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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朋友們！兄弟們！同胞們！那萬惡之惡，東印度公司運往這個港口的該死的

茶葉，現在已經到達波士頓港！ J －自由之子的信函， 1773 年 11 月 29 日

你將要親身體驗「導致美國獨立戰

爭的單獨一個最重要的事件」 。 你

可以大聲疾呼、積極參與，定會

發現其中的妙趣！當茶葉被倒入
波士頓港時，講解員會鼓勵你喊

「Hear, hear！」（「好，好！），
或者「Huzzah ！」 （「好啊！」）
。 當討論稅賦、喬治三世國王或

議會峙，主持人還會提示你高喊

「Boo！」（「不」）或「Fie！」（

「別」） 。 讓喬治三世國王聽到你

在這個房間發出的聲音吧！

塞繆爾﹒亞當斯領導群情激昂的鎮民會議

在我們開始之前，請閱議以下安全事項：

女士們、先生們，美國歷史之旅歡迎你來到波士頓傾茶事件船抽博物館。 這個景點很獨特，因此，你應

該了解一些重要的安全資訊。 一旦你離開這個房間，就會置身於一個浮動的海上展覽館。 登上船只以及

使用過道峙，請注意腳下，並使用扶手。 參觀博物館或船拍過程中，如果發生緊急情況，請沿著過道回

到這座建築物，並使用所提供的出口。 請讓所有行動電話和電子裝置靜音。 在這個房間、船上以及室外

甲板，可以使用照相機，但在下面的博物館中是不允許的。 在整個體驗過程中，請一直與你的波士頓傾

茶事件講解員在一起，並請注意，你不再是在陸地上。 我們希望，掉到海裡的只是茶葉。



鎮民會議

現在是 1773 年 12 月 16 日，你是波士頓的一個公
民，正在參加一次重要的鎮民會議！參加這次會議

是自由之子和自由之女（Sons and Daughtersof lib
erty），這些人相信他們在議會中有權獲得代表，

並且應該反對無代表權的稅賦。 在如何處理到港

的有爭議的茶葉方面，自由之子和保皇派 (Loyal” 

ists) 之間爭論不休，後者認為我們應該遵守國王

的法律。 「埃莉諾號」（Eleanor）、 「達特茅斯號」 

(Dartmouth）、 「海貍號」（Beaver）這三艘船已紙達

波士頓港，上面載有 340 箱東印度茶葉。 「達特茅

斯號」和「海貍號」的船東弗朗西斯﹒洛克（Francis 

Rotch）已被派往馬薩諸塞州彌爾頓，懇求皇家總督

湯瑞斯﹒哈欽森（ThomasHutc hinson）允許他的船不
卸載就回到英格蘭。 如果這批茶葉卸載並繳稅，那

麼波士頓公民將被迫支付更多的無代表權的稅賦！

在本次會議中，塞繆爾﹒亞當斯（SamuelAdams）將

提醒你，殖民地在英國政府中沒有任何代表權，但

喬治三世國王以及議會已經多次向殖民地征稅。 <
印花稅法案》（StampAct）為所有紙制品（甚至撲克

牌和骰子）征稅！ 《湯森德法案》（TownshendActs)

為鉛、油漆、玻璃和茶葉征稅。 自由之子已透過各種方式，抗議過去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沒有代表權的

