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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公民使命 

回歸及重構公民教育：《民間公民教育指引》（理念篇） 

2012 年 11 月 9 日稿 
 

（本《民間公民教育指引》﹛《民間指引》﹜雖已諮詢了不少專家和學者的意見，但我

們只視之為向廣大公民社會拋磚引玉的文件，以期引發大家繼續關注香港的公民教育之

目標、內容及教學法，實踐公民使命。若大家對《民間指引》有任何意見，請電郵至

hkace2012@gmail.com。） 
                    
1. 前言 

1.1 近月港人對政府推行國民教育感到擔憂，並開始重新檢視香港公民教育的重

要性。《民間指引》的主題是「學校的公民使命：回歸及重構公民教育」，期

望給關心香港未來的朋友獻出我們的一點建議。 

1.2 由於「公民」的定義是「在政治群體裡，按法律擁有權責和相關認同感的成

員」，因此《民間指引》以政治教育為公民教育的核心。取孫中山先生的名

言「政治乃眾人之事」之義，即眾人皆有權利和義務參與治理一個地方。我

們了解各持份者，特別是老師，對政治教育感到憂慮，尤其担憂政治灌輸。

但其實政治於管治一個社會或群體不可或缺，並且與港人重視的民主、人權、

法治、公義等核心價值的關係密不可分；因此，藉教育讓學生認識政治的正

面價值及功能，並且培育政治醒覺、具豐富的公民知識和積極參與的未來新

一代，為香港的政制民主化和保護港人珍惜的核心價值盡一分力，誠是當今

「學校的公民使命」（civic mission of schools）的首要承擔。 

1.3 我們亦明白學校對政治灌輸感到憂慮，但是，政治教育與政治灌輸是完全不

同的概念。根據香港《教育規例》，只要教授內容並非偏頗，學校可教授政治

知識。有學者（Splitter, 2009, 2010）認為教學宜在鼓勵對話的互動氣氛下啓

發學生對公民價值之反思和追求。我們認為只要受過相關專業培訓的老師，

持守其教學專業操守1，就能持平地教授政治教育，現時學校裡一些如通識教

育科所採取的多角度思考等教學法誠可作為借鑑。政治教育很多時牽涉爭議

性議題，需要學生有一定程度的知性能力和抽象思維才可理解，我們認為高

小的學生已開始有足夠能力學習有關議題（Claire, 2003; Dube, 2009; Woolley, 
2010），但因著學生程度的不同，前線同工需按同學具體的情況加以調適。至

於初小，目前教師雖多以主題教學為主，但亦可按同學具體的情況嘗試採用

一些較簡單的爭議性議題進行教學。為了協助老師處理可能遇到的困難，《民

間指引》會在「教學建議」部份中詳細討論，並以具體教案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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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背景 

2.1 香港的公民教育早於 1930 年代以公民科的形式出現，至 1985 年，政府首次推

出《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確立中、小學的公民教育。1996 年，新修訂的《學

校公民教育指引》，其重點目標之一為發展學生批判思考及分析社會政治事件

的能力，並培育學生認識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等觀念、價值及其在不同地

理層級/生活範疇（個人、家庭、社區、國家和世界）的應用。 

2.2 回歸後，教統局推展一連串的教育改革，2001 年推出的教育改革建議，把公

民教育改為德育及公民教育並列作「關鍵項目」之一。在 2007 年 6 月 30 日，

國家主席胡錦濤來港出席香港回歸十週年活動，提及「要重視對青少年進行國

民教育」。2008 年，政府推出「新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加強了國

民教育的部份。及後，時任特首曾蔭權每年均於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加強國民教

育；至 2010/11 年施政報告，具體提出設獨立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以取代

德育及公民教育。 

2.3 教育局委託課程發展議會設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並於 2011
年 5 月展開諮詢，引起教育界甚至社會大眾極大的迴響及爭議，「洗腦教育」、

