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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六  艱苦奮勇的抗日戰爭 

360 全景圖考察介紹 

1930 年代，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步步進逼，相繼挑起「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中華

民族面臨危急存亡的關頭，奮起抵抗，進行了艱苦壯烈的抗日戰爭。1941 年，日本又發動太

平洋戰爭，同時入侵並佔領香港，使香港進入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佔時期。本次行程Ａ，

將帶領大家考察位於香港的兩處軍事遺址，一同探究香港保衞戰中，守軍如何憑藉各處軍事

設施進行戰鬥。 

 行程 A 香港保衞戰：浴血守城 —— 參觀摩星嶺要塞和黃泥涌峽兩處軍事遺址，

認識各軍事設施的作用，了解發生在兩處軍事遺址的相關戰事，感受守軍堅毅頑強

的抗敵鬥志，思考歷史建築的保育狀況。 

歷經十八日的香港保衞戰最終失敗，香港被日軍佔領，但香港的抗日活動卻從未停止。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積極開展抗日宣傳，拓展根據地，營救抗日愛國人士，收集情報，並

多次與日軍交戰，為戰時的中國和盟國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次行程 B，我們會走訪港九獨立

大隊的歷史遺址和紀念場所。 

 行程 B 港九大隊的抗敵鬥爭 —— 探訪黃毛應玫瑰小堂、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

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斬竹灣烈士碑園三處歷史遺址和紀念場所，了解港九大隊在

抗戰期間開展的各項抗日活動，欣賞前人為反抗侵略、保衞家國所作出的貢獻。 

配合課程 

 歷史時期：中華民國 

 學習重點：中華民國的建立及面對的困難 

 課題：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 

 適用年級：中三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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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設計理念和目標 

抗日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在這場空前慘烈的戰爭中，無數軍民前仆後繼、

殊死奮戰，以血肉之軀築成堡壘，以堅如磐石的勇氣和信心堅持至勝利，昭示了民族獨立和

自強的精神，扭轉了近代中國屈辱、羸弱的國際地位。在此期間，香港曾以各種方式支援內

地抗戰，淪陷後港人亦不斷英勇抗敵，香港與國家的命運始終聯繫在一起。 

如今在香港仍保留了不少香港保衞戰與港九獨立大隊的相關遺址和紀念設施。無論是保

衞戰中的守軍，還是堅持敵後抗爭的港九獨立大隊，都為抗日戰爭作出了貢獻，值得後人尊

重和銘記。參觀這些遺址，可以引導學生感受他們堅毅勇敢的精神，關注和思考國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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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全景圖考察路線 

行程 A：香港保衞戰：浴血守城 

考察目的  

（一）了解各軍事設施的構造和防禦用途。 

（二）知曉發生在各軍事要塞的戰事概況。 

（三）欣賞守軍頑強抗敵的勇氣和鬥志。 

路線概覽  

（一）摩星嶺要塞 

（二）黃泥涌峽 

***************************************************************************************** 

（一）摩星嶺要塞 

摩星嶺要塞是位於香港島摩星嶺山頂及山腰一帶的軍事要塞，在香港保衞戰期間負責守

衛香港島西部，由營房、5 個 9.2 吋口徑海防炮炮位、指揮總部、多座瞭望台、掩蔽體等軍事

設施組成。香港保衛戰爆發後，摩星嶺要塞不斷受到日軍空襲和炮轟，守軍在投降前將炮台

及所有軍事設施全數破壞。現時摩星嶺要塞僅餘部分遺址。 

 

編號 標題 360 全景擷圖 

A1 摩星嶺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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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題 360 全景擷圖 

A2 炮兵指揮所控制室 

 

A3 軍火庫 

 

A4 營房 

 

A5 瞭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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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黃泥涌峽 

黃泥涌峽位於香港島中央，是扼守來往港島南北的要道，有重要的軍事意義。1930 年代，

英國意識到日本對香港的威脅日益增加，故在此築起大量防禦工事。香港保衞戰中，日軍在

登陸香港島的次日，即抵達黃泥涌峽。經過約一日的戰鬥，日軍成功佔領黃泥涌峽及黃泥涌

水塘，香港守軍因此陷入東西分割的局面。如今，此處仍留有高射炮陣地、地下營房、機槍

堡、西旅指揮部等軍事遺跡。 

 

