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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民身份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Review and prospect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胡少偉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學系

摘要
本文剖析了香港於回歸前後國民身份教育的發展，發現因受殖民地教育影響，回歸初期進展不大，近年雖
有改善，但欠一架構。筆者提出香港要再建構國民身份教育，以全球、國家和本土三個層次去推行國民身
份教育。前瞻香港學校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應以加強粵港融合和情意教育為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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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before and after Hong Kong’s
return, the article reported that not much progress was made during the beginning period of Hong Kong’s return due
to the colonial education’s influence. Although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has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it lacks a
model.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Hong Kong needs to reconstruct its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on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for its implementation. As for promoting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in Hong Kong, schools here
should emphasize on closer ties between Guangdong and Hong Kong as well as affective education as key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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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育基本上不存在；學校沒有向未來的公民

前言

提供必要的政治取向和民主能力，也沒有培養國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祖國，成為以一國

家認同感”( 謝均才，2001，頁 152)。正如陳健

兩制原則運作的中國特別行政區，標誌着香港結

強 (1996) 的分析：“作為一個欠缺政治實體性

束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管治，成為中華人民共

格的殖民地，居住於香港的人士，只有居民的類

和國的一部份。大部份港人的國籍一夜間由英國

屬而無公民的身份。因此，百分之九十八生長於

海外轉變成為中國香港。港人是否樂於接受這個

香港的中國居民，一方面受到傳統中國文化的薰

新的國民身份 (national identity)? 這對香港社會的

陶，另一方面亦接受了傳統英國殖民地教育，故

繁榮安定有著深遠的影響。記得在回歸前，港英

其思想、行為、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皆傾

政府為了實行有效的管治，長期以來在香港的學

向於子民式政治文化的運作情況”( 頁 234)。香

校教育皆避談國家和民族，以使大部份在港出生

港作為一個欠政治實體的殖民地，回歸前在不具

的華人對自己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十分薄弱。故

備一個真正的公民環境下，當時推行的公民教育

此，要建立學生的新國民身份便成為香港特區政

不能使學生孕育出一個對國家民族認同的國民身

府一項不可迴避的工作，而根據教育局負責公民

份；曾榮光等 (1995) 曾批評教育當局“推行學校

教育官員的理解，國民身份教育的內涵就是要學

公民教育，是一種無民族和無政治的教育，並建

生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這是一種集體認同的

議 1997 年後學校公民教育應認真地處理公民權

過程，是關乎如何在屬同一國家的群體中，建立

責教育及民族教育”( 頁 20)。

一種「我們」的意識。在國民身份認同的過程中，

在回歸之前，香港的青少年對自己的國家是

個人會意識到他跟屬於同一國族的人的共同特徵，
從而建立族群的凝聚力和對國家的承擔精神”( 張

沒有認同感的，香港青年協會於 1994 年的研究

永雄，2005)。從中可見，建立香港學生對自己國

中發現有三成半受訪青少年自認是沒有民族自豪
感的；“如果 0 分代表完全不愛國，100 分代表

民身份的認同，是學校公民教育核心的內容；而

極其愛國，香港青少年平均只給自己 57 分；與

這篇文章會根據本土的學術文獻和官方資料，分

國內兩地青少年的評分比較，相差甚遠：廣州青

別就回歸前、回歸後和近期香港國民身份教育的

少年平均給自己 90.4 分，北京則 92.4 分”( 香港

實踐作出論述，並提出要為香港學生建立一套含

青年協會，1994，頁 8)。同時，在 1995 年的跨

本土、國家和世界三個層次的國民身份教育，以

地域公民教育研究計劃中，“香港學生被問及喜

便學生承擔推動香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歡持哪一種護照時，48% 的學生說喜歡持英國國
民 ( 海外 ) 護照，13% 的學生喜歡持其他國家的

回歸前的國民身份教育

護照，只有約 30% 和 9% 的學生分別答喜歡持

儘管上世紀八十年代因中英聯合聲明的簽

中國或香港特區護照”(Lee，1999，頁 336)。在

署，使香港社會的政治環境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

受到社會及教育團體的不斷批評下，香港政府在

變化，“但學校的政治教育仍顯示出驚人的連續

1995 年施政報告的政策大綱上，承諾在 1996 年

性，因為傳遞給學生的主要資訊仍然是不關心政

9 月向學校提供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及課程範圍。

治的。在大多數學校中，有關國家民族和民主的

隨後成立的檢討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工作小組，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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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推出了新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當中

