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楊秀珠教授
學生：陳美惠（06018720)                                                  日期：4-4-2007



大綱

一) 歷史背景

二) 發展時期－九龍寨城時期(1846-1943年)
－九龍城寨時期(1943-1993年)
－九龍寨城公園時期(1993年~)

三) 參觀九龍寨城公園

四) 歷史考察之旅－九龍城區



歷史背景

早於嘉慶年間，便有「九龍寨」的記載，但城
 牆還未建造，要直至鴉片戰爭後，城牆、城池
 建造起來，這裡便稱為「九龍寨城」。

到了日治時期，城牆被拆，寨城亦被毀。而港
 英政府在劃分地方區域時候，連毗鄰九龍寨城
 南面一帶地區亦統稱為「九龍城」，為免混

 淆，於是把「九龍寨城」喚作「九龍城寨」。



九龍寨城/城寨  
的  

發展時期



九龍寨城時期(1846-1943年)
•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增築城牆、城池，並於

 城內建造兵房和衙署，以便官員辦事和防守

•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割讓九龍半島界限街以
 南，寨城的軍事地位日益重要

• 甲午戰爭後，列強開始瓜分中國，英國向中
 國租借深圳河以南（新界）及離島各島嶼，
 為期九十九年，並於1898年簽訂《中英展拓
 香港界址專條》，但中國力爭保留九龍寨

 城，作官員駐紮之用



九龍寨城平面圖



寨城遠望，城牆連綿不斷



寨城正門



城內古炮



思考題？

• 1898年簽訂《中英展拓香港界址專條》，
 其中列明：

“……所有現在九龍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
 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

所有九龍地區都已劃入租借版圖，清政府
 為何仍要保留一個孤城－－九龍寨城？

這有何用意呢？



九龍城寨時期(1943-1993年)
• 日治時期，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把九龍寨

 城的城牆拆毀

• 戰後，大量新移民、貧民遷入城寨建屋

• 1960s港英政府曾部署清拆整個城寨的計劃，
 但中國外交部指出此為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

 事。自此，城寨的管治進入真空狀態，成為
 “三不管地帶” (中國不管、英國不管、香港政

 府不管)，而且成為罪惡的溫床

• 1970s 建築業發展蓬勃，人口高度密集，居
 住、衛生環境十分惡劣



城寨內部，中間部份為舊衙門所在地



城寨鳥瞰



城寨清拆前的面貌－外圍



城寨內的環境衛生甚為惡劣



• 九龍城寨成為“三不管地帶”，是歷史遺留下
 來的問題。你認同嗎？

• 九龍城寨時期的歷史被認為是一段黑暗的
 歷史，你認為這段歷史還值得保留下來

 嗎？為什麼？

思考題？



九龍寨城公園(1993年~)
• 1984年中英兩國簽訂《中英聯合聲明》

• 1987年兩國共同決定全面清拆九龍城寨

• 1993年完成清拆，並於原址改建為公園。
 園內的原寨城南門遺蹟及衙門，被列入法
 定古蹟，使九龍寨城公園成為香港唯一的
 歷史園林公園。



寨城公園的平面圖



公園內發現的南門和寨城石額及部份城基



修葺後的九龍巡檢司衙門



• 九龍城寨公園內保留了一些「九龍寨城」
 的文物和遺蹟，也展示了一些「九龍城

 寨」的舊照片，你認為能否足夠反映出這
 裡的發展的歷史呢？

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留待參觀九龍城寨公園後，再作討論！)

思考題？





參觀

• 地點：九龍寨城公園

• 目的：通過實地考察，加深對九龍寨城/ 
城寨發展歷史的認識

• 對象：中三級

• 活動：學生分為三至四人一組，每組需
 完成一份工作紙





歷史考察之旅－九龍城區

• 目的：讓學生更多認識香港與中國的歷
 史。而九龍城區有著不少的名勝古蹟，藉

 著實地考察使學生對周遭的歷史有更深入
 的認識，及培養他們”發掘”歷史的興趣

• 對象：中三級（自由參加）

• 形式：四至六人一組，以九龍寨城公園為
 出發點，設計一條考察路線，每條路線至
 少有三個參觀景點(包括寨城公園)。勝出組

 別會帶領中一學弟妹進行歷史考察之旅!!