編號 標題 360 全景擷圖 

A6 黃泥涌高射炮台 

 

A7 彈藥庫 

 

A8 機槍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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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題 360 全景擷圖 

A9 
聖約翰救傷隊烈士紀念

碑 

 

 

參考網址： 

 

1941 年香港戰役空間史研究計劃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zht/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1941hkbattle/z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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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Ａ考察景點介紹  

A1 摩星嶺炮台 

 
 

簡介 摩星嶺炮台是香港保衞戰期間港島西射擊指揮部，遺址現存炮台輪廓。 

考察重點 觀察摩星嶺炮台現狀，了解香港保衞戰的相關歷史。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現存炮台遺址呈甚麼形狀？ 
圓弧形。 

2. 這處炮台原本用於架設甚麼火炮？  

9.2 吋 Mk-X 海防炮。 

3. 炮台在 1941 年香港保衞戰中發揮甚

麼作用？  

用於反擊侵佔九龍的日軍，並阻止日本

海軍艦艇靠近香港島。 

4. 炮台右側凸起的牆體有甚麼作用？  

用來防止炮管轉向過度，誤射市區。 

守軍為甚麼要在投降前將炮

台設施毀壞？ 

避免給敵軍留下現成可使用的

武器。（意思合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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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站 摩星嶺炮台：摩星嶺炮台建於二十世紀初，是港島西射擊指揮部，原有 9.2 吋

Mk-X 海防炮。1941 年日軍攻擊香港時，炮台用於反擊侵佔九龍的日軍，並

阻止日本海軍艦艇靠近香港島。守軍在投降前將炮台的軍事設施全數破壞，現

存炮台上仍留有擺放炮管器材的坑槽，右方凸起的牆體用來防止炮管轉向過

度，誤射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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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炮兵指揮所控制室 

 
 

簡介 炮兵指揮所控制室呈「L」型，有兩間房間，並設有供躲避炮轟的通道。 

考察重點 觀察控制室的建築設計，認識其軍事作用。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控制室整體建築呈甚麼形狀？  
呈「L」型。 

2. 這處建築共有幾間房間？ 
2 間。 

3. 控制室在戰時有甚麼作用？ 

供駐守軍官在此辦公及指揮戰鬥。 

4. 貫通房間後方的通道有甚麼用處？ 
供士兵躲避炮轟。 

此處軍營建築牆體普遍較

厚，有甚麼目的？ 
用來抵禦敵軍的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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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站 控制室：供駐守軍官在此辦公及指揮戰鬥。建築呈「L」型，有兩間房間。另

有一條貫穿房間後方的通道，用於士兵躲避炮轟。包括此處控制室在內的摩星

嶺要塞各處軍營建築，牆體普遍較厚，以抵禦敵軍的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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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軍火庫 

 
 

簡介 摩星嶺要塞軍火庫由兩間相連的房間組成，設有擺放炮彈的橫基石。 

考察重點 觀察軍火庫的內部設計，思考建築保育的狀況。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這處軍火庫由幾間房間相連而成？  
2 間。 

2. 地面上共現存有幾座凸起的橫基石？  

4 座。 

3. 軍火庫有甚麼作用？ 

儲存軍火。 

4. 橫基石有甚麼作用？ 

用於擺放炮彈，方便拿取。 

軍火庫是否得到妥善保

育？你有甚麼理據？ 

這裏沒有得到妥善保育，四處

留有垃圾，牆上有多處塗鴉。

（言之成理即可） 

知識站 軍火庫：軍火庫由兩間相連的房間組成，房間內各有兩座凸起的橫基石，用於

擺放炮彈，方便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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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營房 

 
 

簡介 摩星嶺要塞軍營原本供守軍居住，現今仍可見外牆上留下的彈孔痕跡。 

考察重點 觀察軍營建築的外觀，感受戰爭期間在此地發生的戰鬥狀況。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這處營房是多少層建築？  
一層。 

