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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中二

課題：直至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成長和發展

教學目的：嘗試透過一個學生認識的華人社團 – 保良局，讓學生了解英國管治香港初期的

歷史

教學目標：

在完成此課題後，學生應能夠

1. 描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的社會經濟狀況。

2. 指出英國管治香港初期的方法和態度。

3. 歸納華人在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貢獻。

4. 指出婦女的角色和地位。

5. 找出華人與英人在社會價值觀念上的差異。

6. 瞭解不同社會背景及不同時代所持的信念和價值觀。

7. 選取、運用及綜合不同的歷史資料去分析歷史事件。

教節：七教節

教學方法：

1. 講授

2. 提問

3. 討論

4. 角色扮演

5. 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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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程序

第一部分 ：英國統治香港初期的社會經濟狀況

1. 引起動機

時間：10分鐘

教具：光碟1

教學安排

¨ 先播映香港十九世紀中期的片段，透過影像讓學生對英國管治香港初期有基本的印象

和概念，方便以後課節的講授。

¨ 教師可一邊播放片段，一邊作提問及解說。

例如：- 你們猜想這影像在什麼地方拍攝的？

- 你們猜想當時香港人多居於那些區域？

- 他們多數從事什麼職業？

- 你們猜想當時居於香港的人口有多少？男女人口比例如何？英國人及

  中國人的人口比例又如何？

- 從他們的衣著、外表，你們猜想當時的生活情況是怎樣？生活愉快嗎？

2. 資料閱讀

時間：25分鐘

教具：人口圖表(附錄1.1)、保良局文獻節錄(附錄1.2)、工作紙(附錄1.3)、光碟2

教學安排

¨ 以香港早期的人口圖表，補充剛才錄影帶的資料，讓學生了解當時的人口分佈情況。

¨ 利用提問方式，刺激學生思考英國管治香港初期的社會狀況及問題。

例如：- 為什麼男性人口遠多於女性？

- 他們是原居民還是移民？

- 他們聚居於那些地方？

- 這樣的人口結構可能衍生什麼社會問題？

¨ 老師可以展示英國管轄香港初期的地圖，加深學生的認識。

                                                                
1 香港公開大學(2000) 〈民生百態〉，《香港歷史：1842-1997》，香港：香港公開大學。
2 香港公開大學(2000) 〈滄海桑田〉，《香港歷史：1842-1997》，香港：香港公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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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

- 華人在總人口中佔大多數。

- 男女兩性比例懸殊，移入人口大部分為成年男性，已婚的大都把家眷留在家

鄉，因為中國人有安土重遷的思想。充分反映典型移民社會的人口結構。

- 兒童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為 17至 20%左右，16至 60歲勞動適齡人口約佔華

人總數的80%，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充沛的勞動力資源。

- 入境及離境人數相若，反映當時的人多不旨於留居香港。

- 英國管轄香港初期的人口變遷與中英簽訂割讓及租借香港地區的三條條約有

關。

1. 南京條約(1842) – 割讓香港島

2. 北京條約(1860) – 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及昂船州

3. 中英展拓香港界地專條(1989年) – 租借新界(約界限街以北及鄰近島嶼)九

十九年

- 同時，亦與清廷和外國戰爭有關，中國發生饑荒及騷亂，使大量華人逃來香

港

¨ 派發「保良局文獻節錄」給學生，請各學生閱讀後，填寫工作紙。

¨ 問題討論

- 當時社會面對什麼社會經濟問題？

- 你估計什麼因素導致出現這些問題？

- 當時政府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 為什麼華商上書表達意見？

- 政府的政策能否解決這些問題？

¨ 補充說明

- 開埠初年，香港面對的社會問題有：

♦  沿海海盜橫行，商船常被劫掠。

♦  罪案經常發生，治安十分惡劣。

♦  衛生環境差，瘟疫、熱病流行。

♦  人口拐帶、走私等問題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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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閱讀

時間：10分鐘

教具：警察人數圖表(附錄1.4) 、警察照片(附錄1.5)

教學安排

¨ 展示警察人數圖表，請學生閱讀。

¨ 利用提問方式，刺激學生思考英國管治香港初期的治安問題。

例如：- 根據圖表資料，你會如何介紹香港警隊的發展？

- 英國管治香港初期，主要招募哪些人當警察？你能解釋政府作此選擇

  的原因？

- 再參照「1851-1901年香港人口性別比例表」，你對當時的警力有何

  評價？

¨ 展示十九世紀末警察的照片，加強學生的印象。

4. 角色扮演

時間：15分鐘

教具：情境咭(附錄1.6)

