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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的課外活動和公民教育
謝均才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試國針對課外活動在校內公民教育活動的架構、課外活動的開設、項目、性質、組織、成員和學生參與
等數方茵來穢討目前本港中學利用課外活動推符合民教育的情恆。總括而苦，由於很多消極間窯，藉著課外活

動來推行合民教育，實在未許樂觀。最後，本文並對今後藉中學課外活動推行公民教育的措脂及策略，以及研

究課題作出建議。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ways of implementation of civic education throug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in terms of their parts in the structure of schools' civic
education programmes , the provision , items , nature , membership , organization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students' participat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 not optimistic to promote civic
education through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s there are many negative factors involved. Finally , it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uture civic education programmes through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 as well a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o be explored.

課外活動和公民教育

成年人志願組織的縮影 3 則學生參與課外活
動，能有助他們了解和掌握政治過程，並提高

公民教育 (civic or citizenship education) ,

他們的社交和政治技巧。學生組織亦可以使學

簡吉之，就是一個政治社區內對其成員施行之

生學習到自治的價值和熟習基本的管治程序。

教育。公民教育的目標廣泛 3 包括對學習者的

故就此而育，學校活動猶如「小製民主 j

知識、價值觀、態度、信念和能力等各方面的

「影子政治 J (shadow politics) (Massialas ,

培養。除了公民知識和價值方面外，不少學者

1969) 。特別對擔任幹事的學生 3 學生經織更

和教育家均強調公民能力的培養 3 以及實際行

為他們直接提供政治管理的經驗。實際上，

動，諸如知性和決策技能、參與社廠、與人分

生親身參與，對民主經驗的培養攤為重要，因

工合作和溝通能力等等山。

課外活動作為第三課程

為只有這樣 3 學生才能身體力行。反過來並可

(the

third

由其知識、態度、信念等其他方間的學習效

curriculum) ，對學生多方面的成長，起顯著的
教化作用和具有重要的教育價值

果。一些外士也實証研究亦顯示，學生參與課外

(馮 3

活動和個人政治效能感、公民能力、將來的政

1982 , 1988; Frederick , 1959; Haensly et a l. 1986;

治和社會事務參與有正向關係 (Levenson ，

Biernat & Klesse , 1989) 。向時，除了正規課程

1972;

1979: Jones. 1980: Cuccia. 1981: Hanks
1981; Eyler , 1982; Condrad , 1991; Trent &

Ehman.

外 3 不少政治和教育學者(馮， 1987 ， 1988;

Faunce ,

或

1960; Ziblatt , 1965; Fozzard , 1967;
1969; Dawson. et a l. 1978 , 161-163)

Braddock , 1992)

Massialas ,

。本港近年的一控研究亦發

現，課外活動的參與和投入程度高者，比其他

都寄望透過學校的課外活動來促發公民精神和

學生 3 有較高的投票意願、公民知識和積極態

培養公民能力。把學校的課外活動和組織視為

度 (Cheung & Leung , 1994; CDC , 1995) 。在香
港，教育署亦響應此種看法。一九人五年公佈
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 (以下簡稱《指引}

),

以及在九六年修訂的《指引》也注意到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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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並花了相當篇幅去討論如何藉它們去推廣

校內師生關係、課外活動的參與和學校的民主

公民教育。首先，八五年《指引》簡略地提到

風氣的薰陶等等都對塑造學生的公民意識起著

希望透過各類授課外活動的經驗來發展學生的

的作用。八五年《指引》對推行公民教育

人際技能、領導才能以及社區精神 (pp.66“沌，

的一項最意要建議，便是強調舟一個全校參與

84)

