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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兩地基礎教育階段的德育改革： 
回顧與前瞻*

 

 

謝均才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行政與政策學系 

過去數年，上海和香港兩地都開展了大規模的教育和課程改革，對德育

的推行和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本文旨在比較和總結兩地的經驗，並前瞻

未來發展的方向，冀能在實務和研究上有所啟發和進益。 

引 言 

過去數年，上海和香港兩地都開展了大規模的教育和課程改革，其中德

育是主要焦點之一。無論是內地新近頒布有關思想品德課的新課程標

準，或是香港課程改革重現的五項首要價值觀的培養，都對兩地德育的

推行和發展有深遠的影響。本文先介紹兩地德育發展的背景，然後比較

和總結兩地的經驗，並前瞻未來發展的方向，冀能在實務和研究上有所

啟發和進益。 

 

 
* 本文素材乃取自筆者現正進行的一項名為「好孩子的形象：大中華地區的小

學德育課程」研究計劃（計劃編號：2020760）。該研究計劃蒙香港中文大

學直接研究撥款（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資助，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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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地背景 

上 海 

學校德育與社會發展狀況關係密切。在中國內地，德育工作被視為社會

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奠基工程；它亦是國民素質教育的重心，用以培養

青少年所需的理想信仰、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學素質。政府以戰略的眼光

看待中小學德育工作的作用和重要性，將德育工作視為教育事業的根

本。教育工作不僅是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事業，亦是民族振

興的希望，並且連繫到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維持執政黨的基

本路線和 21 世紀中國的發展道路等目標。同時，德育亦是黨建工作的

一環，冀從學生中培養青年共產主義者和共產黨員。 

中國內地自 1978 年改革開放以來，著力現代化建設，德育工作亦

面對新問題和出現新情況。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進一步改革開放

的形勢下，德育工作面臨著由社會經濟生活多樣化帶來的價值觀念多樣

化的嚴峻挑戰（殷一璀，2005）。例如：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廣泛滲入

市場導向價值，激發了年青一代的自主、競爭和民主意識，但與此同時，

他們的道德觀念模糊、道德自律能力下降又帶來了憂累。資訊科技迅速

普及使廣大學生獲取新資訊和學懂新技能，但亦為不良文化的侵入提供

了渠道。同時，由於經年實行計劃生育政策，當今中小學生大多是獨生

子女，他們的教養亦倍受關注；如何把學生培養成為四有（有理想、有

道德、有紀律、有文化）的新世紀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便

成為一個緊迫的課題。 

當前中國內地的德育工作是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理論」為指導思想，並遵循社會發展的要求和青少年學生思想品德形成

的規律。中小學德育工作的目標是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

三大教育原則，以「五愛」對象（祖國、人民、勞動、科學、社會主義）

為基本要求內容，並以服務人民為核心，對學生進行社會公德、職業道

德、家庭美德等多方面的教育。它以基礎道德和日常行為規範教育為

本，以樹立學生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又稱「三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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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堅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信念的世界觀，堅持全心全意的為

人民服務宗旨的人生觀，和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價值觀）。 

隨著中國內地普及教育的逐步實現，教育工作的重點遂轉向「素質

教育」。課程及教材改革是實施素質教育的核心，因此內地在 1988 年

便開始進行大規模的中小學課程改革，特別對於開發較早的沿海地區賦

予較多的教育自主權。上海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對外開放城市，亦

是教育事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多年來，愛國主義教育一直受中央高度重視和關注，它亦是全國各

