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當了香港的親善大使」/社會及國家生活/初中 

 

 生活事件教案 

 我當了香港的親善大使 

示例概要 
 
香港是個不斷進步的城市，「亞洲國際都會」這個名稱不但為香港人熟悉及認同。

這個教案藉學生在當上香港親善大使的過程中認識香港，培養公民責任感，以及

提升對香港的歸屬感。 
 
對象 
 
初中學生 
 
學習目標 
 
1. 培養公民責任感 
2. 加強學生對香港的歸屬感 
 
價值觀/ 態度 
 
責任感、歸屬感 
 
教學形式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班主任課 
 
教材 
1. 「立法會大樓的泰美斯女神像圖片」(附件一) 
2. 「我當了香港的親善大使」遊戲咭及答案咭 (附件二及三) 
3. “I Love Hong Kong”心意咭 (附件四) 
 
教學時間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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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流程 
 

教學步驟(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一：引起動機 (5 分鐘) 
1. 教師提問學生： 

(1) 大家身處香港，對香港有多少認識？ 
(學生自由作答) 

 
(2) 你們可否用十個字來形容香港？  

(學生自由作答) 
 

 

 
 

 將學生對香港的印象和

教學課題聯繫，引發他們

對課題的興趣，進一步增

強學習動機 
 啟發學生的創作意念，培

育他們的思考能力 
 

活動二：我當了香港的親善大使 (15 分鐘)
教學材料：(1) 「立法會大樓的泰美斯女神像」

圖片(附件一) 
(2) 「我當了香港的親善大使」遊

戲咭及答案咭 (附件二及三)
(3)  骰子及白紙 (學生自備) 
 

1. 教師出示 (附件一)，提問學生是否認識圖

片中的女神像及其在香港的象徵意義。(學
生自由作答) 

2. 教師綜合學生意見，並解釋立法會大樓上

的泰美斯女神像在香港的象徵意義︰ 
       立法會大樓上的女神像叫泰美斯女神

(英文名是 Themis)，這裡前身是最高法院

大樓，在 1912 年落成，後來於 1985 年成

為立法局大樓。1997 年回歸後，大樓隨著

立法機關更名為立法會大樓。泰美斯女神

右手持著代表公正的天秤，而左手執著代

表權力的劍。另外，女神雙眼蒙上，表示

不受任何旁人阻礙，彰顯出在法律面前人

人平等的精神，不偏不倚，公正嚴明。泰

美斯女神像正好象徵香港是一個具法治的

城巿，是一個擁有公平公義的社會。 
 
3.  教師將學生分組，派發《我當了香港的親

善大使》遊戲咭及答案咭 (附件二及三) 

 
 
 
 
 
 
 

 培養學生對香港的歸屬

感 
 

 透過教師的解說，增強

學生對香港的歸屬感。

 
 
 
 
 
 
 
 
 
    
 
 

 從遊戲中學習，令同學

更容易投入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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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各組，並請學生準備白紙，在進行遊戲

