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史──認識新界 
（附資料題） 



香港史──?認識新界?  

第一?二教節??新界?從哪裡來?  

教案  
 
年級：   中二  
課題名稱：   「新界」從哪裡來？  
教學目標：  
 

透過本節，學生應能夠：  
1.  讓學生認識香港「新界」的範圍。  
2.  讓學生明白為何「新界」會成為香港的一部份，和
這與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有何關係。  

3.  讓學生了解英國人接管「新界」時村民反抗的歷
史。  

教材：  1.  參考資料兩份  
2.  工作紙兩份  
3.  香港地圖一份  

 
 
課堂活動  (1 小時 10 分 ) 
 
時間  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其他  
5 老師向學生提問「新界」

的地理位置，讓他們指出
在香港的哪一處。(老師可
展示「香港地圖」以輔助
教學 ) 

思考並回答問題  導入課題  
喚起對課題關注  

5 老師總結學生的看法，並
指出「新界」是與中國內
地的深圳相連。  

 直接教學  

15 老師派發第一張工作紙
及參考資料，著學生分組
討論及完成題目  

分組討論  協作學習  

12 讓同學分享自己的看法，  
老師並總結同學的討論
及觀點 

匯報討論結果及反思  
 

 

6 老師簡介英國人接管「新
界」時村民反抗的歷史。  

 直接教學  

15 老 師 派 發 第 二 張 工 作
紙，著學生分組討論及完
成題目  

分組討論  協作學習  

12 讓同學分享自己的看法，  
老師並總結同學的討論
及觀點  
 

匯報討論結果及反思  
 
 

 



 



 
 
 
 
 

香港地圖?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



 
 
 
 
 

?新界?從哪裡來?工作紙 (一 ) 
 

根據所附的參考資料和自己的見解，回答下列問題：  
 
1.  英國為在香港擴展英界，向當時中國的滿清政府租借地方，限期為多少
年？  

                                                                     
 
2. 新的租借範圍──「新界」包括哪兩個海灣在內？  

                                                                     
 
3. 新的租借範圍包括哪條河以南和哪條街以北的地方？  

                                                                     
 
4. 「新租之地」由何年何月何日起由英國管治？直至何年才交回中國？  

                                                                     
 
5. 假如你在中、英兩國政府簽署「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住在「新租之地
──新界」之內，你會對於英國將會接管自己所住的地方這事有何反應？  

                                                                     

                                                                     

                                                                     
 
6. 在「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租約」屆滿前十三年，中國和英國政府已
簽署了一份「中英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將於專條「租約」屆滿時把「新界」
連同「香港」和「九龍半島」一併歸還於中國，而香港現在已回歸中國一
段日子。  
甲）試想想你自己在當年香港回歸的時候，心情和反應是怎樣？  
乙）你認為在當年香港回歸時，其祖先一直住在「新界」的人士（俗稱「原
居民」），對香港回歸中國的心情和反應又會是怎樣？  

甲）                                                                      

                                                                     

乙）                                                                      

                                                                     



 

?新界?從哪裡來?參考資料 (一 ) 
 
「新界」的由來  

「新界」這名稱則首先見於 1898 年 6 月滿清政府和英國於北京簽訂的「展

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該條約前，中國已把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分別割讓給

英國，但由於英國仍不滿足，所以要求滿清政府租借更多土地。在「展拓

香港界址專條」中，新的租借範圍包括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半

島地區，以及附近大小 200 多個小島。該條約原以英文寫成，文中將這些

地區稱為 New Territories，直接翻譯過來就是「新界」了。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原文（漢文）：  

溯查多年以來，素悉香港一處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資保衛，今中、英兩國政

府議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圖，展擴英界，作為新租之地。其所定詳細界線，

應俟兩國派員勘明後，再行畫定。以九十九年為限期。又議定，所有現在

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

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

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

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將來中國建造鐵路至

九龍英國管轄之界，臨時商辦。又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

移，為業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築造炮臺等，官工需用地段，皆應從公給

價。自開辦後，遇有兩國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約、香港章程辦理。查

按照粘附地圖所租與英國之地內有大鵬灣、深圳灣水面，惟議定，該兩灣

中國兵船，無論在局內、局外，仍可享用。此約應於畫押後，自中國五月

十三日，即西曆七月初一號開辦施行。其批准文據應在英國京城速行互換。

為此，兩國大臣將此專條畫押蓋印，以昭信守。  

 

此專條在中國京城繕立漢文四份、英文四份，共八份。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六月初九日  
「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原本）：  

資料來源 : 



Cheung, Yat-fung,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Politic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p. 184. 