地中小學德育工作中需時常抓緊、不可鬆懈的「主旋律」。為了深化愛

國主義教育，1994 年 3 月上海市宣傳部和原市教育局共同制定了《上

海市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實施方案》（試行），1995 年頒發了《上海

市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細則》，並在中小學全面實施。經過三年多的試行，

愛國主義教育朝著規範化、制度化、系列化的方向發展。為進一步增強

實效性，1997 年 8 月正式頒發修訂的《上海市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實

施方案》。隨後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又制訂《關於貫徹全國中小學德育工

作會議精神的若干意見》，進一步落實中共十四屆六中全會精神和《中

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若干意見》。 

2004 年 3 月召開的全國中小學德育工作會議強調以鄧小平理論和

「三個代表」為德育工作的指導思想，把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納入國民

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過程，要求在中小學做好相關工作。隨後中共上

海市教育工作委員會、上海市教育委員會（2004）於同月印發《關於印

發〈2004 年上海市基礎教育（含中職學校）德育工作若干意見〉的通

知》，貫徹全國中小學德育工作會議精神，以 2010 年世界博覽會與上

海新一輪發展為契機來弘揚民族精神，培育愛國情懷。 

上海作為改革開放的先鋒和致力於率先實現現代化的國際大都

市，期望將下一代培養成為既具有世界眼光和國際意識，同時又具有強

烈的愛國主義精神、能夠傳承中華民族的優良傳統、具有民族自尊心和

自信心的棟樑。所以在加強培養學生的知識和能力的同時，更在培育和

弘揚民族精神上強化德育工作（金志明、周慰，2004）。結合 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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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第二期課程改革，著眼於學生的終身教育，促進學生的品德養成、

身心發展及情感能力的和諧發展。除了校內教育外，還注重「第二課堂」

的作用，即著力以網路道德建設、志願者活動、社會實踐、素質教育拓

展計劃等活動引導學生融入社區並為社區服務。另外，課外教育亦以愛

國主義為核心，以優良傳統教育和誠信教育為主題，開展一系列活動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市教育委員會，1997）。 

上海愛國主義教育主要內容包括中華民族悠久歷史、優秀傳統文

化、執政黨的基本路線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中國國情和上海市

情、科教興國、艱苦奮鬥、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國防和國家安全、民

族團結、和平統一、一國兩制方針等。通過開展「四個一百工程」（即

一百部影視片、一百本圖書、一百首歌曲和一百個實踐基地）系列活動

來發揮人生價值導向作用。 

近年德育又加強了行為規範、心理健康、家庭、國防、法制、禁毒

等內容（上海市教育委員會，1997）。法制教育是要增強學生的法制意

識，提高自我保護能力。心理健康教育則不但要幫助少數學生解決心理

問題，更重視提高全體學生的心理健康水平，培養學生的健康人格。至

於基礎道德教育，即是教導做人的基本道德準則和行為規範，突出關心

他人、尊老愛幼、誠實守信和熱愛勞動四項；強調教育學生學會關心、

交往、自理自立，增強對家庭、社會、國家的責任感；繼續深化中小學

生日常行為規範教育和訓練，培養良好的行為習慣。 

此外，亦重視青少年艱苦奮鬥、自強不息精神，發揚艱苦樸素、勤

儉節約的優良傳統。不但通過思想品德課、思想政治課、勞動課和有關

學科教學以及團隊活動等來達成，更組織和引導學生參加自我服務、家

務、校內外公益和工農業生產等勞動項目。於此中小學各級每學年安排

一至兩週「社會實踐」以加強勞動教育。 

上海市自 1988 年至 1997 年進行了第一期課程改革，以素質教育為

核心目標，培養學生良好的思想道德等素質，使個性得到健康發展。在

課程結構和設置方面，各門學科都要發揮德育隱性課程的作用，把德育

貫穿在各學科教材和教學的過程中，注意各學科間的橫向聯繫，建立了

結合必修課程、選修課程和活動類課程的課程結構，形成「三線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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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科、校班活動、社會實踐為線，學校一切工作為面）和「三位