九龍城區

的

名勝古蹟



宋皇臺公園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2w9YBNG9hYAQnq.ygt./SIG=12s5skda0/EXP=1175761341/**http%3A//www.chinalane.org/article_images/450/hist007_feature01_1_rthk.jpg


啟德機場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3IPYxNGd1QAXlm.ygt./SIG=12memoiij/EXP=1175762063/**http%3A//hk.yimg.com/hk/providers/singtao/20061024/20061024ap10y.jpg


土瓜灣天后廟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3VeZRNGGFwB.Sy.ygt./SIG=120vn7usn/EXP=1175762654/**http%3A//www.fushantang.com/1005/ett/1002p.gif


紅磡觀音廟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3HcZRNGgikBeFi.ygt./SIG=120rk3vqc/EXP=1175762780/**http%3A//www.fushantang.com/1005/ett/1001c.gif


舊馬頭角牛房（現改稱「牛棚藝術村」）

http://hk.wrs.yahoo.com/_ylt=A8tU32_MZhNGbJwAymK.ygt./SIG=125hgnumr/EXP=1175763020/**http%3A//www.littlelittle.org/photo/20041107/01.jpg


黃埔花園內的9吋前瞠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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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魯金 ：《九龍城寨史話 》，香港：三聯
 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 年。

3)  蕭國健：《九龍城史論集 》，香港：顯朝
 書室，1987年。





教師版 

工作紙(中三級) 
參觀九龍寨城公園 

姓名:                   
日期:                   
 
簡介： 

九龍寨城公園揉合了寨城原址遺留下來的歷史遺蹟和中國江南傳統園林的設

計模式。      公園在一九九五年十二月二十二日開放使用，整個公園佔地三萬一千平

方米，共分為八個不同景區，分別為衙府緬昔、南門懷古、八徑異趣、四季同馨、

生肖倩影、棋壇比奕、獅子窺園和歸璧半亭，各具特色和美態，巧妙地在整體設

計中融為一體。公園以重修的一座三進衙門作為中心，令古寨城的景象再現於我

們眼前。 

 

活動目的： 

通過實地考察，加深對九龍寨城/城寨發展歷史的認識。 

 

１）根據下圖作答： 

圖１：九龍寨城（古寨城）平面圖 

 
 
a) 先找出九龍巡檢司衙門的位置，四周的環境與圖１相似嗎？試找出三個不同

之處。 
不相似                                    
沒有龍津義學、大鵬水師副將府、武帝廟等                        



教師版 

b) 現在的九龍巡檢司衙門被改作甚麼用途呢？ 
公園辦事處                                                                      
 
c) 九龍巡檢司衙門門前放置了甚麼？試根據公園內所見的遺蹟文物，以及圖１

的建設，你能找出九龍寨城具有甚麼方面的用途呢？ 
兩尊大炮                                     
軍事用途－大炮、軍事衙門、火藥局、軍裝局、兵營等等                  
                                      
                                     

 
d) 你滿意復原後的九龍寨城嗎？它與你所想像的寨城符合嗎？為什麼？ 
自由作答                                     
                                       
                                     

 
２）公園內介紹了九龍寨城／城寨的歷史和面貌，主要是以甚麼形式來展示呢？

你認為這種展示的方式吸引嗎？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呢？ 
圖片和模型                                     
自由作答                                     
                                    
                                     