稅賦：抗議、請願以及聯合振制英國商品。 愛國者的行動已迫使廢除過去的這些法律，而波士頓人現在

聚集在一起，抗議這項針對茶葉的新稅賦。 當你等待弗朗西斯﹒洛克返回峙， 「人民機構」決定「戚水

與茶將於今晚混合」，而一位愛國者（Patriot）將對你進行引導。 塞繆爾﹒亞當斯發出秘密信號，結束會

議： 「會議對於拯救這個國家無能為力！」穿上你標誌性的莫霍克偽裝，跟隨你的愛國者，到格里芬碼

頭去！

波士頓傾茶事件（1773 年 12 月 16 日）



毀掉茶葉

跟隨你的愛國者，前往格里芬碼頭，將茶葉倒入波士頓港！與你

的講解員一起，高喊「Dumpthetea,intothesea！」 （「將茶葉倒
入大海！」）﹔不要忘記穿上你的莫霍克偽裝！這些羽毛十分鼓

舞人心，象征著莫霍克美洲原住民族以及他們在北美洲的獨立精

神。 自由之子今晚佩戴羽毛，向這種自治精神致敬。 愛國者們還

用泥土或煤灰涂抹自己的臉，並用厚實的斗遙遮蓋自己的身體。

一旦你到達格里芬碼頭，就會登上兩艘船－海貍號雙詭船或埃莉

諾號，並在那裡遇到一位自由之子同事。 他會提醒你，你所要做

的，將被官方視為叛國罪。 僅在 500 碼遠處，就有兩艘停泊的軍

艦喝 HMS 薩默塞特號（Somerset）和 HMS 博伊恩、號（Boyne），正在
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 你必須發誓，永遠不會透露在這裡聚集的

任何人的姓名。 我們會將茶葉扔到船外，浸泡在波士頓港口的海

水中！

在接下來的三個半小時裡，大約 9。” 150 名自由之子將會摧毀 
90,000磅（45噸以上）的茶葉。 這些茶葉估計價值10,000英鏢，

而換算成現代價值，將近 150 萬美元。

東印度公司的 「商標J

我們的抗議也針對東印度公司及其在英國殖民地的茶葉貿易壟斷地

位。 東印度公司對英帝國有鉅額欠債，有超過 1700 萬磅的富餘茶葉。 其中一些茶葉在倫敦倉庫中存放

和腐爛，已有四年之久！議會通過了 《茶葉法案》 （Tea Act），允許東印度公司成為唯一獲準在北美地區
銷售茶葉的商號。 這使得波士頓商人損失業務，而如果議會可以摧毀茶葉市場，則愛國者們害怕議會在

其他貨物方面也會這樣做。 請在被詛咒的茶葉箱兩側尋找東印度公司商標！

一旦將茶葉毀掉，你還可以探索船船的貨艙和艙房。 在甲板下面，你會發現各種貨物，包括桶裝鯨油、

朗姆酒和糖蜜，以及裝在鬆木桶中的小麥和其他干貨。 還有許多存放家居用品和家俱的行李艙。 你甚至
可能會遇到這艘船的船長，他將剛剛發生的事件記入日誌。



海貍號雙詭橫帆船：

這艘船是原始「海貍號」雙詭橫帆船的一個複

製品，原船於 1772 年在馬薩諸塞州錫楚埃特建
造。此船由楠塔基特的洛克家族擁有。：每貍號主

要是一艘捕鯨船，但也運輸茶葉等其他貨物。
出海從事貿易峙，此船通常有 8-10 名組員﹔捕
鯨時，會有更多船員。海貍號的船長是海塞凱

亞﹒考芬 (HEZEKIAH ζOFFIN），一位貴格會 

(QUAKER）水手。海貍號是最後一艘紙達波士頓
港的船，承載 112 箱東印度公司茶葉。 此船上的

船員發生天花，所以系泊延遲。 船在雷恩斯福德
海貍號雙詭橫帆船 島（RAINSFORD ISLAND）隔離，並在那裡進行

清洗和硫5黃葉蒸。船在波士頓傾茶事件發生前一

天，即 177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很達格里芬碼頭。考芬船長很擔心在我們的毀茶過程
中，自由之子可能會破壞一些精美家俱以及海貍號上所載的其他貨物。 然而，自由之子
作出承諾，今晚只會毀掉茶葉，而不會毀掉其他任何貨物，也不會傷害船員。自由之子