一體」（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三結合）的德育體系，又設計

了德育學科群的學科系統。同時，亦重新編寫九年義務教育教材，強調

基礎學力的培養。上海的小學自 1993 年 9 月從一年級開始全面推行新

課程和使用新教材。 

上海從 1998 年起進入第二期課程改革工程，提出以學生發展為本

（一個「突出」）、面向 21 世紀的新課程和新建材（兩個「構建」）、

發展性和創造性學力、健全人格、學生發展的全面評價（三個「加強」）

的目標。在課程設置上只提供一個基本框架，留給學校更多的自主性和

學生更多的選擇，並將一些必要的社會實踐、參觀和探索研究活動列為

課程內容。期望通過課程教材改革和相關的配套改革，使所有學生都得

到適合潛能開發和個性發展的教育。 

學科教學乃是實施德育的重要途徑（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德育處，

n.d.）。在課程設置方面，思想品德課是 1981 年在全國小學開設的一門

新課，目的是引導學生從小逐步形成良好的思想品德和文明行為習慣，

通過以「五愛」為中心的社會公德教育和小學生日常行為規範教育，培

養學生愛祖國、愛人民、愛勞動、愛科學和愛社會主義的思想感情；逐

步養成關心他人、關心集體、認真負責、文明禮貌、誠實正直、勇敢堅

毅、勤勞節儉、遵紀守法、惜時守信等良好的思想品德和行為習慣，初

步具有辨別是非的能力和健康的心理素質。該課每週設一課時，一、二

年級為兩節二十分鐘小課，在晨會時間內進行。隨著教學改革的深入，

當局編寫了適合當地的教材和《思想品德課教學目標和課堂教學設計》

供教師參考。 

至於初中階段，根據 1985 年《中共中央關於改革學校思想品德和

政治理論課程教學的通知》精神，上海是七個試點之一，按照前國家教

育委員會制訂的中學思想政治課改革實驗教學大綱編寫了初中《公

民》、《社會發展簡史》、《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常識》三本教材，1986

年起在全市進行實驗教學。1988 年又著手中小學課程教材整體改革，

將初中思想政治課教材統稱《公民》，分別進行公民道德品質教育（初

預）、公民心理品質教育（初一）、公民法律意識教育（初二）及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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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和社會責任教育（初三），並於 1992 年在全市試用。1996 年

因應中央領導有關指示，又將初中《公民》改為與全國教材同名的《思

想政治》。此外，思想政治學科還要進行時事形勢教育，規定每學年不

少於 17 課時在晨會、午會和校會進行。 

此外，國家教育部又正進行課程改革，重新設置小學至初中的學校

課程，內容按年級高低劃分為「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和「思

想品德」三門；初中學校又把綜合實踐活動列入必修課程，各校均增設

了地方課程。2002 年秋季開始在全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實驗區的小學

推出兩門新的綜合課程，那就是一和二年級的「品德與生活課」及三至

六年級的「品德與社會課」。與過去獨立開設的思想品德課和社會課相

比，新課程標準的特點為：一是以育人為本，強調兒童文明行為習慣的

培養；二是密切聯繫兒童的生活實際，努力克服成人化傾向；三是倡導

學生的主動參與；四是突出綜合性和活動性（Lu & Gao, 2004）。至於

2003 年新的初中思想品德課程設計，亦力求增強課程的針對性、實效

性、主動性，旨在從初中學生的認知水平和實際生活出發，圍繞成長中

的我、我與他人、我與集體、國家和社會等關係，整合道德、心理健康、

法律和國情教育等內容（Zhan & Ning, 2004）。 

香 港 

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而價值多元化的社會，相應地，教育體系的一

個鮮明特色便是多元辦學團體共存和多樣化。長久以來，殖民地政府不

甚重視德育，並沒有向學校引進正規的道德和公民教育計劃，更遑論編

制教材、提供訓練以協助教師和學校推行德育教學。由於德育方面沒有

強制性的統一課程，各校可根據自己的辦學理念和宗教背景來運作。大

多數學校以潛移默化的方式進行，或由各年級教師單獨承擔來實施德育

（林智中，1994；香港教育署，1997）。由於各校的背景和價值取向不

一，因此各所學校德育的取向各有不同，且科目名稱不一，教材的來源

多元化、五花八門。德育在學校一般是透過學科教師在教學中以順帶一

提的方式出現。只有少數學校設置獨立的道德或公民教育課，大多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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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則把德育內容放在宗教科或社會科來教授。德育或公民教育教師亦頗

