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丁)教師延伸教學舉隅 

一、利用實地考察學習歷史：以「舊灣仔探索之旅」為例 

 

「舊灣仔探索之旅」簡圖 

 

  



(一) 引言：社區發展與特色 

開埠伊始，灣仔（下環）即以一個另類面貌出現，她在四環中別具一格－－她

不像中環般洋商麕集、華厦林立，有「小歐洲」風味；也不似上環、西環般華

人聚居、商鋪娼寮櫛比鱗次，儼如「小廣州」。（丁新豹，1999，頁 46）她是一

個中西民族、文化匯聚之區；單從皇后大道東大佛口東行漫步至醫院山，這些

「東西交錯」的零拾就可隨處撿到。 

 

誠如施其樂牧師(Rev. Carl T. Smith，1999，頁 145) 所說：「在灣仔的皇后大道

東，兩端各有一座循道衞理的教堂：其中一座是說英語的，大多數會眾是外國

僑民；另一座教堂是說廣東話的，專為中國人而設。這兩座教堂正好標誌著灣

仔在尋找其角色。------今天，它被重申確認為融合東西方特質的一個商貿交匯

地。」   

                                

其實類似的例子在舊灣仔確是俯拾即是：皇后大道東西邊山麓有嘉諾撒、明愛

等天主教教會及福德祠、洪聖廟，東邊山麓卻有基督教聖雅各堂、聖雅各福群

會、玉虛宮等；摩理臣山北麓有愛群道之伊斯蘭教中心，南麓則有錫克廟，再

往南沿黄泥涌道依次有回教、天主教、基督教、袄教、印度教、猶太教等墳

場，儼然是個「聯合天國」！信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多樣化確是灣仔的

一大特色。 

 

以下提到的舊灣仔考察範圍，時限為開埠至 20 世紀中約百年之間，路線主要是

沿着昔日灣仔的海岸線，自西徂東漫溯於皇后大道東；抵醫院山脚後，就轉入

灣仔道，繞過已被削平的摩理臣山，再入黃泥涌道各不同族裔、不同信仰者的

安息之所為止；行程約四至五小時。希望透過半天的歷史漫步，可以令學生領

略到一個社區由童年以至成長的歷程，從而以小見大、點線面地思考香港整體

歷史的發展。 

 

(二) 社區為本的考察目的：  

1. 認識與舊灣仔發展有關的人和事； 

2. 分析舊灣仔社區的發展、海岸線的變遷及移山填海的痕迹； 

3. 欣賞文物建築，尤其是中西合璧的騎樓屋； 

4. 體會香港各種宗教和平共存；華洋信徒「生死與共」之特色； 

5. 思考活化古蹟的方向及對現今生活態度的反思。 

 

 

 



(三)可配合的常識科課題： 

1. 小二：親親社區－我的社區； 

2. 小二：我的國家－香港的故事、香港的多元文化；  

3. 小三：生活在香港－香港是我家； 

4. 小三：歷史文化遊－香港遊； 

5. 小四：認識國土－昔日的香港、二十世紀的香港； 

6. 小五：新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經濟 

 

(四) 對象及學習形式︰ 

對象︰家長與高小同學，以親子活動形式進行。 

 

學習形式︰由老師帶領家長及學生作實地考察。之後學生在老師和家長指導下

完成習作。習作可以是個人或分組的： 

(1) 個人：製作不少於 5 頁的報告一份：內容至少包括兩個分段式考察

重點，或一個綜合式考察專題。當中要包涵照片、社區見聞、個人

感受等。或 

(2) 3-5 人小組製作灣仔社區康樂棋一副，要求如下： 

a.棋紙需包括 20個以上的考察點，宜有合理路線、圖片及簡略說明； 

b.清楚及合理地解釋「前進」、「後退」、「罰停」、「返回起點」等原因； 

c.設有「機會咭」，答對所附的問題有獎； 

d.可供多人同時參與遊戲。 

 

灣仔社區康樂棋示例如下：

 