法、學習中國文化傳統和倫理道德家庭關係”( 頁

明確指出“一個人的公民身份決定於他的國民身

203)。這類回歸後認為學生國民身份教育依然不

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不僅對人的國民身份及

足的批評，諷刺了當時特區政府教育官員在推行

歸屬感形成十分重要，而且對一個國家的凝聚力

國民身份教育的不力，及至 2001 年教育當局終

的形成、對國力的增強也非常重要”( 香港課程發

於在《學會學習：課程發展路向》提出「培養學

展議會，1996，頁 19)。然而，正如教聯會當時

生的國民身份認同」，為課程改革四個關鍵項目

在意見書指出香港正處於回歸期的倒數階段，學

內「德育與公民教育」的五個核心價值觀之一，

校的公民教育應著重於為學生建立一個新的國民

毫不含糊地要在課程改革中落實國民身份的教

身份；可惜這個意見不單沒有獲回歸前港英政府

育，以使學生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

的重視，回歸初期特區政府對此亦視若無睹，錯

有關香港公民教育與國民身份教育的推行，

過了推行青少年國民身份教育的黃金時機。根據

一直是本土教育和社會學者的關注，王家英、沈

青年事務委員會於 1998 年的《青少年公民意識

國祥 (2002) 的研究發現“身份認同、自由人權與

和道德價值研究》，“965 名 10 至 24 歲青少年

國家民族之間的定位、香港本位意識及中國態度

中，有 54.3% 的認為自己對中國是沒有歸屬感的；

等問題上，2001 年的調查發現，香港青少年的

而 2075 的成人中，更有 76.9% 認為青少年人對

香港本土認同仍十分強烈，同時認為維護自由人

中國是沒有歸屬感的”(Commission of Youth，

權較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來得重要，這情況在回歸

1998，頁 B51-53)。這研究引證了在回歸初期，

四年後仍佔主導”( 頁 38)。而香港青年協會於

大部份的香港青少年和學生依然對國家是沒有認

2002 年的公民身份狀況研究亦發現“兩成六的被

同感的，亦談不上接納了自己的國民身份：中華

訪者表示對基本法完全不認識；而對基本法認識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公民。

程度愈少，對香港歸屬感相對愈低。另外，五成
被訪者表示不識唱國歌，但卻有逾七成被訪者認
為，作為香港市民，應該要識唱國歌”( 頁 67)。

回歸後首五年國民身份的教育

從中可見香港青少年於 01 年及 02 年期間的本土

“國家公民教育可以分成兩部份：一方面在

意識仍較強，而對與國民身份有關的基本法和國

幫助未來的公民發展，去發展他們的理智和感情

歌的認知卻強差人意；可以說，回歸後首五年香

上的基本態度，以適應社會規範；一方面在培養

港學校的國民身份教育是缺乏和不足成效的。

未來公民的政治知識，訓練未來公民的政治能

與此同時，許景輝等於 2002 年有關發展中

力，並激發其愛國情操，為國家建立思想共識，
促進國家之富強”( 陳光輝、詹棟樑，1998，頁

小學生國民身份的研究中，發現“學生意識到香

77)。從上述台灣學者的定義中，政府在推行公

港與內地和港人與中國人是有很大的分別的，他
們認為內地好像是一個外國的地方，是一個與香

民教育的角色是十分明確和重要的，但正如馮敏

港 很 不 相 同 的 社 會 ”(Hui et al，2002， 頁 4)。

威 (1999) 當時的批評“香港回歸祖國已一年多，

而阮衛華於 2002-2003 年的研究亦發現“政府及

不少青年學生對中國認受性仍然十分薄弱，對香

公共事務科教師在訪談裏，暗示中國的社會主義

港社會和政治制度是認識不足；故此有必要著重

和香港的資本主義的分別及兩地人口出入境的限

增加以下的內容：認識一國兩制內容、學習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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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學生想到他們與內地同胞的分別，亦使他