多是兼教的，缺乏培訓。 

20 世紀 80 年代以前，德育與公民教育並沒有受到香港社會充分的

重視。直到 1978 年實施九年強迫教育，進入學校的學生程度參差，學

生紀律和青少年犯罪問題驟見嚴重，公眾要求政府注重德育。再者，步

入 80 年代，香港的政治社會形勢又深受脫殖民地化和回歸中國的影

響。尤其是 1981 年以來代議政制的發展和 1984 年《中英聯合聲明》的

簽署，催生了對公民教育的關注和需求，以準備未來的政治變遷。於是

香港政府亦調整其政策，扮演較為積極的角色去推動德育與公民教育。

其中最明顯的便是香港教育署（1981）頒布的《學校德育指引》，以及

香港課程發展委員會（1985）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6）先後頒布的

兩份《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強調德育與公民教育應融入正規與非正規

的課程內，確立德育在學校工作的地位。1974 年針對肅貪倡廉而成立

的廉政公署，近年亦把工作重點放在學校和公眾教育上。此外，鑑於近

年青少年自殺、濫用藥物和暴力等問題嚴重，社會上亦泛起生命教育的

呼聲，如前立法會議員黃成智於 2002 年 6 月 5 日立法會會議上提出關

於生命教育的動議。 

近年德育已經成為課程改革的重點。1999 年教育統籌委員會在規

劃香港 21 世紀的教育藍圖時，指出了「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路向，

新世紀學校除了培育學生的學術知識和謀生技能外，亦要培養學生的素

質，使他們能成為良好的公民，具有正確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既關

心香港的事務，亦了解國家和世界的趨勢，兼且具有國際視野。香港課

程發展議會（1999，2000，2002b，2003）並把公民教育和德育列為課

程改革四個關鍵項目之一。當局又以宏觀的角度理解德育及公民教育，

涵蓋各種與培育學生價值觀有關的課題，例如性教育、環境教育、傳媒

教育、宗教教育、倫理及健康生活等。在課程改革的短期發展階段

（2001–2002 至 2005–2006 年），首要培育對學生個人及群性發展有重

要影響的五種價值觀和態度，這就是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承擔精

神和國民身分認同。為了配合課程改革的路向，當局又發展新的課程設

計模式，以學生在日常生活所遇到的事件為主題，設計品德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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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新課程模式著重具體的生活經歷，幫助學生探究各種與這些生活

事件有關的議題，從而建構知識，以及反思當中蘊含的價值與態度。 

在正規課程方面，德育則主要依靠小學常識科和初中公民科來傳

授。作為一門統整科目，小學常識科課程於 1996 年首次推行，取代以

往的社會、自然、健康教育科目，並成為小學核心課之一。香港課程發

展議會（2002a）的新近課程指引則建基於早前推出的課程綱要，並因

應課程改革的路向而撰寫，強調常識科在德育及公民教育中擔任的角

色。新課程加強了與情意發展相關的學習元素，包括處理情緒及培養學

生對本地社會與國家的歸屬感。課程有三大發展方向：一是由內容主導

取向轉為學生主導取向；二是重組和刪減課程內容，加強學生在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和科技教育三個學習領域的探究和研習能

力，以建構知識及發展獨立學習的能力；三是因應學校的優勢，發展不

同模式的常識科課程組織，著重多元化學習資源的運用和全方位學習。

所有小學已於 2004–2005 學年採用新課程。 

至於初中公民科課程是根據 1996 年《學校公民教育指引》所建議

的理念和課程範圍編訂而成，作為核心科目組別中人文及社會科目下的

一門「選修科」（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8）。它旨在讓學生透過學校

的環境和不同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學習和培養那些對個人和社會福祉都

極為重要的價值、態度、信念和技能，從而成為具理性、關懷社群而又

負責任的公民。該科宗旨是培養學生積極的公民態度與價值觀，建立對

家庭、社區及國家的歸屬感，進而為家庭、社區、國家和世界作出貢獻；

幫助學生認識本港社會的特色，了解法治、民主、人權與公義的重要性，

並付諸實踐；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及解決問題的技能，能用客觀的態度

去分析社會及政治問題，並作出合理的判斷。 

兩地經驗的比較 

本節建基一些先前的研究（霍瑞次，2003；羅天佑、嚴書宇，2003），

初步就發展背景、課程決策和組織、教育原則、課程宗旨和目標、課程

內容、德育推行模式六方面來比較兩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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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背景 