;並且希望在參加課外活動時，老師和學

的策略 (whole

school approach) ，充份利用各種

生能建立一種民主開放的氣氛，彼此透過商議

機會，藉著跨學科的正規課程，以及各種的課

的形式來培養學生自發參與的精神。此外，

外活動和校風等非正規課程去推行公民教育 p

《指引》也呼籲教師在選拔幹事時，能(最量開
放提名及選舉程序，讓更多同學能有機會擔任

領導工作 (p.70) 。至於學生參與方窟，

{指

引》也特別提到讓學生得到機會，去白發地參
與學校生活，例如設立學生會和社組織等，讓
學生有更多機會去學習民主和加強師生溝通等

(pp.75-76) 。

九六年《指守 I~ 雖然討論課外活動的作用

方面較前簡單，也談及希望學校提供機會，並
鼓勵學生參與學校生活中的各種組織和活動，

以成為一個積極參與社會的公民 (pp.24 ' 5051) 。

八十年代以來，本港在課外活動方面的研

究，巳經積累了不少成果(馮， 1988 ;香港小童
群益會等，

1989 ;碟， 1994) 。以往學者亦探討

滲透給學生，以提高他們的公民意識。出於教

署給予學校很大的自主權去推行公民教育，再
加上《指引》也只是屬於建議性質，故此公民

教育的推行便取決於個別學校的反應。發展下
來的情況便是眾多學校各自為政，視乎其本身
的條件和自發性去推行公民教育。在推行公民

教育的學校之中，也視乎校方對「公民教育 j
的概念和對付自 I~ 的理解、詮釋和熱誠，就
《指引》的內容和建議，各自進行工作。同
在組織上，儘管教著希望學校能加強公民教育

在學校的統籌、管理和協調，並成立公民教育
統籌委員會的組織和設立公民教育主任。可是
際情況是目前不少學校仍未有設立這類機
制，或是這類機制仍然有名無實。而即使有公

了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和其學業成積和德育發展

民教育組和公民教育主任，他們在整個學校行

的獨係(郭， 1994a , 1994b; Fung & Wong ,

政架構內卻並不是佔有主導位章，公民教育短

，並對本地中學課外活動的組織、策劃和

的工作計劃和負責範閻常常十分有限，或是缺

1991)

類型等作過相當深入的分析。可是迄今卻尚未

乏適當的支援，也缺乏和非正規課程的配合。

有就課外活動和公民教育的閱(系作系統的探

很多時候他們的工作只限於在學年中件頭式安

討。布本港公民教育的研究，亦偏向討論公民

插一些公民教育活動如講座、展覽、比賽、參

教育的內容和取向、《指引》的目標和正規課

觀等，故此並未能充份利用非正規課程的機會

程的內容等(瞥， 1984 , 1994; Lee , 1987; Tsang ,
in press) 。本文則嘗試利用多項現成資料，來填

去向學生系統地開展公民教育。除非是學校對
巴設立的課外活動小組或學會進行一些改造?

補這方面的空隙。由於課外活動的包協商甚

或增設專門的公民教育活動小組，否則很多時

多本文乃分別就課外活動在公民教育活動的

都不能發揮其公民教育的作用。各教師仍然隸

架構、課外活動的開設、項目、性質、組織、

屬不同的小姐或學會，而他們之間也鮮有協調

成員和學生參與等數方頭來探討藉課外活動來

如何來策劃公民教育，國而造成各活動各島為

進行公民教育的界限和局限。

政，公民教育未能落實的情況。其實要利用全

校參與的策略來推行公民教育，先決條件是全

學校組織對公民教育的策劃和協
調:課外活動在公民教育活動的

架構和角色
除了正規課程外，非正規課程諸如校風、

校教師都要對公民教育的內容和目標有充份的

認識和投入，以及在組織上有相應機制進行統
籌策劃，才能有計劃和有系統地發揮作用。可

是在學校推行公民教育 p 組織上已經有所不
足，那麗在課外活動方面又有何限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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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成疑時，特別是政治教育的範疇。它們舉辦

的項臣，多是涉及廣義的公民教育，如關心社
會、服務社會，以至環保教育等問。

課外活動的舉辦
先就學校舉辦課外活動的情況來說，儘管
不少教育學者都寄望透過課外活動來促發公民

課外活動的籌割、組織和成員

精神和培養公民能力，可是現實的情況卻往往
差強人意。雖然目前本港各中學推行課外活動

的情況都比從前蓬勃 3 平均每間學校每學年都

舉辦達三十多項課外活動，性質也相當多元
化，包括體育、藝術、學術、興趣和服務等各

項活動(馮， 1987; 馮等， 1994) 。但其實利用課
外活動來推行公民教育並不容易，首先，學校
設備和課外活動有密切的關{系。一般來說，由

於政府和資助中學的設備比私立中學為佳 3 故

此所能開設的課外活動項目亦較多。例如在九

三年，政府、資助和私立中學各開設 34.00 、

30.55 和 2 1. 42 項的課外活動(馮等， 1994 ,
72) 。由此可見，私立中學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

機會亦相應較低(高

Leung , 1995; Tse ,

1986; 馮等， 1994; S.W.