升學員對內地的認識，“學員對自己的國民身份

們國民身份的建立變得困難”(Yuen & Byram，

的認同和自豪感有明顯的提升，亦承諾會主動和

2007，頁 34)。李榮安則根據“回歸後五年來港

別人分享自己對國家的情懷；這與第一期學員相

大民意調查的結果，發現港人自認的國民身份並

若”( 教育局，2007)。

沒有一致性的轉變，對其國民身份依然有一份矛

謝均才 (2007) 認為“在官方的贊同和政府

盾的心態”(Lee，2008，頁 42)。歸納這三位學

的支持下，國情教育課程主導了香港的國民教

者的研究，香港學生在回歸後首五年仍感到對內

育；當中運用的民族文化取向，雖然有時是難以

地陌生、與內地同胞有別和未認同自己的國民身

察覺和含蓄的，但這種國民教育看來是有助學生

份；為何回歸多年香港學生仍未意識到自己和內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認同”(Tse，2007，頁

地同胞是同一國族的人呢？究其原因，正如賴柏

245)；上文所提及的國民教育，其核心內容也就

生 (2006) 指出“雖然學校在觀念上贊同國慶升旗

是本文所說的國民身份教育。正如李榮安 (2006)

和唱國歌等愛國教育活動，但是很多學校老師不

在其專書內亦指出“在推行國民身份認同教育的

同意教育統籌局對中史課程內容的修改。很多爭

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生由認識國家到認同國家，

議的背後反映香港本土和國家歷史觀點取態的相

需要有一個醞釀的過程”( 頁 iv)。這種跨境親身

異；殖民主義的非政治化影響未因殖民管治結束

體驗的學習交流活動，讓香港學生“在真實的環

而終結，兩地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仍會困擾回歸

境、多角度感受和體會國家國情，從而孕育一份

統一事業的發展”( 頁 358)。

血濃於水的家國情懷，並勇於承擔促進國家福祉
的責任”( 張永雄，2007a)，確實有助學生與內
地同儕建立一份我們的感覺，從而對國家和中華

近年來官方國民身份教育的實踐

民族有一份感情，這對促進學生認同自己的國民

為了正視香港學校在推行德育和公民教育的

身份有一定的作用。而為了支援教師落實國民教

不足，尤其是在回歸多年後學生仍未對國民身份

育，教育局除於 2004 年成立國民教育中心外，

有認同感，時任教統局常任秘書長在 2003 年的

亦促成了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於 2007 年 7 月成立，

國慶節期間，寫了一篇《談愛國：國民身份認同》

以支援全港中小學教師在校內推行國情教育，提

的文章，倡導“青年人多讀點祖國的歷史，從日

升教師和學生對國家發展和民族文化的認識，加

常生活中多感受中國文化，多關心和掌握國家的

強年輕一代的國民身份認同。

發展情況，有機會的話便到內地大江南北走走看

除了在學校推動國民身份教育之外，特區政

看，親身體驗家國的人與事，感受香港與內地同
胞血濃於水的關係”( 羅范椒芬，2003，頁 17)。

府相關的諮詢組織近年亦努力推動國民身份的教

按此思路，教統局 ( 現教育局 ) 於 2004 年暑期主

育，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聯同青少年事務委員會組
成的國民教育專責小組於 2004 年 10 月首次推出

辦首次「香港領袖生獎勵計劃：國情教育課程」，

心繫家國電視短片，透過宣傳廣告推廣國歌，當

組織了百多位香港預科生的代表，前往北京學習

時雖受到一些政界和輿論界的批評；但該小組並

和體會國情；這是官方國民身份教育活動中較受

不氣餒，於 2005、2006、2007 及 2008 分別推出

肯定成效的一項，根據教育局網站，參與第九批

志在四方、承我薪火、共耀中華及國家成就為主

交流活動學員的評估顯示，這個課程歷來都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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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國歌短片。2009 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

分學校舉辦的國情教育屬單向、片面及儀式化活

六十周年，該小組於 2009 年 10 月推出全新一輯

動；岑家輝研究總監認為國民教育欠互動，難引

名為輝煌里程的電視宣傳短片，重點展現國家

起學生興趣 ( 明報，2009.04.28)。同時，香港青

建國六十年以來的演變，突顯出國家的發展及成

年協會 2009 年 9 月公佈的青年的家國情調查，

就，加深香港市民對國情的認識。在 2005 年，

發現不少受訪者表示自己對國家的認識不足，其

公民教育委員會、青年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局

中以政治體制 (26.8％ )、國家歷史背景 (20.9％ )

