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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的学习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科目／范畴 现有课程内容／学习元素 配合国歌学习的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学习阶段 

幼稚园教育 

 

根据： 

 

《幼稚园教育课

程指引》(2017) 

 

课程指引「个人与群体」的学习中，包含让幼儿认识和认同自己在不同群体中的身份和角色，以及初步认识和尊重中华文化。应从小

予以培育幼儿，当国歌奏起的时候表现庄严肃穆和尊重。 

学习目标：能辨识国歌和学习应有的态度 

 能辨识国歌 

 学习当国歌奏起时表现庄严肃穆和尊重的态度 

 教师通过故事，向幼儿介绍一些会奏唱国歌的场合，

以及其意义（例如：国庆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

念日、奥运会颁奖礼，以及其他一些重大的典礼）。 

 教师带领幼儿观察图画、相片或剪报中人物的态度

和表现，让幼儿认识当国歌奏起时应表现庄严和尊

重的态度。 

 教师介绍国歌，让幼儿聆听时学习表现应有的态度。 

 学校于重要的庆典播放国歌，培育幼儿对国歌有初

步的认识和表现合适的态度。 

 

 

 

幼稚园阶段 

小学常识科 

 

根据： 

《小学常识科课

程指引（小一至

小六）》(2017) 

小学常识科包含国歌的学习元素，而其中的「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社会与公民」和「了解世界与认识资讯年代」学习范畴，

让学生认识国歌和相关知识，培养国民身份认同，学会尊重。 

学习目标：知道一些奏唱国歌的场合及应有的态度 

 课程的「学习范畴五：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的

核心学习元素，包含「我的祖国」，让学生认识国旗、

国徽、国歌及一些重要的国家日子。 

 课程的「学习范畴四：社会与公民」的核心学习元素，

包含「《基本法》的由来与『一国两制』」，以及「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象征（例如：区旗及区徽）及其意

义」。 

观看「升旗礼庆回归20周年」短片，观察及说出参加者的

态度，并模拟参加升国旗仪式，感受在奏唱国歌时应表现

的尊重态度（例如：肃立、面向国旗、认真唱国歌）。 

第一学习阶段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TC_KGECG_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preprimary/TC_KGECG_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GSCG_2017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GSCG_2017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ross-kla-studies/gs-primary/GSCG_2017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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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范畴 现有课程内容／学习元素 配合国歌学习的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学习阶段 

学习目标：知道国歌的由来 

课程的「学习范畴五：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的核心

学习元素，包含「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人物和故事」，

让学生认识国歌的由来。 

阅读一些有关「国歌的由来」的故事／透过观看有关的多

媒体内容（例如：卡通短片、录像片段），认识《义勇军

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原因。 

第一学习阶段 

学习目标：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国家的象征（国旗、国

徽、国歌）及其意义 

 课程的「学习范畴五：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的

核心学习元素，包含「我的祖国」，让学生认识国旗、

国徽、国歌及一些重要的国家日子。 

 课程的「学习范畴四：社会与公民」的核心学习元素，

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象征（例如：区旗及区徽）

及其意义」和「个人在学校、社会及其他社群中的角

色及责任」，让学生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象征。 

 认识学校的象征（例如：校徽及校歌）及其意义，明

白在奏唱校歌时，应表现出尊重的态度。 

 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象征及其意义。 

 认识国家象征及其意义，让学生观看「《我们的国旗、

国歌和区旗》有声绘本」及讨论。 

 

第一学习阶段 

学习目标：了解国家的历史，以及认识奏唱国歌的意义 

课程的「学习范畴五：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的核心

学习元素，包含「一些对今日社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

件」，让学生认识国家的历史。 

 阅读有关国家历史的人物与故事（例如：孙中山与辛

亥革命、抗日战争与国歌的由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明白这首歌曲是在反

映人民在抗战时的坚毅和团结精神。 

 

第二学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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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范畴 现有课程内容／学习元素 配合国歌学习的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学习阶段 

学习目标：了解香港的历史背景，以及认识奏唱国歌的

意义 

课程的「学习范畴四：社会与公民」的核心学习元素，包

含「香港的历史和发展」和「《基本法》的宪制背景与『一

国两制』（例如：体育）」，让学生认识香港的历史背景，

在运动场上奏唱国歌的意义。 

 比较不同年代香港运动员夺金颁奖仪式的短片（例

如：李丽珊－奥运滑浪风帆(1996)、李慧诗－世界场

地单车锦标赛(2013)）。 

 观看「香港风之子－陈敬然」的访问片段，进行分组

讨论，明白香港的体育发展是受到《基本法》所保障，

能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国际性比赛。 

 

