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港英當局既不鼓勵港人認同
英國，更不促進港人對中國國家的認同，所有課程具
有「非政治化」、「非國家化」特點，缺乏以民族國家
認同為核心的公民教育。1996年香港教育署又印製了
《學校公民教育指引》。與1985年《學校公民教育指引》
相比，有所繼承，但也做出了重大發展，最關鍵的是
把促進國民身份認同、培養愛國心和歸屬感清晰地規
定為公民教育的核心。

新指引改成獨立科目
今年教育局建議學校採用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

程指引》和1996年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相比，變
化有三：一是名稱變了，原來叫公民教育，現在改為
德育和國民教育；第二，現在獨立成科了，原來沒
有。第三，現在是從小學開始，原來是從幼兒園開
始。雖然有上述變化，但在實際內容方面，兩者沒有
大差別。甚至可以說，在強調國家認同方面，今年的
指引還不如1996年的指引設計的多。
第一，在「宗旨」和「課程設計理念」方面沒有大

差別。今年「指引」的「宗旨」關於「身份認同」的
表述為：「認同身份：建立於不同生活範疇的身份認
同，主動關心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成為有識見
和負責任的家庭成員、社會公民、國民及世界公民。」
第二，「學習目標」和1996年的「指引」沒有大差

別。四個學習階段「學習目標」：第一學習階段，從
認識國家的山川地貌、天然資源、古蹟文物等，提升
對國家的歸屬感⋯⋯；第二學習階段，了解國家及香
港發展的緊密聯繫，以及兩地在合作發展歷程面對的
困難及解決方法，體現同根同心的情懷⋯⋯；第三學
習階段，從欣賞中國的文學與藝術，體會當中蘊藏的
意趣及精神，提升國民素質⋯⋯；第四學習階段，關
心國家當代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各方面發展；
探討傳統思想信仰對積極人生的啟迪⋯⋯。
第三，在建議學生樹立的價值觀和掌握的技能方

面，今年的「指引」和1996年的「指引」沒有大差
別。在增進國民身份認同方面建議學生在第一學習階
段能識別中國一些重要城市在地圖上的位置，中國的
主權象徵，懂得唱國歌、升國旗和掛國徽禮儀，了解
傑出歷史人物受後人敬仰的原因，樹立國民身份認
同、包容、進取、欣賞、愛國心、歸屬感、多元化、
文化承傳、可持續發展等理念價值。
第二學習階段，能了解當代國家與香港發展的合作

計劃，思考國家和香港的關係及未來發展」，樹立理
性、真誠、仁愛、孝道、欣賞、團結、愛國心等價值
理念。在第三學習階段能清楚國家重要機構及其職
能，明瞭一國兩制下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懂得
以理性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探討國家的重要規劃項
目」，樹立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參與、愛國
心、包容、歸屬感、文化承傳、可持續發展等價值理

念。在第四學習階段能明瞭國家當代發展於社會民生的影響，以理性
及批判性思考能力分析國家當代發展的挑戰和改善方向，樹立多元
化、互惠互利、人類整體福祉等價值理念。

相差無幾卻惹來指摘
今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中涉及內地政治制度和增進國民

身份認同的內容，和1996年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相差無幾。而香
港社會過去對1985年和1996年的公民教育指引從來沒有「洗腦」的指
摘，但對今年出台的《德育和國民教育指引》，反對派卻非要扣上「洗
腦」的帽子，癥結就在於立法會選舉，企圖編造、炒熱這一議題，煽
動起一些人疑共、恐共的歷史情結，為自己撈取選票。學民思潮那些
細路已公開為反對派參選人站台，黎智英愛將陳惜姿為首的關注組逼
迫參選人一一表態，反對派參選人將國民教育議題作為打擊對手的子
彈，這一切都清楚表明反對派出於一己之私，硬把沒有甚麼問題的國
民教育綁上了選舉的戰車。 （本文轉載自《成報》，內容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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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昨天下午在政
府總部外集會，他們先限令特區政府下午
5時前就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要求作
回應，繼而又聲稱要通宵佔領總部。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晚回應反國民教育科的
行動，表示現階段不是討論撤回或不撤回這
科，而是如何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她又
重申學校有自主自決權力，決定教材及教學
方法，並再次呼籲關注組的家長及「學民思
潮」加入政府的委員會反映意見。

一、「激進大晒」凌駕於理性
非香港之福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已經過差不多10年的
醞釀，並於過去多年在社會上曾經有不少
討論，在教育界和社會也有廣泛諮詢，直
至上屆特區政府於去年的《施政報告》才
決定將之獨立成科。因此，國教科「不是
突然在石頭爆出來的東西」。 為回應社會
憂慮，當局提出3年的「開展期」，學校可
以在「開展期」內總結經驗檢討完善，並
且在教材、課程安排上授予學校極大的彈
性。