迴避政治敏感議題等的批評不絕，但政府在諮詢的過程中只偏聽支持者的意

見，也沒有以透明的方式處理和分析收集到的公眾意見。2012 年 4 月 30 日，

教育局公佈接受課程發展處提交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雖然最後

官方《指引》加入了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為國家範疇的相關價值觀，

亦增加了鼓勵教師教授爭議性議題的建議，但官方《指引》的命名仍以「國民

教育」取代沿用多年的「公民教育」，並訂明小學及初中必須獨立成科，每周

大約設 1 至 2 課節。 

2.4 國民教育只是「多元公民教育」（簡稱為公民教育）的一個環節，絕不可以部

份取代全部（有關國民、民族、國民教育等概念的澄清請參文章結尾的附註2）。

在中央官員不斷提倡港人要「民心回歸」及政治正確的壓力下，政府以「國民

教育」取代「公民教育」作學科的命名，在學理上犯下嚴重錯誤，留下壞榜樣，

並且完全改變此科的教育本質，收窄公民教育的應有面向，不但對本港之多元

文化及少數族裔之處境視而不見，更與政府聲稱培養全面發展和積極的未來公

民之教育目標背道而馳。教育工作者必定恪守專業，予以正名。 

2.5 官方《指引》內容刻意淡化公民參與的角色，與強調培育批判性思考的公民教

育大相逕庭。現時公眾對特區政府維護香港核心價值，包括民主、自由、人權、

法治、公義、廉潔等的決心，普遍抱有頗大的懷疑和憂慮，此舉進一步加深大

眾對官方《指引》成為「洗腦指引」的憂慮。 

2.6 2012 年 7 月 29 日，超過九萬市民（警方公佈的人數為三萬二千人)。參與由學

生組織「學民思潮」、家長組織「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教師等組成的「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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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國民教育科大聯盟」發起的遊行，要求政府撤回官方《指引》。2012 年 8
月 30 日，學民思潮發起佔領新政府總部行動，多名學生、退休教授、教師等

絕食抗議，至 9 月 7 日及 8 日，連續兩晚有超過十萬名市民到場支持大聯盟，

要求政府撤科。政府終於在 8 日晚上宣佈取消三年的開展期限，讓學校自行決

定是否開科，並且檢討官方《指引》；教育局於 10 日亦發表聲明，宣佈抽起《指

引》中爭議較大的「當代國情」及相關評估部份，但仍然堅持不撤回《指引》。

10 月 8 日，政府宣佈擱置《指引》，特首梁振英並承諾在任內不再推行，但此

事並未完結，只是將事件的焦點由政府總部移至各學校。 

2.7 香港正值政制改革、落實雙普選之時，為維護一國兩制、高度自治及香港的核

心價值，新一代公民必須具備相關知識及政治醒覺來承載積極參與的志向，才

能捍衛香港的民主進程；而以往（1996 年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除外）傾

向非政治化（depoliticized）和泛道德化（moralized）（Tse, 1997；梁恩榮、

阮衛華，2011）的公民教育（意指課程內容只集中在個人道德的議題而迴避政

治議題），誠不利於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反而令未來公民對政治議題持續冷

感，實為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障礙。因此，一群關注公民教育的學者認為現在

正是作出改變的時機，草擬此一《民間指引》，冀能培育對香港的未來有承擔

及積極參與的新一代公民，建設有活力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3. 制訂《民間公民教育指引》的目的 

3.1 《民間指引》以政治教育為公民教育的核心（詳參下文），其首要目的在於提

出適合在「一國兩制」下推行的公民教育，闡明其應有之目的和重要內容，尤

其是受忽略的政治教育要素，並且將「國民教育」放在多元公民中的「國家公

民」部份。在草擬《民間指引》時，我們主要參考以民主教育、人權教育、法

治教育、國民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為五大重點的《1996 學校公民教育指引》

及有關公民教育之論述，以鞏固香港公民教育界曾作出的努力成果。 

3.2 香港《基本法》第 136 條規定特區政府自行制定教育的發展及改進的政策；第

137 條保證各類院校可保留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此亦呼應第 4、27、39
條之精神，充份說明教育事務乃香港特區政府之自治範圍。香港的公民教育必