 
 
 
 

?新界?從哪裡來?工作紙 (二 ) 
 
根據所附的參考資料和自己的見解，回答下列問題：  
 
1.  雖然滿清和英國政府已簽訂了「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但之後清、英仍
就定界談判。滿清和英國政府在 1899 年 3 月 11 日簽訂了什麼而界定實
際的租界？  

                                                                                                 
 
2.  當時住在新的租借範圍──「新界」範圍（深圳河以南）的民眾，以及
住在深圳河以北的民眾，準備對抗英國人的接管。根據資料，你認為當
時對抗英國人接管行動有沒有組織性？可否舉例為証？  

                                                                                                 

                                                                     
 
3.  根據資料，當時是否所有深圳河南北的民眾都準備對抗英國人的接管？
可否舉例為証？  

                                                                                                 

                                                                     
 
4. 假如你是當時住在「新界」範圍（深圳河以南）的民眾，對於英國人將
接管你所住的地方一事，會有怎樣的回應？原因何在？  
□ 參與抗英行動  
□ 逃往深圳河以北  
□ 若無其事  
□ 其他（請說明）：                                                                                                  

 

原因：                                                                                                  

                                                                     

                                                                     
 



 

?新界?從哪裡來?參考資料 (二 ) 
 
 

鄧族發出抗英揭貼  

 

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一日清英展開了定界談判，三月十九日簽訂了「香港英

新租界合同」，而界限 (北界 )已早於三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沿線打下木樁為誌﹐

隨而傳遍深圳河南北眾多的鄉村。達德約的首領們經過多次商議，決定作

出更大的備戰行動。  

 

三月二十八日屏山鄧族首先張貼出抗英揭貼，其中心內容是 : 

1.  指出英夷即將入我界內，奪我土地，貽患無窮 ; 

2.  鄉親憤恨英夷，決心抗擊 ; 

3.  必須熟練精良武器 ; 

4.  已闢練兵場，號召全體愛國志士，齊集作實彈演習 ; 

5.  技術優勝者獎 ; 

6.  每日都舉行操練，要求全體親友壯丁持械前往操場 ; 

7.  要竭盡所能滅賣國賊 (明確警告投敵分子，漢賊不兩立 )。  

 

(資料來源：鄧聖時 (1999)。 < <屏山鄧族千年探索 > >。香港：屏山鄉鄉事委員會 ) 



 

香港史──?認識新界?  

第三?四教節?新界的發展  

教案  
 
 
年級：   中二  
課題名稱：   新界的發展  
教學目標：  
 

透過本節，學生應能夠：  
1.  讓學生認識新界在二十世紀初的發展以農業為
主，和新界鄉議局的成立和地位。  

2.  讓學生了解新界的新市鎮發展對香港的重要性。  
教材：  1.  參考資料兩份  

2.  工作紙兩份  
 
 
課堂活動  (1 小時 10 分 ) 
 
時間  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其他  
5 老師簡介「新界」在英國

接管成為香港殖民地一
部份後的情況。  

 導入課題  
喚起對課題關注  

18 老師派發第一張工作紙
及參考資料，著學生分組
討論及完成題目  

分組討論  協作學習  

12 讓同學分享自己的看法，  
老師並總結同學的討論
及觀點 

匯報討論結果及反思  
 

 

5 老師簡介在 50 年代開
始，有很多從中國大陸的
移民移居香港， 故做成
「新界」要發展，且營建
新市鎮。  

 直接教學  

18 老 師 派 發 第 二 張 工 作
紙，著學生分組討論及完
成題目  

分組討論  協作學習  

12 讓同學分享自己的看法，  
老師並總結同學的討論
及觀點  
 

匯報討論結果及反思  
 
 

 

 



 
 
 

 

新界的發展──工作紙 (一 ) 
 
 
根據所附的參考資料和自己的見解，回答下列問題：  
 
 
1.  從所附的參考資料 (包括文字及圖片 )，你認為新界在 1920
年代鄉民主要從事什麼工作？  

                                                                     
 
2.  新界鄉民於 1920 年代成立了 ”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 ”。根
據資料，鄉民為什麼要成立這個組織？  

                                                                           

                                                                     

                                                                     
 

3.  當時的港督在 1926親往新界鄉民所成立的 ”新界農工商業研
究總會 ”視察後，建議組織改名為什麼局？  

                                                                     
 
4.  當時要加入上題所提及的 ”局 ”，鄉民要繳交多少費用？  

                                                                                                 
 

5.  根據資料，上述的 ”局 ”可向新界居民簽發什麼？  

                                                                                 
 

6.  文字參考資料的作者劉潤和認為上述的 ”局 ”本身有政治意
圖及政治主張，你覺得為何作者有這個看法？你又是否認
同那 ”局 ”是有政治意圖及主張？請抒己見。  

                                                                                                 

                                                                    

                                                                     
 



新界的發展──參考資料 (一 ) 
 

鄉議局成立緣起  

 

到 1923 年，政府公佈<<民田建屋補價條例>>，規定新界農地如欲轉為屋

地，政府除保留批准權外，還飭令補繳地價。對鄉民言，這明顯違背了中

英簽訂條約的內容，於是群起反對。 … … 用 ”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 ”的名

