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教學院大成小學 

2019 – 2020 年度 上學期 

術科進度表 

科目:  國民教育科  

年級：二               任教老師： 陳錦長老師、梁日科老師、鄧至堯老師 

  

周

次 

 
目標 單元 / 課

題 

教學活動 延展活動 教學資源 電子教學/ 

遊戲 

課業 進展性評估 備註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九

月 

 

1 1 2 3 4 5 6 7         中秋節翌日補假 (16/9) 

2 8 9 10 11 12 13 14         

3 15 16 17 18 19 20 21         

4 22 23 24 25 26 27 28 主題： 

中國國歌 

 

目標：  

1. 能夠讓學生認識

中國國歌的歷史

背景。 

 

2. 能夠讓學生明白

演奏／唱國歌時

應有的態度和尊

重 

 

3.  能夠讓學生明白

國歌的代表性和

意義 

 

 

 

歷史國情 1. 介紹本堂將會學習的重點。 

2. 課堂活動（一）：（引起動機） 

播放國歌。提問學生在什麼場合裡聽過和嘗試

回答國歌的作用和意義。 

3. 課堂活動（二）：（電子學習）老師播放短片

《中國國歌的由來》，與學生略作講解國歌的

歷史背景，並請學生同時完成工作紙（一） 

自主學習：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搜尋國歌作曲

者的其他作品，並互相分享。 

4. 課堂活動（三）：（小組學習）老師播放兩段

不同場合下演奏／唱國歌時的情景，請學生

留意情境氣氛和在場者對國歌奏响時的態

度。 

自主學習：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搜尋一些有關

中國的民謠歌曲，並彼此分享。 

5. 課堂活動（四）：（開放性議題）給學生一個

開放性議題，提問：當國歌奏唱時，我們應

該持什麼態度？ 

6. 鞏固及總結：老師再播放國歌，並對整堂課

進行總結和歸納。 

7. 延展活動：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搜尋中國國

旗及相關歷史背景。 

 

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

搜尋中國國徽及國旗

相關歷史背景。並紀

錄在平板電腦上於下

堂分享。 

1. 播放網頁視頻短片： 

《中國國歌的由來》，視

頻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S9Cl-MZvhg 

 

2. 播放網頁視頻有關不同

場合播放短片： 

（香港體育館：國際軍樂

匯演）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Gh8uAFuPd-A 

（奧運）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g6SPQWt7M5M 

 

 

 

   

 工作紙（一）  

 

 

 

5 29 3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9Cl-MZv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9Cl-MZvh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8uAFuPd-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8uAFu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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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1 2 3 4 5 主題：  

中國國徽及國旗 

 

目標：  

1. 能夠讓學生認識

中國國徽及國旗

的歷史背景和設

計意念。 

 

2.  能夠讓學生明白

演奏／唱國歌時

應有的態度和尊

重 

 

歷史國情 1. 介紹本堂將會學習的重點。 

2. 課堂活動（一）：（引起動機） 

播放香港慶祝回歸國慶升旗時的短片情景，請

學生留意升旗時的環境氣氛和持旗者的態度。 

自主學習：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搜尋國徽及國

旗的歷史背景，並互相分享。 

3. 課堂活動（二）：（小組學習）老師先播放短片

《國徽意思》，並再解說多一些有關國徽上圖

案的顏色和代表意思及完成工作紙（二） 

自主學習：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搜尋其他國家

的，國徽及國旗並互相分享。 

4. 課堂活動（三）：（創意設計） 

假設你是班主任，試設計一個屬於你班的班徽

並畫在小紙咭上，並分享創作的意念。 

5. 鞏固及總結：老師再播放升旗儀式，並對整堂

課進行總結和歸納。 

6. 延展活動：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搜尋中國少數

民族的歷史背景。 

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

搜尋中國少數民族的

相關歷史背景。並紀

錄在平板電腦上於下

堂分享。   

1. 播放網頁視頻短片： 《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六十八周年升旗儀式》，

視頻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

atch?v=TdJ6QRa0F0Q 

 

2. 播放網頁視頻短片： 

《國旗意思》，視頻網

址 ：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hje_sVoHWs 

 

3. 準備小紙咭、顏色筆 

 工作紙（二）  國慶日假期 (1/10) 

重陽節假期 (7/10) 

學校假期 (8/10-9/10) 

 

6 6 7 8 9 10 11 12         

7 13 14 15 16 17 18 19 主題： 

中國主要城市－首都

北京 

 

目標： 

1. 學生能夠對中國

首都北京的歷史文

化有更深認識。 

 

2. 從認識北京著名

的建築物或景

點，加深對中國歷

史的認知。 

 

自然國情 1.  介紹本堂將會學習的重點。 

2.  課堂活動（一）：（引起動機）老師提問對北

京的認知，例如中國的首都在那裡？什麼叫

首都？北京有多大？北京的位置？有什麼特

別的建築物？ 

3.  課堂活動 (二)：（電子學習）老師播放《北

京城市宣傳片》，與學生一起分享及討論北

京是怎樣的地方。 

4.  課堂活動 (三)；(電子學習) 播放《北京到底

有多大》一片，並同時   

間完成課堂工作紙。 

5.  課堂活動 (四)：（小組分享）老師先介紹兩

個北京著名的景點或建築物 (例如頤和園和

萬里長城等)(播放影片加以說明)，後請學生

以小組形式用平板電腦搜尋多兩個地方，並

紀錄在工作紙上。每組抽同學做代表再與其

他同學分享。 

6. 鞏固及總結：讓學生明白首都的重要性和北京

建築物的歷史及文化意義。 

7.  延展活動：搜查中國其他不同城市的特色。 

搜查有關北京著名建

築物的背景資料及歷

史意義。 

1. 《北京城市宣傳片》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b3-v_QekswE 

 