 (四) 分段式的考察重點： 

考察重點 (1)︰軍營與日人社區 

軒尼詩道（近警察總部）東行，經軍器廠街，眺望大佛口 

軍營分隔 指出海軍船塢（早期俗稱「鐸也」，即 dockyard）、美利軍營、域多

利軍營、威靈頓軍營所在；介紹開埠初軍營把中環灣仔分隔的格

局，至 1979 年軍部交回金鐘兵部始有改善。另可注意正義道兵營軍

火庫遺址及大佛口路邊的防空洞。 

日人社區 這是最早的居港日本人社區。據《循環日報》老報人江山故人憶

述：早期差不多所有居港日本人都住在大佛口一帶，由於他們鄉土

觀念很重，甚至豉油豆腐之微，非光顧本國人的商店不可，所以這

一帶包括大佛洋行在內，日本商店林立。至 1930 年代港府取締石塘

咀公娼後，這一帶又成阻街女郎（私娼）出沒之處，以致後來出現

「大佛貨色」的辱罵婦女的俚語。另外，李培德又提到當時在港日

人多來自長崎，男的多為船員，女的多當「唐行婦」（Karayuki-san，

即娼妓）；街坊謂附近有著名妓院稱「千歲花壇」，可作旁証。 

考察重點 (2)︰人物與地貌 

莊士敦道，經晏頓道、蘭杜街、李節街、分域街、機利臣街等街口 

相關人物 軒尼詩－－第 8 任港督，任期為 1877-83，軒尼詩道是 1921-29 填海

造地建成。 

莊士敦為砵甸乍時代的副商務總監兼副港督； 

晏頓(Edward Anton)，1911-1918 怡和董事； 

蘭杜(David Landale)，1902-1921 怡和董事； 

李節，新會七堡鄉人，早年華人富商李良之子；1854 年李陞、李良

兄弟來港發展，成立和興行金山莊致富； 

分域(George Fenwick)，是 George Fenwick &Co.－－機械工程及造船

公司的創辦人； 

機利臣（William Jardin Gresson），1901-1910 怡和大班。開埠初本區

發展以顛地的寶順洋行、渣甸的怡和洋行為主。至 1867 年顛地破產

返國，李節、利希慎、林護、何東等華商始繼起。 

海岸地貌 在此觀察舊日灣仔海岸線。應留意 1904 年電車通車，但過大佛口後

不走直線而呈 U 形的原因，就是為了遷就海岸線。昔日此處海灣之

上有兩條東西走向道路：皇后大道東在海岸邊、堅尼地道在半山，

都是連貫全區的幹綫；至於本區範圍，則西起軍器廠街（Arsenal 

Street），東至奇力島（Kellett Island）。 

 



考察重點 (3)︰街道與宗教 

聖佛蘭士街、進教圍、光明街（聖嬰里）、日街、月街、星街、電氣街 

街道由來 1890 年仁記洋行在此設發電廠，至 1919 年結束，故此街名多以發

光物體命名；其後電廠遷往北角，故北角亦有電氣道。此系列街道

建於 1900 年代，當時政府得到軍部准許，擴闊花園道至軍器廠街一

段皇后大道東（今金鐘道），於是電廠附近發展了多條街道，即日

街、月街、星街、電氣街、永豐街等。 

宗教傳播 留意早期天主教及在灣仔的發展。1848 年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抵港，最先在灣仔發展，其後遷往銅鑼灣；1860 年意大利嘉諾撒仁

愛女修會在灣仔繼續慈善事業的發展。另外，此地早期亦為基督徒

之墓地，所葬者不少是附近軍營死亡之英兵。 

 

考察重點 (4)︰歷史建築 

莊士敦道，大王東街(初名 Lyall 's Lane，因設立了 Lyall,Still&Co. ) 