及香港電台合辦國民教育國際交流研討會，“這

以及司法制度 (19.8％ ) 等方面的知識最感缺乏。

是香港首個以探討國民教育為題的國際研討會，

而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於 2009 年底就

目的是讓各地的專家就推廣國民教育的知識與經

通識教育設下 20 條時事常識，發現在中國國情

驗，與本地人士進行交流討論，從而令香港有所

方面，二成受訪中學生及逾一成大專生竟然不知

裨益”( 公民教育委員會，2006)。可見，政府和

道胡錦濤是國家主席；亦有一至四成受訪學生

相關諮詢機構在近幾年是較積極地推行國民身份

不知道西藏、內蒙古及新疆是中國國土，可見

教育；而公民教育委員會在 2010 年資助團體推

受訪大中學生欠缺相關國民教育知識 ( 文匯報，

行公民教育計劃中，亦預留資源資助國民教育或

2010.01.11)。從上述幾個青少年調查的發現，雖

推廣《基本法》有關的公民教育活動；從中可見

然政府和教育局已推行了一些國民身份教育的工

國民教育和基本法的推廣已成為公民教育的組成

作，但青少年在國民身份的認知和認同仍有不少

部份，這有利加強市民和學生對自己國民身份的

的不足。
正如江宜樺 (2000) 的分析，“國家認同所表

認同。

現出來的我群意識不是國家形成之前的意識，而
是國家形成之後營造出來的意識；國家統治集體

國民身份教育的再建構

在國家認同的形塑上發揮重大作用，這是研究民

2009 年是國家成立六十周年，教育局舉辦

族主義的學者一致同意的”( 頁 200)。香港回歸

一系列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教育

令到大部份在港出生的青少年國籍有所轉變，要

活動，以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和鞏固其國民身

讓學生認同自己現有的國民身份，香港特區政府

份；這些活動包括主題比賽、專題研習比賽、專

有不可迴避的責任；經過十年的探索，教育局從

家及學者講座、內地交流活動，以及國慶日特備

回歸初期不理國民身份教育的推行，到提出要培

節目。與此同時，香港特區政府於當年亦投放額

養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再到撥出資源和帶頭

外資源推廣國民教育，包括資助 37,000 名中小學

推動學生國民身份的教育，香港教育官員對國民

生到內地學習和交流互訪；而為了更有系統地推

身份教育的承擔感確有不少的轉變；在回歸十周

行國民身份教育，教育局於 09 年帶頭成立了一

年時，負責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總課程發展主任張

個名為薪火相傳的國民教育平台，協調四十五項

永雄 (2007b) 指出“國民身份認同是一個多層面

由非政府機構組織的交流活動 ( 曾蔭權，2009)，

的概念，它不但代表個人意識到與相同國家的人

使各民間團體在這方面的工作得以相輔相成。可

都擁有共同的特徵 ( 例如：膚色、傳統、習俗等 )

惜的是，去年有些本土調查卻反映了青少年的國

及與其他國家的人的差異，也代表一群人共同對

民身份教育仍有不足；圓思顧問的調查指出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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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一些符號 ( 例如：政府、文化、語言、歷史、