須基於此法律依據，以培養有能力守護一國兩制下的高度自治，及貢獻香港、

祖國及世界未來發展的下一代積極公民為目的。 

3.3 《民間指引》之編寫目的，在於作為關心香港未來公民教育事業人士的一份「民

間建議」藍本。《民間指引》分「理念」（本文）及「教學建議」（將邀請前線

教師共同編寫）兩部份，呈獻給中小學的公民教育教師及所有關心香港的公民

教育的朋友作教學參考。我們知道下一代公民的質素直接關乎香港的未來福

祉，有賴我們一起追求共同的理想，共同實踐彼此珍視的公民理念及核心價值。 

3.4 由於一直以來香港的公民教育只偏重私人領域（private sphere）的道德教育



  4

而忽略政治教育，有非政治化及泛道德化之嫌。因此《民間指引》力求糾正此

局面，著重處理「德育及公民教育」中有關「公民教育」的範疇，尤其是政治

教育要素，並就適合香港的公民教育的理念框架、內容及教學原則提出初步建

議。至於道德教育方面，《民間指引》主要討論政治教育必然牽涉的公共領域

（public sphere）內的道德價值，例如民主、人權、法治、公義等；而非私人

領域內的道德價值，例如禮貌、勤奮、節儉等。 

3.5 由於《民間指引》以政治教育為焦點，而政治議題很多時都牽涉爭議性議題，

故此參與教學的老師都要恪守教授爭議性議題的專業原則，並且接受相關的專

業培訓。至於學生的學習方面，則需要擁有一定水平的知性能力（梁恩榮、劉

傑輝，1999，頁 126-128）。因著香港的資訊發達，普及教育水平也相當高，我

們認為高小的同學已擁有所需要的知性能力，當然老師要按同學具體的情況加

以調適，令探究議題更貼近學生的生活脈搏。至於初小，老師可考慮採用一些

運用基礎知識的課題作為入手，但也可按同學具體的情況嘗試採用一些爭議性

較輕的議題進行教學。 

4. 「公民」的相關概念 

在詳述公民教育的理念框架前，必須釐清「公民」及其他相關概念。 

4.1 何謂「公民」? 

4.1.1 在當代公民教育的論述中，「公民」的定義是「在政治群體裏，按法律

擁有權責和相關認同感的成員」。取孫中山先生的名言「政治乃眾人之

事」之義，即眾人皆有權利和義務參與治理一個地方。一個「公民」，

可以同時屬於不同的「政治群體」，擁有不同身份。故此，公民的概念

至少涵蓋了地方公民、國家公民、區域公民和世界公民等多重身分的「多

元公民」（multiple citizenship）。而個人如何能有效地在不同群體中

學習成為積極參與的一份子，均涉及不少對權力、權利、責任、平等、

公義、尊重、多元開放等觀念和價值，以及與每一社群有關的知識、文

化傳統和生活習慣的掌握和持守。 

4.1.2 韋斯海默及康恩（Westheimer & Kahne, 2004）根據不同的參與程度及

方式將「公民」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盡本份的公民（personally responsible citizen），即會遵守法

律、在選舉中投票等的公民； 

 第二種是參與式公民（participatory citizen），即除了盡基本的責任外，

還會參與社會，甚至在既定的框架內決定決策的公民； 

 第三種是公義取向式公民（justice-oriented citizen），即會關心社會發

生的不公義事件，並以行動積極爭取改變的公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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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文所述，香港以往的公民教育傾向非政治化和泛道德化，以培養第

一及第二種公民為主，但香港正值政制改革，加上社會對現任政府維護

核心價值的堅持抱有極大疑問，因此香港的公民教育急須培育具豐富公

民知識、政治醒覺、能批判反思並且積極參與的公義取向式公民，而非

培養獨裁或不民主政體下的順民，以建構一個更公義、更民主及更尊重

人權的香港（梁恩榮，2011；曾榮光，2010a，2010b，2011；謝均才，

2011）。 

4.2 學校的「公民使命」 

我們認為學校有其「公民使命」（civic mission）。除了教授學生科目知識、培

育個人操守品德及培訓與就業有關的能力外，同樣重要的是培育上述具豐富公

民知識、政治醒覺、能批判反思並且積極參與的「公義取向式公民」，而公民

教育就是達至這使命的途徑。公民教育是一種貫穿校內日常生活的教育，強調

教授學生公民知識，並且視學生為此時此地的公民（here and now citizens），
讓學生透過課外活動、參與校政等實踐所學，從而裝備自己成為積極參與的公