文物建築 由船街入莊士敦道時，注意船街 18 號合源建築公司之木敞攏「無脚

騎樓屋」；並参觀及評估「和昌大押」（莊士敦道 60-66 號）變為高

級餐廳－－「The Pawn」的活化成果。 

相關人物 早期灣仔區不少當鋪，如「和昌」、「振安」等均為羅積裕擁有，人

稱之為「當舖大王」；後其子羅肇唐發展地產，成立裕泰興公司，是

港島舊樓拆卸重建方面的著名地產商。 

 

 

考察重點 (5)︰民間信仰 

參觀皇后大道東洪聖廟(咸豐十年，1860) 

岸線探討 在此看海邊神壇發展為廟宇的痕跡－－廟頂及後牆均為岩壁、前廊

之潮漲疏水蓋，加上隔鄰之「望海」觀音廟，均可證明這原是海濱

地帶。 

民間信仰 分析道教神祗－－洪聖，全銜為「南海廣利大王」，隋朝人；與廣州

南海神廟所供奉者相同；老張王爺，即灶君，民彥：「灶神王爺本姓

張，一碗清水三炷香」即是此神，他的全銜為「東廚司命九靈元王

定福真君」；金花夫人，屈大均《廣東新語》謂廣州仙湖人，溺死後

屍不腐有異香，奉其同形木偶，祈子輒得，4 月 17 為寶誕；花粉夫

人，出身青樓，喜助姊妹、疼愛小孩，是求子之神，另說能助女子

招惹狂蜂浪蝶，故為職業女性崇奉。 

 



 

考察重點 (6)︰文物古蹟 

舊郵政局、舊街市 

重要古蹟 舊郵政局於 1912-13 年為三號差館，至 1915 年改作郵局。它是巴洛

克與傳統中式建築的結合。舊街市建於 1937 年，現定為三級古蹟；

它是包浩斯式建築，強調外形服從功能，力求簡潔，富機械性美

感，與中環街市風格接近。 

死難事件 舊街市有地窖本為員工宿舍，由於不遠處有防空洞，二次大戰時，

日軍空襲期間不少來不及逃避的市民被炸死，所以在戰時曾充當作

罹難者的停屍間。 

 

 

 

考察重點 (7)︰建築與傳說 

石水渠街參觀「藍屋」（1920）、隆安街参觀玉虛宮（1862） 

藍屋歷史 藍屋有近 90 年歷史，為典型的「無脚走馬騎樓屋」，木梯直上，無

廁無浴須倒夜香，惟是騎樓打通，居民溝通交談方便。原址曾為平

房式的華陀醫館，後改建為四層騎樓屋，樓下為林世榮姪兒林祖的

跌打武館，再傳子林鎮顯，開業至今；二樓為鏡涵義學，三樓為逸

衝/一中書院(是當時區內唯一英中)，四樓為鮮魚商會。同街斜對面

則為下環更練館所在（今聖雅各福群會大樓）。 

傳說探究 玉虛宮供奉之北帝（銅像高 3 米，鑄於 1604 年），全名為「北方真

武玄天上帝」，原為北方之神，何以南方的香港人會信奉？三元宮、

三寶殿拜的是什麼？包公、龍母又是何人何神？黃飛鴻妻子十三姨

（莫桂蘭）、徒弟林世榮（豬肉榮）之生平事蹟與電影所述，有無差

別？均可着學生研究。 

 



考察重點 (8)︰社區建設 

堅尼地道、眺望巴理殊山（Parish Hill）、醫院山（Mt.Shadwell）、摩理臣山

（Morrison Hill） 

重要建設 堅尼地道有循道英語堂（Methodist International Church，Hong 

Kong），建於 1936 年。巴理殊山上有香港華仁書院(1919 年建校於荷

李活道，1954 年遷此)，下有防空洞、界石（1905 年 Boundary Stone 

of Royal Naval）。醫院山於 1843 年建有海員醫院，1873 年改為皇家

海軍醫院，1949 年再改為律敦治醫院。摩理臣山於 1843 年建有馬

禮遜紀念學校，6 年後結束。 

重要人物 馬禮遜於 1807 年將基督新教傳入中國，對中國近代化影響甚鉅；他

所創立的英華書院及為紀念他而成立的馬禮遜紀念學校，培育出的

人材，對中、港的影響難以在此短文中言喻。 

巴斯人律敦治（Ruttonjee）的生平與貢獻亦值得探究，可連結巴斯

墳場一起探索。 

 