提出“對香港社會有歸屬感和了解香港是一個國

慶典等 ) 的欣賞、接受和認同感”( 頁 27)。這個

際城市；認識及樂於承擔作為香港特區的公民權

定義只集中展述了國民身份在國家層次的內容，

責；認同學生自己所擁有的中國國民身份；對自

而較少談及與本土社會特色和全球化中建構世界

己的民族——中華民族有自豪感並尊重其他民

公民身份的需要；然而，教育官員近幾年能正面

族的文化”( 頁 6)。當中反映了該會認為香港學

地提出國家歸屬感和民族認同感是國民身份教育

生國民身份的教育應包括香港歸屬感、公民權

的核心內容，這比回歸初期的態度是一種進步，

責、國民身份認同和民族觀等四方面。而羅天

值得肯定和欣賞。

祐 (2007) 在批評香港中西史科的課程時亦曾指出

與此同時，也有本土研究關注學生國民身份

“僅僅將本地、國家和世界歷史並列，並不能幫

教育的情況，胡少偉、蔡昌 (1999) 在比較港日

助學生對多元身份作出反思性的建構；現時兩套

師範生的研究中發現“香港師範生大都肯定其在

歷史課程的安排，無助學生處理好自己對香港、

發展學生國民身份的責任；在他們心目中，香港

國家和世界的公民身份”( 頁 48)。故此，他提出

人的國民身份主要是受種族、血緣和法律地位的

香港學生的國民身份應有本土、國家和世界三

影響”( 頁 49)。梁恩榮於 2003 年的研究則發現

個層次，這個國民身份三層架構的論述與特區

公民教育教師對國民教育有一個多重的理解，教

官方學生身份認同的建議十分相近；教育局網

師支持世界性國民主義、文化性國民主義和公民

站在學生建立身份認同提出了以下的三個層次：

性國民主義分別有 91.3%、90.4% 和 89.8% 的高

家庭、社群及社會層次、國民身份層次和世界

回應，而反殖國民主義則只有 69.4% 的中度支持

公民層次 ( 教育局，2008)。下文將就國家層次、

(Leung，2007，頁 74)；當中，所提的國民教育

世界層次和本土層次的國民身份作出進一步的

是與本文討論的國民身份教育的內涵一致。要學

分析和討論。

生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教師認為應從多方面同
時著手；而最為關鍵的是培育學生認同自己擁有

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

的國藉身份。吳志森、李正儀和曲阿陽 (1997) 認

張永雄 (2005) 在分析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

為“國籍是一個人作為一個特定國家的成員而隸

時指出“國民身份認同的建立可以理解為個人對

屬於這個國家的一種法律上的身份，由於他對這

國族、文化和國家的認同和歸屬感；由於建立國

個國家來說具有這種身份，他就與他的國家發生

民身份認同涉及個人對國家的主觀認受，要建立

一種特別的法律關係，他被認為是該國的公民，

這種我們或中國同胞的親切感，我們可以始於認

在該國享有外國人所不能享有的一些權利”( 頁

知。”上述的描述說明了特區政府在推行國民身

244)。所以，要成為一個合格的中國香港特區公

份教育時，首先要讓學生對中華民族、中國傳統

民，學生便要衷心地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

文化和國家有所認知和認同，這點相信在今天香

籍身份，在香港履行作為一個中國特區公民的

港教育界是得到大多數認同的。然而，有民族研

權與責。

究學者指出國家認同並不等同於是民族認同，賈

有關香港學生作為一個中國特區的國民應具

英健 (2005) 認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二者之

備什麼質素，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在 2000 年已

間存在明顯的差別，二者的側重點不同；民族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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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要是側重於從文化上的認同，國家認同則主

化基礎，血緣關係的重視，共同的溝通語言的長

要涉及國家政權、主權、社會制度、社會權利

期存在，以及以儒家宗教思想觀為基礎的共同宗

等”( 頁 181)。籠統地將國家與民族的認同視作

教信仰，這些都是由中國人團體認同的原生感情

一個學習內容，會令學生誤以為有民族認同便

的重要基礎，也是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仍能緜延

不需要認同國家；因此，在推行國家層次的國民

不絕的主要原因”( 頁 81-82)。要培育學生有國

身份教育，便要注意分別從了解國情和認同民

家層次的國民身份認同，其中一個內容是要對中

族等兩方面入手。

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有一份親切感，並內化中華

國民身份教育要讓學生對其國家有認同感，

民族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要注意的是，在推行

也就是要培育香港學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識

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教育時，要避免盲目的民族

和對其有歸屬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安理

主義，而要提倡理性的民族主義；牟鍾鍳 (2002)

會五個常任理事會之一，擁有 13 億人口，是全

曾告誡指出“民族主義如果排斥理性，任由情緒

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國家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

