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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創立於1890年代，並於2000年遷至大角咀。



我們的學生
• 家庭社經地位較低，對子
女的支援較少

• 不同的學習能力、興趣、
風格→不同的學習需要

• 中、英文能力差異大
• 學習習慣、動機、專注力

有待改進
• 活力充沛



我們在中國歷史教學方面的情況

上學年在中一級新開設中國歷史科，並採用新課綱：

主流課程：《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中一至中三）》 (2018年)
調適課程：《調適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中一至中三）》

(非華語學生適用) (2019年)



我們在中國歷史教學方面的情況
行政安排：

•未能按非華語學生的中文
能力分組上課

•未能把調適課程的兩組學
生共52人再均分



我們在中國歷史教學方面的情況
行政安排：

•其中一組調適課程組與主流
課程組的上課時間相同

•人力：
 安排教學助理在調適課程

組的課堂中協助
 安排一位英文科同事提供

語文上的支援



主流課程：共1班21人
學生包括本地生、內地生，

和2位非華語學生

調適課程：共2班52人 (22+30位非華語學生)

課節：每星期兩節(連堂)

我們在中國歷史教學方面的情況
行政安排：



泰勒課程原理 (Tyler, 1949)
•課程設計的四個重要部分：

教育目的之選擇、經驗之決定、經驗之組織、

評鑑

•在規劃課程時，須根據目標來選擇和組織學
習活動、組織教學策略，並以學生的學習表現
作為評鑑目標的達成程度。



斐勒的課程設計模式 (Wheeler, 1967)



根據目標來選擇和組織學習活動









1.貫徹新課綱的精神

2.鼓勵學生以中文學習中國歷史

3.切合校情

4.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5.尊重並欣賞多元文化

我們在中國歷史教學方面的原則



我們已大致完成以下課題：(*增潤部分)
(一) 學習中國歷史的意義和方法

(二) 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

2.1 神話傳說與傳疑時代

2.2 遠古時期的文化

2.3 中國地理概論

2.4 夏、商、周三代的興替概況

(三) 秦、漢：統一國家的形成與中外文化交流

3.1 東西方早期帝國的形成

3.2 秦朝政治的發展概況











以秦始皇統一六國和鴉片戰爭爆發
的年份為例，學生學習計算兩件史
事距今多少年。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時間線及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時間線及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例子的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二)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
2.1 神話傳說與傳疑時代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二)中華民族與早期國家的起源
2.3 中國地理概論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世界地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地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地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我們處理「概覽式課題」的方法：

•強調發展脈絡

•多運用時間線和地圖

•引入宏觀歷史的角度



強調發展脈絡、多運用時間線



多運用地圖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地圖及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引入宏觀歷史的角度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地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2.4 夏、商、周三代的興替概況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地圖及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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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地圖及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我們處理「重點課題」的方法：

•以人物為中心

•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引入宏觀歷史的角度



「秦朝的統一措施之統一貨幣」



統一tung2 jat1 (unify / unification) 
the act or process of bringing together or 
combining things or people

秦朝的統一措施
(Policy of Unification of Qin Dynasty)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統一概念及德國統一的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統一貨幣(Unification of currency)

貨幣fo3 bai6：

紙幣zi2 bai6 硬幣ngaang6 bai6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統一貨幣(Unification of currency)

例子？



1999年19個歐洲國家統一使用歐羅(Euro)
(In 1999, 19 European countries unified to use Euro)

那些歐洲國家的舊貨幣
Different old currencies in those 

European countries

歐羅
Euro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3.2 WS P.7   2. (1)
統一貨幣(Unification of currency)

現行的香港貨幣有紙幣和硬幣，共有多少種面額？

(How many types of notes and coins are used in Hong 
Kong?) 

• A. 11
• B. 12
• C. 13
• D. 14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統一貨幣(Unification of currency)
在香港，最大和最小面額的貨幣是多少？

(In Hong Kong, what are the highest value and lowest 
value of the currency?) 