 

考察重點 (9)︰特殊行業與地貌變易 

灣仔道，巴路士街、茂羅街、克街、活道、德仁街 

特殊行業 1851 年政府在醫院山山脚(灣仔舊街市側) 開闢了曲尺形灣仔道，繞

摩理臣山到天樂里。早年這一帶是殯儀業所在，因地屬近郊，不怕

晚上哀樂騷擾民居。香港殯儀業鉅子蕭明（1911-1986）承父業，先

在此區設福壽長生店，至 1951 年設立香港殯儀館（位置在德仁街對

着的籃球場），其後不少長生店也在此經營。論者謂安樂里、天樂里

實含有西天極樂之意。另灣仔道早期名校－－敦梅、梅芳、端正，

人才輩出，不容忽視。 

巴路士街因 Burrows & sons，美商木材場設立得名； 

茂羅街因 Lawrence Mallory，美商木材場及小船建造廠設立而得名。 

克街則由 Heard &Co. 的美商瓊記貨倉而得名，這一帶似以美商為

主。 

由此往東至天樂里，則為巴斯人的貨倉區。 

 

移山遺迹 活道之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的基座、德仁街籃球場的後壁，均明顯

可見摩理臣山開山未竟全功的痕跡；而安樂里石階上的金屬線，更

明示山界所在。摩理臣山的「山」之遺迹，於此得以見證。 

 

考察重點 (10)︰社區變遷 



由德仁街左拐入愛群道 

社區建設 此處有四所鄧肇堅中、小學、托兒所、兩間鄧肇堅、鄧志昂醫院，

加上灣仔道前白宮酒店/美斯百貨公司的鄧家大宅，鄧氏與此區淵源

可謂深厚。此外，愛群道也是香港回教總部的所在，灣仔舊街市特

設清真肉枱，固其由來有自也。 

傑出人物 鄧肇堅（1901-1986）南海九江人，其父鄧志昂於 19 世紀末來港開

鴻裕銀鋪、鄧天福銀號，致富後曾捐鉅款給香港大學成立鄧志昂中

文學院。鄧肇堅畢業於聖士提反男校後，繼承父業，並創立九巴，

任恆生銀行、油麻地小輪董事等。他樂善好施，摩理臣山不少建設

都是他資助興建，除上述的四校兩醫院外，還有摩理臣山香港童軍

總會鄧肇堅大樓、愛群道鄧肇堅社會服務中心、伊利沙伯體育館。

可以說，摩理臣山的重要建設均由鄧肇堅一手包辦。另外，軒尼詩

道之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厦，亦由鄧肇堅捐助 250 萬建成。至於愛

群大厦，亦與鄧肇堅有間接關係，它是鄧之義父許愛周（1881-

1961）所興建。 

 

  



 (五) 綜合式考察重點(有關地點描述文字見上段) ： 

(1)街道名稱方面：可從街名看到社區的發展： 

⚫ 與華商有關：聯發街、利東街、李節街； 

⚫ 與電廠有關：日街、月街、星街、光明街、電氣街； 

⚫ 與宗教有關：聖佛蘭士街、進教圍、聖嬰里、摩理臣山道、大王東街、

大王西街。 

 

(2)地貌方面：由山勢、坡度、電車軌走向、道路延展情況，分析海

岸線的變遷及摩里臣山地段移山填海的痕跡： 

 
⚫ 坡度：船街、灣仔峽道、石水渠街； 

⚫ 電車路：莊士敦道呈 U 形路段以遷就海岸線； 

⚫ 街道延展：灣仔道先南北後東西的走向，實因醫院山、摩理臣山的阻隔

而致； 

⚫ 摩理臣山的開鑿：律敦治醫院、李賜豪小學基座；灣仔道籃球場岩壁；

安樂里梯級上的地界； 

 

