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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民教育的歷史發展與重要問題1 
單文經、陳鏗任、洪泉湖2 

 
 
 
摘要 

本文先以歷史分析的方式，縷述香港公民教育的發展，尋繹其公民教育演

進的軌跡，探討其公民教育的作法；以此為基礎，本文試圖點出香港近年來推動

公民教育所面臨的重要問題。 

夷考往昔港英殖民政府對於公民教育一向採取消極態度，若非刻意忽略具

有政治意味的教育活動，即是為了特定的目的而刻意重視某些項目，例如標榜反

共的政治立場、宣揚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歌頌港英政府施政的貢獻，藉以維繫

政局的穩定，並且與中國共產政權抗衡。在回歸之前，中、港、英國三方面在政

治與教育等各方面的拉鋸較力，使得公民教育受到各界廣泛的關注，其內涵也因

而逐漸轉變。港英政府在一九八五與一九九六年各發佈了一套《學校公民教育指

引》，二○○二年，又於課程發展議會內設立「德育及公民教育專責委員會」，

積極地在各級學校推動公民教育。然而，在面對因為回歸中國而帶來的國家認同

轉變的掙扎、國族教育擴張的挑戰、人權教育漠視的憂慮等問題，配合人民政治

冷感的現實，香港能否走出穩健的公民教育之道，值得繼續觀察。 

 
關鍵詞：公民教育、香港教育 

                                                 
1 本文係根據陳鏗任、單文經、洪泉湖(2001，12月)「從演進的觀點看香港公民教育的問題」一

文改寫而成。原文發表於國立台東師範學院主辦，儒家文化與亞洲價值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12

月 21日。台東：國立台東師範學院；經修改後刊於中等教育，53（5），並於 2003 年 7月增補近

期相關改革與社會事件後收入本書。又，本文為單文經主持，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香

港義務教育課程與新世紀公民資質建構之研究（II）」（NSC 91-2413 -H-003-049）的部分成果。 
2 單文經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陳鏗任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

生，洪泉湖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領導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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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文以香港地區的公民教育作為論述的對象，主要是考慮台灣和香港在其教

育發展的脈絡之中，無論政治、經濟和社會的狀況都有著高度的相似性：都是亞

洲四小龍中的一員、居民以華人為主、受儒家文化影響但與外來文化接觸頻繁、

高度依賴國際貿易、都曾受過殖民統治、與中國大陸互動關係密切、面臨公民身

分認同的問題等等。在港、台二者相類似的背景脈絡下，港英政府透過正式或是

非正式的教育來形塑其公民資質的政策與行動，對於台灣推動公教育改革計畫，

應該具有相當程度的參考價值。 
本文先以歷史分析的方式，縷述香港公民教育的發展，尋繹其公民教育演進

的軌跡，並且探討其公民教育的作法。關於這個部分，本文係根據中外學者的看

法（陳建強，1996；Ng, Leung, & Chai,1999； Tse,1999），將香港歷史發展分為

一九八五年以前、一九八五年至一九九六年、一九九七年之後三個時期來檢視香

港公民教育的發展。以此為基礎，本文的第二部分，試圖點出香港近年來推動公

民教育所面臨的重要問題。 
 

貳、 縷述香港公民教育的發展 

 
一、一九八五年以前—殖民地教育時期 

香港自一八四二年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鑑於其特殊的政治制度之設計，政

府權力集中在港督以及少數菁英手上。相對於在其他殖民地（如印度）所實施的、

手段較為激烈的同化政策，英國對於原有的中國文化並未採取強制排斥的策略，

而是以務實的態度對待之，希望透過教育英式教育的提供培養政治人才，達到掌

握政局遂行其殖民政策的目標。如同英國本土一樣，一般的教育事務，乃是交由

私人與教會來辦理；與英式教育並存的傳統中國私塾教育，仍然繼續維持著。一

八六二年，港英政府所設立的「中央書院」，開啟了公立學校制度的新頁。一直

到一九○三年頒布的《擴大補助法規》（Grant Code），才真正為香港的公共教育
的開展奠下了基礎（王賡武，1997）。 

然而，早期的香港教育乃是以實務及功利為主要的考慮；各項教育事務的

興辦，皆是以培養殖民政府的行政人才，以及工商業發展所需要的經濟人才為主

要目，對於一般民眾的政治與社會器識的培養，乃至藝術與文化氣質的陶治，則

顯然有所忽略。尤其，為了統治方便與維持社會穩定，港英政府不但不讓一般人

民有參與政治事務的機會，在教育事務上也有意或是無意地不去碰觸與政治相關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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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開始注意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是在一九二○年代以後的事。尤其，

一九二五年香港發生全港大罷工事件，更為港英政府帶來了直接的剌激。當時，

香港工人為了工作權利和待遇問題，進行全港的罷工，並且號召全港居民抵制英

貨，與港英政府進行全面的對抗；在廣州的國民政府也基於民族的情感支持此一

罷工行動，宣佈對香港採行經濟封鎖，結果導致香港一年多的經濟蕭條（劉蜀永，

1999）。在經過這次事件之後，港英政府體認到應該透過公民教育來增進港英政

府與居民之間的相互瞭解。另一方面，為了對抗南京國民政府在一九三四年發起

的「新生活運動」所造成的影響，港英政府更是透過設置公立學校，並且在學校

普遍設立公民科，來抵銷中國對於國族主義的強烈訴求3（Lee, & Sweeting, 
2001）；基於同樣的思維，一九五○年代共產黨席捲中國之後，港英政府亦試圖

