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通識教育會: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中四公民與社會科教學進度(供會員參考)
每循環周三節
周次
1–3
共9節

教學目標
-了解「一國兩制」內
涵和實踐,認同國民身
份

關注重點(價值觀/態度)
1 九種首要培育價值觀:
-培養個人對社會和國家
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加
強國民身份認同

-了解香港特區的憲制
基礎、與國家的憲制關 2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係
-認識國家歷史
-加深了解國情知識
-識別不同意見及價值 -加深個人對中國公民身
觀,並運用慎思明辨能 份的了解和認同
力探究課題
3 國安教育與基本法:
-配合事實和證據,作
-認識基本法序言及有關
出合乎法理情的判斷
一國兩制關係的條文
-清楚表達自己的論
據,並根據事實和證據
看待其他人的意見和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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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香港特區與國家 1 九種首要培育價值觀:
的關係、國家在安全問 -學會尊重他人,養成將
題上的最新發展
心比己,感同身受的同理
心
-認同國民身份,並了
-培養個人對社會和國家
解香港在國家安全的
的責任感
責任, 成為具責任感的 -香港居民須遵守法律以
公民
維護國家安全和法治

課題/探究內容(知識建構)
教學活動/ 教學方法
-香港問題的由來（三條不平等條約 資料研讀:基本法序言
及其背景）
小組討論:中國政府堅持三條條約
-了解回歸歷程概略:
是無效和不平等的理據
中英就香港問題談判概要;國家對
香港問題的立場及其理據;國家提
角色扮演:中英談判的分歧與解決
出「一國兩制」構思的內涵;《中英
聯合聲明》的簽訂《基本法》的制 小組討論:香港回歸和特區成立的
定與頒布;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
意義及不同分者的感受
權與特區政府的成立
資料研讀: 憲法適用於與不適用於
-了解國家和香港特區的憲制關係( 香港特區的條文？
主權治權在中國);香港是國家不可
分離的部分;「一國兩制」及《基本 集體思考:國家憲法與香港有何密
切關係？
法》的法律依據與實行的制度;

習作/評估
資料搜集:與三條不
平等條約有關的香
港街道/地方名字
課堂活動:從數據、
廣告和新聞看基本
法制訂過程
資料搜集:落實一國
兩制的例子
資料回應題:香港回
歸歷程
圖表分析:單一制與
聯邦制的差異

-了解《基本法》保障「一國兩制」
的方針及其實踐;全國人大授權香
港特別區依照《基本法》實行高度
自治
-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總體國
家安全觀）,理解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是長治久安和社會穩定的基石,
認識國安法確保一國兩制實踐的作
用