(3)建築方面：審視華南地區特有的騎樓屋、中西合璧的舊郵政 

局、德國包浩斯式的舊街市： 

 
⚫ 騎樓屋：石水渠街之藍屋、黄屋；莊士敦道和昌大押；灣仔道振安大

押；大王東街合源建築公司；厦門街興時洋服、Taishing Goldsmith 舊

樓；茂羅街、巴路士街舊建築群；李節街古蹟場景； 

⚫ 古典西式建築：船街南固台；堅尼地道顏氏大宅；舊郵政局；舊街市； 

⚫ 從和昌大押、李節街、利東街、舊灣仔街市、藍屋、黄屋等思考古蹟活

化問題。 

(4)行業方面： 

⚫ 殯儀業：灣仔道、天樂里、安樂里； 

⚫ 當押業：同德、振安、和昌。 

 

(5)醫療方面： 

⚫ 中醫：濟公活佛堂發展為廣福義祠，引發東華醫院的誕生；另有如華陀

醫館等方便醫院。街坊亦傳聞黄飛鴻妾侍莫桂蘭曾在區內行醫授徒；亦

有武術界名人林世榮及其後裔的跌打館在藍屋。 



⚫ 西醫：進教圍的聖保祿醫院；醫院山的變遷：海員醫院→海軍醫院→

律敦治肺結核療養院→律敦治醫院；鄧肇堅醫院；鄧志昂牙科醫院。 

(6)宗教方面： 

⚫ 中國廟宇：福德祠、洪聖廟、玉虛宮。 

⚫ 外國宗教：聖母聖衣堂、浸信會堂、循道英語堂、教區山(巴理殊山)、

錫克廟。 

(7) 教育方面： 

⚫ a.「藍屋」校史：鏡涵、逸衝、一中； 

⚫ b.「南固臺」校史：同濟 

⚫ c.「灣仔道」校史：敦梅、端正、梅芳 

⚫ d.「教會」校史：馬禮遜、華仁 

 

(六) 結語：對現今生活態度的反思 

(1)已故港大校長黄麗松曾說：「勿做醜陋的香港人，勿做平面的香港人」。

什麼是「醜陋」、「平面」的人？答案人言人殊。簡單來說，可能是指只

活於當下，只活於純物質、純官能的追求的人。 

(2)盼老師和同學都相信萬物有情、人間有情，對過去的人和事都有一種溫

情和敬意(錢穆語)。對前人篳路藍縷的貢獻，固然要感恩；對不說話的歷

史文物、山川草木、海灣岩壁，都明白它們有獨特的個性，與人類的生

活方式、風俗習慣、思想價值等息息相關。 

 (3)人應該是活在立體的歷史時空裏，追求飽滿的人文精神生活。個人覺

得愛好考察、重視保育，肩負承傳與延續的精神，將是過度崇拜物質的

現今社會的一帖良藥。  



二、利用舊報刊廣告學習歷史：以電器行廣告為例 

(一) 引言：從舊報刊廣告學歷史的好處 

一、貼近生活，垂手可得 

報章廣告等普及刊物，是社會的一面鏡子，往往能反映大眾文化、日常生

活、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遷，所以舊報刊廣告可說是活脫脫的生活史。舊廣告

是既珍貴又廉宜的，它是珍貴的史料，在官方或權威文獻中未必有，但它又不

需昂貴費用，花點心思，不難尋覓。所以，利用廣告尋找歷史的蛛絲馬跡，是

廉宜而便捷的方法。 

 

二、趣味性高，容易理解 

 報章廣告具有商業目的，以普羅大眾為對象，故比較生活化和簡單易

明，相較刻板的課本或文章會更有趣味性。學生由此入手研習歷史，份外親

切。學生從言簡意賅、圖文並茂的廣告中學習歷史，更易提升興趣，加強對生

活全貌的瞭解。 

 