以公民教育作為灌輸人民特定政治知識，以便對抗共產主義，維繫資本主義社會

制度的最佳武器。一九四八年，港英政府將公民科列為公開考試的考科之一，可

以說是重視公民教育的最佳表徵4。 
一九六五年，中學的公民科改為「經濟與公共事務科」（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 EPA，簡稱為經公科）；一九六七年，小學的公民科改變為社會科（Social 
Studies）。無論為中學的經公科，或是小學的社會科，「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這

項事實，成為貫穿整個課程的重要課程描述；這二個學科的課程內容都不鼓勵學

生參加政治活動，對香港早期歷史的介紹也付之闕如，不希望民眾對香港的政治

事務多做留意；但是卻要求學生要遵守法律、服從政府（陳建強，1996）。整個
公民教育課程的內容，強調的僅僅是香港所遭遇的困難與政府所做的努力，對香

港本地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瞭解香港的經濟狀況，並且願意替香港的經濟發展貢

獻心力。公民教育強調著「反對政治參與」與「不需要政治也可造成經濟奇蹟」

的理由下（Lai, 1999），公民科課程塑造的是被動、聽從、守法的公民角色，僅
是對年輕一代進行社會控制的機制，而非政治社會化的歷程。 

 
一九六○年代末期，文化大革命造成了另一波的難民潮，港英政府對此並沒

有太多的反應，經濟與公共事務科持續地強調香港的經濟成果。另一方面，去政

治化的教育政策更形強化；港英政府除了立法禁止教師與學校進行政治活動，也

透過審核課程綱要和教科書的方式控制學校科目與教材內容，要求各級學校的課

程，皆不得納入有政治或爭議性素材。 
一九七二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聯合國後，隨即要求聯合國殖民地委員會

將港澳從殖民地的名單剔除，並堅持中國政府有權利在適當時機解決港澳問題。

因此，在一九七○年代之後，「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的描述，因為在政治上已

經不合時宜，才從課程中完全摘除；一九七八年，香港全面實施九年義務教育，

                                                 
3 所謂的「國族主義」，是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皆有的訴求，目的在透過民族自信心的重建，從

而達到一個真正獨立自主的民族國家。文中所提到的新生活運動，其「簡單、樸素、清潔、

迅速、確實」的訴求，正是典型的擺脫舊中國傳統，建立新民族認同的社會建構運動。 
4公民教育在這裡扮演了「看門者」（safeguard）的角色，港英政府對於「毒害年輕人」的政治宣

傳更是不敢掉以輕心，目的就在對抗各種反對殖民主義的運動（Lai,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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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那種純粹以英式教育培養統治菁英的方式，才正式轉變為以教育對象大眾

化，並且以培養香港人為主旨的義務教育。在這種政治和教育的氛圍之下，在中

小學的課程之中加入中、英、港三者關係的教材，已經不可避免。雖然如此，中

小學的公民教育，在課程內容上仍然環繞在宣導政府施政、鼓勵市民參加義務性

服務工作、與政府建立和諧的關係等等的「行政參與」，並非真正的「政治參與」。 
整體觀之，此一階段香港的公民教育，在本質上，應該是非政治化（apolitical）

與非國家民族化的（anational）。與中小學的公民教育相關聯的課程內容，不僅

與國家或民族的認同鮮有關聯，也很少提及國家民族的概念。關於這一點，Ng, 
Leung, & Chai （1999）等人曾自歷史與地理等的脈絡因素，做過如下分析： 
(一） 香港是一個由百分之九十六以上華人所構成的都會；其中大部份的人們是

為了逃避一九五○年代的戰禍而來到此地，他們所企求的只是一個安定而

能夠生存，並且在經濟上可以求得溫飽的地方。 
(二） 在地理環境上，香港並非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區域，相當多的資源（民生

必需品、電力能源、水等）必須依賴中國大陸的支援，是故讓香港捲入政

治立場的衝突，對其存在與經濟發展顯然都是不利的。 
(三） 傳統中國的統治者都善於塑造自己神聖不可侵犯的權威（如天子、天命

等），使人民容易養成服從政府的心態，對個人在政治體系中所應該扮演

的角色認識不清。再加上殖民地政府推行子民式的教育，人民便在當局的

潛移默化中對政治參與表現出冷漠與無知。 
 
 
二、一九八五年至一九九六年—掙扎轉型期 

 
八○年代伊始，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出現了重大的改變。一九八四年，中國

與英國政府簽訂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大不列顛及北愛爾蘭聯合王國政府關

於香港問題的聯合聲明》（簡稱為《中英聯合聲明》），確定了一九九七年中國將

收回香港，成立特別行政區（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SAR）。在回歸之際
與回歸之後，香港的公民教育應該扮演何種角色，開始由冷漠轉為廣泛的討論（陳

建強，1996）。 
針對回歸即將到來的事實，香港的公民教育受到兩方面的挑戰：其一，如何

將過去培養「子民」為主旨的殖民式公民教育，轉變為以培養「公民」為主旨的

現代化公民教育；二是如何將型塑香港居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就前者而言，過

去的殖民地政府希望治下都是順服的子民，當然，殖民地教育也就成為一種子民

式的教育；然而當香港要從殖民地轉換為特別行政區的時候，香港居民（resident）
應該要更進一步的成為公民（citizen），《中英聯合聲明》所強調的「港人治港」

