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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與歷史」簡報

（序）

「歌曲與歷史」是一套包括八首歌曲的教材，鼓勵學生從歌曲中學習歷史。歌曲分

為三個單元，分別是我們的國家、國難篇、九七前後。每個單元均備有工作紙。

以下是「歌曲與歷史」包括的八首歌：

單元 歌曲名稱

我們的國家 中國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

血染的風采國難篇

龍的傳人

皇后大道東

同舟共濟

壯志驕陽九七前後

創世紀

這套教材製作的目的，是希望用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提高學生學習中國歷史、香港

歷史的興趣，從而去探索歌曲背後的意思、歌詞的歷史情懷。在使用教材上，我建議各

位老師可以用這作為引起課題用，也可以予學生自行修習，引發其對歷史的興趣，或增

加其對這段歷史的課外知識。

在製作這份簡報時，我遇到很大的困難﹔在選曲上，有一些具代表性、啟發學生思

考歷史事件的歌曲如「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八百壯士」等抗日時期歌曲的音樂，十分

難找，而一些香港的粵語流行曲如許冠傑的「鐵塔凌雲」、羅文的「獅子山下」則可能

侵犯版權，因此，現在放在「歌曲與歷史」的音樂，有些可能欠缺代表性。

另一點更困難的是，設計的原意是予中三修讀世史的學生使用，製作完成後才發現

單元的工作紙涉及的範圍廣闊：有些是地理科的、有些是中史科的，有時是社會科的，

實在難以將知識分門別類，也難定這些知識是在哪一級別的課程範圍內。

此外，以歌曲作為教材的另一個缺點是，歌曲本身是片面的內容，要製作工作紙來

豐富其內容。但要工作紙既配合歌曲的內容，又能使學生從這些學習歷史則不容易，要

花很多的時間。因此製作此類教材時，在時間上必要控制得宜。

雖然如此，歌曲還是一樣有感染力的教材，例如抗戰時期的歷史歌曲，不但能夠使

學生對抗戰時期的歷史事件印象更深、更能使學生設身處地，了解當時人們的感受，培

養對歷史身同感受的觸覺。這一點是其他平面的教材難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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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與歷史

單元一 我們的國家

第一部份：準備工作

各位同學，你們對中國的認識有多少？以下是一個小測試，試試看吧﹗

1. 中國的經緯度：_____________ N ,  ______________ E

2. 中國位於______洲

3. 中國的首都位於__________

4. 中國現時有幾多個省市？________

5. 繒畫中國的國旗

6. 香港是中國現時唯一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嗎？_______

7.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哪一年建國？__________

8. 現時中共中央領導人是誰（總理和黨主席）？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

如果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你可以詢問你的老師或上網找尋答案的﹗

第二部份：聽歌學歷史

以下是 1978年 3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國國歌的歌詞。

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我們繼續長征。

萬眾一心奔向共產主義明天，

建設祖國保衛祖國英勇地鬥爭。

前進！前進！前進！

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

前進！ 高舉毛澤東旗幟，

前進！ 前進！前進！進！

聆聽國歌，細閱歌詞，並回答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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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下是一些形容詞，請圈選一些你認為適合形容這首歌的詞語。

2.   你認為歌曲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嗎？試寫下一句你印象最深刻的歌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香港現時的政治體系與中國一樣嗎？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活學活用

完成下面的工作。

「中國旅遊」雜誌邀請廣大的讀者為他們的新專欄「我最喜愛的風光名勝」寫一篇

約300字的文章，內容主要是介紹一處讀者眼中認為最具代表性、最具歷史價值的觀
光地點，範圍可以是中國的任何地方。文章需包括：

u 題目（如美麗的六朝古都 — —揚州 ）
u 地點的位置

u 特色（例如北京其中一個特色是中國現時的首都）

u 簡介其歷史（簡述從古至今該地點發展的歷史）

u 最吸引遊人之處（可以是交通方便、可口的地道美食、優美的天然景色或購物便

宜等）

u 一幅當地的圖片及備有圖片說明

附錄：評分標準

內容組織 50%
文筆優美 20%
表現歷史價值 20%
符合以上要求 10%

一星期後，旅遊雜誌會選出其中十篇最能說明主題的文章刊登，每一篇刊登的文章

均有一份紀念品送贈，請各位踴躍參與﹗

激烈 團結

進步  鮮明

冷靜 熱情

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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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與歷史

單元二 國難篇

第一部份：準備工作

以下十項是其中一些發生在 1830年至 1950年間的歷史事件，請把它們發生的時序，標
列在下面的時間線上。

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之役

八國聯軍之役

義和團事件

軍閥割據

國共內戰

南京大屠殺

七七事變

一二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30                                   1900                      1950

回答以下問題；

1. 以上發生的事件都是屬於什麼性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的祖父母出生於甚麼年代？對於上述的往事，他們有什麼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願意在這段時期生活嗎？為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聽歌學歷史

1. 細心聆聽簡報上的歌曲。
你認為這些歌曲表達什麼感覺？請從下面圈選出你認為最適合的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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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下是數首抗日時期的歌曲，細閱歌詞及資料，並回答以下的問題：