民（Battistoni et al., 2003）。要達成此「公民使命」，教師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負責確保持平教學和從多角度來探討議題，並藉此培育學生的批判性思

考。冀各教育界同工一起以身作則，於學校日常生活及教學中實踐「公民使

命」，培養有良知、積極為公義、民主、人權、法治、自由、開放等而奮鬥的

下一代「多元公民」，維護香港社會一直珍惜的核心價值。 

5. 一國兩制下香港公民教育課程的理念框架 

5.1 理念框架 

5.1.1 我們參照熹特（Heater, 1990, P.319）的「公民身份立方體結構圖」（Cube 
of Citizenship），並加以整理，成為《民間指引》的理念框架，圖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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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立方體結構圖」的內容包括以下三個維度： 

5.1.1.1. 公民在哪裡 (Where does the citizen exercise citizenship?) 

公民同時處於不同的地理層級，此即「多元公民」概念的起點。

「我是新界居民」、「我是香港人」、「我是中國人」、「我是亞洲

人」、「我是世界公民」等幾種認同可共同存在。這是全球化下，

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如香港）的公民教育操作的基礎。只强

調「國民教育」容易把多元公民身份單一化，不利培養世界公

民之視野和胸襟，令下一代容易受極端民族主義及愛國主義所

影響。同時，在全球化急速發展下，「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的角色越顯重要，故此，培育學生成為世界公

民成為一個迫切的議題。 

5.1.1.2. 公民身份的要素是甚麼 (What elements does citizenship 
possess?) 

5.1.1.2.1 公民身份早期的論述主要包含五大要素，包括「認同

感」4、「美德」、「法律/民事公民身份」、「政治公民身份」和

「社會公民身份」（Heater, 2006, 2010）。不同國家對此五要素

應有甚麼內容，與其政體之關係及其歷史之脈絡，自有其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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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如何在不同地理層級/生活範疇中培育出此等要素，則

與「公民教育」有密切關係。 

5.1.1.2.2 其他公民身份：隨着公民教育論述的發展，在後現代

及全球化的影響下，亦有生態公民（ecological citizenship）、
性別公民（gendered citizenship）、親密公民（ intimate 
citizenship）、經濟公民（economic citizenship）、文化公民

（ cultural citizenship ）、多元文化公民（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等說法，豐富了「公民身份」的論述（Isin & Turner, 
2002；Kivisto & Faist, 2007；劉阿榮，2006）。 

5.1.1.3 「公民/公民身份教育」三面向：「公民身份知識」、「態度/
價値觀/情意」及「技能及行動」，三者互為影響，缺一不可。

其中「公民身份的知識」是核心，包括「法律/民事公民身份」、

「政治公民身份」、「社會公民身份」、「生態公民身份」、「性別

公民身份」、「經濟公民身份」和「多元文化公民身份」等的知

識。公民必須通過「公民身份」的實踐，共同參與各地理層級

/生活範疇的管治及政策制訂，才能形成歸屬感和認同感，從

而培養公民美德。故此，公民教育的教學內容應包括在各個地

理層級/生活範疇的公民身份知識，相關技能的訓練及態度的

培育。 

5.1.2. 上述 Heater「公民身份立方體結構圖」雖已涵蓋甚廣，但忽略了科儉

和戴利克特（Cogan & Derricott, 1998；董秀蘭，2006）提出的時間面

向（temporal dimension）5。公民教育不應只著眼現在，亦應強調過

去和未來。公民的身份認同與其歷史及文化的關係密不可分，而現在的

公民理念對未來的公民社會和政制等的發展亦不可或缺。因此，《民間

指引》的公民理念框架亦重視時間面向。 

6. 教學內容 

公民身份之相關教學內容（詳參《1996 學校公民教育指引》；Porter, 1981；梁恩

榮、劉傑輝，1999；Heater, 2006, 2010；Isin & Turner, 2002；Kivisto & Faist, 2007）
舉例如下： 

6.1 公民身份知識： 

6.1.1 下文集中討論法律/民事、政治和社會這三種公民身份，但在「教學內

容」部份亦會列舉關於生態、性別、經濟及多元文化此四種公民身份的

例子。 

6.1.1.1 「政治公民身份」（political citize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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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社群的政治參與權責，如平等的提名權、選舉權與被選權