方有可能。於是這些香港公民所必備的公民文化和公民資質，都需要透過公民教

育改弦更張、大力推行方能達成。 
就後者而言，過去的香港各級學校公民教育的課程之中，大多迴避國家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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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與國族主義的內容，也不談論中國歷史、香港與中國關係等具有政治敏感

性質的課題（謝均才，1999）。作為一個國際轉運的樞紐角色，香港公民教育毋

寧標榜的是一種包容的「國際主義」；縱使不得不談及認同時，所鼓吹的也只是

中華文化層面的認同。隨著回歸的到來，香港人必須承認自己既是香港的公民，

同時也是中國的公民。過去香港公民教育對中國的國家認同或可付之闕如，但此

後的香港公民教育必須得為此一公民身份的改變做準備。 
為此，教育署在一九八五年發表了第一個《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簡稱為《八

五指引》）。相對於過去的漠不關心，港英政府開始以比較積極的態度去推動公民

教育，而社會大眾對於公民教育也因為這個指引的刊行，也引起了廣泛的討論。 
《八五指引》將公民教育定義為「將個人培育成有高尚品德，而又能促進個

人與政府和社會關係的教育」。《八五指引》的前言之中提到（課程發展議會，

1985：1-4）： 
 

一九八四年，政府發表「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白皮書，

承認需要有效的教育民眾，以應付因本港政制發展而做出的各項建議所

引致的轉變。白皮書亦指出教育署應透過學校課程以承擔推行公民教育

的任務。……本指引所強調的公民教育，可說是政治社群化的一種推動

力，其目的在維持社會安定和促進對社會的責任感。……然而，一些人
是認為公民教育不應以政治社群化為目的，因為這只能替政府製造一些

為命是從的人，他們期望能培訓一些充滿改革熱誠，並且敢於向執政者

質詢的年輕人，以推行急進的改革，就香港近期的政治演變看來，漸進

式的改革應該適合實際的需要，因此本指引所強調的公民教育可說是政

治社群化的一種推動力，目的在維持社會安定和促進對社會的責任感。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港英政府對於公民教育的改革，所存有的仍然是以維

持社會穩定為目的保守心態，目的在讓香港的年輕人養成「對社會的責任感」，

而不是培養能積極承擔社會責任，而且具有獨立與批判思考的公民。除此之外，

《八五指引》所規定的公民教育內容也相當的龐雜，舉凡「青春期的特徵」、「學

習適應環境」、「養成獨立的精神」、「家庭的功能」、「瞭解自己」等與公民教育較

無直接關聯的主題，也參雜在公民教育課程裡。雖然《八五指引》的前言已經言

明其目的在因應政治變遷所帶來的改變，不過公民教育內容卻只是添加許多個人

取向的內容，「公民」方面的內容仍然是淡化的。 
就公民教育的推動而言，港英政府對似乎是比以前積極了許多，但是各方

人士對於《八五指引》的責難顯然仍多過於肯定。經常為大家所提出的批評，至

少有下列四項（梁恩榮、劉傑輝，1999；胡少偉，1998；Lee & Sweeting, 2001；
Leung, Chai, & Ng,1999）： 

 
（一）《八五指引》所標定的是屬於「社會控制」型的公民教育。此種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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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的是社會的穩定和諧，公民只要適應社會規範與政治制度的運作，並

且融入這個社會的秩序即可。 
（二）由於《八五指引》加入許多個人和社會關係的議題，最多只能提昇學生的

社會意識與對社會服務的關注，又再一次顯示出非政治化的特點。 
（三）由於《八五指引》強調希望透過融滲式課程和學校本位課程的方式來實

施，導致的結果是各個學校傾向選擇把公民教育當作純粹的道德教育來實

施，以致《八五指引》本身真正推行的狀況不如預期。 
（四）《八五指引》的四個基本目標與十個具體目標沒有任何一個與中國文化與

歷史的認同有關係。 
 
易言之，《八五指引》的公佈只是呈現了港英政府在環境被迫的情況之下所

做出的回應，原先的改革甚至被批評為殖民政府為保障其地位與榮耀所做的最後

努力。接著一九八五年至一九九六年之間，香港又發生了數起大事，顯示了此次

指引所強調的公民教育不符需要（Leung, Chai, & Ng,1999；Ng, Leung, & 
Chai,1999）： 

 
（一）一九八九年六四天安門事變。人民解放軍開入天安門廣場鎮壓學生的暴行

令舉世震驚，也引起了香港民眾對於此一政治問題的討論、演說與社會行

動，中學和大學校園內針對此一事件舉行的座談與集會更為熱烈；港英政

府被迫修改學校禁止舉行政治活動的規定。 
（二）一九九○年，中國政府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

這是一本屬於香港九七之後的「憲法」，香港人民應該要對這份影響港人

日後政治、文化、社會、經濟制度的文件有基本的認識。 
（三）一九九一年，港英政府通過《香港人權法案》。為了保障香港人民的人權，

除了透過法律的制訂來保障之外，在公民教育中加入人權教育的內容，使

公民具備瞭解人權、保障人權亦有必要。 
（四）課程發展議會（Curriculum Developing Council）的一項調查顯示香港學生

對中國的認識非常有限；雖然對於中國的歷史文化有正面的態度，但是對

於作為「香港人」的歸屬感卻比作為「中國人」要大的多。 
（五）隨著九七的逼近，香港的政治化程度也越來越高，尤其是一九九五年香港

立法局選舉將投票年齡由二十一歲降低到十八歲，當這一群年輕人也要負

起為香港的未來作決定的責任時，學校有更迫切施行公民教育以便教導學

生如何做出負責任決定的需要。 
 
三、一九九七年以後—調整妥協期 

 
雖然教育上對於公民覺識的培養已經經歷了約十年的努力，不過根據香港青

年協會在1993—94年的調查中顯示（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1993: 