左右，便會成為一種害人害己的可怕破壞力量，

放過程中，使經濟得到發展，並成為當今世界第

歷史已經提供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故只有提倡

二大的經濟體，內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

理性的民族主義，才能盡量增強它的正面價值，

高。然而面對着人口多和全球化的挑戰，國家仍

攜手共建安寧繁榮的人類社會”( 頁 73)。

有不少的困難和需改善之處。在民族認同方面，
余建華 (1999) 指出“民族共同體的成員都產生一

全球化中世界公民的身份

種特定的共同心理觀念、思維方式和風俗習慣等

全球化是從廿世紀末由資訊科技革命所引起

特質，這種與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質也就是人們所

的人類大變革，互聯網的普及加速了全球經濟一

常說的民族性”( 頁 11-12)。不少香港學生因過

體化，使各地人們感受到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年

往殖民的教育關係，對自己民族有疏離感，更有

代；加上交通工具的便利、通訊技術的更新、跨

人誤會中華民族等於是漢族，這是不對的；根據

國公司的貿易、各地移民人口增加、跨境留學人

孫中山 1912 年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指出：合漢、

數增加和旅遊事業的發展，世界各地的人確實更

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統一不同民族的一

親近了。因此，有學者指出“世界主義者對國民

體才是中華民族的整體。正如陳偉光 (1998) 認為

身份比過往在需要性和可行性方面提出更多的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歷史遺留下來

議，他們認為現時人際互動的形式令人的世界性

的民族壓迫制度，並且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體現

身份認同變得更為持久，亦因而對國家政府或種

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使國家成為 56 個

族部落式的公民身份有更多的挑戰”(Reimers，

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友愛、互相支援、共同發

2006，頁 383)。這種認為推行世界公民教育比

展的民族大家庭”( 頁 20)；要香港學生認識中華

國家層次的國民身份教育更為乎合全球一體化

民族的含義，便要讓學生明白中華民族是一個 56

的觀點，但這種論述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正

個民族的多元一體。

如羅永華和吳浩明 (2009) 認為“在香港和上海

台灣葛永光 (1991) 認為“共同歷史和起源、

的個案中，國家政府繼續界定和影響國家和地區

共同的身體特徵及膚色，以中華文化為基底的文

的公民教育課程，地方政府在設計集體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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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整公民教育時是有其相對的自主和本土發展

國家民族觀念。國際視野教育與國家民族教育如

的考慮”( 頁 887)，這指出了在全球化情境培育

何取得平衡，將是國家民族教育面臨的一大課

學生的國民身份要注意本土的特色。與此同時，

題”( 頁 111)。而要平衡世界與國家層次公民的

Scholte(2005) 提出“全球化對個人身份有三方面的

張力，吳叡人 (1999) 的建議可作關心國民身份教

影響，包括：國民身份認同的激增、鼓勵非領土

育者的參考，“民族和民族主義問題的核心不是

身份建構及更大的身份雜交”；可見，要學生在

真實與虛構，而是認識與理解，唯有透過客觀理

全球化中建立一個清晰的身份認同是並不容易的。

解每一個獨特的民族認同 ( 包括自我的認同與他

在這個全球一體化的環境下，不少地區推行

者的認同 ) 形成的歷史過程與機制，才可能真正

教育改革時都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會加強培育

擺脫傲慢偏執的民族中心主義，從而尋求共存之

學生的國際視野，在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 1996

道，尋求不同的想像的共同體之間的和平共存之

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中已提出要讓學生成為

道”( 頁 xix)。假若學生能理解香港在國際社會上

一個具有參與和貢獻精神的世界公民，要求學生

的獨特性，又能理性和客觀地學習世界公民的共

關注世界性的問題如貧困、歧視、環境污染和戰

性，便能有效地與別地的學生在國際間和平共處。

爭等，並認識國際社會和各種國際組織的作用。
而李榮安和古人伏 (2004) 的香港和上海的比較研

本土層次國民身份的內涵

究中亦指出“在一個多元化交融、資訊科技發達、

香港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祖國，成為以一

國際交往頻繁的世界中，我們應培育能夠面向世

國兩制原則運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

界的下一代。是故，我們的教育亦應致力培育青

標誌着香港結束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管治，成

年人良好的公民質素，幫助他們瞭解自己是全球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但也因為一國兩制