論壇:香港不同持分者可如何推動
一國兩制的落實

-認識《香港國安法》：立法背景、
立法模式(以附件三形式)、主要內
容、實施概略

論壇: 國安法如何在人權法治與國
家安全作出平衡
資料回應題:國安法
的立法與實踐

資料研讀:國安法的總則和重要條
文
小組討論:沒有守法意識會為社會
帶來甚麼危害

資料搜集:世界各國
的國家安全問題及
其國安法例
新聞評述:與國安法
有關的新聞或個案

-識別課題涉及的不同
意見及價值觀,並透過
慎思明辨能力,從多角
度探究課題,作出合乎
法理情的判斷和決定

7—8
共9節

2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了解中國傳統愛國精神
-認識國家安全問題淵源

問答比賽: 有關香港政府機構和政
治制度的小知識
新聞分析:有關香港
政制與選舉的新聞
資料研讀:香港英治時期的行政主
3 國安教育與基本法:
導政制是怎樣
資料回應題:香港行
-認識基本法下香港是國
鄧小平與蕭蔚雲談香港基本法行
政主導的政制設計
-根據事實和證據,以
家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 -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 政主導的政制設計
及基本法的相關條
客觀、持平和具同理心 政制設計的理念,以及守 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制度
文
的態度來看待對香港
法(國安法)的重要性
角色扮演:修改基本法兩個有關選
政制的不同意見和觀
-認識基本法跟行政、立法及司法機 舉的附件可如何改善特區行政主
數據題:回歸前後
點
關相關的條文,以及三權如何在《基 導的施政
(1990 年至 2007 年)
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下各司其
立法會議席的分佈
職、相輔相成
-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 1 九種首要培育價值觀: 了解法治精神的意義：遵守法律； 影片分析:從電影法內情情節分析 分析題:香港法治社
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精
-學會尊重他人;展示能
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 法治精神
會建立的因素
神,以及其對香港發展 設身處地、了解他人立場 平公開的審訊
的影響
的同理心
角色扮演:法治對香港的發展有多 資料研習:從基本法
-成為具責任感及守法精 認識香港法律制度如何貫徹與落實 重要
條文,看港人擁有叩
-識別課題涉及的不同 神的公民,建立遵法守紀 法治精神
哪些不同方面權利,
意見及價值觀,並運用 的觀念
小組討論:法援制度多大程度促進 以及這些權利是否
慎思明辨能力,從多角
了解《基本法》規定香港居民的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不受任何限制
度探究課題
2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本權利與義務
-認識中華文化中儒家思
集體思考:日常生活中的權利與義 有關基本法內容的
-配合事實和證據,作
想中重個人義務的德行
不同類別的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有 務;權利背後為何必有義務;權責
多項選擇題測試
出合乎法理情的判斷
沒有不同
為何是相輔相成
和決定,以及建立正面 3 國安教育與基本法:
資料回應題:有關法
價值觀和法治觀念
-認識基本法與法治法律 認識義務和權利之間的關係;法律
小組討論: 為甚麼基本法只列出香 治精神與基本法
的條文,了解基本法如何 義務和道德義務有何分別
港居民須守法這一條義務?這樣足
-以同理心的態度來看 保障人權和申明公民義
夠嗎?
待其他人所持的觀點, 務
學習處理相互衝突的
資料選讀:孔子和孟子有關道個人
價值觀
德義務的名句
-認識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立法及
國安問題,了解國安法如何平衡法
治和人權,以及不會影響香港法治
和居民依法享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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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國家最新發展的
情況;加深認識香港與
國家之間在政制和憲
法上關係
-了解中華民族由哪些
不同民族構成,以及國
家的民族關係和對少
數民族政策,從而增強
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
的身份認同
-認識、欣賞與傳承中
華文化,並尊重不同文
化,學會求同存異,包
容異見
-辨識資料中闡明和隱
含的觀點、態度和價值
觀,歸納出概括性的結
論
-對不同情境的當代課
題作多角度思考;理解
課題的複雜性;學習處
理相互衝突的價值觀

1 九種首要培育價值觀:
-學會尊重他人;展示能
設身處地、了解他人立場
的態度
-培養個人對國家的責任
感、歸屬能和承擔感,以
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2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回顧初中所學中史,認
識國家作為多民族國家
的發展歷史
-欣賞與傳承中華文化內
華夷無界,四海一家精神
-欣賞、尊重和接納不同
的文化和觀點
3 國安教育與基本法:
-認識和尊重國家在政治
制度和治理模式上選擇
的道路,以及其對國家發
展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掌握國家的政治體制,認識《憲法》
第一條列明「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
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
的特徵,法律禁止破壞社會主義制
度

資料研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有
何不同?甚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
新聞片段分析:中國政治制度內涵
及相關政府機構

-認識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 圖表研習:中國政府架構圖,中
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
共、人大、政協、國務院之間關係
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片段分析:從兩會召開的新聞片段
-了解中華民族發展的由來與組
了解國家政治體制的運作
成；認識當代中國是由五十六個民
族組成的統一多民族國家
小組討論:中國政治制度設計有甚
麼特色?為甚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
-認識《憲法》第四條關於民族關係 對自身體制擁有制度自信?
和民族政策的規定:保障各少數民
族合法權利,維護各民族平等.團
資料閱讀:有關中國憲法或民族政
結.互助.和諧關係,各民族有使用
策的文章
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風俗習慣
的自由
圖表研習:認識中國版圖、少數民
族分佈、各省市民族自治區的地理
-了解《憲法》第四條禁止對任何民 位置
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
結和製造民族分裂;國家根據各少
資料搜集與匯報:各少數民族的服
數民族特點和需要,協助其發展
飾、食品、習俗、節慶等
-認識國家於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
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
使自治權。各民族自治地區都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問答比賽:有關中國政制、國家領
導人、中華民族的國情知識
論壇:如何促進不同民族和諧共處
集體思考:各民族和諧共處對國家
發展和國家安全有何重要?

資料題:八個民主黨
派在參政議政上發
揮的作用
分析題:香港特區的
憲制地位跟民族自
治區有何異同?
新聞評述:與國家少
數民族文化保育有
關的新聞或個案
資料回應題:國家政
治制度的實踐,以及
其跟西方政制的分
別
有關國家政治體制
的多項選擇題測試
個案分析:中華文化
和少數民族文化互
相交融的例子
資料回應題:可以如
何保護及傳承少數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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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憲制地位、香港特區
不同身份的居民,以及
香港人作為中國籍公
民的規定
-認同國民身份,並具
備世界視野,尊重不同
文化和族裔人士
-從多角度探究課題,
從而配合事實和證據,
作出合乎法理情的判
斷和決定
-成為具責任感及承擔
精神的中國公民,建立
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以客觀、持平和具同
理心的態度來看待其
他人所持的意見和觀
點；