三、點線結合、具體性高 

報刊廣告是珍貴的一手史料之一，學習歷史只靠泛泛而談是站不住腳的。

從史料中學習歷史，可以跳出單向的講授，令學生具體地了解歷史環境，將零

星的知識有系統地整理成學問。而分析資料更是歷史教學的關鍵，學生可以了

解歷史不是空想，是講求事實和證據的一種學問。 

 

四、學習考證，延伸課外 

看舊報刊廣告為學生創造了觸摸歷史的機會，讓他們嘗試尋覓史料、考證

史實的滋味。在過程中，他們可以將枯燥乏味的資料轉化為有血肉的故事。分

析舊廣告時，可以教導學生掌握初步考證技巧，思考事物背後連鎖性的因果關

係；進而深化他們對日常事物的思考，了解學習是不囿於課堂和課本之內的。 

  



 (二) 學習目標：  

一、學習以小見大，由零求整－從數份零散的廣告探究 1960年代香港基層市民

的生活。 

二、學習抽絲剝繭的瞭解歷史上時、地、人、事的問題。 

三、由家庭電器的添購去理解物價和民生。 

四、由今昔對比，瞭解今日生活的改善，與前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三)可配合的常識科課題： 

小一：溫暖的家－我的家人； 

小二：親親社區－我的社區； 

小二：我的國家－香港的故事；  

小三：生活在香港－生活所需、香港是我家； 

小四：奇妙的世界－電的故事； 

小四：認識國土－昔日的香港、二十世紀的香港； 

小五：新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經濟、廣告的誘惑 

 

(四) 對象及學習形式︰ 

對象︰家長與高小同學，以親子活動形式進行。 

 

學習形式︰ 

(1)由老師、家長指導學生完成工作紙。然後(2)-(3) 選做一項： 

(2)鼓勵學生嘗試訪問長輩，做口述歷史；老師可提供口述歷史指引給學

生。口述歷史題目可包括：我(指長輩) 童年時家中添置家庭電器的歷

史；點洋燭的日子；家電行業的憶述；家電的出現與生活的變化；家電

價錢與分期付款情況；昔日的收入與開支等。 

(3)鼓勵學生收集 1960-1970年代的家電單據、保用證、說明書，及有價

格、圖片的家電廣告。將上述資料編輯成不少於 5版的報告。 

  



 (五)工作紙：細閱下列各項資料，依次完成任務(1)至(4)： 

資料一：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的電器行廣告(紅色字是原件，黑色字是重新打字

文本，兩者內容相同) 

 

 

 

 



黃大仙徙置大廈 

 

安裝電燈分一年付款 

 

先交五毫，便可大放光明 

 

本行專辦承裝各大徙置區燈工程，現為求進一步普遍安裝起見，特破例將工料費分一年繳

付，如鋪位需裝多量電燈亦可分一年付款，現為求各住戶普遍安裝起見由九月一日起先交

私章費五毫便可大放光明并所有中華電力公司電燈按金由本行墊繳。 

 

一、 每戶新裝電燈二枝，全部工料費由安裝電錶之梯口起第一間合共銀十六元。 

(若梯後，因總線關係要加三元，即一十九元) 

隨後每隔一間增加總線費二元該款分一年交付款，每期收十元第一期申報時先交五

毫，第二期於有電錶供應之日交付十元，隨後每月繳付十元，直至繳清為止。 

二、 申報時，請到巴域街五號，及親到黃大仙正街尾北一段本行辦事處，或來電話通知本

行即派員登戶代填，取回本行正式收據，如無本行正式收條概不負責，茲因有等不肖

之徒，假冒本行名義而向各往戶招搖撞騙，希各住戶提高警覺，勿受彼等所愚。 

三、 本行一切員工均配有證章否則係屬偽冒希望各戶主注意。 

 

電話號碼：六 O 四 O 一：五七二八六 

 

本行設有風扇會即日開收 

每月數元便得風扇壹把 

 

本行增設收音機部 

分期付款 

 

本行保証用新貨英國膠線 

 

中華電力公司註冊 

達光電器行 

總行油麻地白加士街一三一號 

第一分行深水埗石硤尾巴域街五號地下 

黃大仙正街北一段一號 B 

 