上海在推展德育課程及計劃方面雖然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仍深受國家政

策影響。而在共產中國的體制下，教育要為政治服務，德育被賦予濃厚

的政治色彩。在當前的改革開放和進行現代化建設的環境下，德育亦負

上特別任務。 

反之，香港長久以來在殖民地體制下採取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又

有相對發達的公民社會，為維持多元化的價值體系，政府並無鼓吹特定

的意識形態。故此，在德育上形成可說是放任自流、百家爭鳴的局面。

官方於 20 世紀 80 年代始才稍為積極介入，以回應普及教育的後遺症，

並配合政治變遷的需求。 

課程決策和組織 

中國內地以黨領國，在「黨國」（party-state）體制下，不獨教育事務

須接受執政黨的領導，執行政治任務，在德育方面，亦由相關的黨部門

組織設計，並以黨意作為德育政策的綱領。例如教育部或前國家教育委

員會往往要配合中共中央或領導人的講話來發布相應的德育政策。這種

執政黨直接指導和掌管德育政策的課程決策和組織模式，即使在地方層

面亦相若，由執政黨組織從中央一直延伸至地方以至個別組織。由於各

級均有黨部，各級政府和組織接受黨組織的領導，以貫徹中央政策，故

方針的齊一性較強。雖然在三級課程管理制度下，各級仍有一定的自主

性，但亦只是在執行上和方向上的微調而已。例如有關上海市一些德育

方案的通知，便同時由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和市教育委員會共同發布，

亦有由中共市教育工作委員會和市教育委員會共同印發。這種政治掛帥

和執政黨統領性較強的德育政策，且慣以法規方式來指引德育實施的模

式，顯然和香港大不相同。 

反之，長期以來香港的政治和教育體制在德育政策方面並不看重，

政治色彩亦不濃厚，甚至沒有專職部門處理學生的德育事務（教育署的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亦只是近年才成立）。況且鑑於學校體制中多元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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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並存的格局，政府並沒有制定統一的德育課程。同時，在「一國兩

制」的框架下，課程決策方面亦不受中央支配。就此而言，德育政策可

說是下放至學校層面來自行決定，而政府最多只是擔當倡導和支持的角

色而已！於是學校獲得很大的自主空間來推行德育。亦因此，半官方機

構和民間團體在推展德育方面反而扮演積極角色，諸如開發教材和設計

課程（彭健夫，2004；Ho & Ho, 2004），例如廉政公署、公民教育委

員會、公教教研中心、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香港神託會、循道衛

理聯合教會學校教育部、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契、孔教學院、「德育

關注小組」等等。另外，由政府撥款的優質教育基金，於過往六期

（1998–2003 年度）的撥款中，共資助了 57 項「品德教育」計劃，資

助總額達 2,600 萬港元（優質教育基金，2004）。這類型的計劃以培養

道德價值觀為目的，包括品德和倫理教育計劃，主要是透過多樣化的活

動和教材去培養學生的道德發展。品德教育中的部分計劃是以發展德育

課程為主，以照顧學生不同成長階段的需要。另外有部分計劃是根據宗

教的教義、智慧和經驗去製作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品德和修養。還有一

類品德教育計劃是融合教育，主要針對特殊學校學生的需要而設計適切

及全面的課程和活動。 

教育原則 

兩地雖屬華人社會，受中國傳統思想影響深遠（區婉儀，1995；曾麗珠，

1996；Au, 1994; Chong, 1998），然而兩地在意識形態方面仍存在巨大

差異（張貞潔，1988）。內地以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理論為

本，這反映在上海的課程方面亦講求政治方向正確。反之，香港因「一

國兩制」關係，仍能保持回歸前的生活方式和教育體制基本不變，兼且

以往受西方自由主義影響，故並沒有明確及定於一尊的政治和道德指導

原則。此外，宗教團體在香港教育體系舉足輕重，不少教會學校的德育

都富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徐錦堯，1996；Cheng, 2004）。 

http://jesus.cir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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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兩地在教育和課程改革進程中，都愈益重視「學生為本」的