教學安排

¨ 老師可在教授這課節前先詢問有沒有學生能操其他方言，可邀請他們扮演其中的角

色。

¨ 老師邀請一位同學為警察(只懂廣府話)，兩位同學為市民(只懂其他方言)。

¨ 利用提問方式，讓學生思考當時的治安問題。

例如：- 這位警察遇到甚麼問題？

- 他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 如果你是這位警察，你會怎樣做？

- 如果你是這位市民，你會怎樣做？

¨ 指出當時香港流傳有 “ABCD大頭綠衣，捉賊唔到吹BB” 的童謠， 可以詢問學生這

童謠如何反映警察在市民心目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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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閱讀

時間：10分鐘

教具：保良局文獻節錄(附錄1.7)

教學安排

¨ 派發「保良局文獻節錄」給學生，請各學生閱讀。

¨ 問題討論

- 保良局有何職責？

- 保良局如何執行這些職責？

- 暗差有什麼職權？與警察有什麼分別？

- 為什麼由保良局處理拐匪事宜？

¨ 老師根據不同的資料，引導學生總結英國管轄香港初期的社會經濟問題。

¨ 補充說明

- 華人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成立了民間治安團體「更練」，經費由各店舖捐

助。

- 香港政府批准更練的成立，因為它既可以補警力之不足，又無需政府出錢。

同時，政府規定「練目」由華民政務司任命和指揮，可發揮監察作用。

6. 課後活動建議

¨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館「香港故事」，可重點參觀展區五(鴉片戰爭及香港的割

讓)及展區六(香港開埠及早年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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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

表一：香港華人與非華裔人口比例表

         年度
項目

1851 1861 1871 1881 1891 1901

華人 95.4 97.5 96.4 97.3 96.8 96.7

非華裔人口 4.6 2.5 3.6 2.7 3.2 3.3

比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轉引自余繩武、劉存寬(1994)《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頁302。

表二：1851 – 1901 年香港人口性別統計表

單位：千人   

         年度

項目

1851 1861 1871 1881 1891 1901

合計 32.9 119.3 119.4 152.9 217.9 283.9

男 24.8 87.9 85.8 108.1 154.1 206.2
總
人
口

女 8.1 31.4 33.6 44.8 63.8 77.7

合計 31.4 116.4 115.2 148.8 210.9 274.5

男 23.7 85.5 82.7 105.8 149.6 200.3華
人

女 7.7 30.9 32.5 43.0 61.3 74.2

合計 1.5 2.9 4.2 4.1 7.0 9.4

男 1.1 2.4 3.1 2.3 4.5 5.9
非
華
裔
人 女 0.4 0.5 1.1 1.8 2.5 3.5

資料來源：轉引自余繩武、劉存寬(1994)《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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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1

表三：香港華人年齡分類統計表

          年度

項目

1851 1861 1871 1881 1891 1901

合計 31.4 116.4 115.2 148.8 210.9 274.5

成人 25.9 96.3 94.6 117.7 168.1 227.3

兒童 5.5 20.1 20.6 31.1 42.8 47.2

兒童所佔比率% 17.7 17.3 17.8 20.9 20.3 17.2

資料來源：轉引自余繩武、劉存寬(1994)《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頁305。

表四：1855 – 1899年出入香港的中國移民人數統計表

          年度
項目

1855 – 18591860 – 18691870 - 18791880 - 18891890 – 1899

離境 81053 96096 317273 657479 595028

抵達 75641 343881 774355 1072305

資料來源：轉引自余繩武、劉存寬(1994)《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頁312。

表五：1841 – 1881 年香港城鄉華人人口統計表

                年度

項目

1841 1851 1861 1871 1881

合計 5450 17835 77284 90100 118991

維多利亞城 1100 12601 66069 79593 102385

香港島 4350 5234 6110 5946 7585農村

九龍 5105 4561 9021

城鎮人口在城鄉總人口

的比率%

20.2 70.7 85.5 88.3 86.0

資料來源：轉引自余繩武、劉存寬(1994)《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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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2