2. 《北京到底有多大》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s63Oe6J8aQY 

 

3. 《世界奇跡－長城》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9Q1UGOo85sI 

 

4. 《世界遺產紀錄片－頤和

園》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C61pah0i57w 

 

 工作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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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 21 22 23 24 25 26     ZZ    

9 27 28 29 30 31           

 

十

一

月 

      1 2           小六總結性評估

(14/11-20/11) 10 3 4 5 6 7 8 9         

11 10 11 12 13 14 15 16 主題： 

七夕節的起源 

 

目標： 

1. 加深學生對中國

民間傳說的興趣。 

 

 

 

 

人文國情 1.  介紹本堂將會學習的重點。 

2.  課堂活動（一）：（引起動機）老師和學生探

討七夕節的由來和對民間的影響。 

3.  課堂活動 (二)：（電子學習）老師播放《七

夕傳說》兩片，與學生一起完成課堂工作紙。 

4.  課堂活動 (三)：（小組討論）學生分組分享

中國節慶的傳統神話和對後世的影響。 

5.  鞏固及總結：加強學生對中國傳統節日的理解 

6.  延展活動：搜查中國其他不同的節慶，並找尋 

   其意義和背景文化。 

 

/ 1. 《七夕傳說》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QlLD-e1g0Fo 

 

2. 《七夕傳說》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BaRLd_NOzQ

M 

3.  參考資料： 
https://www.chiculture.n

et/1302/html/1302festiva

ls_b02c02.shtml 

 

4.  參考資料 2： 

https://www.skyscanner.

com.hk/news/inspiration/

how-do-china-japan-kore

a-celebrate-chinese-valen

tines-day-201708 

／ 工作紙(四)  

12 17 18 19 20 21 22 23         

13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

二

月 

14 1 2 3 4 5 6 7 主題： 

春節與元宵的起源與

習俗 

 

目標： 

1. 加強學生對中國

傳統節日的認知 

人文國情 1. 介紹本堂將會學習的重點。 

2. 課堂活動（一）：（引起動機）老師展示不同中

國節日的圖片，與學生一起討論中國節慶的起

源和意思 

3. 課堂活動 (二)：（電子學習）老師播放《新

年的傳說》和《元宵節的由來》影片，並與學

生一起討論和完成課堂工作紙。 

4. 課堂活動 (三)：(小組討論) 學生分組分享中

國節慶的意義和對自己家庭傳統文化的影響。 

5. 鞏固及總結：加強學生對中國傳統節日的理解 

6.  延展活動：搜查中國其他不同的節慶，並找尋

其意義和背景文化。 

 1. 《新年的傳說》 

https://www.youtube.co

m/watch?v=mRWB6v1z

0AM&feature=youtu.be 

 

 

2. 《元宵節的由來》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BBhH9ILDKts 

 

  

   耶誕及新年假期 

(23/12-2/1) 共 11 天 

15 8 9 10 11 12 13 14         

16 15 16 17 18 19 20 21         

17 22 23 24 25 26 27 28         

18 29 30 31             

    1 2 3 4         小二至小五總結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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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法定假期 紅色-學校假期 藍色-特別事項或活動 __ 評估 ○ 教師發展日，學生不用上課 1  特別上課日(星期六、星期日或公衆假期) 

學校假期 90 日       上課日 193 日     特別上課日(星期六、星期日或公衆假期) 3 日     教師發展日 3 日 

 

 

一

月 

 

19 5 6 7 8 9 10 11 主題：  

舌尖上的中國（一）： 

中國新年食物 

 

目標： 

1. 學生能理解中國

新年食物的種類及

象徵意義。 

 
 

人文國情 1. 介紹本堂將會學習的重點。 

2. 課堂活動（一）：（引起動機）老師展示或帶 

備一些中國農曆新年時的應節食物。並跟學生 

一起分享及估估新年食物背後更深一層的意

思。 

3. 課堂活動（二）：解構賀年全盒老師可透過參 

考文章或網上資料及圖片等，找尋全盒的來源

和放進全盒裡應有什麼食物和背後意思。 

4. 課堂活動（三）：老師播放有關中國新年食物 

的影片《新年一定要吃的食物》，和學生一起

分享並請學生完成工作紙。 

5. 鞏固及總結：在分享中國傳統食物的同時，都 

提及到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 

6. 延展活動：利用平板電腦在網上搜查不同地方 

的飲食習慣。 

 

 

1. 全盒資料參考文章： 

https://www.hk01.com/親

子/65356/賀年全盒-有片-

傳統全盒必備八甜-瓜子

寓意-搲銀 

 

2. 播放網頁視頻短片：《新

年一定要吃的食物》，視

頻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bDN3T_tcSpE 

 

 工作紙(五)  (13/1-17/1) 

農曆新年假期 (23/1-1/2) 

共 10 天 

 

20 12 13 14 15 16 17 18         

21 19 20 21 22 23 24 25         

22 26 27 28 29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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