的一分子，明白全球互相依存的關係，進而立足

的原因，上文幾個本土研究早已發現不少香港學

本土，放眼全球，為促進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以

生感到本土和內地的不同。香港依據中華人民共

及全球的社會公義與平等作出貢獻”( 頁 xxvi)。

和國憲法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由全國人民代表

從中可見，在全球一體化中，不管香港抑或面向

大會通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實

國際的內地城市皆十分重視培育學生具備成為一

行資本主義，這與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是不同

個世界公民；而香港作為一個亞太地區的國際城

的。故在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不能只講認同

市，香港學生確實要有一定的環球視野，也就是

國家和世界層次的內容，也需同時留意香港社會

說，香港學校要讓學生認識和掌握世界層次國民

的本土特色；正如 Hobsbawn(2000) 指出“若我

身份的內容和能力。

們不將領土主權國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

香港社會需關注學生在世界層次的國民身份

討論，所謂的民族國家將會變得毫無意義”( 頁

的建構，亦得到一些內地學者的認同和肯定，王

10)。在國家的憲法和香港的基本法中，香港的

學風、岑暉 (2008) 指出“香港國際城市的地位

土地雖然是國家的一部份，但香港公民的權責在

若繼續保持，就必須以具備國際視野和國際胸襟

基本法中與內地憲法內公民權責是有些分別的。

的人口的培養為前提；香港人口的國際化，必會

因此，在香港學校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不能輕

帶來多元價值觀念和國際公民意識，亦必會淡化

視讓學生理解本土特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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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身份類別的認同
調查日期

香港人

中國的香港人

香港的中國人

中國人

6/2010

25.3%

31.3%

14.8%

27.8%

6/2009

24.7%

32.0%

13.3%

29.3%

6/2008

18.1%

29.2%

13.3%

38.6%

6/2007

23.4%

31.8%

16.7%

26.4%

6/2006

24.8%

25.1%

14.9%

34.6%

6/2005

24.0%

21.2%

14.7%

36.4%

6/2004

28.0%

21.2%

14.3%

33.0%

6/2003

36.7%

19.2%

11.9%

29.0%

6/2002

32.2%

18.1%

13.0%

32.5%

6/2001

36.1%

18.3%

13.3%

28.4%

6/2000

35.5%

22.9%

14.0%

22.8%

6/1999

39.9%

25.0%

11.2%

17.0%

6/1998

34.2%

18.6%

18.7%

24.8%

8/1997

34.9%

24.8%

20.1%

18.6%

( 港大民意網站，2008)

同時，值得關注的是，港人的定義和其身份

區護照，當中差額有 120 多萬人；也就是說，不

認同也是十分獨特的；根據上表港大民意網站的

少在港居留的市民並非是持中國國藉的。而根據

資料，回歸時約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自認為

頭條日報於 2008 年 6 月 2 日的報導，有外國護照

港人，而自認中國人的卻只有 18.6%；回歸十餘

的人口估計約有九十萬人；要求這批不是中國籍

年，今天自認港人的受訪者還有約四分之一，而

的香港永久或非永久居民對中國政府有認同感，

自認中國人亦增至近三成。當中雖然有一定的變

是不大可能的。然而，這批近一成多非中國籍香

化，但仍不能不承認的是，還有一部份港人只對

港居民卻對本土社會有一份感情；加上在基本法

香港有歸屬感，而對國家是沒有認同感的。究其

中又容許非中國籍的永久居民可參與立法會的選

原因，根據入境事務處 2006 至 2007 年度年報，

舉，這批居民已成為香港人口中不可分割的一群。

該 處 截 至 2007 年 3 月 31 日 止 簽 發 了 5,308,632

面對這樣複雜的國籍和居留權人口，香港學校在

張智能身份證，但卻只發出 4,119,504 本香港特

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的難度比不少國際城市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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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如何，香港教育官員和學校依然是有

無歸屬感和認同感。回歸後，加強學生的國民身

責向學生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正如鄭永年 (1998)