保良局創辦人最初呈遞港督軒尼詩爵士之一封書

「具稟人東莞縣駐港客商盧禮屏、馮明珊、施笙階、謝達盛等，稟為拐風日熾，集

資懸賞，乞  恩給諭，以除拐匪， 而安良善事：切港地賣良 拐騙，例禁綦嚴 ，向蒙

大憲疊次懲治，拐匪稍知歛跡， 幾於弊絕風清 。等邇來人心鬼蜮， 陽奉陰違，行詭

秘，東往西遷，甚至媒婆老媼，俱為拐帶窩家，如誘良家婦女到港，初詭騙為傭，

繼則逼勒為妓，或轉販外洋，或分售各地，童男則賣作螟蛉，童女則鬻作娼婢，總

總奸謀，殊難枚舉。‥‥‥

大英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九月廿五日稟

附錄條陳五款

一拐帶之風，隨處皆有，然莫有多於香港者，亦莫有甚於近日者，皆因年來水

旱頻仍，民多窮困，於是匪徒得以乘機誘拐，設計網羅，無知婦女易墮術中，一入

牢籠，鮮有自能解脫者。‥‥‥  」

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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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3

請以「保良局文獻節錄」，回答以下問題。

1. 什麼人上書表達對社會問題的關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這封信在哪一年上書總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當時香港面對什麼社會問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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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4

1851 – 1901 香港華人與非華裔警察人數統計表

        年度

項目

1851 1861 1871 1881 1891 1901

歐洲籍 29 73 121 104 27 145

印度籍 115 297 263 171 227 366

華籍 30 80 260 314 350 409

總數 174 450 644 589 704 920

資料來源：Hong Kong Government (1932).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 – 1930.

(3rd ed.).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2

附錄1.5

攝於中央警署的一批高級警官，時約一八八五年。

   

十九世紀末的華籍警員。

華籍與印度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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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6

你是香港居民，不懂廣府話，只懂其他

方言，你正在街上閒逛。

你是一位警察，只懂廣府話，你覺得迎

面而來的人士形跡可疑，上前查問。與

此同時，你看見一個人從商店出來，一

看見你便拔腿逃跑。

你剛從內地偷渡來港，肚子餓了，便到

商店看看店主會否施捨食物。離開時，

你看見一位警察，便立刻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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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7

港督飭巡理府草擬保良局章程

「三、此公局之設，特為保護婦女及幼童起見。

一、為查禁拐匪及被拐之人。

二、凡有男女被拐到港，或為娼婢，或販賣出洋，公局必須設法挽救，使各回

原藉。

三、凡遇此等被拐男婦，係要待官訊斷，方能發落如未送回原藉之前，公局必

要收留撫養。

四、若被拐之人無家可歸，公局須要代擇配或設法以安其身，故要建造屋宇一

所，使無家可歸之婦女幼童，得以駐止安身。所捐之項，專為此等事件而

用。又將英國禁止拐帶之例，錄成一冊，或刊印於紙，標貼各處佈告，以

期遐邇週知，使知歛跡。

八、所僱暗差訪事，及司理人等，其工金由公局支理。該暗差由國家允准後， 其權

即如皇家差役一式，每名仍須由局具保銀一白元，方能充役。此等暗差，專為

禁止拐帶，及緝拿拐匪而用，每日要將辦之事，稟報巡捕官，但巡官捕亦不得

用該差辦別等事件。」

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 311-312。

保良局為修改章程草案覆歐德理參贊函

「一凡華人渡船及貨船，無論由何處到港，或前往別埠，每於下錨及將開身時，准

暗差到船上盤查。

    一凡外國船隻，無論由港前何埠，如載有華人搭客，於該船未開行之前，亦 准暗

差到船上稽查。」

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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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7

為請給局差憑照木椎銀笛並飭巡捕協助嚴緝拐徒致輔政司函

「具稟人保良局值事等，

‥‥‥今特求憲台暫給本局暗差憑照二紙，差役木椎二枝，(即綠衣木銀雞二件)，并

求札知巡捕官轉飭各處差館幫辦等知照，以期互相協助，庶于公事有裨。‥‥‥

署輔政使司

史大人，伏乞轉詳

督憲大人卓奪施行

大英一八八一年三月十四日(光緒七年二月十五日)                                               」

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315。



16

第二部分 ：英國管治香港初期的政策

1. 意見調查

時間：10分鐘

教具：施政要項表(附錄2.1)

教學安排

¨ 重點重溫第一部分關於香港初期的社會經濟問題。

¨ 假設同學是當時的港督，他需要草擬施政報告，試列出施政方向和改革項目。

¨ 邀請同學簡介他們的施政報告，請其他同學補充或發表意見。

¨ 歸納同學的意見，分項列寫於海報紙上。

2. 引起動機

時間：10分鐘

教具：電腦

教學安排

¨ 登入有關政府架構的網頁，再把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的政府架構投射在熒幕

上，請學生比較開埠初年和現在的政府架構。

¨ 展示警察人數圖表，請學生閱讀。

¨ 補充說明

- 當時政府大致採取不干預政策，其最終目的是促進對中國的貿易，以維持社

會安定，主要政策是確保商業正常運作。

- 開埠初期的政府架構較為簡單，所涉及的教育、民生範疇不多。

- 開埠初期，在法律上和事實上，參政權是少數歐籍人士的特權。1880年前，

政府拒絕讓華人有任何選舉權。

3. 資料閱讀

時間：20分鐘

教具：保良局文獻資料(附錄2.2及2.3)、保良局捐款記錄(附錄2.4)