 7

19-24; 1994a:.44-45 ;1994b: 50-51 ;1994c: 49-50），香港學生對於中國人的身份認
同看起來卻沒什麼明顯的轉變；香港的青年的政治態度是冷漠的；對於基本的公

民知識所知有限；缺乏社會覺醒；不瞭解「一國兩制」、基本法與中國等等，顯

示著雖然改革已經開始，但是「成效」恐怕一時之間還看不出來。不過另一份調

查顯示（Lai, 1999），有 71.44％的年輕人認為應該替未來的香港盡心力，顯示雖

然年輕人在政治與公共事務上的知識缺乏，不過對於民主與代議政府的傾向卻比

較主動與正面的；此外，與廣州和北京相比，香港的年輕人還比較贊同政府應該

在作決定前詢問公眾意見，顯示公民教育的改革還需要加把勁。 
 

一九九六年七月，在經過半年的公眾諮詢之後，公布了新的《學校公民教育

指引》（簡稱為《九六指引》），並決定在一九九九年開始實施。《九六指引》的主

要特點在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希望透過學校設計的公民教學計畫，讓學生培養批

判性思考的能力，具備積極的公民態度，主動參與公民事務，並且有能力、也有

意願運用公民權利與履行公民義務。指引以三個面向作為概念架構，而且包含了

《八五指引》公佈後相關的批評與建議，因而較為完善5。 

 
這三個面向為： 
（一） 公民價值觀的面向：《九六指引》強調公共善是基於個體善，建立

在「生命神聖」的基礎上；相關的人類價值如公平、正義、人權、民

主，是人類尊嚴的基礎。 
（二） 公民環境的面向：《九六指引》認為公民教育不會憑空發生，而必

須要來自於本土的脈絡，進而延展到家庭、社區、地區社群、國家社

群，最後到國際的社群。這意味著公民學習不應只有認識到國家，也

要認識不同地區與其他世界。除了國家認同之外，認識到香港是世界

的一部份也是同樣的重要。 
（三） 公民經驗的面向：《九六指引》進一步說明，個人的公民態度與信

念和公民的經驗相關。指引也注意到公民的社會差異，如，政治團體、

社會與福利組織、文化組織、宗教組織與學校，這些都影響了個體的

公民經驗。指引要學校重新檢視本身所建構的風氣是不是民主、正

義、尊重人權（課程發展議會，1996）。在橫跨各面向的部份，指引
建議以學生中心做為公民教育的取徑（approach），除了愛國與國族

主義之外，也要發展批判思考的能力。 
 

《九六指引》明示：如果公民教育課程能夠成功，則香港的公民將對於生命

的神聖有所認識，珍視人性的尊嚴，不但注意到人的福祉，也重視社會延續的價

值。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將表露在香港人的行為舉止上，衍生出尊重、欣賞、樂觀、

                                                 
5 《八五指引》與《九六指引》指引的比較，請見文末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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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參與的精神，在能行動與願意行動的基礎上，替香港社會的未來做出屬於

自己一部份的努力，也在這個過程中達到自我的實現。換句話說，香港對於未來

公民教育的藍圖，乃是正向樂觀，並且相當明確。為了達到上述的教學目標，公

民課教育程由知識、反思、行動、價值、態度、信念、能力等七個部分組成，中

小學校可以將公民教育獨立設科、採取融滲式教學，亦可以成為學習領域的一

環，與環境教育、兩性教育等等做一個統整的安排。 
此外，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6, 2001)亦皆指出，公民教育的成敗與學生的