理念和教育原則，力圖配合兒童或青少年的發展特點，視學生為學習活

動的主體，由此亦採納更為照顧或注意學生需要的教學原則。 

課程宗旨和目標 

課程宗旨和目標相當程度反映了教育原則。在上海，課程貫徹國家課程

的目標，無論是小學思想品德或初中思想政治課，均以「五愛」為主題。

德育的目標亦由憲法和義務教育法作明文規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服務，以培育社會主義所需要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實現國家或社會的目

的。另外，1997 年上海中小學課程教材改革委員會辦公室（1997）又

設定十七項德育價值，就是熱愛祖國、努力學習、尊敬師長、團結友愛、

熱愛集體、遵紀守法、禮貌待人、熱愛勞動、艱苦奮鬥、愛護公物、誠

實正直、同情寬容、認真負責、勇敢堅毅、惜時守信、自尊自信、熱愛

科學。就此而言，上海的課程特別著重個人修養和集體主義，符合國家

主導取向。亦有更多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道德要求，富於國

家至上和崇尚執政黨色彩，例如愛國愛黨和甘於奉獻的精神。 

相反，長期以來，香港官方的學校教育目標和課程綱要並沒有明確

指定特有的道德觀。直至 1993 年，《小學課程指引》（香港課程發展議

會，1993a）亦只是以舉隅方式提出一些普遍性的道德價值，如誠實、

忍耐、忠誠和祟尚真理等。至於《中一至中五課程指引》有關群性和德

性發展的目標有四：一是幫助學生確定及建立個人的倫理價值觀，並把

這些觀念運用在現今社會的問題上；二是幫助學生養成認識和了解香

港、中國及世界關注的事情的習慣，並在學生的能力範圍內對解決這些

事情作出貢獻；三是使學生認識中國文化的優點，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

的尊崇，並培養學生對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價值觀及生活方式，採取積

極的態度；四是幫助學生欣賞香港是一個生活中充滿豐富文化的國際城

市，並培養他們把這文化應用在個人發展方面（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19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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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學校公民教育指引》（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6）則重視包

括個人和社會屬性在內的三十多項價值，可謂兼收並蓄，涵蓋多元的理

念和價值觀，尤其在著重自由、平等、人權、理性等重點方面較上海顯

著。然而，近年香港當局倡導的價值集中在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

國民身分認同、承擔精神五項，則稍為偏向集體取向的要求。 

課程內容 

上海德育滲透在學科教學、勞動教育以及社會實踐等多個領域，其德育

的範疇甚寬和系統化，涵蓋諸如道德品質、心理素質、思想政治、法律

和國情知識等多方面。其中政治內容佔重要部分。而近年為了配合社會

變化和青少年需要，亦加強了諸如法律和相關心理知識的介紹。 

反之，香港德育在官方課程上便顯得較不明確和鬆散，亦較少具體

的指引。然而，晚近的課程改革顯然增加了國民身分認同和中國元素，

尤其是香港和中國在各方面的緊密依存關係，雖然在認同程度上仍未如

內地般出現強烈的愛國主義和黨國崇拜。 

德育推行模式 

當前上海德育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實施有時代特點和上海特色的德育系

統工程，構建大、中、小學縱向銜接，學校、家庭、社會橫向貫通的德

育工作體系。教育途徑和方法以學校為主，家庭和社會互相配合。學校

中以課堂教學（學科教學）為主，並和環境薰陶、社會實踐、勞動鍛煉、

班團隊活動、愛國主義教育的常規制度和各種重大紀念日活動互相補

充，形成全員、全程和全方位的格局。德育工作走上系列化、規範化、

制度化的軌道。 

至於香港學校推行德育的模式，由於教育署採用了「學校為本課程

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的方式，加上德育並未

列入公開試之內，因此每所學校的德育課程都可因應學校情況，由教師

決定教學內容，形成百花齊放的景象。每所學校的課程內容未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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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其他學科課程有明顯分別（林智中，1994；香港教育署，1997）。