1 九種首要培育價值觀:
-學會尊重他人(不同背
景人士);在處理不同課
題時展示能設身處地、了
解他人立場的態度
-培養個人對社會和國家
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加深個人對中國國籍和
中國公民身份的了解和
認同
-建立遵法守紀的觀念,
恪守國旗法和國歌法
2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從國旗和國徽圖案的意
義,認識國家歷史及傳承
中華文化
-同時欣賞、尊重和接納
不同的文化,抱持中華文
化之中求同存異、和而不
同的精神
3 國安教育與基本法:
-認識基本法第二十四條
有關內容,明白中國公民
應有的國家安全義務

了解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
《憲法》、《國籍法》關於中國國
籍及中國公民的規定；
認識《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
性居民）的規定

個案分析:甚麼是香港居民？香港
居民可以分為哪幾類?

資料題:從流行曲歌
詞看香港人的中國
公民身份認同的元
素

資料選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原
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一至五
條、1996 年人大常委關於《中華人 數據題:運用有關數
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區實施 字分析香港居民多
的幾個問題的解釋
元化的特徵

了解國家的象徵（國旗、國徽、國
歌）及列於《基本法》附件三的相
關規定

課堂活動: 從身份證上符號看不同 選擇題:有關基本法
類型的香港居民
就香港居民的定義

從建國歷史認識國旗、國歌和國徽
的由來

小組討論:如何建構香港居民的中
國公民身份認同

認識國旗和國徽的圖案的意義；國
歌所體現的愛國情懷

資料搜集: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
居民的權利有何異同

可如何從不同層面促進香港居民認
識和尊重國家象徵

歷史資料分析及電影片段欣賞(建
國大業): 認識國旗、國徽、國歌
的由來
新聞及圖片搜集:香港有展示國
旗、國徽的地方,以及展示的意義
是甚麼

圖象分析題:國旗、
國徽內不同部份有
何象徵意義
資料分析題: 國歌
歌詞的歷史背景
資料題:從基本法案
例看國旗和國歌法
的規限為甚麼不違
反言論自由之權利

選擇題:有關基本法
附件三國旗和國歌
資料選讀: 國旗和國歌法的由來、 法內容
國旗和國歌法內容分析(何謂侮辱
國歌？何謂不當使用國歌？)
集體思考:奏唱國歌和升旗禮上應
有的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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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
從而探究兩地互動發
展的機遇和挑戰,能夠
適應社會和國家不斷
轉變情況

1 九種首要培育價值觀:
-培養個人對社會和國家
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加
強國民身份認同
-培育關愛的精神,支援
及捐助內地有需要同胞

從多角度了解國情,認
識香港在國家發展中
扮演的角色,加強對國
民身份的了解和認同

2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初步認識國家在改革開
文前後的歷史轉變,加深
了解國情知識
透過綜合運用慎思明
-欣賞與傳承中華文化中
辨能力、解決問題能
博施濟眾,立己達人的精
力、創造力、處理數據 神
能力、自學能力、運用
資訊科技能力
3 國安教育與基本法:
-從國家發展了解科技、
根據事實和證據,以客 糧食和生物安全等領域
觀、持平和具同理心的 的發展
態度來看待其他人所
持的意見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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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與中華文化和多
元文化相關課題,從而
建構知識及促進自主
學習

1 九種首要培育價值觀:
-學會尊重他人,強化同
理心,在面對不同文化時
展示能設身處地的態度,
同時欣賞、尊重和接納不
認識、欣賞與傳承中華 同的文化
文化,並對不同文化抱 -培養個人對國家責任感
持尊重、包容和欣賞的 及承擔精神,加強國民身

了解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高新科
技、醫療衞生、文化教育、基礎建
設、脫貧）取得的成就

課堂活動:分析比較中國今昔發展
資料搜集及匯報:近年國家在不同
領域取得的成就(高新科技、醫療
衛生、文化教育、基礎建設、滅貧)

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的
裨益,如國家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
(CEPA、大灣區優惠政策、發展國際 小組討論:近年國家在不同領域取
創新科技中心、擴大內地高校免試 得成就生在不同層面帶來的影響
招生計劃、香港創意產業發展等),
讓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優勢
時事論壇:中國近年取得的哪一個
成就最值得驕傲
了解香港特別行政區參與國家事的
貢獻：香港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範疇 照片/片段分析:香港在不同時期
推動內地發展及交流(改革開放窗
和不同範疇對國家的貢獻;國家在
口、前店後廠格局、大灣區協同發 不同時期和方面對香港的援助
展、一帶一路中超級聯繫人角色等)
人物資料選讀:香港對國家改革開
了解香港人對捐款賑災或支援內地 放的貢獻.(伍淑清、胡應湘、霍英
發展中地區的事實
東等)
探究兩地互動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認識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優勢和發展
機遇

