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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之反思」

教學大綱

「過去的戰爭? 現在的戰爭?」

(一) 簡介 ﹕ 以江澤民在 1998年 11月 25日至 30日訪日之行﹐探討中日過去及現在關係

之由來及發展

(二) 討論中心﹕ 「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未有為侵華書面道歉﹐引來各方抗議。我們應如

何評論這件事情?我們又可以怎樣去處理戰後問題﹐並從中學習到什麼?

(三) 課前預備﹕

(1) 目的

l 讓學生了解中日兩國紛爭之由來

l 引導學生掌握基本歷史資料﹐從中找出中日戰爭之來龍去脈

l 借用時事新聞﹐讓學生能將古今的事情連上關係﹐認識現在

 

 (2) 內容﹕

l 預習工作紙(一)﹕日本侵略中國之經過

l 預習工作紙(二)﹕江澤民訪日

l 開端﹕江澤民訪日 (預習及內容大綱)

(四) 教學大綱﹕

時

間

時

限

教師            學生

0 3 開端 簡介「江澤民訪日」 討論及會報﹕預習工作紙(二)

3 5 課堂

討論

l 何謂「歷史問題」?與現在

有何關係?

l 分析日本向外擴張之原因

及當時中國之形勢

 學生可參考預習工作紙(一)

 

 8  10  分組

討論

l 我們應如何處理中日的關

係?

l 嘗試為兩國找出解決之方

法

l 參考課堂活動及討論指引

   「過去的戰爭?現在的戰

    爭?!」

l 分組開始

l 分組﹕4-5人一組

l 材料﹕課堂活動工作紙(A-E)

l 時間﹕10分鐘

 

 18  5  匯報 l 在黑板上寫上每組組員的

    選擇(A-E)

l 分析並討論學生之選擇結

果

學生在遊戲中, 可嘗試以不同角度

去認識戰爭對兩國之重要性, 並以

其角度去找出最合宜之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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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時

限

 教師  學生

 23   7  提問 l 「我們不能再忍了!!」中

每項要求﹐會帶來什麼後

果及影響?

l 這些影響會否破壞中日關

係?

l 我們應如何選擇?

l 學生可否有其他建議?

 自由作答

 30   5  總結 l 當要處理戰爭遺留下來的

問題時﹐應嘗試以不同角

度去理解及分析﹐可會發

現歷史是立體的﹐而不只

是平面的。

l 總結﹕不要讓過去的戰

爭﹐變成現在爭戰。

學生以此課堂作一小結﹕

我們學會了_⋯

(五) 教學資料

(1) 工作紙及指引

1. 預習工作紙(一)﹕日本侵略中國之經過 (附答案)

2. 預習工作紙(二)﹕江澤民訪日

3. 開端﹕江澤民訪日 (預習及內容大綱)

4. 課堂活動及討論指引﹕「過去的戰爭?現在的戰爭?!」

5. 課堂活動工作紙 (A-E)

(2) 其他剪報資料
1. 「四種外交文件的區別」(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2. 『「宣言」中日版本文字有異』(1998年 11月 28日﹑《明報》)

3. 「我們不能再忍了!!」 (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4. 「禮炮掩飾炮火﹐軟語隱埋罪過」(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5. 「日本難卸歷史包袱」(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6. 『日三大報不提「道歉索償」』(1998年 11月 27日﹑《星島日報》)

7. 「盟軍戰俘東京索償敗訴」((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8. 「日傳媒重視中日分歧」(1998年 11月 28日﹑《明報》)

9. 「中國通日本通皆老人」(1998年 11月 28日﹑《明報》)

10. 「中國佬滾回去」(1998年 11月 28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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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之反思」

開端﹕江澤民訪日

預習及內容大綱

(1) 課前工作﹕

1. 預先派發剪報一份

l 資料(a) ﹕「江澤民﹕中方不能不作反應」 (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l 資料(b) ﹕「中日聯合宣言重點」(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2. 要求學生預先閱讀﹐並完成工作紙

3. 要求學生在下一次課堂帶回剪報﹐以方便課堂上討論

(2) 課堂工作﹕

1. 與學生一起討論有關題目﹐以確定學生能掌握有關資料

有關問題﹕

l 江澤民訪日有什麼重要事情有待解決?試列舉其中較為重要的三個問題。

l 中國在該次訪問中﹐對日本有何要求?

l 中國最後能否達到其目的?雙方國家是否滿意是次訪問成果?

2. 教師可補充有關資料﹐包括﹕

l 聯合宣言之重要性?

 可參考「四種外交文件的區別」(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l 中文版與日文版之比較

可參考『「宣言」中日版本文字有異』(1998年 11月 28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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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894年開始﹐日本不斷向外擴張﹐尤其是對中國之侵略﹐為什麼中國無積極反抗?