等，以及一切有助履行相關權責的知識，如政治制度、選舉制

度、議會規則及權責、市民如何監督及影響行政及立法機關的

運作等。 

6.1.1.2   「法律/民事公民身份」（legal/civil citizenship）： 

公民對所身處的政治群體應在民事及法律上已擁有及應擁有

怎樣的權利和責任？究竟法律賦予公民甚麼權責？香港公民

有甚麼基本權利？  

6.1.1.3   「社會公民身份」（social citizenship）： 

滿足人的尊嚴及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福利權責，如教育權和勞

工福利權等。 

6.1.2  基礎知識：下表列舉了一些例子說明在不同的地理層級應學習的公民身

份的知識。部份例子較適宜在中學教授，部份例子較適宜在小學教授，

也有部份例子的內容深淺經調適後，可在中學或小學教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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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的知識 
 

政治公民身份 
法律/民事 
公民身份 

社會公民身份  生態公民身份 性別公民身份 經濟公民身份 
多元文化 
公民身份 

學校 由於這部份不是討論課堂的教與學，故此與下述的地理層級的表達方式有別。學校應視學生為「此時此地的公民」，透過讓學

生參與校政，例如學生會、學校設施的修建，學校的發展和校規的修定，和參與公民教育相關的課外活動，例如海外交流團，

從實踐中學習。教師應透過「批判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以民主、法治、人權、社會公義和兒童權利等概念，協助學生

以相關知識來鞏固、深化從參與所得的經驗。 
鄰里社區 
1. 香港的地區

行政 
2. 區議會選舉 
 

鄰里社區 
1. 地區貧窮問

題 
2. 社區經濟 

鄰里社區

及香港 

香港 

1. 法治7與香港的

法律制度 
2. 《基本法》賦與

香港公民的權

利、義務和限制 

鄰里社區 
1. 鄰里的私隱

和互助概念 
2. 各種本區的

街坊組織 

1. 「大自

然」、「生態

系統」、「天

然資源」等

概念 
2. 回收的分類 

1. 性別角色定

型、跨性別、

變性、性傾向

的概念 
2. 少數群體權

利的保障：香 香港 

1. 社區藝術及

文化活動 
2. 地區文化保

育 
3. 不同族裔的

生活習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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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香港的代議

制政府和立

法會選舉；民

主與香港政

治制度的發

展 
4. 香港政府：結

構與組織、功

能與作用 
5. 政府與民眾

的溝通 
 

 香港 
3. 香港社會的

歷史和文化

傳統 
4. 香港的福利

和服務 
5. 少數群體權

利的保障：香

港的反歧視

條例，例如

《殘疾歧視

條例》 
6. 香港的社會

團體與組織 
7. 香港的社會

時事 
8. 香港的人口

老化問題 

3. 香港的天然

資廢物處理 
4. 經濟發展與

環保的衝

突，例如菜

園村、新界

東北發展 

港的反歧視

條例，例如

《性別歧視

條例》及其中

包括的性騷

擾條例 
3. 性傾向歧視

立法的爭議 

1. 香港的經濟

產業 
2. 香港的貧富

懸殊問題 

教及文化 
4. 少數群體權

利的保障：香

港的反歧視

條例，例如

《種族歧視

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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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8 1. 「國家」、