學習能力、背景環境、以及所傳遞的媒介等皆有密切的關聯。因而在建構香港公

民教育的課程架構時，對於公民學習者的基本素質、公民教育的本土環境與國際

環境、乃至來自不同層面的公民經驗與公民教育媒體，以及學校公民教育氣氛的

營造等，皆需要全方位地加以關照。 

一九九七年七月，香港正式重回中國統治，依循《九六指引》的規定，教育

署開始訂定時間表培訓教師，並且逐步開發可資中小學應用的教材和各項教學資

源。行政長官董建華在 1998 年施政報告中也指出：「香港的未來將由今日的青年

人去塑造；年輕一代的品德、學養、技能和對社會的歸屬感，在在影響社會日後

的發展。我鼓勵青年人不斷追求新知識，勇於創新，同時積極參與社會事務。我

希望青年人既為中華文化感到自豪，也能培養國際視野；既重視個人權利，也樂

意履行對社會的義務」（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1999: 42 ）。 

二○○一年六月，課程發展議會公佈了決定香港未來十年課程發展方向的

《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路向》報告書。該報告書將德育及公民教育列為四個重

點的檢討關鍵項目之一。該報告並認為中小學的公民教育應當培養：國民身份的

認同、積極、堅毅、尊重他人、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承擔等五種價值觀與態度（課

程發展議會，2001）。二○○二年，課程發展議會成立了「德育及公民教育專責

委員會」，並年內根據政府所公布的各項改革報告以及內部檢討，提交推動德育

與公民教育的建議，作為中小學遵行的依據（教育統籌委員會，2002）。 
 

2002年前後，香港教育署陸續的發佈了各個學習領域與關鍵學習項目的課

程指引，將教育改革的細部措施進一步向各個學校宣達。在德育與公民教育作為

學生應該體驗經歷的關鍵項目，指引認為有五種價值觀是學校教育過程中應該讓

學生體驗到的（課程發展議會，2002）： 

1. 堅毅—勇於面對人生挑戰，衝破逆境。 
2. 尊重他人—欣賞和容納不同的觀點和信仰。 

3. 責任感—瞭解個人福祉與社會福祉有著緊密的關係。 

4. 國民身份認同—加強學生對祖國發展的興趣與關注。 
5. 承擔精神—成為負責任的人，實現個人與社會核心價值的態度。 

在甫公布的「個人、社會與人文教育」學習指引（課程發展議會，200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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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更進一步的把「社會體系與公民精神」列入核心的學習範疇中，依據學習領

域的架構展開，不但培養學生具備合作、溝通、創造、批判思考、運用資訊科技、

運算、問題解決、自我管理、自我進修等九項基本能力，更要涵養學生對於人生

的正面價值觀與態度。其具體應學習之目標可如表三。 

 
然而形塑新的公民資質任重道遠，一方面單靠指引的宣佈並不代表教師實施

愛國教育或民主教育的能力就此提昇（Ng, Leung & Chai,1999）。香港學者 Cheung
（1998）便提到，在公民教育的實施現況上，有如下的問題是亟待解決的： 

1. 教師缺乏公民素養的培訓、甚至有錯誤的觀念。 
2. 某些社會人士擔心制式的課程內容將變成某種灌輸或洗腦。 
3. 公民或政治教育的內容不見得獲得所有家長的支持，可能會造成學

生學習上的衝突。 
4. 學校授課時數已滿，若非單獨設科，想要採融入教學，或把責任託

付給班主任（導師），成效會很有限。 
5. 公民教育甫受重視，教材份量不若其他科目容易取得。 
6. 公民教育的難處其實在情意層面，學生對公共事務的熱情不易激發。 
7. 學校常把公民教育當作是機會教育，處在可有可無的狀態。 

 

參、 解析香港公民教育的重要問題 

 
公民教育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對其人民進行社會控制或是意識型態管

理最有力的工具。香港港英政府為了維繫其社會的安定與進步，無論是較早期的

「非政治化的」或是「邊緣化的」子民式教育，或是後來逐漸向的較具「政治化」

意味的公民教育，其主要的目的皆在傳遞「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或是「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的政治意識，以及圍繞在這項政治意識的一些經濟、社會、文化和

個人的價值觀念。 
隨著時日的轉變與夫政權的遞嬗，各種政治力量、文化取向、社會價值，

在不斷的角力、競逐、妥協、磨合等的作用之下，固然使得香港的公民教育逐漸

成型，呈現了一番與其他國家或地區不同的面貌，但是，卻也顯露了其長期以來

的必須面對的各項問題。茲舉其犖犖大端者四項如下： 
 

一、國家認同轉變的掙扎 
 
認同（identity）具有贊同與歸屬的意涵在內（江宜樺，1998）。由於香港受

到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六年之久，英國政府當然希望能夠使殖民地的人民從認

同英國的文化習慣、政治模式，進而達到政治上的認同，接受英國的統治。而要

達到上述目標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則是透過教育，在教育現場可以察覺的便是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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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受重視、與中國有關的歷史地理科目不是必修，材料亦少、公民教育忽略了

國家認同的概念，僅以達到香港的經濟成長與穩定作為目標（單文經等，2000）。 
一九六○年代之後，隨著香港的經濟起飛，作為一個國際化城市，瞭解香港

在國際社會扮演的角色越來越重要；再者，過去香港居民大部份是來自中國的第

一代移民，其認同觀念較難改變。不過隨著時間的遞嬗，二次大戰後在香港土生

土長的新生代已經進入學齡階段，重新塑造香港這一批新生代對於香港「本地」

的認同與歸屬感開始成為可能，亦有其必要性（陳建強，1996）。這時，港英政
府在教育上的作法，主要是採取「向國際認同」與「香港本地的認同」的策略，

對於國家的認同則反映了當時的模擬兩可的現實，而採取了模糊的策略。 
然而，隨著中英聯合聲明的簽署，以「向國際認同」代替「國家認同」的含

混作法無法繼續，而認同英國更是不再可能，認同的對象轉向中國已經成為政治

正確的不二選擇。只是，從《八五指引》對於此一敏感話題的模糊迴避，到《九

六指引》以「家庭、鄰里社會、國家民族社會、國際環境」的四個多重認同面向

來減輕與淡化國家認同的影響；又或者在《九六指引》宗旨目標上強調的「使學

生認識中國文化的特點，增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尊重」的文化認同；或是

在課程內容中偏向描述性的政治現況介紹，而迴避爭議性問題等作法上來看，仍

然顯示其對「文化中國」認同較為容易，但是對「政治中國」的認同比較掙扎的

事實。 
 
 
二、國族教育擴張的挑戰 

 
如果說香港過去的公民教育是「去政治化」的一個極端，那麼，為了矯正此

一現象而大力倡導國族主義（nationalism）或愛國主義（patriotism）的作法，或
許就是另一個極端。 
由於過去在殖民統治的疏離式子民教育下，香港人的國家觀念淡薄，對中華