教學安排

¨ 派發「為當局組織稽查保良局委員會局董具陳局務經過」，請各學生細心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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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提問方式，刺激學生思考當時華人社團處理或發展事務時面對的問題。

例如：- 保良局成立初期的職責包括哪方面？

- 保良局需要什麼資源幫助執行這些職責？

- 你建議運用什麼策略獲取這些資源？

¨ 派發「保良局初期請政府撥助經費呈文」，請各學生細心閱讀，看看能否回答以上問

題。

¨ 派發「1899年保良局收入帳目」，引導同學思考政府、華商、廟宇對社會慈善服務

的參與。

¨ 補充說明

- 香港政府對華人社團組織，分別採取利用、控制、干預與排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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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1

政治 經濟 醫療 法律 治安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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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2

為當局組織「稽查保良局委員會」局董具陳局務經過

「‥‥‥各委員欲知本局經手辦理之事，請查大人咨文之數目便悉，照該數目，前

四年半發來本局之難民共有二千七百五十一名之多。該局之事，遞年加增，自董事

等接辦之後，尤有過焉。凡欲保護一人，費無限工夫時候方能妥善。人數愈多，則

董事工夫亦多，所費時候，每日動要數點鐘之久，方能辦清。‥

董事八人，遞年公舉，寫字二名，暗查二名，小公司三名。

政務司商妥，乃招人領育，或遣嫁。凡領育或領娶，此婦女必要妥當人在華民政務

司台前簽字擔保。倘婦女之親屬無水腳，則由本局支給。‥‥‥戊寅己卯二年，本

局難民食用，由醫院發給。」

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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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3

保良局初期請政府撥助經費呈文

「具稟人保良局董事梁安、李德昌等

為局費不敷，乞恩設法籌貲俾垂久遠而拐風事：緣董等於庚辰年五月十七日奉

到

燕前憲札諭，蒙

國家恩准在港設局，清查拐匪，保衛善良，歷庚辛壬癸四年，共計安置男女難民一

千零三十七名，或擇配成婚，或資遣回籍，或招人撫養，或自主傭工，必使各得其

所，萬民感頌，遐邇沾恩，茲值

仁憲  福蒞於茲，更為嚴慎飭私案，餘力不遺，准察輪船，有奸必獲，務期風清弊

絕，董等佩戴尤深。惟本局前時試辦，不過共捐得洋銀一千三百七十元，連利息銀

一百四十四元一毫五仙，統計得銀一千五百一十四元一毫五仙。核計四年之內，共

需化用銀四千二百八十九元二毫二仙，除本局捐款利息外，悉由東華醫院借出。本

局祇僱訪事人二名，其餘管賬、鈔寫、工人，亦由東華醫院內之人幫辦，如此支

絀，恐難久持。故於本月初一日，晉謁

仁階，乞求設法。荷蒙  面諭，局中費用若干，稟明酌給。又蒙囑議例局紳黃勝與議

例局員商議撥款，應需建造保良局所。聞風之下，歡忭莫名。伏乞早日舉行，俾得

源源接濟，垂諸久遠，盡絕拐風，則永荷帡幪，長叨樾蔭矣。上赴

華民政務司大人，乞轉詳

督憲大人爵前作主施行

一八八四年歲甲申二月廿一日      」

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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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4

1989年保良局初的收入帳目

定期存款  15,000.00美元

募捐收入    2,663.00美元

文武廟捐贈     1,342.30美元

船政司署付保護小女旅費      50.00美元

利息收入   2,100.00美元

前年借款餘額   1,293.27美元

合計  22,448.57美元

資料來源：轉引自可兒弘明(1979) 《近代中國苦力「豬花」》，東京：岩波書店。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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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英國統治香港初期的華人地位