「主權」、

「認受

性」、民族：

公民民族、

種族民族等

概念 
2. 兩岸四地的

關係：政制

比較及前景 
3. 中國的政治

架構；與西

方民主國家

的比較 
4. 國家與中國

共產黨；一

黨專政的利

弊；中國的

民主進程 

1. 中國的憲法和

法律制度； 
2. 中國的法律和

人權的保障 
3. 中國的國民及

省或地方身份 
4. 戶籍制度 
 

1. 中國的歷史

和文化傳統 
2. 中國的國民

歸屬感 
a. 地理與人

口 
b. 文化藝術 
c. 重要歷史

人物 
3. 中國的行政

區域劃分: 
省、市、縣

等 
4. 中國時事問

題，例如「八

九民運」、

「六四事

件」、維權運

動 

1. 中國的經濟

發展與環保

的衝突，例

如開採稀土

對環境造成

的破壞 
2. 工廠的污水

處理與河流

污染 

1. 性別平等的

概念 
2. 婦女地位問

題 
3. 性傾向歧視

引起的爭議 
 

1. 中國的經濟

體制 
2. 農村與城市

的貧富懸殊

問題 
 

1. 中國不同族

裔的語言、宗

教、歷史及文

化 
2. 文化保育問

題 
 

世界 1. 國際人權公

約，例如《公

民權利和政

治權利國際

公約》、《聯

合國兒童權

利公約》 

1. 國際組織，例

如聯合國 
2. 地球村的概念 

1. 具有世界意

義的歷史事

件；全球性

問題，例如

人口、平等 
2. 《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

1. 國際環保組

織，例如綠

色和平 
2. 溫室效應、

全球暖化和

氣候兩極化

等問題 

1. 性別平等的

概念 
2. 婦女地位問

題 
3. 同性婚姻合

法化的趨勢 
4. 女性人口販

1. 全球貧富懸

殊問題 
2. 國際經濟組

織，例如國

際貨幣基金

會 
3. 《經濟、社

1. 全球不同族

裔的語言、宗

教、歷史及文

化 
2. 全球宗教及

文化的衝突

及和平共處 



  12

2. 各國的政治

制度 
利的國際公

約》 
3. 國際性的非

政府組織：

例如國際童

軍總會、國

際紅十字會 
4. 死刑及特赦 

3. 國際減少排

放廢氣的合

作 
 

賣 會與文化權

利的國際公

約》 
4. 公平貿易 
5. 世界貿易問

題 
 

 

3. 原住民的權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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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分析處境的知識：即了解及分析各地理層級/生活範疇處境的知識，例

如「權力」的結構、處理紛爭的方式、資源之來源及其分配的方法、決

策的準則及方式等。 

6.2 「美德/態度/價値觀」：（以下所述有關美德/態度/價値觀的學習皆滲透於各

個地理層級，因此不作表列） 

與「公民身份」相關的公共領域內的核心價值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機

會均等及公義等。此外，其他相關的道德價值，例如尊重每一個人的自主、尊

嚴及個人權利；對政治資訊採取批判的態度；包容各種不同的理想、信念、價

値、利益等；誠信、清廉、公正、理性、責任感、尊重他人等。 

6.3 「技能及行動」：（以下所述有關技能及行動的學習皆滲透於各個地理層級，

因此不作表列） 

6.3.1 知性技能：捜集相關資料的能力；用政治槪念來組織政治資訊的能力;
詮釋政治資訊的能力；批判思考和評鑑政治資訊的能力;基於事實證據

來建立有力論點的能力；作出政治決定的能力等。 

6.3.2 溝通技能：表達自己利益、信念與觀點的能力；參與政治討論與辯論的

能力（包括專注和全面聆聽的能力；設身處地察覺及理解異見者的利

益、信念及觀點的能力）。 

6.3.3 行動技能：辨別及堅持理性和批判價值的能力、參與集體決策的能力；

硏究的能力；組織及運作會社的能力；有效影響或改變政治處境的能力

（包括談判和妥協的能力、組織及發動行動的能力、動員的能力及改變

行動、方案的能力）。 
 
7. 教學原則 

7.1 避免灌輸 

7.1.1 灌輸（indoctrination）：定義為「在一個不對等的權力關係，強者以單

向、不容討論的權威注入法來傳遞某些信念或看法，意圖使聽眾在不理

會證據的情況下接受其看法」。灌輸最大的問題是阻撓獨立、理性、批

判思考的發展。要減少灌輸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權力關係，在一個權

力對等的關係下，雙方較能保持獨立自主，便難構成灌輸；可是，因著

校內師生的權力相對懸殊，灌輸會較易出現，故此，教師要格外留心，

尤其應嘗試縮短與同學間的權力差距。 

7.1.2 被灌輸（being indoctrinated）：定義為「有人在不理會證據的情況下

盲目接受被傳遞的看法、觀點及價值等」。 雖然因為資訊能自由流通，

生活在多元社會的學生事實上難以被「灌輸」，但並不表示可對學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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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灌輸」，若最後學生仍有獨立思考，只可以說明灌輸不成功，不等