履行諾盲，除了海貍號雙詭橫帆船上的茶葉，他們沒有毀壞其他任何東西。

埃莉諾號：

這艘船是埃莉諾號的一個複製品，原船是波士頓有名商人約翰﹒羅 

(John Rowe）的多艘船只之一。 埃莉諾號是 1773年 12 月 2 日星期四紙
違格里芬碼頭的第二艘船。 此船裝有三根詭悍，被稱為「永遠的貿易

船」（constanttrader），意思是，此船只運載貨物，從來不用於捕鯨。
埃莉諾號載有 114箱茶葉，船長是詹姆士﹒布魯斯（James Bruce），一位

托利黨（Tory）同情者。 布魯斯違背約翰﹒羅的意願，為此船載入茶葉。

羅後來說，他寧願支付「500 金幣，好讓布魯斯不往船上載入茶葉」

。 在這個晚上，自由之子敦促他們的愛國者同胞們， 「今晚不得放過

一箱茶葉」。愛國者中的學徒和年輕人抓起掃哥，將甲板上的任何剩

餘散茶葉清掃乾浮！

埃莉諾號船的船首（帶有船東

約翰﹒羅的標誌）



格里芬碼頭

隨著你在格里芬碼頭上繼續你的旅程，你將了解那一夜發生的事情，以及與那些參與毀茶的人有關的

更多細節。 在波士頓傾茶事件參與者名單中找到你所代表的人物的姓名！過去，波士頓的抗議活動經

常是暴力性的，甚至是暴亂性的！但是，在這天夜裡，自由之子沒有傷害任何船員，除了茶葉，只有

一件物品遭到毀壞。 那天夜裡，在達特茅斯號上毀掉了一把掛鎖，而在第二天早上，自由之子秘密地
向此船交還了一把可以正常使用的掛鎖！

波士頓傾茶事件後的早晨 聆聽一位愛國者和一位托利黨人各自的說法

第二天早上．．．
毀茶事件之後，與往日無異，又一個早晨的陽光普照波士頓。 我們知道我們已經跨過了一道危險的門
檻。 我們的湯瑪斯﹒哈欽森總督說，這是「美洲發生過的最膽大妄為的襲擊事件」 。 在這場情緒高漲

的行動背後，波士頓正在↑自然發生分歧。 你會繼續自己的旅程，經過愛國者支援者薩拉，以及托利黨
同情者凱瑟粥。 凱瑟琳堅定不移地忠於國王，視占領波士頓城的英國軍隊為打擊自由之子暴亂的保護

者。 凱瑟琳和許多托利黨人的想法一樣，認為自由之子為波士頓帶來了更多的問題，而非解決問題。

薩拉認為英國兵是侵略者。 薩拉相信傾茶事件能夠讓議會改變主意，取消茶葉稅，就像過去的抗議活

動終結了從前的沒有代表權的稅賦。 薩拉加入了愛國者的杜絕進口協議，即同意不買賣那些征收無代

表權稅賦的商品。 莎拉還認為，所有真正的波士頓人應當拒絕喝茶，直到廢除稅賦。 她們就各自的忠

誠對象，以及因國王的茶葉被毀而即將到來的危險，爭論起來。



羅賓遜半個茶箱

儘管為銷毀證據做出了一切努力，但茶箱以及茶葉的一些殘餘物還是漂浮在波士頓港上。 你面前的這

個小瓶是從老北教堂（North Church）藉來的，當初是在一個參加者的靴子裡發現的，能夠以液體形式

儲存下來，真讓人好奇。

那天早上稍後，在多切斯特海灘（Dorchester Flats）有了一項發現。 一個叫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
son）的年輕人在海邊上發現了一只茶箱。 他把箱子帶回家藏在樓梯下，然後投身於革命戰爭。 羅賓遜
茶箱，還有它的故事，在這家人代代相傳，現在是 1773 年波士頓傾茶事件僅存的茶箱。

這個茶箱的外觀顯示了其在這個家庭中的位置。 其底部雕有「9 人莫里斯」（9-Men ’ s Morris）遊戲，
側面則漆有花卉。 多年來，這個箱子曾經被用來存放洋娃娃，甚至一窩小貓咪在這裡安家！