了解香港是一個以中國人為主體的
城市,中華文化在香港傳承發展
認識香港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
化大都會,不同族裔融和共處,促進
了香港的多元文化的發展
了解香港社會的多元文化特徵:不

個人反思:香港人可
如何協助國家在科
技、醫療、文教、基
建、滅貧方面的發展
數據題:國家貧窮人
口數目的轉變
資料回應題:國家取
得成就如何影響香
港人的國民身份認
同
習作:運用有關指數
分析個人及家庭的
生治質素
資料回應題:港人在
華東水災一事上表
現的家國情懷

資料研習: 希望工程、苗圃行動、
華東大水災、汶川大地震、其他扶 時事分析:CPEA、大
貧項目等
灣區、一帶一路為香
港帶來甚麼機遇
小組討論:一國兩制令香港取得甚
麼優勢
小組討論:香港在不同方面如何傳 小組匯報:中華文化
承中華文化(飲食、節日、宗教、 在香港
習俗等)
資料搜集:中華文化
集體思考:中華文化的傳承在香港 在香港的傳承
遇到甚麼困難,可如何去解決這些
困難
資料分析題:香港的
中西文化交流和兼

態度,學會求同存異,
包容見
透過綜合運用慎思明
辨能力、解決問題能
力、創造力及自學能
力,從多角度探究課
題,從而建立正面價值
觀和態度,作出合乎法
理情的判斷、評鑑和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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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認同
2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在多元社會中認識、欣
賞與傳承中華文化傳統,
明白其獨特與可貴之處
3 國安教育與基本法:
-認識在國際性多元文化
下文化安全的議題

以客觀、持平和具同理
心的態度來看待其他
人的文化和觀點
了解了解改革開放以
來國家的最新發展,認
識香港特區與國家的
密切關係與良性互動

1 九種首要培育價值觀:
-培養個人對社會和國家
的責任感及承擔精神,加
強國民身份認同

了解與國家相關的成
熟當代課題,建構知識
及促進自主學習

2 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
-認識當代國家改革開放
前後的歷史發展概況

清楚表達自己的論據,
並根據事實和證據,以
客觀、持平和具同理心
的態度來看待其他人
所持的意見和觀點；

3 國安教育與基本法:
-認識國家富強對國家安
全所起的促進和保障作
用

加深了解國家發展,成
為具責任感及承擔精
神的中國公民

同文化傳統、生活習俗、族裔、宗
教、生活方式並存
從香港發展概略,看香港社會形成
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特徵
的因素：歷史、地理、文化、經濟
等
中華傳統文化與不同文化的融和,
形成多元文化特徵對香港社會的的
積極意義：推動文化的兼收並蓄；
有助文化創新與反思；促進不同族
裔融和共處；培養植根中華文化而
具世界視野的公民素養

資料搜集及匯報:如何支持香港是
國際大都會的說法

容並蓄的個案

數據題:香港人口構
小組討論:中西文化交融對香港發 成分析
展有多重要(文化交流、文化創新)
時事分析:少數族裔
時事論壇:香港人能否做到包容不 在港生活收況
同族裔人士
分析題:中華文化有
個人反思:多大程度植根中華文化 何獨特和可貴之處
而且具備世界視野
數據分析:以中國人為主體,不同
種族共融的香港人口構成

認識改革開放背景、策略、成就:
課前資料研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歷
改變思維,實事求是;將工作重心轉 史發展概略
移到經濟建設；讓部分人先富起來,
最終達成共同富裕；先開放沿海,
小組討論:文革前國家情況如何?
成立經濟特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人物探討: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
了解國家「三步走」
（溫飽→小康→ 小平的思維模式和施政策略
富裕）的發展戰略及其調整,從而明
瞭改革開放與國家現代化關係
新聞剪輯:反映中國發展成就的剪
報
從多角度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
活的轉變與生活素質的提升:經濟
小組討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
收入、消費模式、教育程度、醫療 大成就是甚麼?
水平、人均預期壽命、脫貧等
集體思考:成為世界強國有甚麼標
認識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綜合國力的 準,國家在多大程度上達到這些標
提昇:經濟發展、文化生活、自然資 準
源、教育水平、科技進步、國防現
代化等

數據題:中國 GDP 增
長和貧窮人口減少
資料題:改革開放初
有何措施及成效
分析題:為甚麼改革
開放是國家發展歷
史的分水嶺?
新聞評論:一則反映
中國發展成就的剪
報
資料題:比較金磚五
國經濟發展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