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設計舉隅 (小學適用)

立法會的主要職能
目的
在課堂完結時， 學生能清楚明白立法會的主要職能， 並且更了解立法會的工作如何影響
市民。

總授課時數
60分鐘

活動一 —— 重點：立法會的職權
(a) 開始時，詢問學生熟悉《基本法》哪些條文；
(b) 和學生一起閱讀《基本法》第七十三條，這項條文訂明立法會的職權；及
(c) 總結立法會的3項主要職能[制定法律；批准公共開支；以及監察政府工作]。

所需時間：
5分鐘

網上資源：
(a) 資訊速遞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資訊速遞
(b)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c) 《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 —— 第七十三條)
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index.html

活動二 —— 重點：制定法律
(a) 請學生列出他們熟悉的法例；
(b) 介紹"法案"和"條例"這兩個詞語；
(c) 將全班分組。請每組選出一項法例，然後討論下列問題：

• 為何要制定這項法例？
• 這項法例為何這樣重要？
(d) 提出以下問題："誰制定法例？"[由政府或立法會議員向立法會提交立法建議，在立法會
會議上經三讀程序通過]；
(e) 舉出經立法會通過的法例的例子，簡略解釋這些法例的目的[參閱條例所載的詳題，即
"本條例旨在……"]；
(f) 選取數項法案[參閱立法會網頁"教育服務"欄目內的展板"制定法律"及"立法程序"]，並準
備數張卡紙，在每張卡紙上寫上法案通過制定法律過程各個階段的日期(例如法案首讀日、
交由法案委員會審議的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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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將全班分組。請每組把寫有日期的卡紙與制定法律過程的各個階段配對；及
(h) 請各組比較法案通過制定法律過程各個階段所需的時間，詢問學生哪個階段需要的時間
最長。與學生討論所得的結果。

所需時間：
20分鐘

網上資源：
(a) 資訊速遞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b)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c) 動畫及錄像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動畫及錄像

(d) 展板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展板

(e)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電腦投影片

(f) 法案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事務          立法會

資訊速遞

法案

活動三 —— 重點：批准公共開支
(a) 請學生參與以下模擬遊戲：由3名學生組成一組，負責為全班旅行擬訂預算(範本如下)，
其中一人向全班講解預算內容，請同學支持。然後由全班表決是否通過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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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你是旅行籌備委員會其中一名成員，正擬訂旅行的預算。這份預算必須獲得全班過
半數學生同意，才可通過。以下是你的預算，請填寫適當的資料。

預算
日期

:     

參加人數

: 全班

年  

  月

   日

旅行地點		: 				
預算			:

項目									港元$
收入
(a) 班會費
(b) 旅行費用
開支
(a) 入場費 (如適用)
(b) 遊戲用具 (如適用)
(c)

交通

(d) 禮物
(e) 食品和飲品
(f)

其他
總計 :

(b) 講解完畢後，全班表決是否通過預算；
(c) 表決完畢後，請其中幾名學生解釋投票贊成或反對的原因。請投票反對的學生建議如何
修改預算；及
(d) 以上述擬訂預算的過程為例子，介紹政府的財政預算案，解釋立法會在通過財政預算案
時所擔當的角色[製備下一個財政年度的政府收支預算屬財政司司長的職責，財政預算案
須由立法會通過]。比較上述模擬遊戲與香港編制財政預算案的過程，例如比較"旅行籌
備委員會"與"政府"的角色，比較"投票作決定的學生"與"立法會議員"的角色。

所需時間：
15分鐘

網上資源：
(a) 資訊速遞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b)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c) 動畫及錄像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動畫及錄像

資訊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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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電腦投影片

(e) 政府財政預算案網頁
www.budget.gov.hk

活動四 —— 重點：監察政府工作
(a) 運用立法會網頁的資料庫，擬備一份立法會會議(例如透過議員提出的質詢及／或動議的
議案等討論的事項)及／或立法會轄下各委員會(例如法案委員會及事務委員會)正在討論
的時事清單。選出若干相關會議的視像片段，用作說明討論過程；及
(b) 運用上述時事清單，解說立法會如何監察政府工作[(i)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質詢及動議
議案辯論；(ii)由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就審核政府的帳目及衡工量值審計結果
所提交的報告書；以及(iii)由事務委員會監察及研究政府政策]。