民族缺乏認同感（胡少偉，1998），甚至對中國懷抱著自身較為優越的抗拒心理。

國族主義的支持者認為這種心理不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所不應該有的現象，

並且對於香港的政權移交與未來的安定繁榮相當不利，是故希望藉著公民教育來

使學生對中國產生民族感情、歸屬感，從而建立國家觀念，以求徹徹底底擺脫殖

民地的身份認同，自是理所當然。 
在國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如此受到強調的情形之下，採取自由主義立場的公民

教育學者不禁開始焦慮，個人的言論自由、批判思考能力乃至於個人價值可能會

在「改革」中受到壓抑。同時，香港的愛國團體會社總是盡其所能的希望影響課

程改革與公民教育的方向，致使國族教育與愛國教育的呼聲未曾止息，遠遠壓過

對於民主或自由教育的聲音。 
不少學者更指出，國族主義教育中的情緒成分高於理性成分，與應該要透過

理性思辯，以批判性的思考來參與政治事務的公民教育格格不入。例如，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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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便做過如此的分析： 
 

公民教育的前提是訓練個體的理性思考。其目標是讓個體在參與當

今的民主政治制度時，提供個體思考、有能力批判現存體制、批判社會

生活的機會。相對於公民教育，國族教育的前提是一種非理性的、純然

情緒的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國族教育並不需要去探討現有的政治

與社會現實為何，相反的，它只需要把簡化的政治與社會現實，放入「愛

國主義」概念當中，例如，祖國、血緣、愛國、家庭等等，就可以直接

的灌輸學生對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認同（轉引自 Lee & Sweeting, 
2001, p.110）。 

 
平心而論，國族教育是一個重要的教育項目，但並非唯一。其他凌駕於國

家民族觀念之上的普世價值，如自由、平等、公義、人權、民主等等不但不應該

受到國族主義的排斥，也不應該由國族主義來取代之。金耀基（1983）曾經指出，
國族主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法國大革命的歷程中，國族主義扮演了保障與提

昇上述自由、平等、公義、人權、民主等價值的力量（轉引自梁恩榮、劉傑輝，

1999）。然而，我們也必須警覺到，國族主義固然為不少國家促成了成熟的民主

制度，但是，也同樣為不少國家帶來了極權與獨裁的政府。源自中國的國族主義，

強調對於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無條件認同，這樣的作法是否具有排他的危險性，也

是香港公民教育必須面對的挑戰。 
 
三、人權教育漠視的憂慮 
 

見諸歷史，人權遭到侵害的事件比比皆是，不但發生在所謂的落後國家，就

算是某些堅稱「捍衛人權尊嚴」的國家亦然。香港立法局曾在一九九一年通過了

《香港人權法案》，並在一九九七年之前據以修訂了一些侵害人權的法律。然而

在一九八九年天安門事變發生之後，中國政府對言論、出版、集會自由的加強限

制，以及其侵害人權的不良記錄；再加上香港行政特區長官對於人權的看法趨於

保守，使得香港人民認為，僅有文件法律的公佈並不足夠，尚需建立一個尊重人

權的文化，方能使得人權受到真正保障。因此，人權教育乃成為香港公民教育改

革中一項重要的課題。 
事實上，我們在仔細檢閱《九六指引》，卻只發現僅有一項條文，與人權教

育相關：「幫助學生對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精神有基本的認識，並能在生

活中實踐出來」；但是，我們在《九六指引》之中，卻未發現任何具體的配套措

施。相對地，我們在品德教育、環境教育、價值觀等項目，卻皆針對具體策略、

學生評量方式、提供資源輔助等事項，提供了較為完整的配套措施。此其間所形

成的明顯差距，或許可以解讀為對於人權及其他相關教育項目的漠視。 
另外，我們也發現，在二○○一年的《學會學習 -- 課程發展路向》報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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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文件當中，人權與民主等重要項目也未列入公民教育所要培養的價值觀

中，在二○○三年的個人、社會與人文教育學習領域之分段目標也同樣未見人權

作為其中一個學習目標；證諸社會實況，人權團體也抨擊香港民主近年來呈現倒

退，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涉及自身或北京當局的批評言論，亦有緊縮的趨向；例

如在回歸五週年慶祝期間，發生了公然將法輪功學員以不人道方式驅逐出境（回

歸五年港低調慶祝，2002）；甚至最近直到港人進行七一大遊行反對、周遭國家

勸言三思的浪潮中，香港政府方減緩「落實」基本法二十三條所授權的「國家安

全條例」立法動作6（23條立法港府決蠻幹，2003），顯示一國兩制的保護傘正在

逐漸弱化當中。這個改變再加上香港的人權教育遭到漠視的情況，實在令我們對

港人未來的人權保障感到極不樂觀。 
 
四、人民政治冷感的現實 

 
雖然在「港人治港」的大纛之下，香港行政特區的教育政策強調了香港「居

民」的身份改變為「公民」的身份，中小學也紛紛開設了「政治及公共事務」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 、「通識教育」(Liberal Studies)、「經濟及公共事
務」(Economic and Public Affairs)、「公民」(Civics) 、「社會」(Social Studies)，
以及「常識」(General Studies)等科目，但是，長期以來，不少香港的教育研究者

有公民教育成效難不彰的嗟嘆（何瑞珠，1990；余樹德，1990；課程發展議會，
1995a，1999b；謝均才，1999；房遠華，1998；曾榮光，2000）。考其可能的原
因之一，即是香港人民政治冷感的現實。 