1. 引起動機

時間：10分鐘

教具：錄影帶3

教學安排

¨ 先播映關於早期華人、洋人的片段，透過影像讓學生對早期華人、洋人的生活、角色

及地位有初步的了解，方便以後課節的講授。

¨ 教師可一邊播放片段，一邊作提問及解說。

例如：- 他們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同？

- 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否相同？為什麼？

- 當時的華人多從事什麼職業？

- 當時的洋人多從事什麼職業？

- 當時的華人及外籍人士是否享有相同的政治、社會及經濟權利？

- 現在的華人及外籍人士的社會地位是否相同？是否擁有相同的權利？

2. 資料閱讀

時間：15分鐘

教具：爵士檔案(附錄3.1)、工作紙(附錄3.2)

教學安排

¨ 派發「爵士檔案」，請各學生細心閱讀並完成工作紙。

¨ 問題討論

- 你認為何啟對香港的發展有何影響？哪方面的影響較大？

- 為什麼英國人讓何啟參與政治政策？

- 為什麼英國人揀選何啟擔任重要職位？

¨ 補充說明

- 英國人為統治絕大多數華人，從華人中挑選一批精英份子為代表，成為英國

人統治的橋樑。部份人被挑選委任為太平紳士，有些則被揀選進入立法、行

政兩局，擔任非官守議員，成為議會中華人的喉舌。

                                                                
3 李汶靜、黃玉潔(1997) <華人、洋人>，《香港：一個年代的終結》，香港：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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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1880 – 1882伍廷芳

1884 – 1890黃勝

1890 – 1914何啟

1896 – 1917韋玉

3. 資料閱讀

時間：10分鐘

教具：保良局文獻資料(附錄3.3)

教學安排

¨ 派發「保良局上書港督解釋華人習俗」，請各學生細心閱讀。

¨ 問題討論

- 當時上書給總督是什麼人？

- 為什麼他們上書總督？

- 為什麼他們一起上書政府？

- 你認為他們是否團結？

- 什麼是行會？

¨ 補充說明

- 外商在港做生意，不懂華語，不了解華人做生意的作風和習慣，所以需要華

人擔任橋樑的角色，這些幫助外商在華做生意的人稱為買辦，為買辦提供了

發財和晉升社會高層的機會。

- 在香港生活的華人面對不少困難，如離鄉背井獨自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生活、

不懂政府的官方語言、行政及法律與中國傳統不同等，華人要在香港生活，

便需要依賴家族或華人間緊密聯繫以作照應，所以華人便把中國傳統的組織

方法帶來香港，如行會、同鄉會、宗親會等。

- 由於華人人口逐年增加，為了維持安定，除了華民政務司外，香港政府利用

慈善機構或華人團體，通過支持這些機構的負責人，間接聯繫政府與華人之

間的關係。

- 由於政府不積極干預，所以華人之間很多事情都由華人自己處理，華人選擇

他們熟悉慣用的方法，處理不同的事務和解決不同的問題。

- 由於香港居民多為移民，沒有士紳階級，商人可成為社會的重要階層。

- 當時由於英國人對蓄婢有不同看法，為了保障華人利益及維持中國傳統，所

以華商聯袂向政府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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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1

爵士檔案

何啟原名何神啟，又名沃生，1912年封爵士。1859年 3月 21
日生於香港，祖籍廣東南海。父親何福堂為香港第一位華人牧師。

1870年十一歲進入中央書院第四班唸書，兩年後即負笈英國
留學。1879年獲醫科學士、外科碩士；同年再進林肯法學院，1881
年獲大律師資格，1882年初攜新婚妻子(Alice Walkden)返回香港。

1882年成為第二位華人高等法院出庭辯護律師，同年被封為
太平紳士。1886年擔任潔淨局委員，共作了十年。1890年擔任立法
局非官守議員。

1886年，他將英籍妻子的遺產出捐出，創辦雅麗氏紀念醫
院，次年又創辦香港第一所大專學校 – 香港西醫書院。

24年中，與香港華人社會有關之法令、公益、慈善事業，無
不與何啟有關。

同時，何啟亦關心清末的政局，常用英文在報紙上發表政治

改革的議論，這些議論後來改以中文發表並集結成冊，與胡禮垣共

同具名，書名為《新政真銓》

資料來源：張秀蓉(1998) 《1893年香港保良局立案法團條例與何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報》，

22期，頁34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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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2

1. 以上資料是關於哪位人物？他是華人還是歐洲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為這位人物對香港的發展有沒有貢獻？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他在政治、社會、醫療各方面有何貢獻？

政治 1.

2.

3.

4.

社會 1.

2.