中三級中國歷史科

「抗日戰爭之反思」

預習工作紙(一)﹕日本侵略中國之經過

 (一) 時序線﹕下列六件事件﹐均為日本對中國侵略之經過﹐請在______內填上適當之答案﹐並在(  )內填上事件發生之先後次序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年份

(二) 想一想

(  )  中日甲午戰爭

年份﹕_________ 年

起因﹕日本藉 ________ 發生「東學

黨」事件﹐出兵朝鮮﹐與清軍戰鬥

結果﹕清戰敗求和﹐簽訂《_________》

(  )  日佔山東

年份﹕________年

起因﹕日本趁列強忙於第 ____ 次

  世界大戰

結果﹕強佔 ______ 在山東之權益

(  )  九一八事變

年份﹕________年

起因﹕日本指責 ______ 軍隊

  炸毀一段南滿鐵路

結果﹕佔領 _______ 三省

(  )  一二八事變

年份﹕_________ 年

起因﹕藉口中國工人毆打日本僧人﹐

  向 ________ 進攻

結果﹕無法佔領上海﹐簽訂停戰協定

(  )  成立「滿洲國」

年份﹕________ 年

起因﹕日本合法化地佔領 ___________

結果﹕成立「滿洲國」﹐1934年扶植

  _________　為傀儡皇帝

(  )  七七事變 / 蘆溝橋事變

年份﹕_________ 年

起因﹕日本藉口一名士兵在蘆溝橋失

蹤, 要求入城搜查﹐但被拒絕。

結果﹕__________ 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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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中國歷史科

抗日戰爭之反思

預習工作紙 (一)﹕日本侵略中國之經過
答案

目的﹕讓學生對日本向中國之擴張過程有基本之認識

(一) 時序線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年份

(二)  想一想

由 1894年開始﹐日本不斷向外擴張﹐尤其是對中國之侵略﹐為什麼中國無積極反抗?

究竟當時中國處於什麼景況中?

( 1 )  中日甲午戰爭

年份﹕1894年

起因﹕日本藉朝鮮發生「東學黨」事件﹐

  出兵朝鮮﹐與清軍戰鬥

結果﹕清戰敗求和﹐簽訂《馬關條約》

( 2 )  日佔山東

年份﹕1914年

起因﹕日本趁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

  大戰

結果﹕強佔德國在山東之權益

( 3 )  九一八事變

年份﹕1931年

起因﹕指責中國軍隊炸毀一段

  南滿鐵路

結果﹕佔領東北三省

( 4 )  一二八事變

年份﹕1932年

起因﹕藉口中國工人毆打日本僧人﹐

  向上海進攻

結果﹕無法佔領上海﹐簽訂停戰協定

( 5 )  成立「滿洲國」

年份﹕1932年

起因﹕日本合法化地佔領東北

結果﹕成立「滿洲國」﹐1934年扶植溥

儀   為傀儡皇帝

( 6 )  七七事變 / 蘆溝橋事變

年份﹕1937年

起因﹕日本藉口一名士兵在蘆溝橋失

蹤﹐要求入城搜查﹐但被拒絕

結果﹕中﹑日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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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中國歷史科

「抗日戰爭之反思」

預習工作紙(二) ﹕江澤民訪日

資料(a) ﹕「江澤民﹕中方不能不作反應」 (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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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b) ﹕「中日聯合宣言重點」(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閱讀以上兩段新聞後﹐試回答以下問題﹕

1. 江澤民訪日有什麼重要事情有待解決?試列舉其中較為重要的三個問題。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中國在該次訪問中﹐對日本有何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中國最後能否達到其目的?雙方國家是否滿意是次訪問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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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訪日主要解決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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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之反思」

課堂活動及討論指引

「過去的戰爭? 現在在戰爭?!」

(1) 目的﹕

1. 假設學生對中日過去的關係(日本之侵略)有基本認識

2. 學生可嘗試以另一角度去看這段歷史

3. 學生亦可從中經歷自己與歷史之間之密切關係

4. 學生可以學習以不同身份去處理戰爭遺留下來之歷史問題

5. 最後﹐讓老師與學生共同去學習如何面對及處理歷史之傷痛

(2) 材料﹕

1. 資料「我們不能再忍了!!」 (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2. (個人)工作紙 (A)﹑(B)﹑(C)﹑(D)﹑(E) (每人只有其中一份)

(3) 方法﹕

~活動內容﹕

1. 分組﹕4-5人一組

2. 首先﹐同學在進行活動中﹐必須保持沉默﹐不可交談

3. 其次﹐每位同學的工作紙必須不可讓其他同學知道其內容

4. 活動開始﹐同學須用 2分鐘時間﹐細閱工作紙之內容及指示

5. 最後﹐利用 2分鐘時間選擇適當之答案﹐並填寫在工作紙(個人)上

~討論內容﹕

1. 首先﹐同學可以公開自己所扮演之角色

2. 同學跟著輪流解釋選擇此答案之原因

3. 同學亦可分享自己之意見及感受

4. 最後﹐各組可嘗試綜合各人之意見﹐並選擇最合宜之方法﹐去解決中日間之歷史問題

(4) 總結﹕

1. 老師可提供補充資料﹐例如﹕各方之反應

 參考資料﹕

l 「禮炮掩飾炮火﹐軟語隱埋罪過」(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l 「日本難卸歷史包袱」(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l 『日三大報不提「道歉索償」』(1998年 11月 27日﹑《星島日報》)

l 「盟軍戰俘東京索償敗訴」((1998年 11月 27日﹑《明報》)

l 「日傳媒重視中日分歧」(1998年 11月 28日﹑《明報》)

l 「中國通日本通皆老人」(1998年 11月 28日﹑《明報》)

l 「中國佬滾回去」(1998年 11月 28日﹑《明報》)