2. 營房外牆現仍留下甚麼戰時痕跡？  

留有多處機槍彈孔痕跡。 

3. 從外牆的痕跡可見當時這裏發生了甚麼

事？ 

守軍和敵軍在這裏進行了激烈戰鬥。 

4. 這處通道有甚麼作用？ 

是供士兵使用的防空通道。 

營房屋頂及另一面房屋可

見到不同程度的損毀，猜

猜這些是怎樣造成的？ 

年久失修、戰爭期間空襲

等。（言之成理即可） 

知識站 營房：此處營房供摩星嶺要塞守軍居住，營房外牆現留下多處機槍彈孔痕

跡，另一面房屋也損毀嚴重。營房旁建有四通八達的防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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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瞭望台 

 
 

簡介 摩星嶺要塞瞭望台供士兵在此觀察操場和西海岸。 

考察重點 了解瞭望台的作用，思考此歷史建築的保育狀況。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從這處瞭望台往外望，本可望見甚麼？ 

本可望見士兵操場和西海岸。 

2. 如今瞭望台外是甚麼景象？ 

樹木叢生，已看不見遠方。（意思合理即可） 

3. 現在瞭望台的屋頂保存得如何？ 

屋頂已有一半坍塌。 

4. 戰後人們在室內建起甚麼設施？ 

壁爐。 

瞭望台與其他軍營房間

相比，在設計上有甚麼

不同？  

瞭望台向外延伸興建，

且可三面望見室外。（學

生自由作答，言之成理

即可） 

知識站 瞭望台：從此處向外望去，原本可觀察士兵操場和西海岸，但現在已被樹叢

遮擋。戰後，瞭望台曾被人佔用，更在室內建起壁爐，屋頂也有一半已經坍

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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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黃泥涌高射炮台 

 
 

簡介 黃泥涌高射炮台陣地在香港保衞戰期間曾發生激烈戰鬥，至今仍餘下炮台遺

址。 

考察重點 了解黃泥涌高射炮台的作用，知曉在此處發生的戰事。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這處炮台原本用於架設甚麼火

炮？ 

3.7 吋口徑高射炮。 

2. 這處火炮在香港保衞戰期間發揮

了甚麼作用？ 

高射炮曾擊落一架日軍敵機。 

3. 這一處斷壁殘垣原本有甚麼用

處？ 

用作放置炮彈。 

4. 這些防護牆原本有甚麼用處？ 

用於保護炮兵。 

現今的黃泥涌遺址與畫中黃泥涌

陣地的樣貌，有甚麼變化？ 

 
畫中陣地各防禦設施可互相望見，

配合防禦，如今遺址已樹木蔥蘢，

難以想象原來的面貌。（言之成理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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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站 黃泥涌高射炮台：香港保衞戰期間，此陣地架設了 3.7 吋口徑高射炮，並

曾擊落一架日軍敵機。日軍進攻此陣地，曾發生激烈的高射炮爭奪戰，兩

小時後陣地落入日軍手中。炮台上的斷壁殘垣原用作放置炮彈，其餘還有保

護炮兵的防護牆。 

 
一張戰時日本發行的明信片描繪了 

日軍攻佔黃泥涌高射炮陣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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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彈藥庫 

 
 

簡介 彈藥庫於戰時向黃泥涌高射炮陣地供應彈藥。 

考察重點 觀察彈藥庫如今的保育狀況，知曉彈藥庫的歷史作用。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整座彈藥庫以甚麼材質砌成？ 

A.木材  B.磚石 
B。 

2. 彈藥庫原本開設幾道門？ 

三道門。 

3. 如今這座彈藥庫多餘的門窗已怎樣處理？ 

用石屎封起。 

4. 原本放置在這裏的彈藥供甚麼地方使用？ 

供黃泥涌陣地的兩門高射炮使用。 

此處彈藥庫的保育狀

況，與摩星嶺要塞軍

火庫相比如何？ 

整座建築僅留下一道門

出入，其餘門窗均封

閉，保育程度較好，並

且設有指示牌。（言之

成理即可） 

知識站 彈藥庫：這座彈藥庫設在黃泥涌高射炮陣地不遠處，當時彈藥庫中所保存的

彈藥，均用於供應架設在黃泥涌陣地的兩門高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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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機槍堡 