於不會有「灌輸」的危機，更不能合理化灌輸這行為。  

7.1.3 意圖（intention)：教師通常有其教學目的，希望同學接受，但重要的

是不應有「使學生在不理會證據的情況下接受其看法」的目的，且要有

當同學經過理性思考後，拒絕教師的目的時表現包容的胸襟。 

7.2 情、理兼備 

7.2.1 如何協助同學理性思考，判斷證據：首先要避免以單向、不容討論的權

威注入法來教學，進一步則可考慮採用強調理性思維的教學法，如「爭

議性議題」（controversial issues）、「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等

教學法來施教（這些教學法將於《民間指引》的第二部份「教學建議」

中再作詳細解說），藉著「平衡取向」（balanced approach），有助培育

同學從多角度思考，了解不同意見、理據及價值基礎後，對自己的和其

他不同的選擇，均作判斷和表示尊重，這個過程將有助減低灌輸的可能

性。 

7.2.2 情的培育：情的培育則有賴於「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和「情意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一個公民即使擁有豐富的公民

知識，都未必知行合一，成為積極參與的公民。相關理論指出「知」與

「行」之間並無必然關係，知識不一定會轉化為行動，而「情」正是兩

者間的橋樑，但要留意「情」的培育不在誘發情緒反應，而在於價值觀

的內化及深化，片面的、過激的情往往是理性、批判思考的致命傷，長

期浸淫在激情中，不利培養獨立思考，故教師應以相關的理念，藉著「批

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ction），協助學生深化所觸動的情，這樣才能

平衡過激的情所引起的負面影響，更能鞏固、深化有關的理念。此外，

學生的情必須是自發的，教師不可強加；即使學生產生的情有別於教師

所望，教師亦必須尊重。 

7.3 推行模式 

一般而言，學校推行公民教育的常用模式包括獨立成科、滲透於現有的科目

中，和透過與公民教育相關的課外活動作為體驗式學習。按校本的原則，學校

可自行決定採用哪幾種推行模式。但由於公民教育牽涉大量的知識、美德、態

度及價值觀等，故此必須要有足夠的獨立課時處理，而且必須由受過公民教育

或相關訓練的教師教授（Keating et al., 2010）。因此無論學校以何種模式推

行，都必須確保能涵蓋上述的教學內容，並以上述的教學法進行教學。 

7.4 教學語言 

建議以學生的母語為教學語言，否則學生難以在學習中被賦權。事實上，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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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民教育的目標是促進獨立思考及具批評性思維的新一代公民的話，以學生

及教師最熟悉的語言來進行學與教活動，將有利於促進彼此平等和理性的討論

氣氛、多元視角的呈現、高層次思維的有效表達和良性互動、公民知識及權責

的有效建構及普世價值的探討。避免「使他們陷入一個『沉默的政治文化』（a 
political culture of silence）之中」（曾榮光，2011b，頁 242）。故此我們建議

以相關學生群體的母語或師生彼此最熟悉的共同語言來學習如何在一國兩制

的現實框架下做一個有良心、有權責的香港中國公民。 

8. 總結 

本文只是《民間公民教育指引》的「理念」部份，我們希望多聽取同工意見，將來

邀請前線教師共同編寫「教學建議」部份時一併加以完善，至於應否將「德育與公

民教育」或「公民教育」獨立成科，我們認為只要有足夠的「獨立課時」去處理有

關的知識技能及美德、態度、價值觀便可，具體安排應由校方作出尊重教師專業自

主的決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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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教師即使未受過教授爭議性議題的訓練，亦應恪守教育專業，請參閱《香港教育專

業守則》(尤是第2.1,2.2及3.2章)。 

2   (i) 「公民」與「國民」的關係 

「公民」的定義是在政治群體裡，按法律擁有權責和相關認同感的成員。個人

可同時屬於多個政治群體，擁有多重公民身份。「國民」則是指在國家（政治

群體）裡，按法律擁有權責和相關認同感的成員，「國民」只是多元公民的一

個部份。下圖表達了「公民」與「國民」的關係。 

 世界公民

區域公民

國家公民

地方公民

 

(ii)  何謂民族（nation）？——「公民民族」（civic nation）及「種族民族」 （ethnic 
nation） 
簡單來說，民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Anderson, 
1991），一般分為「公民民族」，意指建基於公民平等參與行使國家主權的想像