所需時間：
15分鐘

網上資源：
(a) 資訊速遞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b)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c) 動畫及錄像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動畫及錄像

(d)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電腦投影片

(e) 個別政策範疇資料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個別政策範疇資料

(f) 委員會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事務

(g) 網上廣播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資訊速遞

委員會

   網上廣播

總結
向學生發問幾條問題，測試學生是否了解立法會的主要職能。以下是問題的例子：
(a) 《基本法》第幾條訂明立法會的職權？[第七十三條]
(b) 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甚麼？[制定法律；批准公共開支；以及監察政府工作]
(c) 法案必須經過甚麼程序，才獲得立法會通過？[三讀程序]
(d) 誰人負責法案首讀？[立法會秘書]
(e) 說出立法會轄下幾個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名稱。[參閱立法會網頁]

4

立法會的主要職能

4

教學設計舉隅 (小學適用)

所需時間：
5分鐘

網上資源：
(a) 資訊速遞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b) 委員會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事務

資訊速遞
委員會

延伸活動
透過以下方式，將教學由課堂伸延至立法會：
(a) 參加立法會綜合大樓導賞團， 加深學生對立法會工作的了解。如欲查詢詳情， 請登
入www.legco.gov.hk，瀏覽立法會網頁"到訪"欄目；及
(b) 親臨立法會會議廳的公眾席旁聽立法會會議(立法會在會期內通常逢星期三舉行會議)。
請致電3919 3399預留座位。

立法會秘書處
教育服務組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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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法律的過程
目的
在課堂完結時，學生會更了解立法會如何審議和通過法案，以及明白立法會議員在立法過程
中擔當甚麼角色。

總授課時數
兩節課，每節45分鐘

第一節課
活動一 —— 重點：甚麼是法律？
(a) 將全班分組；
(b) 請學生列出不同地方的規則[每組負責列出一個地方的規則，例如"學校"、"課室"、"操場"
和"圖書館"]，並為每個地方建議一條新規則；
(c) 各組陳述建議，並解釋這條新規則會解決甚麼問題；
(d) 向學生發問："在香港實施的「規則」稱為甚麼？" ； 及
(e) 全班討論：學生列出他們熟悉的法例。

所需時間：
15分鐘

網上資源：
(a) 法案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事務          立法會

法案

活動二 —— 重點：如何制定法律？
(a) 立法會的職能之一是制定法律。運用立法會網頁"教育服務"欄目內的動畫，向學生介紹
這個課題；  
(b) 請學生說出制定法律過程的各個階段；
(c) 運用流程圖和列舉已通過的法案的例子，進一步介紹制定法律的過程；
(d) 選取學生可能有興趣的法案[參閱立法會網頁"教育服務"欄目內的展板"制定法律"及"立法
程序"]，指出法案提交立法會的日期和經立法會通過的日期；及
(e) 選取其中一項法案，請學生討論以下問題："如果立法會沒有制定這項法例，會有甚麼後
果？"。

所需時間：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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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資源：
(a)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b) 動畫及錄像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動畫及錄像

(c) 展板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展板

(d) 法案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事務          立法會

法案

活動三 —— 重點：表決法案
(a) 詢問學生屬意下次學校旅行到甚麼地方。把學生的建議寫在黑／白板上；
(b) 詢問學生屬意如何作出決定[選項：隨意選出一名學生作出決定；選出數名(兩至3名)學
生為全班作出決定；討論直至達成共識；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定]。請學生解釋
屬意這些選項的理由；
(c) 提出以下問題："立法會以甚麼方式決定是否通過法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及
(d) 比較政府提交的法案與個別議員提交的法案兩者所適用的表決程序有何不同。

所需時間：
10分鐘

網上資源：
(a)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b)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電腦投影片