 
 

簡介 機槍堡是黃泥涌陣地重要的防禦炮火，守軍曾據此與敵軍進行激戰。 

考察重點 了解機槍堡的結構及作用，知曉在此發生的戰鬥狀況。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機槍堡在戰爭中有甚麼用途？ 

用作防禦炮火。 

2. 這兩處窗口是甚麼？ 

機槍堡的槍眼。 

3. 機槍堡頂部凸起的管道有甚麼作用？ 

瞭望槽。 

4. 外牆上破損的部分是怎麼造成的？ 

日軍爆破留下的痕跡。 

機槍堡以加固實心鋼

筋混凝土構建，有甚

麼目的？ 

加強防禦力，以抵抗敵

人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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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站 機槍堡：部分埋在地下，用作黃泥涌陣地的防禦炮火。當日日軍攻上陣地

時，此處兩個機槍堡的守軍嚴陣以待，重挫日軍。激戰 12 小時後，陣地最

終落入日軍之手。此機槍堡以加固實心鋼筋混凝土構建，設四個槍眼，頂部

有瞭望槽，外牆仍保留了日軍爆破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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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聖約翰救傷隊烈士紀念碑 

 
 

簡介 這座紀念碑是為了紀念在香港保衞戰中犧牲的 56 位聖約翰救傷隊隊員。 

考察重點 認識紀念碑，了解聖約翰救傷隊在香港保衞戰中的事跡。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這座紀念碑紀念哪個隊伍犧牲的隊員？ 

聖約翰救傷隊。 

2. 這些隊員在哪場戰爭中犧牲？ 

香港保衞戰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抗日戰爭。 

3. 這些隊員在戰時被派往或借調至哪裏工作？

（可選擇多項） 

A.急救站 B.醫院 C.學校 D.軍事單位 

A、B、D 
4. 不少救傷隊隊員曾因甚麼不幸遭遇而犧牲？ 

隊員雖已佩戴救護人員標識，仍被日軍無端殺害。 

為甚麼選擇在黃

泥涌豎立紀念

碑？ 

有多名救傷隊隊

員在黃泥涌的戰

事中犧牲。 

知識站 聖約翰救傷隊烈士紀念碑：香港保衞戰中，多名聖約翰救傷隊的義務急救人

員被派往全港不同醫院、急救站和借調至軍事單位提供救助服務。在此期間

有多名救傷隊成員殉職，當中不乏已佩戴救護人員標識的隊員被日軍無端殺

害，其中在黃泥涌的戰事中就有多名救傷隊隊員犧牲。1952 年聖約翰救傷隊

隊員在此豎立起這座紀念碑，紀念戰時犧牲的 56 位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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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B 港九大隊的抗敵鬥爭 

考察目的  

（一）認識各處歷史遺址和紀念設施的價值和意義。 

（二）了解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日活動和貢獻。 

（三）欣賞前人保家衞國、無畏犧牲的壯志豪情。 

路線概覽  

（一）黃毛應玫瑰小堂 

（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 

（三）斬竹灣烈士碑園 

***************************************************************************************** 

（一）黃毛應玫瑰小堂 

1942 年 2 月 3 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玫瑰小堂宣布成立，

其後改稱「港九獨立大隊」，直屬東江縱隊司令部領導。港九獨立大隊組成後，以西貢地區為

主要根據地，全面開展抗日工作。兩年間，約有 70 名游擊隊成員定居和駐紮在小堂裏，以儲

備游擊隊的補給、武器和軍火，因此小堂曾在抗日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44 年，日軍

大舉圍剿黃毛應村，向村民逼問游擊隊的信息，甚至對他們酷刑折磨，使得其中一位村民傷

重而死，但最終日軍一無所獲。 

 

編號 標題 360 全景擷圖 

B1 黃毛應玫瑰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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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成立於 1998 年，會員包括居港的原港九獨