義，訂定章程，然後請律師代為註冊。 … … 當時內地出現不少農會，作用

志在宣揚共產主義，因此 ”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 ”遂為流言所傷，被說成

是共產黨組織。後來，當時的港督金文泰於 1926 年 5 月親往視察，發覺絕

無其事，提議改名為 ”鄉議局 ”。鄉民入局須一次過捐款不少於 5 元或承諾

以後每年捐款 5 元予鄉議局。… … 鄉議局的組式及會務方針，明顯有意隱

藏本身的政治意圖及政治主張，令鄉議局常常被看成是一個壓力團體式的

諮詢機構而非政治組織。  
 
 
(資料來源：劉潤和 (1999)。 < <新界簡史 > >。香港：三聯書店。 ) 
 
 



 
 
 
 
 
 
 
 

新界的發展──工作紙 (二 ) 
 
 
根據所附的參考資料和自己的見解，回答下列問題：  
 
 

1.  文字參考資料中提及哪些新界的新市鎮？  

                                                                     
 
 

2.  在 1996 年，香港 630 萬人口中，有多少萬的人住在新界及離
島？  

                                                                                                 
 
 
3.  香港要在新界發展新市鎮的原因為何？   

                                                                                                 

                                                                     

                                                                     
 
 
4.  參考資料附上之新市鎮填海工程地圖。根據你的見解，你認
為新界新市鎮的發展 (包括大量居民移入、填海工程 … 等 )對原
有在新界的東西，包括原居住於新界的鄉民 (俗稱原居民 )、
農地、歷史遺蹟等有什麼影響？   

                                                                                                 

                                                                     

                                                                     

                                                                                                 

                                                                                                 

                                                                                                 



新界的發展──參考資料 (二 ) 
 

營建新市鎮的發展藍圖  

新市鎮的概念來自英國，有以下的特點：（ 1）地區人口急劇增長；（ 2）全

面規劃化；（3）與母城市分隔開來；（4）大部分的房產由一個非牟利的公

共機構擁有；（ 5）市鎮以自足及平衡建設為目標。香港發展新市鎮就是以

此為藍圖的，而主要的原動力則來自巨大的人口壓力及工業的需求。自五

十至七十年代，香港面對極大的人口壓力，1946 年的人口為 155 萬，5 年

之後的 1951 年為 202 萬，上升 29．3％；1956 年是 261 萬，上升 28．2％；

1961 年是 3 17 萬，上升 20．4％；1966 年是 363 萬，上升 13．5％；1971

年是 405 萬，上升 9．4％；而 1976 年是 452 萬，上升 10．6％。  

 

1949 年，港九市區的人口居住密度極高，每平方公里達到的 50,000 人。踏

入七十年代，這個密度並無多大的轉變，而根據數字，市區人口於 1961 年

佔全港人口比率是 82．4％，1971 年是 81％，1976 年是 77．3％，1981 年

是 66．5％， 1986 年是 64．3％。同時期荃灣、屯門及沙田的總人口比率

則是 3．7％、8．2％、11．9％、24．7％及  26．5％。這裏明顯見到由  1961

到  1986 年的  30 多年間，市區人口不斷下降，新市鎮所在地的荃灣、屯門

及沙田的則一直上升，形成了一個十分強烈的對比。到 1996 年，香港 630

萬人口中已有 296 萬人住在新界及離島，佔全港人口的 46． 4％，更顯出

了新市鎮在吸收市區外移人口的努力與成績。  

 

在新界荃灣、沙田及屯門，營建新市鎮的工作早在 1950 年代便開始，而有

關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亦相繼展開。荃灣新市鎮的報告於 1959 年刊印，而它

那可容 120 萬人口之社區發展藍圖亦同時得到批准。沙田及屯門的發展藍

圖也同樣於 1967 年獲得通過，這兩個新市鎮的人口目標各為 100 萬。3 個

新市鎮的發展藍圖都曾分別於 1969、1972、1973 及 1978 年作過不同的修

改。  
 
(資料來源：劉潤和 (1999)。 < <新界簡史 > >。香港：三聯書店。 ) 



 

 



 
參考答案：  

 
「新界」從哪裡來？──工作紙 (一 ) 
1. 九十九年  
2. 大鵬灣、深圳灣  
3. 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  
4. 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一九九七年  
5. (自由作答 ) 
6. (自由作答 ) 

 
 
「新界」從哪裡來？──工作紙 (二 ) 
1.「香港英新租界合同」  
2. 有。舉例 :「達德約的首領們經過多次商議，決定作出更大的備戰行動」、
「屏山鄧族首先張貼出抗英揭貼」、「每日都舉行操練，要求全體親友壯丁

持械前往操場」 . . . . . .等  
3. 否。因為有投敵分子 (即賣國賊 )。  
4. (自由作答 ) 

 
 
新界的發展──工作紙 (一 ) 
1. 農業  
2. 反對政府公佈 <<民田建屋補價條例>>，規定新界農地如欲轉為屋地，政
府除保留批准權外，還飭令補繳地價。  
3. 鄉議局  
4. 須一次過捐款不少於 5 元或承諾以後每年捐款 5 元  
5. 新界居民籍貫證  
6. (自由作答 ) 

 
 
新界的發展──工作紙 (二 ) 
1. 荃灣、沙田、屯門  
2. 296 萬  
3. 這是由於巨大的人口壓力及工業的需求，以及當時新界的土地較多但人
口較少  
4. (自由作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