台 
2) 安排洋使繞道北塘登陸進京，不淮其駛入大沽經白河入京，否則開火 
3) 洋使硬闖大沽，為僧格林沁擊退，洋使南下上海 
讓同學表決：中國錯還是洋使理虧？ 
追問：戰事可否避免？ 



10 講授戰事經過重點 
1) 英法兩國再派軍一萬七千七百餘人壓境，(8月/1860)一月內連陷塘沽，
天津，大破僧部 

*強調英法軍隊人數很少，然而仍能以少勝多 (號稱北方勁旅的僧部蒙古馬
隊) 
2) 18/9通州和談破裂，拘留英使巴夏禮一行三十九人 
3) 21/9八里橋戰敗 
4) 22/9咸豐出奔熱河，留恭親王在京主持和議 (配合地圖) 
5) 6/10搶掠圓明園 
6) 8/10巴夏禮獲釋 
7) 13/10聯軍進京 
8) 18/10火燒圓明園 (三日三夜) 
圖片：萬園之園（海晏堂銅板畫）與頹垣敗瓦的對比 (參課本頁 36) 
提問作結： 
1) 圓明園被焚是否可惜?or 
2) 圓明園的珍寶主要流落何處? 
19) 24，25/10中英、中法北京條約簽字 

15 講授北京條約的內容及影響 (參課本頁 36) 
天津條約及其附件 (通商章程善後條約) 仍然有效﹕ 
1) 外國公使駐京 (外國人得以與高層官員正面交涉) 
2) 增開十個商埠 (洋貨大量輸入打擊本土的手工業，長江中游加開漢口、
九江、鎮江等，順理成章要求內河航行權) 

*加開了天津為商埠，令總數達十六個 (課本頁 37之地圖漏了煙台) 
3) 外國的軍艦及船隻可自由在長江通航 (國防洞開，影響本土的航運業) 
4) 外國人可到內地傳教、經商、遊歷甚至 “買地起屋” (增加中外的衝突
及教案) 

5) 擴大領事裁判權至民事案(損害中國的司法自主權) 
6) 賠款六百萬兩， “加賠英法各八百萬兩，共一千六百萬兩”(令清廷的經
濟困難更大，民生更苦)  

7) 訂明鴉片改稱“洋藥”，每百斤抽銀三十兩 (鴉片合法化) 
8) 邀外國人幫辦中國海關事務 (失去關稅自主權) 
9) 割讓九龍 (香港版圖的擴張)配合板書地圖 
補充﹕英法聯軍前洋人在華已得權利 
1) 五口通商 (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 
2) 協定關稅 
3) 領事裁判權 
4) 最惠國待遇 
5) 國交平等 (兩國官員以照會來往) 

5 總結： 
1) 天津及北京條約是在既有權益的基礎上再擴展 
2) 咸豐十年的形勢分析(南有太平天國，北方有捻軍(馬賊)，外有英法聯軍) 
1) 提問作結：若你是咸豐帝你會點面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