資料二：1950 年代末的電器行廣告(左邊是原件，右邊是重新打字文本，兩者內容相

同) 

 

 

達光電器行   開收風扇會 

本行自首創風扇分期付款以來，深荷各界人

仕擁護，日銷風扇百數十把，茲為求進一步

普及一家一扇，使我廣大僑胞，免受炎熱之

苦。特再破天荒創設風扇會，每月只交六元

五角，便得風扇一把。各國新型風扇限額叁

千把，額滿即止，機會無多，萬勿錯過。

「迨未雨綢繆」，聰明的貴客們，盍速乎

來！ 

 

各國新型風扇 

繼續分期付款 

 

徵收風扇會日期：由即日起開收，(手續請到

本行第一分行辦理)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一號起

派發。 

 

地址 

總行：油麻地白加士街一三一號 

一分行：深水埗巴域街五號(即大埔道白花大

廈背后，石峽尾街轉入) 

二分行：九龍黃大仙直街北一段一號 B 

電話：六 O 四 O 一  五七二八六 

 

 (1)任務一：瞭解資料性質 

a. 上述兩篇屬於什麼性質的文字？ 

A. 新聞  B. 廣告  C. 消閒 

b. 兩篇文字要推介的是什麼東西？ 

A. 玩具  B. 服裝  C. 電器 

c. 資料一提及的銷售物品有______種，分別是______、_______和_______。 

d. 銷售物品的方式是容許顧客可以______付款。 

e. 本任務總結：這兩篇文字的性質是以_________來吸引顧客購買_________的

______ 。 

(參考答案：家庭電器；分期付款；廣告；三種；風扇；裝電燈；收音機) 



 (2)任務二：瞭解資料對象 

a. 從廣告的上款，可以知道廣告的對象是： 

A. 徙置區居民  B.半山區富戶  C.避風塘漁民 

b. 下列三項有關費用的資料，與目標顧客有關嗎？為什麼？ 

   A：裝燈首期交 5毫；B：電器行墊繳按金；C：詳細說明「總線費」每間 2

元。 

 

  

左：電錶。右：徙置大廈。電錶一般在每層最左上方，裝電燈要由電錶拖電

線入屋才能通電，叫「總線費」。離電錶愈遠，費用愈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文中主力推銷的是哪種家庭電器？何以見得？(可參考下列電器價錢資料) 

  

 

 

電器價錢參考資料：左：1960年代風扇，當時約售 60-80元；右：1960年代收

音機，當時約售 300-400元 

  A. 電燈  B.風扇  C.收音機 

文中主力推銷的是______，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從裝兩枝電燈，買一把風扇，買一台收音機都設有分期付款辦法，可以推想

當時的社會民生是：(圈起選擇項目的英文字母，可以選多項) 

 

   A. 家庭電器很貴； 

   B. 市民收入很少； 

   C. 電器不受歡迎； 

   D. 電器供應不足； 

   E. 電器並不普及。 

 

e. 本任務總結：廣告的對象是_____(2字)區居民，他們收入______(2 字) ，

所以電器行利用廣告吸引他們在家中裝______(2 字) 。 

 

(3)任務三：瞭解沒有或者很少家庭電器的年代 

a. 從廣告的哪些地方可以知道那是甚麼年代？ 

 

本題參考資料：兩款 1960年代的電話及電話號碼變遷表 

 

 

 

 

 

A. 優惠的截止日期：_______________ 

B. 參看電話有多少個號碼：___________(可參考上表) 

 

 

b. 那個年代沒有能力購置家庭電器的市民會怎樣生活？ 

香港電話號碼的變遷 

5位數字 6位數字 7位數字 8位數字 

1938 年(或更早) 

至 1960年代中 

1960 年代中至 1983 年 1983 年至 1990年代 1990 年代中至現在 



 

照明用具參考資料： 

 

1    
2       

 

 

3 

 

4  

 

照明方面：在家可用上圖的___________________(寫出數目字及名稱) 