大部分德育元素已滲透於學校不同級別的課程中，如中國語文、中國歷

史、宗教、社會教育和常識等科目。同時，大部分中、小學亦標榜採用

滲透方式推行德育，例如透過不同科目、早／午／週會講話、班主任課、

課外活動等來推動德育。反之，只有少部分中、小學開設獨立的德育或

倫理教育科，由專任教師擔任。例如，香港教育署（1997）的文件便顯

示，在 1996–1997 學年全港約 1,200 所中、小學中，約有 40 所小學開

設德育或倫理教育科，另有 80 所及 60 所中學分別在中一至中三及中四

至中七開設德育或倫理科。 

故此就課程實施而言，上海德育是「多管齊下」模式，規範化和系

統化。而且，每每要因應政治形勢和配合國家政策，受中央高度重視，

有大致劃一和必修的課程和教材，有特定的課時和活動，要根據國家既

定政策執行，並跟從頗為嚴格的規限。反之，香港強調「校本方式」，

且以全校參與來推行德育，故此留給學校較大的自主性和選擇空間，亦

容納多元取向並存。各校普遍宣稱以滲透方式來推行德育。唯亦可能出

現若隱若現、名不副實的情形。 

總 結 

那麼，兩地又可以如何互相借鑑對方的經驗呢？比較滬港兩地無疑是我

們觀察「一國兩制」實踐的良佳案例。兩地既同時是中國的先進城市，

但在兩制下又展現不一樣的特色。有關上海的德育工作經驗，比較突出

的是其正規化和制度化的規劃，組織化程度較高，具有集中力量的優

勢。另外，其領導和管理體制較完善，在管理、調查研究、培訓和教學

幾方面的隊伍都頗為專門化。這都是香港值得學習的地方。 

反過來說，在沒有政府規管又沒有一套固有規範下，香港的德育推

行模式則較富靈活性和多元化；且眾多團體的蓬勃參與和熱心支持亦是

一個長處。在校本課程設計和教材的開發上甚為豐富多姿，亦能給予學

校和教師頗多的選擇。此外，由於沒有單一意識形態作指導思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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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向來淡化價值觀的灌輸，反而較重視理性分析，及發展學生的獨