「香港风之子－陈敬然」访问片段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

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Basic_Law/Chan_King-

yin_Son_of_the_Wind.mp4 

 

 

第二学习阶段 

学习目标：了解尊重不同国家象征（包括国歌和国旗）的

重要性 

课程的「学习范畴六：了解世界与认识资讯年代」的核心

学习元素，包含「在不同文化中存在的共同元素」，让学

生学会欣赏及尊重不同国家的象征。 

观看世界各地运动员不同比赛颁奖仪式的短片，并观察

台上运动员的行为（例如：游泳选手会换上整齐的运动服

才踏上颁奖台），及台下观众的态度（例如：安静、肃立），

认识在颁奖典礼上，运动员应该表现出庄重的态度，尊重

自己和比赛选手。作为观众，在比赛场地或颁奖台上升起

国旗和奏出国歌时，都要表现出尊重的态度。 

 

 

第二学习阶段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Basic_Law/Chan_King-yin_Son_of_the_Wind.mp4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Basic_Law/Chan_King-yin_Son_of_the_Wind.mp4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general-studies-for-primary/Basic_Law/Chan_King-yin_Son_of_the_Wind.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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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范畴 现有课程内容／学习元素 配合国歌学习的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学习阶段 

德育、公民及 

国民教育 

 

根据： 

 

《新修订德育及

公民教育课程架

构》(2008) 

《基础教育课程

指引─聚焦‧深

化‧持续（小一

至小六）》(2014)

分章 3A：德育及

公民教育 

《中学教育课程

指引》(2017) -分

册 6A︰德育及公

民教育：加强价

值观教育 

学生通过德育及公民教育和相关的全方位学习活动，例如学校在重要日子及特别场合举行升挂国旗仪式和奏唱国歌、学习活动主题日、

专题研习、讲座，探讨国歌与相关历史，并明白尊重国歌的重要性。 

1. 学习目标： 

从生活事件事例，学习遵守国歌的奏唱礼仪，以及培

养互相尊重的态度。 

学生回忆过去出席学校重要日子（开学禮、毕业禮、升旗

礼等）的片段，反思奏唱国歌时应有的礼仪，并创作一道

标语，提醒同学遵守出席升旗礼的礼仪，以及带出互相尊

重的信息。 

第一／二学习阶段 

2. 学习目标： 

从生活事件事例，理解并遵守国歌在日常生活中的

奏唱礼仪。 

 

 学生自选一段奏唱不同国歌的片段（如国际体育赛

事的颁奖典礼），并描述片段内参与者（如运动员）

出席这些场合时的表现。 

 学生观看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的官方升旗仪式录影

片段后（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在课堂与

同学讨论出席活动时应遵守的礼仪。 

第一／二学习阶段 

3. 学习目标： 

了解不同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并反思在日常生活中

奏唱国歌时应有的礼仪。 

 学生分组搜集资料，比较和汇报不同国歌的历史、

精神、歌词和编曲手法。 

 学生观看升旗仪式的录影片段（如国际体育赛事或

香港官方的升旗仪式）后，在课堂与同学讨论片段

中参与者的行为和态度，以及当中与国歌历史和精

神相关的原因。 

 

 

第三学习阶段 

4. 学习目标： 

从文化及历史角度，了解国歌对国家的意义和精神，

以及奏唱国歌时应有的态度和礼仪。 

 

 学生搜集国歌的历史资料，从文化及历史角度了解

国歌的由来。 

 学生代入创作国歌时的历史环境，思考和感受人民

当时的心境和对国家的情怀，并反思奏唱国歌时应

有的态度和礼仪。 

 

第三／四学习阶段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revised-MCE-framework2008.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revised-MCE-framework2008.html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revised-MCE-framework2008.html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https://cd.edb.gov.hk/becg/tchinese/chapter3A.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6A_ch_2018083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6A_ch_2018083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6A_ch_2018083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6A_ch_2018083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6A_ch_201808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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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范畴 现有课程内容／学习元素 配合国歌学习的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学习阶段 

5. 学习目标： 

透过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加强学生互相尊重和关

爱的培育。 

 