第二節課
活動四 —— 複習：制定法律的過程
(a) 與學生重溫制定法律的過程；及
(b) 請學生順序說出制定法律的過程的各個階段。

所需時間：
5分鐘

網上資源：
(a) 展板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b)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電腦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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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 —— 重點：角色扮演 — 制定法律的過程
(a) 參閱立法會網頁"教育服務"欄目內的DIY立法過程角色扮演。按指示選出一項模擬法案
和適用的發言稿，進行制定法律的程序；
(b) 選出學生扮演立法會主席、立法會秘書和官員；
(c) 將餘下學生分為(i)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ii)功能界別議員、以及(iii)地方選區議員[(i)選舉委
員會界別議員代表不同界別、不同階層，具廣泛代表性；(ii)功能界別議員代表社會上具規
模和對社會發展相當重要的界別；以及(iii)地方選區議員代表香港不同地區]。學生可進行
分組討論，決定他們代表哪個界別；
(d) 向學生介紹角色扮演的規則，這些規則已參照《立法會議事規則》；
(e) 向學生介紹角色扮演包含制定法律的程序中哪些階段[為簡化活動流程，在發言稿內不包
含全體委員會的程序]；
(f) 給予時間讓各組擬備演辭和決定立場。鼓勵學生根據他們的角色所代表的持份者隨意發
表意見，而不是只按照發言稿宣讀；及
(g) 在角色扮演後，請學生搜集資料，找出現時在立法會進行三讀程序的法案。

所需時間：
40分鐘

網上資源：
(a)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b) DIY立法過程角色扮演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c) 法案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事務          立法會

教學

電腦投影片
DIY立法過程角色扮演
法案

延伸活動
透過以下方式，將教學由課堂伸延至立法會：
(a) 參加立法會綜合大樓導賞團， 加深學生對立法會工作的了解。如欲查詢詳情， 請登
入www.legco.gov.hk，瀏覽立法會網頁"到訪"欄目；及
(b) 親臨立法會會議廳的公眾席旁聽立法會會議(立法會在會期內通常逢星期三舉行會議)。
請致電3919 3399預留座位。

立法會秘書處
教育服務組
2022年1月

制定法律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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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怎樣履行職責？
目的
在課堂完結時，學生能指出立法會議員怎樣履行職責，並且更了解立法會會議所處理的主要
事項、立法會的委員會制度和申訴制度。

總授課時數
60分鐘

活動一 —— 重點：議員怎樣履行職責？
(a) 開始時，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所訂，列出立法會的職權。總結立法會的3項主要
職能[制定法律；批准公共開支；以及監察政府工作]；
(b) 舉例介紹立法會議員的日常工作[參閱立法會網頁"教育服務"欄目內的展板"議員工作面
面觀"]；及
(c) 討論立法會議員怎樣履行職責，以執行立法會的職能[出席立法會會議；參與立法會轄下
委員會的工作；處理市民的申訴；以及參與聯繫活動]。

所需時間：
10分鐘

網上資源：
(a)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b) 動畫及錄像 "立法會知多少(動畫)"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動畫及錄像

(c) 展板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展板

(d) 今日立法會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簡介

立法會

今日立法會

(e) 《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 —— 第七十三條)
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index.html

活動二 —— 重點：出席立法會會議
(a) 展示立法會會議廳的照片，向學生提出以下問題："甚麼會議在會議廳舉行？"、"何時舉
行這些會議？"、"誰人出席在會議廳舉行的會議？"；
(b) 參閱立法會會議的議程，請學生說出在立法會會議上處理的主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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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請學生扮演立法會議員出席會議，發表以下演辭：

演辭一
主席， 我謹此發言， 支持《空調系統管制條例草案》。不少學生和教師都同
意，在秋冬季節天氣較涼，學校確實無需開啟室內的空調系統。事實上，我們只需
要關上空調，打開窗戶，便可保持空氣流通，讓教師和學生呼吸新鮮空氣；除此之
外，這樣做亦可節約能源，有助環保和取得經濟效益。

演辭二
主席，今年初發現大亞灣核電廠反應堆的冷卻水放射性強度輕微上升。在傳媒
披露事件後，核電廠其中一名股東發表聲明，指出這次事件只屬"輕微的操作事故"
，對公共安全、市民健康或環境並無影響。由於這次事件並不嚴重，不屬於國際原
子能機構採用的國際核事件分級表中任何一個級別，因此不需要啟動通報機制。關
於這次事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政府何時和透過甚麼渠道得知這次事件？政府如
何評估這次事件的影響？

