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2009-2010 年度 

EDD 5104 
歷史課程與教學 

 
 
 
 
 
 
 
 
 
 

教材設計 
中國共產黨成功建國背景  及 

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中國共產黨成功建國背景  及 
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教學大綱 
 
引言：  
1949 年 10 月，新中國進入了另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由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正

式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執政，取代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

國民黨則退守台灣。在共產黨執政下的中國，實行黨政軍合一的管治方式，對日

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有著巨大影響。因此這一單元能補足同學理解 1978 年

以後，中國政治發展的情況，亦能掌握「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源起及發展

過程。 
 
題目： 
中國共產黨成功建國背景  及 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目標： 
1. 配合新高中歷史科主題甲有關「毛澤東時代政治體制的確立，以及新民主主

義的過渡」的課題。 
2. 讓學生認識共產黨成本建國的原因 
3. 讓學生從多方面瞭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例如：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

會主義法治國家、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等的具體內容和涵義。 
4. 帶領學生從中國人民共和國產生的背景，思考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黨、政、軍

關係。 
5. 培養學生的自學、思考及分析能力 
 
建議課堂時數：兩節課，每節 35 分鐘 



課題教學安排： 
課節 內容 材料 

1 中國共產黨成功建國背景 
 
本部份旨在將 1936 至 1949 年間的政治、經濟情況呈現給同學。

從四個不同的資料令同學感受到當時的局勢及民生狀況之餘，亦

希望同學能思考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統治的原因。 
 
從資料一及二，同學可以發現 1936 至 1949 年國共內戰年間，工

農業嚴重荒廢，工農業者朝不保夕，全國更陷入飢荒狀態。在工

農業當中，以鋼材及棉花的產量下降最為嚴重，可見經濟全面停

頓，工農業者朝不保夕，中國人民生活相當困難。 
 
從資料三，同學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如何取悅民眾。1949 年九月，

中共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認新政府實行工

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 
 
共產黨對當時人民的貢獻，同學可以從資料四找到。老師可以先

播放短片，再要求同學分組討論，共產黨對新中國有何貢獻。最

後總結中國共產黨成功建國的原因。 
 
 

 
 
 
 
 
 
工作紙 P.1 
 
 
 
 
工作紙 P.2 
 
 
 
播放：「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片段 

2 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要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首先要從多方面認識「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例如：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等等的具體

內容和涵義。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

係，而且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簡單的說，中國社會主

義民主政治有四大要點：1. 中國共產黨領導 ；2. 中國人民當家

作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3. 多黨合作；4. 政治協商制度(政治

協商會議) 。 
 
本部份大量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作為教材，憲法雖然曾作

多次修訂，但基本原則自 1949 年 9 月建立後一直未有改變。中國

共產黨是把馬克思原理和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建設具體情況結合

起來作行動綱領的政黨。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工農聯盟為基

礎，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進行建設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國家。 

 
 
 
 
 
 
 
 
 
 
 
 
 
 
 
 



 
老師可以要求同學分組閱讀資料，思考各資料的含意並匯報該段

資料如何形容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從資料 1a 及 1b，可見中國的法治是受著共產黨的領導，法律是

共產黨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 
 
從資料 2a 、2b 及 2c，可見新中國實現多黨合作的模式，人民有

集會結社的權利，但黨派必須尊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把共產黨

作為執政黨，自身作為參政黨。 
 
最後老師可以協助同學作總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包括了社會

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兩多面，當中中國共產黨的地

位是絕對超然，而且黨、政、軍合一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天。 

 
 
 
 
工作紙 P.3 
 
 
工作紙 P.4 
 



中四級 歷史科 
中國共產黨成功建國背景  及 

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工作紙 

 

中國共產黨成功建國背景 
 
 
資料 1 
打開我國的地圖，睜開眼睛一看，「A 黨」一黨專政下，哪裡沒有災荒？單就報紙上發表的材料來

看，可以看出災荒是異常嚴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廣東、廣西、江蘇、湖北、江西、四川，

以及陝、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災，尤其是湖南等地，實在是慘不忍聞。...... 
19XX 年 3 月 30 日《新華日報》社論《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1. 你認為以上的報導於何時出版？                                1949 前   /   1949 後 

2. 你認為以上報導中的「A 黨」是哪一個黨？                        國民黨  / 共產黨 

3. 你認為上述報章背後是哪一個黨？                                國民黨  / 共產黨 

4.  根據資料二，社論認為中國出現的情況主因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 2 

1936 年與 1949 年中國經濟情況比較 
  1936 年 1949 年 上升 / 下降 (百分比) 

農 
業 

糧食 (億公斤) 1387 1081  
棉花 (萬噸) 84.9 44.45  
生豬 (萬頭) 7853 5775  

工 
業 

煤 (萬噸) 6188 3243  
鋼 (萬噸) 92 15  

棉紗 (萬件) 245 180  
 

1. 根據上表，哪一個項目下降得最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哪方面的發展受到的破壞最嚴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反映當時中國的情況如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 3 

中華人民共和國爲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

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爲中國的

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 
 

1. 為何共產黨要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怎樣的政治體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從《綱領》內容可見，共產黨要從哪些方面建立新中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總結整個綱領，你發現有什麼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 4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詞 (1949 年 11 月)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CKc4P5SMF4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共產黨  辛勞為民族   
共產黨  他一心救中國 

他指給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領導中國走向光明 
他堅持抗戰八年多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建設了敵後根據地  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 歌詞提及中國哪個黨？黨與國有著甚麼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認為共產黨對當時的中國人有什麼貢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當時的中國人對共產黨的感覺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 
 
 
 
資料 1a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 

《憲法總綱》第五條 

1. 根據資料 1a，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 ________ 治國，建設 _______ 國家。 

2.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遇上法律訴訟，法院會以什麼作為依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 1b 

中國執政黨與司法機構的關係，基本上體現為兩方面，第一，執政黨在司法機關內設置相應的黨組

織，以便接受執政黨的領導。第二，法律制定的依據是黨的政策，唯一的標準就是黨的政策。 

謝慶奎，《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2003，P90 

3. 法律制定的依據是 _____________ 的政策，唯一的標準就是 __________________。 

4. 中國的司法機關的裁決，受著什麼力量所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 2a 

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的黨員，除中央允許者外，必須一律參加支部組織，過黨的組織生活。中央人

民政府機關內黨委會的基本工作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決議保證行政任務的完成，並嚴密地

注意有無破壞分子和暗藏的反動分子進行活動。 

《中央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1949 年 11 月 

 

1. 中央人民政府所有官員必須參加哪一個組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所有官員參加同一個組織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壞處？ 

好處 壞處 

  

 

 



資料 2b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憲法》第三十五條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公民有 __________ 的自由，組織政黨。 

 

資料 2c 

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黨體制，是中國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多黨合作制的大前題：一是共產

黨採取長期合作方針，承認各民主黨派參與政治的權利；二是各民主黨派認同共產黨的領導，並把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自身作為參政黨。 

謝慶奎，《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2003，P92 

1. 共產黨領導的 ____________ 的政黨體制，是中國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多黨合作制的大前題

各民主黨派認同 ______________ 的領導，並把共產黨作為 _________，自身作為參政黨。 

2. 你認為其他政黨的黨員可否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其他政黨的黨員只可以出任 ________________ 的會議，最高只可以擔任 _________________ 

 

總結所有資料，中央人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有著甚麼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