特首梁振英一再強調，特區政府從來沒
有「洗腦」的意圖，有關參考教材亦沒有
「洗腦」的成分，他強調特區政府的教材
並非「指定教材」，而是參考教材，學
校、老師和辦學團體有很大的空間，以專
業的態度，以開明開放的方法來自行決定
教材及教授這一科。
的確，對於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現階段

不是討論撤回或不撤回這科，而是如何培
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而採取激烈手段要
求政府撤回國教科，不准再討論這個科
目，違反香港社會理性、持平、溫和、自
由及進步的主流價值。例如採取絕食這種
激烈手段，學生絕食傷害身體，從愛護學
生的角度來說，任何人都應該勸告學生停
止絕食，而非慫恿學生繼續絕食，將學生
當作選舉操作的棋子，明顯是居心不良，
應受到譴責。成年人接力絕食也不是好的
方法，除了傷害身體之外，亦作了一個不
良的榜樣，採取如此激進的手段逼迫政府
和全社會順從他們的要求，違反民主社會
最起碼的遊戲規則，是企圖以「激進大晒」
凌駕於社會理性和整體利益之上，這絕非
香港之福。

推行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反國民教
育科大聯盟」卻要將國民教育全盤推翻，
反映他們並非理性的討論問題，而是別有
用心。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
濼生指出，反對推行國民教育科，有人是
要「落政府面」。更值得留意的是，在立
法會選舉進入倒數階段，反國民教育的團
體負責人一再呼籲市民根據候選人對國民
教育的取向來決定投票。其司馬昭之心，
就是企圖以此攻擊政府和建制派，扭曲正
常的選情，暴露了反對派選舉操作的伎
倆。選舉是一時但政策卻是長遠的，不少
候選人在選舉期間提出的政策及主張，在
選舉之後往往就不見蹤跡，當局更不能因
為一時的選舉炒作就將政策隨意改變。過
去的事實說明，政策一旦撤回後，重推將
會遙遙無期，並且對政府的管治威信帶來
重大衝擊。國民教育的課程安排，是經過
長時間的研究以及廣泛諮詢而制定出來，
豈能因為部分團體及人士的政治炒作、激
進抗爭就輕言撤回？此例一開，後患無
窮，政府的其他政策隨時會再因一小部分
人的狙擊而推倒重來，社會發展受挫、市
民利益受損。因此，現階段不是討論撤回
或不撤回這科，而是如何培養學生正面的
價值觀。

二、警惕反對派利用絕食
製造悲情騙取選票

反對派政黨以激進手法反對國民教育，
不過是一種選舉操作。
值得警惕的是，「學民思潮」3名成員

星期日結束絕食後，由「反國民教育科大

聯盟」的10名成員接力，這10名成年人，
其中不少就是反對派政黨成員。臨近立法
會選舉投票日，反對派利用絕食製造悲情
騙取選票的做法已經十分露骨，這不過是
師承台灣民進黨製造悲情騙取選票的伎
倆。
在台灣，奸詐、權謀詭譎的陳水扁和民

進黨，在2004年「3．19事件」中的兩顆子
彈，瞬間煽起選民的悲情，使選情迅即翻
盤。在2008年「總統」大選之前，國民黨
於2007年12月18日召開記者會，公佈了民
進黨爛招陰招等選舉「奧步」，其中包
括：悲情法、苦肉計、栽贓法、抹黑法、
操作族群分裂等。國民黨此舉果真有效，
令陳水扁和民進黨在2008年大選中不能隨
心所欲再搞「悲情法」騙取選票。在香港
對反對派利用絕食製造悲情騙取選票的選
舉「陰招」，也必須警惕和揭露。

三、妖魔化國民教育
阻礙香港發展　

國民教育全世界都在做。資料顯示，從
1870年到1970年的百年間，在憲法中明訂
國家有義務提供國民教育的個案從43個增
到139個。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客座教
授、珠海書院新聞系兼任教授鄭赤琰指
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國家，以國民身份
立足，其他國家亦有國民教育，他更批評
將國民教育誣衊為「洗腦」的說法是「無
知之極」。科技大學經濟系主任雷鼎鳴專
門撰文指出，只要動一動腦筋，便知放棄
國民教育科會對香港將來的經濟及社會發
展帶來很大的傷害。香港是一個沒有天然

資源、斷不可能獨自生存的經濟體，必須
靠擔當中國與世界的橋樑才可發展下去。
在就業市場中，誰最能掌握中國及世界的
情況，誰便更有發展事業的機會。現在世
界各知名大學都爭相加強中國研究的課
程，這正反映出社會的需求。
令人擔憂的是，本港有很多小學生對國