資料一、

資料二、（參考中三中國歷史教科書，現代出版社 2000年版）

八百壯士是指當時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軍團的士兵。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首先於中

國東北部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在那兒建立偽滿州政權。其後因為國際聯盟干涉日本之侵

略，兩國以山海關為界，中國當時因為「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接納這項調停。

不久，日本再次發動一二八事變，企圖侵占上海，為了保衛上海，八百壯士全力死

守，成功堵截日本軍的侵略，後在國際聯盟加以調停下，日本終於撤軍。至 1937年 7

月 7日，日本發動七七蘆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

1. 從兩項資料中，你猜到「豺狼」是指什麼人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歌曲 A所描述的戰役是發生在什麼地方？你能從資料二中找到答案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歌曲 A描繪出當時什麼的處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認為歌曲 A所表現的是什麼的情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三、

歌曲A （歌詞節錄自《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

四方都是砲火, 四方都是豺狼,

寧願死不投降, 寧願死不退讓。

‥‥

八百壯士一條心, 十萬強敵不能擋,

我們的行動偉烈, 我們的氣節豪壯,

同胞們起來! 同胞們起來!

快快趕上戰場, 拿八百壯士做榜樣。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中國不會亡!

不會亡! 不會亡! 不會亡﹗

興奮 永不放棄 痛心 激勵

鼓舞 雖敗猶榮 快樂

偉大 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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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以下問題：

1. 歌詞來描述的是哪一件歷史事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為日本為何首先侵略中國的東北部？請在歌詞中找出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查看地圖，了解中國東北部的位置。

東北三省是指哪幾個省份？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4. 除上述原因外，試想想日本為何選擇東北為第一個侵略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四、

細閱歌詞後，請回答以下問題：

1. 華北是指山海關以南、華河以北之地。

歌曲D （歌詞節錄自《保衛黃河》）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黃河在咆哮。

河西山崗萬丈高﹐河東河北高粱熟了。

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紗帳裡﹐游擊健兒逞英豪。

背起了土槍洋槍﹐揮動著大刀長茅。

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

歌曲B （歌詞節錄自《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女：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男：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　整日家在關內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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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歌曲中，你認為當時的華北發生什麼事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試查查中國地圖。當時中國的首都在哪兒？是在華北一帶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在地圖上看看黃河、華北、中國的位置。

3a. 如果黃河失手，華北會有危險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b. 請在下面的地圖上繒畫黃河，並點出北京的位置。

3c. 你認為「保衛黃河」有何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d. 綜合多項資料，你認為《保衛黃河》、《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中國不會亡》分別說
明抗日時期那幾項歷史事件？

《保衛黃河》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國不會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活學活用

細閱以下節錄自明報（2001年 4月 4日）的一篇報導：

日通過篡改教科書   中韓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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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二戰侵略    韓擬召回大使震怒

1. 你認為日本的行為正確嗎？列出理由說明你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試寫一封約 300字的信件給日本文部省的官員，說服他們不要篡改教科書。
 信的內容包括以下各項：

u 說明寫信的目的

u 表明自己的立場

u 舉列反對篡改教科書的原因（可用點列）

歌曲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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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 九七前後

第一部份：準備工作

與身邊的同學討論以下問題：

1.   你有學校的朋友或親戚留學或移民嗎？在哪個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如果有一天你移居外國，你會有什麼的感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份：聽歌學歷史

1.  聆聽簡報上的歌曲，回答以下問題：
   你認為這些歌曲表現了什麼情懷？圈出你覺得適合的形容詞。

      

2.   細閱以下的歌詞，回答以下問題：

1.  歌曲 A提及哪幾個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歌曲A（鐵塔凌雲）

　鐵塔凌雲　望不見歡欣人面

　富士聳峙　聽不見遊人歡笑

　自由神像　在遠方迷霧

　山長水遠　未入其懷抱

　檀島灘岸　點點燐光

　豈能及漁燈在彼邦？

　俯首低問　何時何方何模樣

　回音輕傳　此時此處此模樣

　何須多見復多求

　且唱一曲歸途上

　此時此處此模樣　此模樣

依依不捨

信心 疑慮

不安 懷念



10

2.  歌曲 A表達作曲者的什麼感受？試從歌曲中找出一句說話證明你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知道作曲者感觸的原因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你認為歌曲 B說明的是什麼？試從歌曲中找出一個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知道以上的事情，源自什麼歷史問題所做成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部份：活學活用

1. 綜合以上所述，你認為以上兩件事件有因果關係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試繪畫一件物件（例如硬幣）在九七年前後的模樣於一張白紙上，

並描述其變化。

歌曲B（節錄自《皇后大道東》一曲的歌詞）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東

皇后大道東轉皇后大道中

皇后大道東上為何無皇宮

皇后大道中人民如潮湧

有個貴族朋友在硬幣背後

青春不變名字叫做皇后

每次買賣隨我到處去奔走

面上沒有表情卻匯聚成就

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

要靠偉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

但是旺角可能要換換名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