醫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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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3

保良局上書港督解釋華人習俗

「具稟人代闔港華紳商民

招雨田、梁安、馮明珊、馮登、陳灼之、崔瑞生、胡浩泉、黃筠堂、郭松、黃

澍堂、梁鑾坡、馮衍庭、彭逸圃、郭南屏等，為乞恩變通例意，分別辦理，以順輿

情，而恤民隱事：緣本港地近省城各處，貧民多有賣女鬻男以求生活，因華官向無

例禁，故歷久相安。近因有等貪利匪徒，假託買婢為名，轉販外洋為妓，碔砆亂

玉，殊堪痛恨！‥‥‥切念  大人關心民瘼，惻隱為懷，斷 不忍無告窮民，束手待

斃。伏乞鑒諒輿情，不行擾民之政，代為申奏朝廷，請將華人買子立嗣，買女為

婢，因例波及之款，變通辦理。其有買良為娼，誘拐販賣者，則從嚴治罪，俾闔港

貧富均安，則感大恩於靡既矣。另錄條陳十款，附呈鈞覽，伏乞督憲大人察奪施

行。

再者此稟理直闔港華人行店簽名，因見事關急迫，恐延日久，故眾議以董等十

四位代眾出名，以免延誤。

大英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十月廿二號(光緒五年九月初八日)                     」

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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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英國統治香港初期的婦女地位

1. 引起動機

時間：10分鐘

教具：紙條

教學安排

¨ 先展示香港不同年代婦女的圖片，透過深刻的畫面，加深同學的印象和感覺。

¨ 教師可一邊展示圖片，一邊作提問。

例如：- 你們認為香港開埠初期的婦女生活如何？

- 你們猜想她們從事什麼工作？

- 你們覺得她們的生活愉快嗎？為什麼？

- 你們覺得她們是否享有與男性相同社會權利和地位？為什麼？

¨ 派發紙條給學生，請他們寫出對香港開埠初期婦女的印象。

¨ 把學生已填寫的紙條分類，貼在白板上，留待下一部分再深入討論。

2. 資料閱讀

時間：20分鐘

教具：保良局文獻資料(附錄4.1)、報章資料(附錄4.2) 、領帖資料(附錄4.3)4

¨ 派發「領娶女子為妻室簡章」、「壬辰年口供暫記」及報章資料，請各學生細心閱

讀。

¨ 問題討論

- 你認為當時一般人對婦女有何看法？

- 你認為當時婦女在家庭的地位如何？

- 當時社會是否存在階級觀念？

- 當時紳商認為他們對社會有何責任？

- 你猜想紳商眼中的婦女形象是怎樣？

- 你認為紳商積極處理拐騙或虐待婦女問題，是否爭取婦女權益的第一步？

¨ 請同學看看他們剛才列寫的以前婦女的特點，能否幫助回答上述問題。

¨ 可展示「領婚領育簿」、「稟帖」及「立領帖」，加深學生的印象和認識。

                                                                
4保良局(1998) 《保良局：一百二十年紀念特輯》，香港：保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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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

- 在當時香港社會，為生活所迫，窮人家的女兒常被賣給別人當童養媳或當婢

女﹔窮人家的男孩則送或賣給無子嗣的家庭為繼子，替人繼承香火。男女性

的社會角色、地位不同。

- 中國傳統習俗相沿，只要雙方情願，買賣女子是社會所容許的。

- 紳商扮演華人中的父母官的身份，遇上糾紛，為華人排解。保良局的總理認

為他們具有保護這些婦女的道德責任，不單要照顧她們目前的困難，也要為

其安排日後的幸福。當遇到未能送還故鄉的女子，如被家人或丈夫所賣掉，

這些總理認為若把她們遣送回鄉，只會使她們再被賣掉。從此可見，這些總

理認為他們擁有足夠的社會權力，不遣送她們回鄉，便為她們決定將來，這

種權力可以凌駕於這些婦女的家長權力，決定這些婦女的前途。

- 主理保良局的紳商，一方面保護傳統束縛下的婦女，另一方面又維護固有家

長制度，非旨於保障人身自由或個人權利。

3. 資料閱讀

時間：10分鐘

教具：「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

教學安排

¨ 先展示由保良局成立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總理就職照片，讓學生從總理的身份、稱

謂、衣著、排名、性別認識社會的變化。

¨ 教師可一邊展示圖片，一邊作提問。

4. 課後活動建議

¨ 介紹同學閱讀《又喊又笑：阿婆口述歷史》的其中一則故事：「我係大妹陳大妹」，

這則故事描述買賣妹仔、妹仔生活情況、婦女的家庭生活、地位等。讓學生更深入

了解早年婦女的生活情況及感受她們的處境，老師可建議同學閱讀後撰寫札記，抒

發讀後感想。

¨ 請同學分組訪問 2位不同年代的女性，一名約 70歲或以上，另一名約30至40歲。

訪問範圍包括：家庭及婚姻處境、教育情況、工作情況、社區參與等。讓學生嘗試

透過口述歷史搜集資料，同時亦希望讓學生對女性的角色演變有更深刻的體會。完

成後，分組作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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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1