家的認識都是一片空白的，其中，不知道
新中國何時建立、國家由多少個省份組
成、甚至國旗是怎樣的等等，連這些基本
常識都不知曉的學生比比皆是。可見，在
本港推行國民教育科具有迫切性。但是，
本港仍有人將國民教育視之為「洗腦」、
將其妖魔化，刻意割裂兩地關係，鼓吹香
港「去中國化」。港人不能正確地認識國
家，對國家民族沒有認同感，怎麼能抓住
國家發展的機遇，香港又怎能開創新局
面？可見，反對國民教育根本是要阻礙香
港發展的步伐，尤其是限制了年輕一輩拓
展事業的空間，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理性討論國民教育 激烈手段違香港主流價值

公民黨能否在港島取得8萬票，參考上屆的
數據是可以的，因為余若薇、陳淑莊團隊在上
屆就取得了82,600票，成功令兩人晉身議會。
不過，今屆的情況卻與上屆有兩個分別：一是
余若薇突然「空降」新界西，「含淚催票」的
主角由余若薇改為陳淑莊，在效果上自然不可
同日而語，加上陳淑莊過去4年在立法會上碌
碌無為，還要中途辭職補選，結果連區議會議
席也不保，再配上一個訛稱教授的陳家洛，實
力遠差於上屆。二是公民黨在上屆取得兩席，
一個主因是建制派配票不均所致，曾鈺成與葉
劉淑儀合共取得12多萬票，但只各取一席，相
反公民黨8萬多票卻可獨取兩席，其實是相當
不合理。

陳淑莊告急搶奪民主黨基本盤
不過，由於今屆港島選席有所增長，公民黨

如果真的成功「告急」取回上屆的8萬票，取
得兩席的機會極高，但結果將會犧牲其他反對
派候選人。這條數其實不難計算，參考2007年

立法會補選，由建制派的葉劉淑儀對反對派的
代表陳方安生，當時葉劉淑儀得13.8萬票；陳
方安生17.6萬票；再看2008年立法會選舉，建
制派候選人得票總和約12萬多，而反對派約
18萬多。可以說建制派與反對派在港島的基
本盤大約是13萬對18萬。假如今屆港島區投
票率升至6成，約35萬名選民出來投票，而建
制派及反對派的得票都同步增長，即是說建
制派理論上可穩得三席，另外四席則是由反對
派瓜分。
目前反對派港島區的候選人主要有：公民黨

陳家洛及陳淑莊、民主黨單仲偕、工黨何秀
蘭、「人民力量」劉嘉鴻、勞永樂、社民連吳
文遠。根據民調顯示反對派候選人中只有陳家
洛達雙位數，單仲偕和劉嘉鴻分別有9.5%和
8%支持率，勞永樂7%，競逐連任的何秀蘭只
有6.8%。如果陳淑莊要取得8萬票當選，現時
的支持度將不夠，必須繼續搶票，首當其衝的
將會是與其支持者重疊的單仲偕及何秀蘭。不
要忘記現在全力幫陳淑莊催票的是什麼人，是

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這些人的支持者基本
上就是單仲偕與何秀蘭的支持者，公民黨告急
牌打得愈急，兩人的票流失得就愈快。相反
「人民力量」劉嘉鴻的票基本上與勞永樂及吳
文遠重疊，陳淑莊的告急對其支持者影響力微
乎其微。

「公人」同盟對準民主黨
另一方面，公民黨與「人民力量」已經結成

同盟，由「人民力量」去噬咬民主黨候選人，
劉嘉鴻在港島的目標自然是單仲偕，通過狙擊
單仲偕一方面可以配合公民黨的搶票策略，並
且打擊其中一個主要競爭對手；另一方面也可
以吸收其激進票源，爭取反對派的最後一席。
公民黨與「人民力量」目的就是先盡取反對派
過半數票，確保公民黨取得兩席，然後「人民
力量」靠激進票源力保反對派最後一席。在這
個策略下，原本選情較穩的單仲偕或何秀蘭肯
定有一個要落馬，勞永樂也將再次望門興嘆。
港島區成為了激進反對派的天下。
公民黨的選舉工程從一開始已是環環相扣，

與民主黨密室交易，以助民主黨參與超級區議
會為由，換取在新界西落戶，並且在港島故意
示弱，令民主黨以為陳淑莊早打定輸數。然後
由「人民力量」全力狙擊、辱罵民主黨候選
人，打沉其民望；最後公民黨拿 民調為由大
打告急牌，要求選民配票棄保，成功爭取兩
席，並且令民主黨候選人落馬。但同時，公民
黨又沒有在「超級區議會」上為民主黨助選，
司馬文甚至協助馮檢基，這說明公民黨為民主
黨設下了「天仙局」，令民主黨輸得一乾二
淨。現在民主黨四面受敵，只能怪自己錯信公
民黨，還留下一個李柱銘在黨內搞事，落選也
是咎由自取。