 学生组成小队，透过筹组有趣的摊位游戏，在学校活

动日（如在「国际同乐日」、课后活动、服务学习活

动等），向同学介绍不同国家的文化、国旗和国歌，

让他们明白互相尊重，以及奏唱国歌应有的态度和

礼仪。 

 学生亦可以透过全方位学习活动，如「认识国家」短

片比赛，组队介绍不同国家的国旗、国歌，以及奏唱

国歌时应有的态度和礼仪，以宣扬互相尊重的信息。 

第四学习阶段 

全校活动 

 

音乐科 

 

根据： 

《艺术教育学习

领域国歌的

学与教：音乐科

课程补充文件

（小一至中三）》

(2020) 

《艺术教育学习

领域课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2017) 

《艺术教育学习

领域音乐科课程

指引（小一至中

三）》(2003) 

在音乐科课堂学习唱国歌和应有的礼仪，有助培养学生尊重国歌。此外，学生可了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特征、认识作者和

创作背景，更可对音乐与歌词的关系进行赏析，加深认识国歌。 

学习目标：发展歌唱技巧 

 学习重点包含「发展歌唱的基本技巧」，让学生熟习

国歌的旋律和歌词，并建立全校的歌唱气氛。 

 在音乐课堂聆听国歌的旋律，并在教师带领下唱国

歌。 

 在庆祝特定重要日子和特别场合，配合升旗仪式唱

国歌。 

第一／二学习阶段 

学习目标：认识音乐的情境 

 学习重点包含「描述音乐及其情境的关系」，让学生

认识歌曲的创作背景，从而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

同时培养尊重国歌的态度。 

 就国歌的创作背景和曲词作者，学生搜寻和阅读资

料，以了解国歌的起源和背景。 

第二／三学习阶段 

学习目标：培养欣赏音乐的能力 

 学习重点包含「描述和分析乐曲的风格」，学生通过

描述国歌的音乐特征，以显示对音乐元素的理解，并

分析歌词和音乐之间的关系。 

 讨论国歌的音乐元素（如速度、节奏、力度）如何配

合歌词，带出歌曲气氛。 

 就音乐元素的运用，比较《义勇军进行曲》与另一个

国家的国歌。 

 

 

第三／四学习阶段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supplemen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supplemen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supplemen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supplemen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supplemen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supplement_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AE_KLACG__Chi___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AE_KLACG__Chi___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AE_KLACG__Chi___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AE_KLACG__Chi___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complete_guide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complete_guide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complete_guide_chi.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arts-edu/curriculum-docs/music_complete_guide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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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范畴 现有课程内容／学习元素 配合国歌学习的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学习阶段 

中国历史科 

 

根据： 

《个人、社会及

人文教育学习领

域中国历史科

﹙中一至中三﹚

修订课程大纲》

（2018 年 5 月） 

《中国历史课程

及评估指引（中

四至中六）》

(2007)（2015 年

11 月更新） 

中国历史科在谈及相关历史课题时，能让学生学习国歌的历史，进而了解国歌能凝聚人心和提升士气。 

初中中国历史科 

学习目标： 

从抗日战争的历程认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源起及

作用。 

历史时期： 中华民国 

课题： 日本侵华与抗日战争 

学习内容：  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抗日战争的经过与结

果 

学生观看《风云儿女》电影片段及海报，认识抗战歌曲《义

勇军进行曲》的由来及其抗战期间发挥的作用，从历史角

度认识国歌的源起与精神，并能尊重歌曲的作用与价值。 

 

第三学习阶段 

中三级 

 

学习目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基本资料及发展历程，了解国

歌订定的历程。 

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课题： 建国至1978年间的内政与外交 

学习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学生能从文本资料（如歌词的演变）认识《义勇军进行曲》

由代国歌到正式成为国歌，纳入宪法的订定历程。 

高中中国历史科 

学习目标： 

从历史角度认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抗日战争

期间的一首抗战歌曲，进而了解该歌曲在抗战期间凝聚

人心及鼓舞士气的作用。 

历史时期： 辛亥革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课题： 抗日战争 

学习内容： 抗日战争的背景、过程及结果 

学生观看抗日期间有关团体及组织歌唱抗日歌曲的历史

照片及片段，了解和体会抗战歌曲在抗战时的角色，并认

识国歌（即《义勇军进行曲》）的由来及其凝聚人心、鼓

舞士气的作用。 

第四学习阶段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M_85c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M_85c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M_85c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M_85c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M_85c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M_85c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HistCAGuide_updated_c_20180108_clea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HistCAGuide_updated_c_20180108_clea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HistCAGuide_updated_c_20180108_clea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HistCAGuide_updated_c_20180108_clea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CHistCAGuide_updated_c_20180108_cle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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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范畴 现有课程内容／学习元素 配合国歌学习的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学习阶段 