共同體，而「種族民族」則指建基於種族和血緣的歸屬而組成的想像共同體（有

關「國家」、「民族」、「民族國家」的概念澄清可參考曾榮光，2011 及曾榮光，

2012）。 

 (iii) 國民教育的定位：公民教育的文獻指出，在民主或民主制度仍在發展的社會，

其國民教育必然定位在公民教育的框架下，並以公民教育定名之。 

(iv) 國民教育的目的：公民教育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訓練批判性思考，將這觀點應用

於國民教育，就是培育「批判性愛國者」，意指「願意並能以客觀、持平的態

度，對國家「是其是、非其非」，對國族有情，有承擔，以批判反思及行動來

改善國家的國民」。「批判性愛國者」是個情、理並重的國家層級公民（Leung, 
2003; Fairbrother, 2003）。但是，正如上文所說，學生對國家的情必須是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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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即使學生不能對國家產生感情，教師都應尊重，不應將自己的觀點

強加在同學身上。 

(v)  國民教育的教學內容：與其他身份認同相若，國民身份認同均屬分殊性的特質

（particularity），強調「你」與「我」之別，潛藏著排他性。故此，在發展國

民教育時，應同時發展包容性強的人權教育、民主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以平

衡國民教育的排他性。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就是探索與普世價值如人權、民主、

公義等相容的國民教育。按這進路，我們提出以混合(i)與人權、世界公民等概

念有關的「普世性民族主義（cosmopolitan nationalism）教育」、(ii)與主權

在民、權力制衡、公民權責等民主概念有關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教育」和(iii)與祖國文化、習俗、大地河山、歷史、傳統等觀念

有關的「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教育」的國民教育，作為發展

香港國民教育的基礎，因為這些民族教育都傾向理性、開放及包容，且能開展

國民教育與民主、人權和世界公民的對話（Leung, 2003）。但正如上文所說，

由於香港是多元社會，若少數族裔和某些學生對其自身種族或其他身份的認同

感高於中國的公民身份認同，教師亦必須尊重其選擇（有關港人對不同的民族

主義的認同感可參考 Mathews, Ma & Lui, 2008）。 

3   「參與式公民」與「公義取向式公民」之分別在於「參與式公民」只會在現有的建

制內參與，而「公義取向式公民」則會批判性地檢視現有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制度

中不符合公義的現象，並且願意以公民抗命等方式去挑戰及改變不公義的制度。 

4   公民身份認同感是對身處社群的歸屬感，有「我屬於這群體」、「我關心這群體」

以至「我愛這群體」等不同程度的情感。對「國民身份認同」層級而言，「愛國」

之情是否有不同認知元素及根據，常是不同政治取向者爭論的焦點。因為香港是

一個多元社會，所以香港人擁有多元身份，例如「新界居民」、「香港公民」、「中

國公民」，甚至「世界公民」，各人對各種身份可以有不同程度的認同感，有些港

人可能對「中國公民」的認同感高於「香港公民」，有些港人可能完全不認同自己

是「中國公民」。另外，非華裔的公民亦可能對本身族裔的認同感高於「香港公

民」。因著公民身份認同是自發的情感，不應也不宜勉強（有關身份認同的概念可

參考曾榮光，2012）。 
5  科儉和戴利克特（Cogan & Derricott, 1998）提出的四面向模型包括個人面向

（personal dimension）、社會面向（social dimension）、空間面向（spatial 
dimension）及時間面向（temporal dimension）。 

6   此為「理念」部份的例子，較詳盡的教學內容將會在「教學建議」部份按不同的學

習階 段（初小、高中、初中及高中四個階段）討論。 

7       戴耀廷、羅敏威（2011）將法治分為四個層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以法限權」、「以法達義」。最高的層次為「以法達義」，意即以法律去保障社

會公義，社會公義可理解為受《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利的國際公約》等國際人權公約保護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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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作為居住在中國的香港特別行政區的一份子，我們認為少數族裔應對香港及中國一

定的認識，但正於上文所述，公民可同時擁有多元身份，若少數族裔的學生對本身

族裔的認同感高於「香港公民」或「中國公民」，教師亦必須尊重其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