陳淑莊8萬票告急就是要拖死民主黨

計佑銘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書畫藝術中心主席

卓　偉

2003年，香港經濟
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失業率非常高，終

於，自由行這個政策出爐了，當時中央政府希望
通過自由行為香港帶來額外的旅客，以刺激香港
的旅遊業、零售業。開始的時候，中央政府不知
道香港的酒店、旅遊設施是否足夠招待這突然開
放的旅客群，因此對自由行的步驟相當謹慎，一
個城市一個城市慢慢的開放，而且，所有省市城
鎮的開放都不包括非戶籍居民，非戶籍居民得回
原籍申請。非戶籍居民以民工為主，消費力不
高，因此暫時沒開放的必要。
自由行推出後，香港經濟起死回生，於是香港

旅遊界、零售界紛紛要求特區政府盡量爭取多開
放一些省市自由行，中央政府順應特區政府的要
求，逐步開放，當然，每增加一些新的開放區，
一些行政措施是需要時間來籌備，因此，從拍板

決定開放到真正執行得等一段時間，特別是非戶
籍居民，申請的驗證可能較複雜，從拍板決定開
放到執行，籌備所需的時間更長，原定今年9月1
日執行的深圳非戶籍居民來港自由行實際上早在
2009年拍板的。
奇怪的是，2009年時，全香港沒有任何政黨反

對，傳媒沒有任何反對聲音，更有不少人覺得曾
蔭權做得好，成功爭取到深圳非戶籍居民來港自
由行。
世界上不存在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政策，自由

行能為香港帶來生意，帶來就業機會，今日全球
包括中國內地都出現經濟下滑，失業率上升的現
象，獨有香港的失業率依然很低，工資不斷上
升。前陣子，在最低工資談判期間，傳媒大力報
道某餐館因請不到人，經理要親自洗碗的照片，
如果沒有自由行，香港基層能有這麼多工作機
會？當然，另一方面，自由行也帶來租金上升的

壓力，酒店客房不足，市區出現非法 房式的旅
舍，香港人與內地旅客的文化衝突等等問題。
無論如何，三年前拍板決定開放，籌備了三年

的深圳非戶籍居民自由行的政策在開放前一天被
叫停了。為什麼？因為突然有人高舉反對的旗
幟，然後是所有的政黨、政治人物接二連三的表
態反對。
為什麼這些人在三年前不反對，今日才反對，

三年前看不到自由行所帶來的副作用，今日才大
徹大悟？
過去，董建華說香港有四大經濟支柱，即金融

業、旅遊業、物流業及專業服務。如今，金融業
已奄奄一息，新股上市全面停頓、股市成交低
迷，金融圈子已開始裁員，物流業更不必說，每
況愈下，從世界第一海港跌至第三、第四，專業
服務與金融業息息相關，一起面對壓力。目前獨
撐大旗，頂住香港經濟的只剩旅遊業。

為什麼突然反對自由行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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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體經政

隨 立法會選舉投票日臨近，反對國民教育的活動愈演愈烈。對國民教

育的爭議，政府要以柔和包容方式處理，反國民教育的人士亦不應排斥坦

誠交流和理性討論，更要警惕反對派利用絕食製造悲情騙取選票。香港醞

釀國民教育已10年，並非突然提出，而突然撤回亦不合情理。現階段不是

討論撤回或不撤回這科，而是如何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大家都應珍惜

香港社會的主流價值，堅持理性、持平、溫和，大家有商有量，相信終會

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計佑銘

公民黨港島區候選人陳淑莊日前舉行第三次「告急大會」，要求港島區選民配

票支持，讓她與陳家洛晉身立法會，她所列舉的理由是「根據現時最新的民意

調查結果，公民黨在港島區取得兩席，是絕對有可能出現的結果，關鍵是支持

『泛民』的選民是否能夠把足夠的選票分配予陳家洛和陳淑莊名單。」公民黨

能否在港島取得兩席不得而知，但如果陳淑莊真的取得8萬票，根據建制派及

反對派在港島區的基本盤分析，結果很大機會令到民主黨的單仲偕或工黨何秀

蘭落選，相反對其「真正盟友」人民力量的影響卻極為輕微。公民黨鐵了心告急

的背後，正是要配合「人民力量」的狙擊，將民主黨在港島的議席及票源一鋪清

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