《壬辰年口供暫記》癸已年三月三十日

「陳X供述：我是東莞縣人，45歲，丈夫戴 X在前年去世，有一子靠賣蔬菜為生。

大伯(丈夫之兄)和大姆(大嫂)死時，留下一筆債務和一個 7歲的女兒待撫養。去年姑

娘戴XX15歲，由契媽(養母)領養，得到 30元，還清了大伯的欠債。我住在都統衙門

幫佣，本年(光緒十九年)三月初三日，契媽將戴 XX許配給某男子作第三妾，言明聘

金100元。‥‥‥」

資料來源：轉引自可兒弘明(1979) 《近代中國苦力「豬花」》，東京：岩波書店。頁 282。

保良局創辦人最初呈遞港督軒尼詩爵士之一封書

附錄條陳五款

一拐帶之風，隨處皆有，然莫有多於香港者，亦莫有甚於近日者，皆因年來水

旱頻仍，民多窮困，於是匪徒得以乘機誘拐，設計網羅，無知婦女易墮術中，一入

牢籠，鮮有自能解脫者。‥‥‥而拐匪恃此，愈得以行其術，被拐之人，或用言小

利，或以恐嚇危詞，逼其自認情甘，人使當面質詢，亦難破其奸媒者。」

大英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光緒四年九月廿五日稟

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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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1

《領娶女子為妻室簡章》

「凡欲領娶女子為妻室者，其本人須屬獨身之男子(即未娶妻或喪偶者)，到局時先向

本局司理說明，由司理將局內適齡女子并已登記願意擇偶者之照片給看，認為合意

時司理即通知女樓管事帶同該女子見面，如男子雙方合意并無嫌棄時，申請人須將

年齡、籍貫、職業、入息及居址等列明，申請書交本局司理代呈董事局審核，如董

事局認為滿意時，必函致申請人自覓舖章保，仍由本局調查清楚，并轉呈華民司憲

核奪後，由華民司署代辦簽署正式註冊結婚手續，共諧鴛侶，不取分文。

資料來源：http://www.poleungkuk.org.hk/archives/article_c_.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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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2

《香港華字日報》，一九二一年六月二日

談屑

我最怕聞是哭聲，而婢女被打之哭聲，則尤不忍聞，以彼無靠弱女之頻被敲擊

為可憐也。

夫人亦孰不愛其自由，婢女則一身不能自主，萬事無不從人，偶忤主意，則鞭

撻隨之其孤苦為何如者。

且人亦莫不自愛其子女，己之子女，則愛若掌珠，人之子女，則視如糞土，是

又豈重人道者所宜出，家有婢僕者，幸注念之。

資料來源：轉引自Poon, P.T. (2000).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Hong Kong (1901 – 1940),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Po Leung Kuk. Unpublished M.Phi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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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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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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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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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華人與西人在社會價值觀念上的差異

1. 意見調查

時間：10分鐘

¨ 先重溫香港開埠初期的社會經濟情況，詢問同學對買賣婦女、蓄婢的看法，請他們舉

手表達意見。

¨ 邀請贊成及反對的學生表達論據。

2. 資料閱讀

時間：25分鐘

教具：保良局文獻資料(附錄5.1及5.2)

¨ 把全班分為 4組，每組有 10份相同資料，每個組員負責閱讀 1份資料。獲取相同資

料但組別不同同學先圍圈而坐，一起閱讀資料，然後討論。

¨ 討論完畢便返回原組，將資料解釋給同組同學。

3. 分組討論

時間：15分鐘

教具：工作紙(附錄5.3)