 
３）公園內陳列了一些發掘出土的遺蹟和文物，你最喜歡那一件呢？為什麼？ 
自由作答                                      
                                     

 
４）藉著對寨城的復原，以及一些出土的遺蹟和文物，能否加深你對寨城／城寨

發展歷史的認識呢？為什麼？ 
自由作答                                      
                                      
                                      
                                       

 
 
 
 
 

～完～ 



學生版 

工作紙(中三級) 
參觀九龍寨城公園 

姓名:                   
日期:                   
 
簡介： 

九龍寨城公園揉合了寨城原址遺留下來的歷史遺蹟和中國江南傳統園林的設

計模式。      公園在一九九五年十二月二十二日開放使用，整個公園佔地三萬一千平

方米，共分為八個不同景區，分別為衙府緬昔、南門懷古、八徑異趣、四季同馨、

生肖倩影、棋壇比奕、獅子窺園和歸璧半亭，各具特色和美態，巧妙地在整體設

計中融為一體。公園以重修的一座三進衙門作為中心，令古寨城的景象再現於我

們眼前。 

 

活動目的： 

通過實地考察，加深對九龍寨城/城寨發展歷史的認識。 

 

１）根據下圖作答： 

圖１：九龍寨城（古寨城）平面圖 

 
 
a) 先找出九龍巡檢司衙門的位置，四周的環境與圖１相似嗎？試找出三個不同

之處。 
                                     
                                     



學生版 

b) 現在的九龍巡檢司衙門被改作甚麼用途呢？ 
                                                                        
 
c) 九龍巡檢司衙門門前放置了甚麼？試根據公園內所見的遺蹟文物，以及圖１

的建設，你能找出九龍寨城具有甚麼方面的用途呢？ 
                                     
                                     
                                      
                                     

 
d) 你滿意復原後的九龍寨城嗎？它與你所想像的寨城符合嗎？為什麼？ 
                                     
                                       
                                     

 
２）公園內介紹了九龍寨城／城寨的歷史和面貌，主要是以甚麼形式來展示呢？

你認為這種展示的方式吸引嗎？有沒有可以改進的地方呢？ 
                                     
                                     
                                    
                                     

 
３）公園內陳列了一些發掘出土的遺蹟和文物，你最喜歡那一件呢？為什麼？ 
                                      
                                     

 
４）藉著對寨城的復原，以及一些出土的遺蹟和文物，能否加深你對寨城／城寨

發展歷史的認識呢？為什麼？ 
                                      
                                      
                                      
                                       

 
 
 
 
 

～完～ 



課程：歷史課程與教學法（中史） 
教師：楊秀珠教授 
學生：陳美惠（06018720） 
日期：4-4-2007 
題目：九龍寨城？九龍城寨？ 
 
教學目標： 
嘗試透過活動形式，如參觀、考察等，去讓學生認識九龍寨城／城寨的發展歷史，

而且藉著活動，培訓學生對學習歷史的興趣和能力。 
 
教學對象： 
中三級生 
 
教學形式： 
老師講授＋參觀 
 
大網： 
一) 歷史背景 
二) 發展時期－九龍寨城時期(1846-1943 年) 
            －九龍城寨時期(1943-1993 年) 
       －九龍寨城公園時期(1993 年~) 
三) 參觀九龍寨城公園 
四) 歷史考察之旅－九龍城區 
 
教學方法： 
第一階段：老師先簡單介紹九龍寨城的發展，這裡經歷了三個不同的時期，讓學

生對寨城的歷史有了初步的認識。 
第二階段：老師帶領學生參觀九龍寨城公園，令學生對該段歷史有更深刻的認

識，而且讓學生親眼看見一些歷史遺蹟，能引起他們學習的興趣。 
第三階段：由寨城作起始點，鼓勵學生自己去發掘歷史，故此有 “歷史考察之

旅－九龍城區＂的設計活動。讓學生自己找資料，設計一條自己喜歡

的考察路線，由此培養學生的學習能力和對歷史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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