学习目标： 

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基本资料，了解国歌订定的

历程。 

历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二十世纪末 

课题： 社会主义建设 

学习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政府提出社会主

义建设的目标，开展的政治运动及经济改

革。 

 

 

分析及比对不同的文献资料，析论《义勇军进行曲》自建

国开始，由暂代国歌到最终由人大正式通过成为国歌的

曲折历程。通过了解国歌订定的历程，进而认识国歌能建

构国民身份认同的角色。 

通识教育科 

 

根据： 

《通识教育科课

程及评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2007)（2015 年

11 月更新） 

通识教育科在处理「今日香港」单元的「身份和身份认同」主题时会涉及国歌，从而增加学生对于国歌的认识，以及掌握国歌和建构

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 

单元二：「今日香港」 

主题 3：「身份和身份认同」 

 香港居民在甚么程度上视自己为本地市民、国家公

民和世界公民？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在

日常生活中，他们如何受到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影

响？ 

 香港居民的本地、国家和世界不同层次的多元化身

份之间有甚么关系？ 

 

 

 

 

 

学生从不同学习经历认识国歌的历史背景、歌词内容等

方面，掌握以下知识及建立相关的价值观： 

 影响归属感及身份认同的因素； 

 国家的象征（例如国旗、国徽、国歌），以及国家的

历史事件、文化、山川河岳，都可以体现国民身份认

同和归属感。 

第四学习阶段 

 

https://ls.edb.hkedcity.net/file/C_and_A_guide/201511/LS_CAGuide_c_2015.pdf
https://ls.edb.hkedcity.net/file/C_and_A_guide/201511/LS_CAGuide_c_2015.pdf
https://ls.edb.hkedcity.net/file/C_and_A_guide/201511/LS_CAGuide_c_2015.pdf
https://ls.edb.hkedcity.net/file/C_and_A_guide/201511/LS_CAGuide_c_2015.pdf
https://ls.edb.hkedcity.net/file/C_and_A_guide/201511/LS_CAGuide_c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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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范畴 现有课程内容／学习元素 配合国歌学习的策略／学习活动例子 学习阶段 

公民与 

社会发展科 

 

根据： 

 

《公民与社会发

展科课程及评估

指引（中四至中

六）》(2021) 

（由2021/22学年

中四级开始适

用） 

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的主题1（「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当中涉及与国歌相关的课题和学习重点，从而增加学生对于国歌的认识，

以及掌握国歌和建构国民身份认同的关系。 

主题 1：「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课题：国家情况与国民身份认同 

学习重点：国家的象征（国旗、国徽、国歌）及列于《基 

本法》附件三的相关规定 

学生从不同学习经历认识国歌的历史背景、歌词内容等

方面，掌握以下知识及建立相关的价值观： 

 国歌所体现的爱国情怀； 

 《基本法》附件三有关国歌的规定； 

 促进香港居民认识和尊重国歌的建议。 

 

 

 

 

 

第四学习阶段 

 

 

教育局课程发展处  

2021 年 9 月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S/CS_CAG_S4-6_Chi_202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S/CS_CAG_S4-6_Chi_202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S/CS_CAG_S4-6_Chi_202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S/CS_CAG_S4-6_Chi_202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S/CS_CAG_S4-6_Chi_202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S/CS_CAG_S4-6_Chi_202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CS/CS_CAG_S4-6_Chi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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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及录音 

www.gov.cn/guoqing/guoge/index.htm 

 教育局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组《认识国旗、国徽、国歌及区旗》网页 

www.edb.gov.hk/tc/nationalsymbols 

 政府新闻网《升旗礼庆香港回归 21 周年》 

www.news.gov.hk/chi/2018/07/20180701/20180701_081534_112.html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北京：作者。〔乐谱〕 

http://www.gov.cn/guoqing/guoge/index.htm
http://www.edb.gov.hk/tc/nationalsymbols
http://www.news.gov.hk/chi/2018/07/20180701/20180701_081534_11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