曾榮光（2000）在香港選務行政機構的協助之下，以一九九五年和一九九

八年立法局選舉之後的合格選民為對象，所進行的以政治態度為主題的訪問調查

研究，分析了香港人民在九七回歸前後對於香港政治所採取的態度。九五年有

2,359名香港居民接受訪問，九八年則有 2,993名香港居民接受訪問。將這二項
大規模的研究結果加以綜合分析，曾榮光發現香港居民對於政治的現狀，具有強

烈的無助感、懷疑心，和不信任感(political helplessness, skepticism and 
distrustfulness)。而且，香港居民對於政府的負面感受，九七回歸之後比九七回
歸之前，更為嚴重。 

另外，國際教育成就評鑑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在一九九九年，曾以全世界的二十八個國家或地區

的十四歲青少年為對象，進行的公民知識及參與公民活動之國際比較研究 
(Torney-Purta, et al, 2001)。共有來自香港地區一百五十所中學約五千名中學三年

級學生也參與了該項研究。研究的結果顯示，香港的初中學生對於政治現狀的不

                                                 
6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對港人公民權的箝制甚大，但其僅為原則性規範，若需發揮效力，則需要港

府依基本法授權立法限制。基本法原文摘錄如后：（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1990）： 
香港特別行政區應自行立法禁止任何叛國、分裂國家、煽動叛亂、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

機密的行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行政區進行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行政

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立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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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無助與懷疑，更甚於成人。換句話說，香港未來的主人翁具有更強烈的政治

冷感。此一現象，很值得香港的公民教育工作者深思。 
 

 

肆、結語 

 
本文的論述，主要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縷述了香港公民教育的歷史

發展，第二部分則解析了香港公民教育的重要問題。從這二個部分的論述當中，

我們都可以清楚的發現，無論從歷史或現狀來看，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的影

響，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九七回歸前後過渡階段，中、港、英三方面

的政治角力，更有直接而明顯地的影響。依據曾榮光(Tsang, 1998)的說法，就是

因為這個原因，導致香港公民教育的陣營也形了鼎立三分的情況。 
自從一九八四年，《中英聯合聲明》確定了香港九七回歸的命運，這三個陣

營即在相互之的拉扯與紛爭，耗損了許多的力量。第一個陣營以支持港英政府殘

存的人士為主，希望延續殖民地的子民文化的舊觀，而不樂見積極參與式公民教

育的興起。第二個陣營以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士為主，希望接受由中國中央政府控

管一切的現實，一意以擴張國族主義的教育為目標，當然不樂見民主人權為核心

的公民教育。第三個陣營以廣大的香港居民為主，希望透過實實在的公民教育，

使大家都成為充分地獲得「增益權能」(empowerment)的公民。 
我們說廣大的香港居民乃是以第三個陣營為主，絕非空口無憑，而是有所

根據的。前述曾榮光（2000）的研究即出，雖然香港居民普遍顯得對於政治香港
居民對於政治現狀表現冷感，但是對於公民的權利，諸如選舉權的維護，仍然保

持了相當程度的敏感之心；對於民主的制度，諸如立法局代議制度，亦表達了相

當高的嚮往之情。而且，此一對於公民權利和民主制度的正面態度，九七回歸之

後比九七回歸之前，尤勝一籌7。此一正面態度，正是香港全體負有公民教育責

任的教育工作者應該把握的契機。 
這樣的說法，也可以因為曾榮光（2000）的研究發現，而產生更高度的信

心。他將一九九五年和一九九八年二次調查的全部受訪者分為二類：年齡較大、

因而在這二項《公民教育指引》頒布之前進入學者，是為「未受《指引》影響者」；

另外一類則為「受《指引》影響者」。以便間接推斷《公民教育指引》是否對香

港居民的政治態度造成影響。比較的結果發現，「受《指引》影響者」確實比「未

受《指引》影響者」，固然對於政府仍然表示不信任；但是，對於政治現實的無

助和懷疑心，卻顯著減低許多。雖煞，以這樣的研究發現，還不足以判斷《八五

指引》和《九六指引》二項文件，是否對於香港公民育帶來實質的影響，但是，

卻值得香港的公民教育工作者深思。 

                                                 
7 如 2003 年 7月 1日，港人對於反對基本法 23條立法限制人權的大遊行，更可佐證港人對於民

主制度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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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為基礎，我們願意附和曾榮光（2000）的呼籲，希望全體香港的教育
工作者，應當放棄無謂的爭辯和對抗，攜手合作共同為香港公民教育而努力；或

許，香港可以走出一條穩健康莊的公民教育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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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香港公民教育發展的重大事件 

