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題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中二級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2020-2021)
教學重點
認識五代興替的概況。

甲部 第二冊 第三章
五代的武人專政
第一節 五代興替



第二節 五代的政局

1 五代的紛亂
2 十國的政局
 探討五代政局的特色

甲部 第四章 北宋的積弱與變法
第一節 宋的統一與政策

第二節 北宋的變法

第三節 北宋的滅亡

甲部 第五章 南宋的偏安
第一節 宋室的南渡與偏安

1.宋的統一
2.中央集權的政策
3.北宋的積弱
4.遼及西夏的威脅
 認識北宋統一天下的經過及其中央集權政策；
 探討北宋積弱的原因；
 認識北宋與遼、西夏的關係。
1.變法的背景
2.慶曆變法
3.熙寧變法
 認識北宋變法的概況；
 探討北宋變法失敗的原因。
1.新舊黨爭
2.北宋覆亡
 認識黨爭對北宋的影響；
 認識北宋覆亡的經過。
1.偏安局面的形成
2.宋金的和戰
 探討南宋偏安的背景；
 了解宋金和戰的關係。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公義、真理：石敬瑭的事
跡（割讓燕雲十六州予契
丹）
 家庭、生命、愛：武人治
國的特點 VS 儒家思想
（士人政府）

習作/活動
1 作業
2 多元化學習專題
（宋元歷史名人介
紹）
3 網上中史教室
/MOODLE

國民/基本法教育
4 小測驗
 十國政局如何有利南方
（包括香港）進一步的發
5 統測
展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6 工作紙
 生命、公義、真理：新舊
黨爭，迫害異己、危害忠
良，故應凡事順從真理，
持守公義，愛惜生命下，
天才能太平，政治才能清
明。
 勤、謙、真理、公義：以
變法失敗再次探討成功會
有若干共通之處。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勤、謙、真理、公義、家
庭、生命：以高宗、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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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南宋的外交與滅亡

1.聯蒙滅金
2.南宋的滅亡
 認識南宋聯蒙滅金和南宋滅亡的史事；
 探討南宋聯蒙滅金的政策。

甲部 第六章 元代的高壓統治
第一節 元的統治政策

1.蒙古建國
2.高壓政策
 認識元朝的建立和統一全國的概況；
 了解元代的高壓統治。
1.滅亡經過
2.覆亡原因
 了解元代滅亡的經過；
 探討元代速亡的原因。
第一學期考試(4/12-15/12)
1.明的立國
2.君主集權的措施
 認識明代立國的經過；
 了解明代君主集權政治的措施。

第二節 元的覆亡

甲部 第七章 明代的君主集權政治
第一節 太祖的立國與措施
第二節 成祖的君主集權
第三節 明的宦禍與黨爭

 認識靖難之變的經過；
 認識明成祖加強君主集權的情況。
1.宦官為禍
2.東林黨爭
 探討明代宦官得勢的原因；
 認識明代黨爭的概況。

飛、岳母、秦檜等人物探
討人之德性，劣根性。
 真理：以史為鑑—聯蒙滅
金（南宋）及聯金滅遼
（北宋）。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公義、愛：元代的高壓統
治政策，彰顯愛德於治世
之重要。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愛、公義、生命：明中央
集權制—殘殺大臣、設立
廠衛制度
 勤：廢相，皇帝處理所有
事務
 家庭、生命、愛：分封子
孫、靖難之變

1 作業
2 多元化學習專題
（核心價值與中國
歷史名人/中國近代
史著名傳教士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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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明的外患與衰亡

1.滿族的崛興
2.明代的衰亡
 認識明代邊境民族入侵的情況；
 探討明代衰亡的原因和經過。

甲部 第三冊 第一章
滿清入關與康、雍、乾盛世的統治政策
第一節 滿清入關
第二節 清初統治政策

1.康、雍、乾的盛世
2.對漢族的統治政策
3.對邊境民族的統治政策
 認識康、雍、乾的盛世；
 探討清初的統治政策。
1. 中衰原因
 了解清朝由盛轉衰的概況；
 分析清朝中衰的原因。

甲部 第二章
道、咸、同、光時期的內憂外患
第一節 清代的中衰



真理：以史為鑒，宦禍與 3 網上中史教室
覆亡 （東漢、唐、明） /MOODLE
 透過東林黨爭的認識，使
學生得以培養不畏強權、 4 小測驗
有氣節的高尚情操。
5 統測
國民/基本法教育
6 工作紙
 香港 5 大宗族鄧、彭、
侯、廖、文氏之由來（主
要由宋元至明遷至香港定
居），以及 4 大民系圍頭
（本地人）、客家人等在香
港；以及南宋君主逃難來
港的事跡，突顯中國與香
港歷史之關係。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公義、愛、生命：清高壓
懷柔政策 VS 元高壓政策
國民/基本法教育
 中國版圖之確立，以及
蒙、藏、新疆及西南小數
民族歸入國體內。從而加
強對祖國的了解和認識。
 清海禁與香港的發展及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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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鴉片戰爭

1.背景
2.經過
3.戰爭的影響
 認識鴉片戰爭的背景及經過；
 探討鴉片戰爭的結果及影響。

第三節 太平天國

1. 興起的背景
2. 興起與敗亡
 認識太平天國建立的背景及其施政；
 探討太平天國事件發展的過程、結果及影響。

第四節 英法聯軍之役

1.背景
2.經過
3.影響
 認識英法聯軍之役的背景及經過；
 探討英法聯軍之役的結果及影響。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公義、愛、家庭、生命：
鴉片戰爭和公平貿易；鴉
片、戰爭對生命及家庭之
破壞，反思若愛與公對能
彰顯，事情又會如何發
展。
國民/基本法教育
 南京條約令香港島割讓給
英國，關展了日後中英聯
合聲明及談判、基本法的
制訂。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公義：晚清的政局與民生
 愛、家庭：西方宗教衝擊
（天朝田畝制度）
價值教育（核心價值/校訓）
 公義、愛：對弱小國家應
有的態度、利益與強大 VS
道德、相互合作 VS 權威壓
倒
國民/基本法教育
 北京條約令九龍半島割讓
給英國，及其後中英展拓香
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給英
國 99 年，關展了日後中英
聯合聲明及談判、基本法的
制訂。

試前溫習
第二學期考試(7/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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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中國歷史科成績計算辦法：
平時分(50%) 上學期：多元化學習專題（20%） + 學習態度及網上學習（20%） + 小測驗(30%)
下學期：多元化學習專題（20%） + 學習態度及網上學習（20%） + 小測驗(30%)

學期成績：平時分(50%)
全年成績：第一學期成績(50%)

+
+

學期考試(50%)

+ 統測(30%)
+ 統測(30%)

= 學期成績(100%)

第二學期成績(50%) = 學年成績(100%)

#由於非華語生在中國歷史科之測考會作出特別調適，為了公平起見，相關學生之評核成績將不會於成績表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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