立大隊老游擊戰士及後代。聯誼會旨在聯絡和服務老游擊隊戰士，並通過整理和出版隊史及

各類書籍刊物、組織開展紀念活動等方式，繼承港九獨立大隊艱苦奮鬥的傳統，弘揚保家衞

國的精神，以此教育後人。2022 年正值港九獨立大隊成立八十周年，聯誼會於會所舉辦圖片

展，介紹港九獨立大隊的歷史。 

 

編號 標題 360 全景擷圖 

B2 老戰士聯誼會會所 

 

B3 港九大隊歷史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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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斬竹灣烈士碑園 

西貢斬竹灣烈士碑園由健在的東江縱隊老戰士及西貢居民發起籌建，並於 1989 年 1 月

落成，為紀念在抗日戰爭期間犧牲的烈士。碑園主要由牌樓、紀念碑、紀念亭和石碑組成，

其中主碑高十米，碑體以步槍的造型設計，碑上「抗日英烈紀念碑」七字則由原東江縱隊司

令員曾生手書，下方青石碑碑文詳載西貢居民抗日事跡。抗日英烈紀念碑在 2020 年入選由

國務院公布的第三批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名錄。 

 

編號 標題 360 全景擷圖 

B4 烈士碑園入口 

 

B5 抗日英烈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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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標題 360 全景擷圖 

B6 「赤子報國」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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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Ｂ考察景點介紹  

B1 黃毛應玫瑰小堂 

 
 

簡介 黃毛應玫瑰小堂是港九獨立大隊成立之處，游擊隊員在此儲備物資支援抗

戰。 

考察重點 了解黃毛應玫瑰小堂的外觀，認識其對於港九獨立大隊的歷史意義。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這座建築物位於哪個地方？ 

西貢黃毛應村。 

2. 這處建築有多少層？ 

2 層。 

3. 從建築上的神像可知這裏

原是哪個宗教的處所？ 

基督教 / 天主教。 

4. 抗戰時期游擊隊員曾在這裏做甚麼？

（可選擇多項） 

A.修築堡壘 B.駐紮  
C.儲備補給 D.儲備武器 

B、C、D 

這處建築對於港九獨立大

隊有甚麼歷史意義？ 

1942 年港九獨立大隊在此

處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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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站 黃毛應玫瑰小堂：建於 1939 年，是西貢黃毛應村的天主教教堂。1942 年 2

月 3 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此宣布成立。兩年間，約有 70 名游擊隊成

員定居和駐紮在小堂裏，以儲備游擊隊的補給、武器和軍火，因此小堂曾在抗

日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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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老戰士聯誼會會所 

 
 

簡介 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旨在聯絡和服務老游擊隊戰士，

並舉辦活動紀念抗戰歷史。 

考察重點 了解聯誼會的宗旨和在此舉辦的相關紀念活動。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聯誼會的對象主要是哪支部隊的老戰士？ 

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2. 港九獨立大隊以哪種形式進行抗日鬥爭？ 
A.游擊戰  B.陣地戰 
A。 

3. 這裏正在舉辦甚麼活動？ 

紀念港九獨立大隊成立八十周年圖片展。 
4. 這場圖片展在 2022 年舉辦，據此推斷港

九獨立大隊在哪年成立？  
1942 年。 

猜猜成立老游擊戰士聯

誼會的目的是甚麼？ 

聯絡和服務老游擊隊戰

士，並舉辦活動紀念抗戰

歷史。（言之成理即可） 

 
  



 

 27 

B3 港九大隊歷史展覽 

 
 

簡介 聯誼會會所內正舉辦港九獨立大隊歷史展覽，展示大隊發展歷程。 

考察重點 觀察展覽廳內的陳列設施，認識港九獨立大隊在抗戰時期的貢獻。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港九獨立大隊由哪個政黨領導？ 
中國共產黨。 