這只不起眼的箱子曾經橫跨大西洋，被斧頭砍閱，浸沒在海水中，並引發了一場革命。 今天，它就懸

在水體上方，如同 1773 年那個千鈞一發的晚上被扔進水中一樣。 這件美國瑰寶正為新一代的愛國者們
帶來敵發。 這真是一只「值得保留的箱子」 。

羅賓遜半個茶箱



肖像畫廊

喬治三世國王 約翰﹒亞當斯

接下來，你會參觀我們的肖像畫廊，裡面展示的是很多反抗不公正稅賦的愛國者，以及強制執行這些稅

賦的貴族老爺們的名字和頭像。 最突出的是喬治三世國王和塞繆爾﹒亞當斯。 六個星期之後，波士頓傾

茶事件的訊息才被傳到英國。 議會和國王的反應既嚴厲又迅捷！雖然這兩個男人從來沒有見過面，但他

們的不同意見和淒美文字則顯示了整個英帝國的分歧。 

1774 年，喬治三世國王透過一系列稱為「強制法案」（Coercive Act）的法律對波士頓施加懲罰，而在殖

民地，這些法案被稱作「不能容忍法案」 (Intolerable Acts）！這些法案就此關閉波士頓港並加以封鎖，

取消波士頓的民選官員機構，消除許多波士頓法院的權力，收歸倫敦，並將波士頓置於軍事控制之

下。 1775年2月，國王宣布新英格蘭處於叛亂狀態，塞繆爾﹒亞當斯和約翰﹒漢考克（John Hancock）等人

應以叛國罪逮捕。 他發出感慨： 「大局已定：殖民地要麼屈膝投降，要麼贏取勝利。 必須施加打擊，迫
使其臣服於英國，否則就會獨立。」

在這多事之秋，新英格蘭和其他殖民地沒有選擇各自為戰，而是開始團結起來，共同參與反對暴虐的 《

強制法案》 的事業。 1774年 9 月， 13 個殖民地中的 12 個聯合召開第一次大陸會議，討論這些殖民地的

路線和方向。 1775年，帕特裡克﹒亨利（PatrickHenry）會說： 「我知道別人可能採取怎樣的路線，但對我

來講，不自由，毋寧死！」



民兵劇場（MINUTEMAN THEATRE）和《《從這裡開始》
波士頓傾茶事件已過去 16 個月。 <
不可容忍法案》並沒有讓波士頓屈

服。 相反，這些新的法律更像是為革
命的烈火添薪加柴。 日益緊張的局

勢導致皇家總督湯瑪斯﹒哈欽森被免

職。 接替他的是湯瑪斯﹒葦奇（Thomas 

Gage）將軍，此人強制實施戒嚴，封
鎖波士頓港口。 英國與其殖民地之間
的這場衝突已發生演變，不再關乎稅

賦。 人們的思想已不再從前。 現在看
來，只有訴諸武力，才能解決王權與

殖民者之間的衝突。

《從這裡開始》 （Let It Begin Here）是 英國兵占領萊克星頓
一部獲獎電影，講述了萊克星頓戰斗

以及震驚世界的槍聲。 可以看到保羅﹒李維爾（Paul Revere）連夜騎馬飛奔，通知附近鄉村：一隊英國步
兵正在行動。 民兵鼓起勇氣，不畏強大的英國正規軍。 請注意：影片中有描述戰斗的場景，聲音很大，
對於兒童可能過於激烈。 如需幫助，請告知你的講解員。

總結
「人性本身永遠是崇尚自由的。 人性中還有對橫加損害的憤怒，以及對倒行逆施的怨恨。 對真理的熱

愛，以及對美德的崇拜。 這些可愛的激情，是潛在的火花．．．如果人們能夠理解、洞察和感受真假、對
錯、美且之間的差異，那麼人類的朋友能夠運用的原則，還有什麼比這些對差異的感知更好的呢？」

－約翰﹒亞當斯

波士頓傾茶事件是「導致美國獨立戰爭的單獨一個最重要的事件」 。

謹代表波士頓傾茶事件船抽博物館，以及美國歷

史之旅，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請務必光顧阿比
葦爾茶室（Abigail’ sTeaRoom），這裡有波士頓傾
茶事件中出現的各種具有歷史意義的茶葉，還有
美昧三明治、餅干以及其他茶點供你選擇。

阿比葦爾茶室


	1
	2
	3
	4
	5
	6
	7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