時間 公民教育發展 潛藏的目的 社會與政治事件 

1925 「公民」成為學校科目 ‧增加殖民政府與中國（廣東）

的關係 ‧省港大罷工 

1948 
- 

1950 

新版的公民科成為正式考試

科目 ‧為了對抗共產黨的宣傳活動‧中國共產黨完全的席捲大陸

1965 
- 

1967 

公民科在中學更改為「經濟與

公共事務」（EPA），在小學
更改為社會科 

‧強調香港是殖民地 
‧培養年輕一代對香港的歸屬

感 

‧1966與 1967 年的暴動 
‧從 1965 年開始的經濟起飛

‧中國難民的大量增加 

1971 公民教育持續的休眠 ‧讓學校去政治化 ‧教育條例禁止學生參加政治

活動 

1972 
- 

1981 

EPA課程大綱： 
‧「香港是殖民地」消失 
‧添加「香港、中國與英國的

關係」 
‧公民參與的開始重視 

‧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與當地人民增加關係 
‧繼續維持香港的安定 

‧1972 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

入聯合國 
‧1978 年九年義務教育實施

‧「地方行政改革」綠皮書發

佈 

1984 

‧修訂的 EPA 課程綱要加入
政府組織與代議政治的強

調 
‧1949 年之後的中國歷史開

始提及 

‧為香港人民成為未來的中國

公民作準備 
‧帶領政治改革 
‧讓人民對未來的特區公民作

準備 

‧中英聯合聲明簽署 
‧代議政制白皮書公佈 

1985 
學校公民教育指引（1985）發
佈 

‧對於學校公民教育的公眾要

求所做的回應  

1987 
- 

1995 

‧修訂社會科中關於 1989 年

的中國內容 
‧在高中年級加入「政府與公

共事務」科（GPA）與「通識

教育」（Liberal Studies）科 

‧讓人民對成為特區公民與中

國公民作準備 

‧1989 年天安門事件 
‧教育條例修訂，允許教師可

以和學生談論政治事件 
‧1990 年，英國允許 50000
個香港家庭移民到英國 

‧1991 年政黨成立 
‧1991 年立法局直選 
‧投票年齡由 21歲下降到 18
歲 

1996 
- 

1997 

‧新「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發

佈 
‧小學設立「常識」科 

‧取代過時的 1985 年指引 
‧在公民教育課程中揉合國家

教育、人權教育、民主教育

與批判思考 
‧協助學生發揮公民價值、公

民態度、公民信念與公民能

力 

‧1997 年 7 月 1 日，中國對
香港恢復行使主權 

1997 
- 

2003 

‧1999 年「公民教育」在初

中年級實施 
‧2001 年「學會學習 -- 課程
發展路向」公佈，確定未來

十年的教育發展方向 

‧在公民教育中培養國民身份

的認同、積極、堅毅、尊重

他人、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

承擔的價值觀與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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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Ng, S. W., Leung, Y. W. &, Chai, W. L. (1999).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c 

educati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In Y. C. Cheng, K. W. Chow, & K. T. Tsui (Eds.), 

School curriculum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pp. 404-405).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表二：《八五指引》和《九六指引》的比較 
 公民教育的型態 

（依據目標與對

象） 
意識型態 內容與焦點 主要的批評 

《八五指引》 社會控制 保守 缺乏明確的焦點：混

合了道德的、個人

的、人際的、社會的、

與政治的元素 

1. 對青年進行社會

化以維持現狀。

2. 無法迎接政治上
改變的挑戰 

3. 去政治化、瑣碎
的、道德的、恩

賜的與馴服的。

《九六指引》 混合了個人的改

造、溫和的社會革

新、與正面的自治 

個人主義與基進

意識型態的混和 
六個焦點：民主教

育、人權教育、法治

教育、國家教育、全

球教育與批判思考教

育 

1. 基本上是有建設
性的。 

2. 焦點仍然不明

確。 
3. 強調了錯誤的重

點。 
4. 不相容政治意識

的妥協。 

譯自 Leung, Y. W., Chai, W. L., & Ng, S. W. (1999). The evolution of civic education: From Guidelines 

1985 to Guidelines 1996. In Y. C. Cheng, K. W. Chow, & K. T. Tsui (Eds.), School curriculum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p. 364).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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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香港個人、社會與人文教育學習領域之分段目標

第一學習階段  第二學習階段  第三學習階段  

副 

範 

疇 

o 權利、義務和公德  

o 社會規範、規則和法律  

o 本地居民身分、國民身分和世界公民身分  

o 社會體系、政治體系及其相互關係  

• 個人在不同社群

(家庭、課室、學

校、本港社會、國

家)中的身分和角

色  
• 基於個別差異，引

申至尊重他人權利

的重要性  
• 在不同的社群中履

行義務和遵守規則

的重要性  
• 法律和規則在日常

生活中(家庭、課

室、學校)的功用和

重要性  
• 基本法及其對香港
居民的重要性  

• 特區和國家的象徵
(國旗、國徽、國

歌、區旗、區徽)及

其意義  
• 由政府提供而與學
生日常生活相關的

服務  
• 對本地和國家時事
的認知和關注  

• 個人在不同角色中

應有的權利和義務 
• 個人在不同環境(家

庭、學校、社區)行

使權利和履行義務 
• 基本法和本港法律

制度所標示的香港

居民的權利和義務 
• 個別群體中的社會
規範對日常生活的

影響和產生的結果 
• 本地社會的公德  
• 遵守法律與規則的

重要性  
• 作為香港居民及中
國公民的身分認同 

• 鄰里及社區組織的

功能及其所提供的

服務  
• 政府的功能和所提
供的服務  

• 對本地、國家和世界
的認知和關注  

• 在社群中的個人利

益與集體利益  
• 本地社會轉變中的
公德意義  

•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對香港居民的重要

性  
• 本地社會規範和法

律的功能  
• 公義在社會的重要
性  

• 本地社群、政治組
織和社會的相互影

響的主要特徵  
• 政府的功能及其與
香港居民的關係  

•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
出現的世界公民身

分  
• 本地、國家及世界
的社會事件及政治

事件的成因及影響

資料來源：課程發展議會（2003）。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領域課程指引。2003 年 3月 2日，取

自http://cd.ed.gov.hk/。香港：香港教育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