立思考和道德判斷能力。故此，很早已經引進諸如價值澄清法和道德認

知發展法等西方理論（徐明心，1992）。此外，香港在傳媒教育和生命

教育等領域亦較早和較多作出探索。這些經驗可供上海借鑑。 

實務問題 

就推行狀況而言，1997 年上海市教育委員會德育處對全市 1,149 所中小

學管理工作現狀進行了問卷調查，並和部分區縣德育工作者進行了座談

研討（《上海市中小學德育現狀調查》課題組，1997b），顯示多數學

校已比較重視學校德育管理體制的建立和完善，普遍建立了德育領導小

組；已有 19.9% 的小學和 65.8% 的中學、專設政教處或德育處；並有

較健全的例會制度，定期研究學校的德育工作。雖然中小學德育工作的

計劃制訂已普遍受到重視，但計劃的實踐性、針對性顯得不足。有大部

分學校對學生思想實際了解甚少，有些專題教育流於形式，德育專題教

育和德育活動課由於師資、課時安排等原因常被擠佔，中小學生在校的

勞動時間平均每天僅有 4 至 12 分鐘，勞動教育亟待加強。畢業班亦存

在輕視德育的現狀。且不少學校認為經費是主要問題，沒有把德育作專

項看待。同時，特級教師中德育教師，以及德育特級教師中德育研究室

研究員和班主任的比例亦偏低。尤其要者，另一項相關研究指出學校德

育還沒有擺脫「應試教育」的影響，存在偏重形式的傾向，德育的應付

和應急問題仍存在（《上海市中小學德育現狀調查》課題組，1997a）。

特別是知與行、理論與實踐脫節的現象，導致部分學生忽視對自身思想

品德的培養。 

相對於智育，德育在香港學校所佔的比重仍然偏低，且往往和官方

的號召相悖。這種現象與考試為本及其背後的功利主義、教師的學科認

同、教師在課堂的自主性，以及過分注重紀律問題都有很大關係（黃家

樑，2002；C. C. Lam, 1991; Y. C. Lam, 1999）。由於考試主導學校教育，

教學偏重學術知識的灌輸，於是與考試無關的德育被嚴重「邊緣化」，

淪為陪襯品。只有少數學校開設獨立的德育和公民教育科，且有堂數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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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弊，嚴重影響教學質量。一項就 346 所中小學的問卷調查亦顯示，

教師推行德育時仍碰到不少困難（胡少偉、黃鳳意，1999）。一般來說，

各科在課程緊迫的情況下，根本難以滲透德育；加上近年如資訊科技、

普通話、預防愛滋病、基本法、性教育及環境教育等各方面對學校課程

的要求很多，與德育競爭課時，德育因而受到抑壓，教師亦沒有充裕時

間幫助學生認識道德問題，更遑論培養他們的道德意識，發展道德判斷

能力。 

另外，跨課程的建議尚未落實，在學科教學中進行德育往往有名無

實（Chan, 1996）。例如由社會科、科學科和健康教育科統整而成的小

學常識科，無論在教學或師資培訓方面都是一項巨變，教學上更遇到不

少困難。因此，必須注意教師對學科統整的看法和對「統整科目」常識

科教學的了解，以及學校行政和教師培訓等問題（蘇詠梅、鄭美紅、梁

操雅、黃余麗華，1999）。 

現時教師職前接受的專業培訓亦缺乏倫理或公民教育。教育統籌局

或前教育署雖有些短期課程給教師，但流於零碎。教師未受完整培訓，

易流於跟著教材走，未必能設計出貼近學生需求的教材。香港中文大學

宗教系在 1998 年向全港四百多所中學發出問卷，有 183 所學校共 993

位教師交回問卷。調查發現，與德育有關的倫理科、公民科及宗教科的

任教老師，僅有 127 名曾獲職前或在職培訓（〈德育課教師僅 13% 曾

受訓〉，1999），可見有關培訓仍待加強。 

未來的發展和研究方向 

從上文可見，兩地都進行課程改革，重點既有差異亦有相同。就共通處

來說，就是德育範圍的擴展朝「生活化」、「發展能力」、「積極學習

者」和「課程整合（綜合）」方向，重視「實踐活動（社會服務）」和

「教學過程的優化」。此外，亦顯現諸如「學生為本」教育理念、重視

基本（共通）能力及態度與價值觀之培養、關注德育與學生生活經驗和

現實社會聯繫、強調學生參與和體驗、加強應用和實踐、注意發展學生

個性化和多樣化的發展需要；亦加強學校自主開發或選用課程的空間，

http://library.hku.hk/search/aChan%2C+Lai-fong./achan+lai+fong/-2,-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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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課程的適應性並減省課程內容（國家教育行政學院，2003）。這些

轉變，再加上現有的約制，在實務上對學校和教師都是新挑戰。故此，

在研究方向上對這些新課程和教學模式作經驗總結將會是當務之急。同

時，在課程校本化和愈益多元化的處境下，對各校實踐作相應的「行動

研究」（action research）似乎更是兩地的優先項目。 

最後，就德育施教和學習的對象─學生，我們亦應該增加對他們

的價值觀面貌、形成和發展因素的研究（例如 Wong, 2004），如此才

能對症下藥，提高教學的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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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of Moral Education at Basic Education Stage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Retrospect and Prospects 
Kwan-Choi TSE 

 
Abstract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re have been large-scale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reforms in Hong Kong and Shanghai which carry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se places. This 
article aims to summarize their experienc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hen 
pointing to the future directions of development, it also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on practices and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