演辭三
主席，我明白政府過去已努力改善跨境空氣質素，但政府必須盡更大努力，以
減輕問題，包括車輛和發電廠的污染，以及替代能源不足。目前，廣東省和香港政
府實施的區域空氣監控網絡，只針對污染的程度，而不是污染的源頭。最重要的是
減少排放污染物，發展替代能源。因此，我支持議案。
(d) 發言後，詢問學生：上述演辭是在"質詢"、"法案"還是"議員議案"的議程項目發表？[演
辭一：法案；演辭二：質詢；演辭三：議員議案]；
(e) 請學生建議他們希望在立法會會議上討論的事項，例如辯論新法案的利弊、要求政府提
供有關政府工作的資料、以及辯論有關公共利益的事宜；
(f) 列出各項建議和編訂模擬立法會會議的議程；及
(g) 總結立法會議員怎樣在立法會會議上履行職責[就政府工作提出質詢；制定法律；以及
辯論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

所需時間：
20分鐘

網上資源：
(a)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b) 展板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展板

(c)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d) 立法會會議日期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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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事務          立法會          立法會會議

議員怎樣履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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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舉隅 (小學適用)

活動三 —— 重點：參與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工作
(a) 介紹立法會的委員會制度[參閱立法會網頁"立法會事務"欄目內的"委員會"]；
(b) 介紹議員透過委員會制度擔當甚麼角色[審議法案及附屬法例；審核及批准公共開支；以
及監察政府工作]；及
(c) 列出數項有關公共利益的事項，並詢問學生哪個事務委員會／委員會負責處理這些事
項。例子如下[以下例子僅供參考，教師應瀏覽立法會網頁，參閱事務委員會／委員會所
討論的時事議題]：
事項

事務委員會／委員會

1. 監察提升維多利亞港沿岸水質措施的推行進度

環境事務委員會

2. 詳細審議法案

法案委員會

3. 審議及批准政府提交的公共開支建議

財務委員會

4. 研究審計署署長的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

政府帳目委員會

所需時間：
15分鐘

網上資源：
(a)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b)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電腦投影片

(c) 委員會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事務

  委員會

活動四 —— 重點：處理市民的申訴
(a) 介紹立法會申訴制度，包括當值議員的角色[參閱立法會網頁"教育服務"欄目內的立法會
小百科"立法會怎樣處理公眾人士的申訴"]；
(b) 以申訴制度所處理的申訴個案為例子，闡釋這個制度如何運作[參閱立法會網頁"立法會
事務"欄目內的"申訴制度──統計數字及個案摘錄"]；及
(c) 列出數項時事，請學生扮演當值議員的角色，扮演者應決定把有關事項轉交立法會轄
下哪個委員會跟進。以下是過往當值議員轉交立法會轄下各委員會跟進的例子：
事項

事務委員會

1. 有關訂立無家者友善政策的事宜

福利事務委員會

2. 有關支援跨境學童在家學習的政策事宜

教育事務委員會

3. 有關失業支援措施的事宜

人力事務委員會

4. 有關分間單位電費的事宜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議員怎樣履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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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舉隅 (小學適用)

所需時間：
10分鐘

網上資源：
(a) 立法會小百科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立法會小百科

(b) 動畫及錄像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認識

動畫及錄像

(c) 電腦投影片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教育服務          教學

電腦投影片

(d) 申訴制度
立法會網頁(www.legco.gov.hk)

立法會事務

申訴制度

總結
討論：立法會議員的工作與市民有甚麼關係？

所需時間：
5分鐘

延伸活動
透過以下方式，將教學由課堂伸延至立法會：
(a) 參加立法會綜合大樓導賞團， 加深學生對立法會工作的了解。如欲查詢詳情， 請登
入www.legco.gov.hk，瀏覽立法會網頁"到訪"欄目；及
(b) 親臨立法會會議廳的公眾席旁聽立法會會議(立法會在會期內通常逢星期三舉行會議)。
請致電3919 3399預留座位。

立法會秘書處
教育服務組
202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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