之餘，記錄有關香港的資料和個人感受。

   遊戲玩法︰ 
       各擔任香港旅遊大使的同學，從起點

出發，用擲骰子的方式前進。每經過香港

著名的景點或建築物或遇到問題時，便要

停下來介紹景點及建築物所處的地區、特

色及功能，又或是這個地方的資料或回答

問題，答對的話便可以繼續前進，否則便

要暫停擲骰子一次。  
        遊戲不設時限，學生可不停進行直

至教師終止遊戲為止。 
 
4. 教師請若干位同學將《我當上了香港的親

善大使》的記錄作匯報及回應。 

 讓學生以旅遊大使身份

反思個人對香港的認識 
 讓學生了解香港的特點

和優勝之處，培養學生對

香港這個家具備欣賞和

愛惜情懷，從而增強對香

港的歸屬感及責任感 
 透過分組遊戲培養學生

的自決與自律、說話技

巧、溝通和協作能力 
 

活動三：“I Love Hong Kong” (15 分鐘) 
教學材料：“I Love Hong Kong”心意咭  

(附件四) 
1. 教師派發“I Love Hong Kong”心意咭給全

班同學。 
2. 教師請同學以香港的親善大使的名義，用

圖畫或文字將香港的優點及特別的地方書

寫或繪畫在咭上，介紹給遊客知道。同學

設計心意咭時，可以選用中文或英文來表

達個人的心意。 
3. 教師邀請若干位同學介紹他們設計的心意

咭。 
 

 
 
 

 讓學生進一步思考香港

的優點及引以自豪的地

方，進一步增強學生對香

港的歸屬感 
  培養學生的創作能力 

 

 
延伸活動 
 
1. 教師邀請學生以文字、圖畫或相片，向海外的朋友、遊客介紹香港的文化傳

統、景物風貌及其他方面獨特之處，從而引導學生從不同角度認識香港。 
2. 教師可運用新聞剪報、網上圖片資料等，設計以「香港今年發生的三件大事」

為題的壁報，加強學生對本地時事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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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總結 (15 分鐘) 
 
香港是我們的家，它有很多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 
 
身處香港的同學，會為這個城市的繁榮進步而高興，為它的國際地位感到自豪。 
 
教師宜鼓勵學生，立志為祖國和香港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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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立法會大樓的泰美斯女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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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擁有巨大的玻璃窗幕，令美麗

的 維 多 利 亞 港 景 色 一 覽 無

遺。中心獲獎無數，例如被選

為「2003 年亞太區最佳會議

中心」。 

 立法會大樓 
前身是最高法院，立法會大樓是落

實“一國兩制，高度自治”的證明。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

區基本法》，於 1997 年 7 月 1 日成

立的香港特別行政區享有立法權，

由立法機關立法會負責。 

 
 
 
 
 
 
 

香港回歸祖國紀念碑 
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西北

面廣場。紀念碑高 20 米，由

基石、柱身和柱頭三部分組

成。柱身刻有江澤民主席親

題的【香港回歸祖國紀念碑】

碑名。紀念碑柱頭用紫銅製

成，歷久不變，寓意回歸祖

國後的香港，一直昌盛繁榮。 

 香港中央圖書館 
位於銅鑼灣，是全港公共圖書館的

中樞系統及資訊中心。圖書館樓高

12 層，平面面積 33,800 平方米。圖

書館獲指定為九個國際組織的收藏

圖書館，包括亞洲開發銀行、歐洲

聯盟、國際海事組織、聯合國、聯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銀行、世界

貿易組織及世界糧食計劃署。  

 
 
 
 
 
 

金紫荊廣場 
位 於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新

翼，廣場內的鍍金紫荊花,是

中央政府送給香港作為成立

特區政府的禮物,具有紀念價

值。廣場在每天早上八時正都

有升旗儀式，吸引遊客觀光。 

 清真寺 
位於尖沙咀的商業區，建於一八九

六年，後於一九八零年重建。該寺

建築宏偉，極具伊斯蘭建築特色及

宗教色彩。引證了香港宗教自由的

特色。寺院擁有桃形的大拱頂和雪

白的外牆，吸引很多市民和遊客 

 
 
 
 
 

中環廣場 
是香港第二高的建築物，樓高

七十八層。其外牆頂部的顏色

燈號，是計時顯示，顏色會隨

著時間而變換。 

 香港文化中心 
位處尖沙咀海傍，經常有音樂會、

歌劇、音樂劇、大型舞蹈及戲劇等

藝術表演，為市民及遊客提供多采

多姿的文娛藝術節目。亦提供場地

供電影欣賞、會議及展覽之用。 

 
 
 
 
 

中銀大廈 
由世界知名的華裔建築師貝

聿銘所設計，樓高七十層。它

具有獨樹風格的青藍色玻璃

外牆，如閃光的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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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答案 