份教育是特區政府教育部門不可推缷責任，當中

主張“國家民族主義對有合法身份的公民一視同

政府和學校既要加強學生在國家層次的認知，包

仁，不管他們的種族性、民族認同感或文化認同

括了解國家的歷史、中華民族的特性、中國傳統

如何”( 頁 42)，因此，政府和學校必須要根據基

文化和內地人民生活的現狀，又要同時建構學生

本法，去培育本土學生認識其國民身份、了解相

的世界性和本土化的國民身份，可見香港學校要

關的公民權責及對我們有一份親切感。基本法作

做好國民身份教育的難度很大；尤其是在一國兩

為香港的憲制性法律文件，又是中國全國性的法

制的情況下，香港和內地的社會制度和公民權責

律，其本身已體現出一國兩制的特色。正如香港

確實是有很多的不同，但無論如何，正如白傑

青年協會於 2002 的研究發現，青少年認識基本

瑞 (2007) 指出“要把這個 ( 香港 ) 多元文化的社

法的程度與其香港歸屬感是成正相關的；故此，

會融入一個多元文化的中國，教育推動著一個將

加強學生認識和理解基本法條文和精神，不單可

香港主流文化身份與中國主流文化身份融合的過

使他們接納其國民身份，亦有助鞏固他們對香港

程”( 頁 32-33)。因此，特區教育部門在建構學

的歸屬感。但可惜的是，根據有教育團體於 2008

生的國民身份教育和促進香港與內地的融合，是

年調查發現“受訪教師對教育局及學校推行基本

有一個重要和不可替代的角色和作用。

法教育的表現，如以 10 分為滿分，5 分為合格，

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 (2009) 認為“粵港融合

0 分最差，教育局的平均表現得 4.95 分，學校的

是大勢所趨，全球的經濟格局正發生改變，區域

表現平均為 4.62 分，兩方面皆為不合格”( 香港

性的經濟合作已成為世界潮流；藉著粵港澳一體

教育工作者聯會，2008)。看來特區教育局應認

化提升競爭力，香港方可抗衡愈演愈烈的區域競

真研究在學校加強基本法教育，以使學生能透過

爭。”這反映了進一步推動粵港融合對香港未來

基本法教育而明白香港本土社會的特色。再者，

發展的重要性，當中必須讓學生理解粵港自古以

香港在回歸十餘年中曾出現了三次人大釋法，而

來的關係，“香港市民大多數是來自廣東省的移

因香港的普通法與內地的大陸法有不同的法律傳

民或是這些移民的後裔，他們絕大多數的省籍認

統，使不少港人誤解了釋法是違反一國兩制和對

同均以廣東省為主”( 王家英、尹寶珊，2008，

基本法產生了負面的印象；但根據本港法院的判

頁 20)；時至今天，香港和內地依然血濃於水唇

決，中央政府是在合憲、合情、合理和合法的基

齒相依，不管在歷史文化、地理人口、政治、經

礎上釋法的。故在學校開展基本法教育讓學生理

濟、民生和國際參與等方面皆有細水長流的互惠

解基本法和明白釋法對香港的作用，將有利學生

合作關係；“但因前殖民地政府的影響，中小學

鞏固其本土層次的國民身份。

各科課程皆有意無意之間淡化了兩地唇齒相依的
學習內容，使全港中小學生未能在正規的課堂教
學中學習到香港與內地相關的資料，這亦造成了

香港國民身份教育的回顧與前瞻

港人對內地國情知識的匱乏和容易產生與國家疏

香港學生的國民身份是獨特和唯一的，回歸

離的情感”( 胡少偉等，2010)。故此，特區政府

前因港英政府的無國家民族和非政治化的殖民地

應吸收過往的經驗，不再忽視在學校課程內更新

教育，使大部份在港出生的學生對中國和香港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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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民身份有關的學習內容；令人欣慰的是，教

任；但不能忽略的是，國民身份教育不單是一種

育局今年初已提出將會在中小學課程加入多些與

知識的理解，也是一種情意的培育。正如梁恩榮

內地相關的學習內容，“教育局計劃在 2012/13

(2008) 指出“國民教育是有知性和情感的雙重使

學年於高小的常識科中加入中國近代經濟和社會

命，所採用的教學法必需能滿足這雙重使命。雖

發展的內容，以及在初中新增生活與社會科，讓

然強調情感的做法並不常見於以認知為主導的西

學生更多機會接觸國情知識，了解香港和內地的

方公民教育文獻，有時甚至常被認為是一個障礙

文化和經濟發展”( 大公報，2010.01.06)。

批判思維的東西；但這被忽視了的情感在政治生

回顧本港在回歸後國民身份教育的發展歷

活中非常重要，因為它有助加強社羣中各成員的

程，官民皆認為成功的國民身份教育是由政府帶

團結意識和歸屬感。”因此，教育局和學校在建

頭推出的國歌電視短片和組織學生進行跨境體驗

構學生的本土、國家和世界層次的國民身份時，

交流活動，這些有成效的國民身份教育活動值得

除了在認知理解方面入手外，也要留意培育學生

教育官員繼續支持和深入推廣。說到底，沒有一

對本土、國家和世界社會的情意，這是香港學校

個政府能無視要培育學生建構國民身份教育的責

落實推行國民身份教育的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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