¨ 四組中，兩組為正方(代表華人，支持蓄婢)，另外兩組為反方(代表西人，反對蓄

婢) 。

¨ 每組利用10分鐘討論及5分鐘預備論據。

4. 辯論

時間：20分鐘

¨ 分組辯論。

¨ 總結。



附錄5.1

一、中國歷久以來，於買賣男女童稚，或為繼嗣。或為育女，或為使婢，

如係彼此情甘，非拐誘擄勒者，皆例所不禁。此等事不獨庶民有之，即士大夫

之家，亦皆有之，此皆由中國生齒日繁，貧苦者眾，故國家緣情制例，以期無

病於民。若慨施禁令，則貧困之人，別無救活之策，勢必坐以待斃，此例所以

不禁之本意也。惟於買良為娼，誘諒拐擄勒，居心不良等事，則例必嚴懲，其

有科以死罪者，蓋同此買賣一事，固當審辨其心之善與不善，以分別其有罪無

罪耳。

二、中國陋習，素有溺女之風，而廣東為尤甚，貧窮之家，因衣食不能

自給，又加以兒女苦累，每因無人承受，甫產即行溺殺。近日此風已比前略

減，此乃忍心害理所為，實人所共憤者，然彼亦萬不獲已，迫於貧困，故付之

無可如何耳。今於買童買婢一事概行禁絕，恐異溺女之風，必轉甚於前。與其

溺殺有傷造化主之仁，孰若任人買賣得以遂其生機之為愈乎，且買受之家，必

係衣食豐足，比其父母定勝一籌，決不至有饑寒之慮，所以人樂於授受也。

三、凡為父母，願將自己子女轉賣與人，必係勢處萬難，計窮力盡，捨

此別無善策，然後始忍為之。在賣者初心，乃求售於人，定是情甘，並無絲毫

勉強。在買者之自視，乃濟人之急，頗類善端。蓋所買之男女，其幼時必也衣

之，食之，撫之，教之，或有疾病，則延醫以調理之，及其長也，如係男子，

則為之置家立室，以冀其成立；若女子，則為之擇佳婿，以妥其終身，愛護之

心，多有過於已出者，似此看待，豈得與終身為奴，不由自主者相提並論哉。

四、中國尊崇儒教，即孔孟之道是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以故凡無子之人，皆以立嗣為切念，因不孝二字，罪名甚大也。縱其人

或有不願，而親友等亦必力為勸戒之，所以買人繼嗣，如是之多也。既可以買

人子為己子，即可以買人女為己女矣，此乃華人風俗之最要者，祈俯賜詳察。

五、例禁不准買人為奴者，實恐賤畜而虐遇之，所以愛惜人類也。今之

畜婢視其不給傭資一節，雖與傭異，然幼撫卹，長遣嫁，其中得其代勞者，只

過數年，且遣嫁，無意居奇，衣食勝於所出，窮苦人家之女，視為生天活路，

若悉杜而絕之，則窮簷之女，生路迴絕，是欲愛之而反以害之。大憲仁愛為

心，必能洞察於此。以上十餘董等不過略將華人風俗，及歷任英憲辦理情形，

據實剖陳，用達上聽。務祈曲諒民隱，俯順輿情，分別辦理。至於以前所立之

例，有及是事者，應否變通例意，從簡去繁？或自後買童買婢一節，可否報官

註冊？立明條款，不得苛待等情，恭候憲裁，如此則無病民之政，而貧富相

安，闔港咸沾其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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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2

資料來源：保良局董事局編纂(1978) 《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1878 - 1978》，香港：保良局，頁313-

314。

Poon, P.T. (2000).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Hong Kong (1901 – 1940),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Po

Leung Kuk. Unpublished M.Phi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ough the parents of a mui tsai had the power of redemption, but in most
cases, the girl in question was sold for ever without redemption.  Money gave
purchasers complete power over them, including the control of service and power of
re-sale. The mui tsai do not receive any wages from the owner.  The real motive of the
owner was clear and was to secure cheap labour.

Mui Tsai were transacted like chattels and are deprived of individual freedom.
They were sometimes sold locally or overseas as prostitutes to make profits.  Even
though those who are stayed with the owner,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leave freely and
are seen as property for life.

Though some of the mui tsai were kindly treated but many of them were
grossly ill-treated and underfeded.  Those who were married as concubines were ill-
treated by the first wives, which actually makes their lives remain as terrible as before.

No one can acquire any right over the person of another, that no man can sell
his own person into slavery, that a person has no saleable property in his child;
moreover that every such sale absolutely void, that money paid on any such sale
cannot be recovered back, but that the man bought must be restored to liberty, and the
sold child to his parent, as if no money had been paid.

The mui tsai and their parents were generally ignorant of the rights to leave the
owners and to be protected from ill treatment.  Many of them were illiterate.  They
were kept from contacting the outside world.  It was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know
about their rights 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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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3

正方論點 反方批評



39

附錄5.3

反方論點 正方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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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3

隊員 論點

主辯 1.

2.

3.

第一副辯 1.

2.

3.

第二副辯 1.

2.

3.

1.

2.

3.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