2. 展覽廳內透過哪些物品展示港九大隊的

歷史？（可選擇多項） 
A.圖片 B.影片 C.書籍 D.武器 
A、B、C。 

3. 地圖展示了港九獨立大隊哪項主要工作

的路線圖？ 

秘密大營救。 

4. 除此之外，港九大隊還進行哪些抗日活

動？（可選擇多項） 
A.搜集情報  B.伏擊日軍  
C.救助盟軍  D.宣傳抗日 
A、B、C、D。 

為甚麼聯誼會要展出港九

獨立大隊的歷史資料？ 

讓來賓知悉港九獨立大隊在

抗戰時的貢獻。（意思合理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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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站 港九獨立大隊：日軍侵佔香港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

隊在港堅持開展游擊戰，他們積極宣傳抗日，多次伏擊日軍，搜集日軍情

報，秘密營救滯留在香港的抗日愛國人士以及救助英軍戰俘、美軍飛行員等

盟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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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烈士碑園入口 

 
 

簡介 西貢斬竹灣烈士碑園為紀念在抗日戰爭期間犧牲的游擊隊烈士而建。 

考察重點 觀察碑園的建築設施，知曉碑園的建造目的。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碑園選址在哪裏？ 

西貢斬竹灣。 

2. 牌樓上的對聯寫着甚麼字？ 

熱血灑鞍山芳流百世，英名揚貢海景仰千秋。 

3. 整個碑園中能夠看見哪些設施？（可選擇多

項） 

A.牌樓 B.石碑 C.紀念亭 D.紀念碑 
A、B、C、D。 

4. 碑園主要紀念甚麼人？ 

紀念在抗日戰爭期間犧牲的游擊隊烈士。 

碑園為甚麼選址於

西貢？ 
因為這批游擊隊員不

少是西貢村民。 

知識站 烈士碑園：西貢斬竹灣烈士碑園由健在的東江縱隊老戰士及西貢居民發起籌

建，為紀念在抗日戰爭期間犧牲的游擊隊烈士，因為這批游擊隊員不少是西

貢村民。碑園於 1989 年 1 月落成，主要由牌樓、紀念碑、紀念亭和石碑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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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抗日英烈紀念碑的設計以步槍為主題，下方碑文詳載西貢居民抗日事蹟。 

考察重點 認識紀念碑的設計樣式，了解其象征意義。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碑上寫着甚麼字？ 

抗日英烈紀念碑。 

2. 遊客可以從青石碑上了解到甚麼資料？ 

西貢居民抗日事跡。 

3. 紀念碑整體以甚麼造型作為設計主題？ 

A.步槍  B.火炬 
A。 

4. 紀念碑的造型設計有甚麼象徵意義？  
步槍象徵抗日武裝力量。 

你認為為犧牲者立碑有

甚麼意義？ 

這樣既銘記犧牲者的貢

獻，也讓人永記抗日這段

慘痛歷史。（意思合理即

可） 

知識站 抗日英烈紀念碑：紀念碑體的設計以步槍為主題，象徵抗日武裝力量。碑上「抗

日英烈紀念碑」七字由原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手書，下方青石碑碑文詳載西貢

居民抗日事蹟。 

 
  

B5 抗日英烈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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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赤子報國」雕塑展示了海外華人華僑積極投身祖國抗日救亡的情景。 

考察重點 觀察雕塑上的人物形象，分析雕塑所表現得情景。 

思考點 簡易版 進階版 

1. 這座雕塑叫甚麼名字？ 

「赤子報國」。 

2. 雕塑上有哪些人物形象？（可選擇多項） 

A.婦女  B.軍人  C.華僑  D.船夫 
A、C、D。 

3. 雕塑上的情景發生在甚麼交通工具上？ 
A.汽車  B.船 

B。 

4. 結合你的觀察，這座雕塑表現了甚麼情

景？   
海外華人華僑歸國投身抗日救亡的情景。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雕塑

紀念園將這座雕塑贈送

給香港，有甚麼寓意？ 

香港與祖國的抗戰歷史

密不可分，香港的愛國

人士曾經支援了祖國的

抗戰。（言之成理即可） 

知識站 「赤子報國」雕塑：由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雕塑紀念園贈送，以答謝香港各界

對建設雕塑園的支持。雕塑展示海外華人華僑積極投身祖國抗日救亡的情

景，並刻有「精忠報國，赤子情深」八個字。 

 

B6 「赤子報國」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