          在黑暗的梯間、後巷用_____________(寫出數目字及名稱) 

          小販晚上做生意用_________________(寫出數目字及名稱) 

 

驅暑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娛樂方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那個年代普羅市民的收入怎樣？ 

 

參考資料：1960 年代中後期的廣告 

 



 

 

  

 

從電話號碼，知道上述廣告的年代是：_______________。 

四個不同的工作的平均收入是：______________。 

大致上，四份工作的要求高嗎？(請述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本任務總結：1950年代末至 1960年代中，普羅市民工資__________(請判

斷高/中/低) ，所以要分期付款才能享用到普通的家電，例如______、

______和_______等。 

 

 

 

 

 

 

尸 

 

 

 

 

 



(4)任務四：瞭解家電日益普及的原因 

a.請在家中拍攝不同的家庭電器，將照片分類貼在下列空格上，並註明名稱。 

例子： 

廚房的電器 

電飯煲 

 

廚房的電器 廚房的電器 廚房的電器 廚房的電器 

廳房的電器 廳房的電器 廳房的電器 廳房的電器 

其他電器 其他電器 其他電器 其他電器 

 



b. 請訪問家長或長輩，寫出你的家庭設置家電的歷史。 

例子： 

1970年 

電飯煲 

 

年份 

由早期至後期 

     

家電名稱      

 

c.一般來說，香港這數十年來，多數家庭的家電數量是不斷增多的。為甚麼呢?

下列各項原因，你同意的就加” ”，不同意的加”  ”。然後把同意的項目用

1,2,3,4,5……表明重要性。”1 ”是最重要的，如此類推。 

 

/ 重要性 你家裏家電增多的原因 

  潮流興，人買我又買 

  家電愈來愈便宜 

  家長/長輩愛護家人，想令大家生活更舒適 

  別人贈送 

  抽獎時抽中 

  家庭愈是電器化愈代表有身分 

  大減價時就購買 

  受到廣告影響 

  購買房子時已裝置 

 

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總結 

 時至今日，一般香港的家庭所擁有的家電都較 1960年代__________(填兩

字)，所以市民生活是遠較以前__________(填兩字)的。家電增多，做家務時間

減少了，我們可以利用餘暇，多與__________(填兩字)共處，促進

__________(填兩字)。我們也應該明白，家電需用__________(填兩字)購買，

所以對家長/長輩努力工作，添置家電，讓我們生活更舒暢、應常懷

__________(填兩字)之心。 

 

(附家電舉隅：  

廚房用：多士爐、攪拌器、電焗爐、微波爐、邊爐鍋、電子瓦罉、電磁爐、 

雪柜、電飯煲 

廳房用：電視機、音響、冷氣機、暖爐、電氈、電話、酒柜、魚缸氣泵、 

電蚊香、枱燈。 

個人用：電鬚刨、電風筒、電動牙刷、電腦、打印機、電子琴、電結他、 

按摩椅、手機。 

整潔衛生用：吸塵機、抽濕機、打臘機、洗衣機、乾衣機、電熨斗。) 

 

(六) 總結： 

(1) 研讀廣告是直接接觸史料的一種方法，可以讓我們擴闊視野，切實瞭

解不同時代的生活面貌；而這些生活面貌的拼湊，可以鍛鍊個人的觀

察力、推理能力、邏輯思維等，是值得同學們嘗試的。 

 

(2)但同時要注意，廣告未必都是嚴謹的，有可能有不盡不實的地方，這

需是更多其他證據才好作定論。 

 

(3) 此外，在作今昔比較的時候，切勿以為我們今日已站在歷史最高峰，

前人都是落後可笑的。若這樣，我們將來也會被評為落後可笑。 

 

(4) 相反，我們要以感恩、崇敬的心情去瞭解昔日的人和事。歷史是連綿

的長流，沒有上游水源的開發，何來下游的渾浩流轉。以社會來說，

沒有前輩的篳路藍縷，在各方面的哺育下一代，幸福不會無緣無故由

天掉下來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