統一貨幣(Unification of currency)
在你的國家裏，最大和最小面額的貨幣是多少？

(In your home country, what are the highest value and 
lowest value of the currency?)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一個魚柳包多少錢？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11 / 22 HK Dollars
153 Indian Rupees    =15.7 HK Dollars
110 Philippine Pesos =17.1 HK Dollars
395 Pakistani Rupees=18.6 HK Dollars

一個魚柳包多少錢？

統一貨幣的必要！
(It is a MUST to unify currency)

(基於版權原因，

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秦朝之前，各國也有不同的貨幣。
請看看它們的設計有甚麼特別？
(There were different types of coins us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ow special were their designs?)



刀幣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蟻鼻錢 / 鬼臉錢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布幣/ 
鎛幣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布幣、某本地銀行商標
及農具的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秦的貨幣

統一前
(before the unification)

統一後
(after the unification)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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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詞語
1. 秦朝

2. 秦始皇

3. 統一

4. 貨幣

5. 紙幣

6. 硬幣

1. ceon4 ciu4
2. ceon4 ci2 wong4
3. tung2 jat1
4. fo3 bai6
5. zi2 bai6
6. ngaang6 bai6



練習：
歐羅(Euro)是現在歐洲一種通行的貨幣，為甚麼歐洲國家會
改用這種貨幣?比較下面圖片，猜想箇中原因。
(Euro is a currency widely used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now. 
Why was there a change in currency? Compare the following 
pictures and guess the reasons.)

歐洲各國的舊貨幣
Different old currenc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歐羅
Euro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秦朝之前，各國也有不同的貨幣，
到秦朝時統一為一種貨幣。有甚麼好處?
(Below are different types of coins use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Qin unified the coins into one common form.
What were the advantages of unifying the currency?)

七國的貨幣

(Coins of Seven 
Warring States)

秦半兩
(Qin Coin)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秦朝的統一措施之統一貨幣」(附件三)

•課堂語言以粵語為主

•從生活例子帶出統一的概念：德國、歐羅

•學生參與：對香港和祖國的貨幣的認識及介紹、

觀察、思考

•電子學習：平板電腦、AR卡
•學習內容豐富：學科知識、生活知識、中國文化



學習活動的組織：課堂活動



(基於版權原因，有關地圖未能於網上發放。)









學習活動的組織：
「活字生香」漢字文化體驗活動







「中國歷史嘉年華」



「大澳考察」





我們的評估方法：持續性評估
課業





電子課業

(基於版權原因，

有關圖片未能於網上發放。)



評鑑
1. 課程幫助我掌握有關學習中國歷史的意義和方法。(87%)
2. 課程幫助我掌握有關史前至秦代中國政治演變、民族發展和社會

文化的基本史實。(78%)
3. 我認為課程的深淺程度適中。(76%)
4. 課堂上的小組討論、匯報、電子學習、播放視頻、圖像等教學活

動提高我的學習興趣。(82%)
5. 我享受中國歷史課堂，並感到有趣。(75%)
6. 我滿意本科的評估方法。(89%)
7. 中國歷史科舉辦的活動增進我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認識。(82%)
8. 我有興趣認識更多中國歷史與文化。(67%)



展望
•教材：善用出版社的配套，並作增潤、修訂。

•向主流課程的非華語生提供更有系統的支援，

例如：學習夥伴、課堂內外的指導、

提供附英文解釋的參考資料……

•語言：進一步加強學生以中文學習本科的能力



岑紹基博士



•專家宜協助歸納本科的不同語體的常用字詞、

句式和組織結構，供前線老師參考。

•老師設計筆記、工作紙或講解時，宜注意多運

用非華語生熟悉的字詞和句式，而未必需要把

所有字詞句作中英對譯。

•記述語體 + 趣味性：以「張騫的故事」為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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