 
1. 哪一幢建築物是全港最高 

﹖ 

 
位於中環的國際金融中心二期樓高四百二十米，共八十八

層，是全港最高的大廈。 

 
2. 全港最大的主題公園叫什 

麼名字 ﹖ 
 

 
全港最大的主題公園是擁有二十七年歷史的海洋公園。海洋

公園位於香港島南面，環山而建，佔地超過八十七萬平方米，

每年平均接待三百多萬名本地及外地的旅遊人士，是國際上

最受歡迎的主題公園之一。 
  

 
3. 哪一個展覽館的前身是英國

三軍司令官邸，亦是香港最早

期的西式建築物 ﹖ 
 

 
具 150 多年歷史的前三軍司令官邸，於 1984 年改建為茶具 
文物館，1995 年增建了新翼。茶具文物館位於中區紅綿路 
香港公園內，是香港藝術館的分館，內藏珍貴的茶具文物，

全數約 12,800 多件，見證了不同朝代的歷史文化。 
 

 
4. 香港有沒有運動員奪得奧林

匹克運動會的金牌 ﹖是哪一

位 ﹖ 
 

 
  香港的滑浪風帆選手李麗珊，在 1996 年的亞特蘭大奧運會 

奪得女子奧運板金牌。成為第一位奪得奧林匹克運動會金牌

的香港運動員。李麗珊不但為我們爭光，她的堅毅奮鬥精神

非常值得我們欣賞。 
 

 
1.  試舉出香港其中三個常見 

的宗教 ﹖ 
 
 

   
香港居民得到<<基本法>>保障，可享有宗教自由。由於香 
港的種族多元化，所以有不小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孔

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蘭教、印度教、錫克教和猶太教等。

 
6. 試舉出三個<<基本法>>保障

香港居民的基本權利 ﹖ 
 

 
<<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以下基本權利︰ 
法律面前人人平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私有財產權， 
言論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集會、遊行、示威自由， 
人身自由，通訊自由，遷徙自由，信仰自由，婚姻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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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試說出香港其中五間專上院

校的名稱 ﹖ 
 
 

香港的專上院校有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理工 
大學、城市大學、浸會大學、嶺南大學、公開大學、 
教育學院、樹仁學院、演藝學院等。 
 

 
8. 全世界最大的户外青銅坐佛

是哪一座，位於哪一區 ﹖ 
 

 
全世界最大的户外青銅坐佛是位於大嶼山昂平的天壇大佛 
，是一個很受歡迎的旅遊景觀，毗鄰為寶蓮寺。天壇大佛 
於 1993 年落成，高 26 米，重 220 公噸，坐於三層的祭壇 
上。佛像莊嚴肅穆，面容詳和，給人寧靜平和的感覺。 
 

 
9. 哪一條吊橋是全世界最長的

吊橋，並榮獲 20 世紀十大建 
築成就獎 ﹖ 
 

 
  青馬大橋長 2.2 公里，離海面高 62 米，連接大嶼山香港國

際機場及市區的幹線公路。青馬大橋是全世界最長的吊橋，

榮獲 20 世紀十大建築成就獎。與巴拿馬運河、英法海峽隧 
道及三藩市金門大橋等同獲殊榮。 
 

 
10. 試說出香港其中五份通行 

的報章 ﹖ 
 

 
  香港擁有新聞及出版自由，約一百家國際傳媒機構如<<亞 

洲華爾街日報>>、<<國際先驅論壇報>>、<<新聞周刊>>和 
<<金融時報>>等，都以香港為發行中心。此外，香港每日發

行的報章達五十家，期刊超過七百家。 
香港每日發行的報章如明報、經濟日報、大公報、香港商報、

文滙報、新報、太陽報、成報、東方日報、蘋果日報、英文

虎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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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 I Love Hong Kong”心意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