2. 若我們希望從歷史中汲取教訓﹐我們又可以有什麼建議﹐不容讓我們重犯這錯誤?

3. 老師亦可分享自己之意見及感受

4. 最後﹐老師可以用以下一句說話作總結﹐並與學生評論及分享

「我們可以原諒﹐但不可以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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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中國歷史科

「抗日戰爭之反思」

課堂活動工作紙 (A)

細閱以下資料﹐並嘗試投入角色﹐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姓名﹕中山 XX

年齡﹕82歲

性別﹕男性

國藉﹕日本

職業﹕已退休

感想﹕我曾經參與中日戰爭﹐也曾獲頒軍功勳章 … …﹐對於過去的

戰爭﹐我大多已忘記了。你若問我有關這場戰爭之道歉問題﹐我認

為 … …

1. 我會接受第 _______ 項要求﹐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或會提出其他的建議﹐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三級中國歷史科

「抗日戰爭之反思」

課堂活動工作紙 (B)

細閱以下資料﹐並嘗試投入角色﹐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姓名﹕陳 X福

年齡﹕77歲

性別﹕男性

國藉﹕中國

職業﹕農民

感想﹕中日戰爭時﹐我只有十來歲。我只記得我與家人離開家鄉﹐不

斷到處逃避戰火﹐為的只是保存性命。戰爭結束後﹐一家人中只剩下

  我及弟弟﹐雙親也在戰爭中遇難。「道歉」對於我來說是 … …

1. 我會接受第 _______ 項要求﹐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或會提出其他的建議﹐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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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之反思」

課堂活動工作紙 (C)

細閱以下資料﹐並嘗試投入角色﹐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姓名﹕田中 XX

年齡﹕40歲

性別﹕男性

國藉﹕日本

職業﹕商人

感想﹕我是在戰後出生的﹐未曾經歷過戰火之洗禮﹐但是我曾參觀

原爆博物館﹐到現在也是記憶猶新。我也到過靖國神社。不容否認

的是﹐戰爭是十分殘酷﹐對人類來說﹐是一場災難。我認為 … …

1. 我會接受第 _______ 項要求﹐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或會提出其他的建議﹐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三級中國歷史科

「抗日戰爭之反思」

課堂活動工作紙 (D)

細閱以下資料﹐並嘗試投入角色﹐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姓名﹕王 X妹

年齡﹕75歲

性別﹕女性

國藉﹕中國

職業﹕已退休

感想﹕我是較為幸運的一個。「日本仔」打到來時﹐我只有十餘歲。

比我年長的姐姐們﹐終日為保安全而四處躲避﹐因為當時「日本仔」

不停地找「姑娘」﹐她們很害怕給他們找上﹐故此用各種方法去躲避。

 這是一段不可遺忘的記憶。他們可以作什麼來補償? … …

1. 我會接受第 _______ 項要求﹐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或會提出其他的建議﹐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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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之反思」

課堂活動工作紙 (E)

細閱以下資料﹐並嘗試投入角色﹐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姓名﹕XXX

年齡﹕14歲

性別﹕男性

國藉﹕中國

職業﹕學生

感想﹕對於戰爭﹐我沒有太多感受﹐因為我從沒有經歷過戰爭之痛

苦﹐只是偶然在新聞中得悉世界的某處﹐正發生戰爭。同樣地﹐我

對中日戰爭之認識也不多﹐直至中三時﹐課程剛提及。至於應如何

處理戰後問題﹐我認為 … …

1. 我會接受第 _______ 項要求﹐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或會提出其他的建議﹐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中三級中國歷史科

「抗日戰爭之反思」

課堂活動工作紙 (E)

細閱以下資料﹐並嘗試投入角色﹐然後回答以下問題。

姓名﹕XXX

年齡﹕14歲

性別﹕女性

國藉﹕中國

職業﹕學生

感想﹕對於戰爭﹐我沒有太多感受﹐因為我從沒有經歷過戰爭之痛

苦﹐只是偶然在新聞中得悉世界的某處﹐正發生戰爭。同樣地﹐我

對中日戰爭之認識也不多﹐直至中三時﹐課程剛提及。至於應如何

處理戰後問題﹐我認為 … …

1. 我會接受第 _______ 項要求﹐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我或會提出其他的建議﹐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因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