1992) 。

其次，由於課外活動的多元化 3 其個朋項
臣的目標和內容均未必能配合公民教育。事實
上 3 中學筒設的課外活動項目，仍普遍以學衛

和體育類別為主(馮等，

1994 , 73) 。至於和公民

教育有比較密切關係的項臣，儘管比以前有所

增長。可是除了公益少年團外，學生會、社會
服務閱和社會科或經公科舉會等卻尚未普遍。

九三年賭設這四類項目的中學便分別為

在校內推行課外活動，亦面對不少的阻礙

(陳， 1994 , 12ι131) ，最主要者為教師和學生能
力和意願不足，以及考試和正規課程對學生參
與課外活動的壓力。大部份教師因工作量太大
和帶領課外活動的技巧訓練不足，故降低其帶
領課外活動的意膜。學生方面則組織能力低和

意願不足，欠缺參與課外活動的主動性、恆心
和責任感。教師和學生雙方又互為影響，左右
課外活動的推行。

此外，要在學生參與課外活動時提供一個
開放民主的氣氛，也極依賴課外活動小綴顧問
老師的態度和行事風格。負責課外活動的教師

由於本身興趣、能力、經驗以及工作壓力不
悶，在引領課外活動詩也往往採取不同的方
式，有些教師偏向自由放任，完全由學生工作
策劃 3

自己只掛頭銜;有些則偏向教師主導，

連選拔幹事也控制得很緊，甚至越組代施;也
有教師會表現民主閱放，自己只擔任顧問的角
色。在課外活動的具體工作上 3 一些研究(馮等

, 1994 ， 91-92) 顯示本港很少中學純粹由學生自
己負責課外活動 3 反之，仍然是以「導師為

3 學生為副 j 為最多 (58.24%) ，其吹則為

「學生為主，導師為副 J

(30.77%)' 且仍有

80.2% 、 58.9% 、 43.0% 和 46 .4% (馮等， 1994 ,

13.92% 的學校純粹由教師自己負責課外活動。

74) 。反之，大部份中學提供的課外活動項臣，

故此 3 學生從課外活動習得的民主參與經驗也

仍集中在文娛康體方面，而社會服務團體在總
體上仍佔少數。而直接和公民教育有鶴的項自

極為分殊。
至於課外活動小緩幹事會幹事的選拔機

則更少。實際上，除了社會科或經公科的學會

制 3 也很視乎顧問老師的作風而有相當大的差

和服務性的課外活動團體，其他小組和舉會的

別，卻不能完全保證提名和選舉均符合公詢和

活動，使鮮能室接吻合公民教育的主題。學校

民主的原則。而琨行的情況是 3 學校在考慮到

舉辦課外活動的目標 3 亦仍以「發展潛質 j 和

中五中七向學的公開試壓力和為中六學生的升

當生活 J 為主(馮等， 1994 , 76) ，卻不是明

學前景著想，都偏向選派中六向學擔當軍耍的

顯以公民或政治教育為目的。

幹事職位。由於幹事會常常都是由中六學生負

玉，即使和公民教育較密切的組織 3 如

擔領導位置?因而剝奪了其他年級學生參與的

公益少年園、社會服務團、社會科或經公科學

機會，並有建公平時放的原則。而中六學生也

會、時事學會等，其活動和公民教育的關係亦

常關一身兼多職，擔子份外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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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和投入課外活動的情況蚊

能方面就受更多的限制了!它們的工作主要集中

在文娛康樂及福利的提供，而鮮能參與校內的
課外活動除了組織上的難題外，最根本的

行政、教學和紀律等事宜。同時，通常學生會

問題還是學生的冷漠反應(馮等， 1994 ，沌， 92-

的參與都只很於被知會和執行學校既定政策和

95; T凹， 1992) 。燼管學校舉辦了不少課外活

措施，而未能達到諮詢、制衡以及監察的水平(

動，但很多學生卻反應冷淡，只做掛名會員，

馮， 1986)[呵。極其量是向校方提供意見或向同

甚至根本一項也不參加，根據九三年的另一項

學收集意見後再向校方轉達，結果學生會舉辦

大規模的學生參與課外活動的情況的調查顯示

不少的活動便變成執行學校既定的學生節臣。

(練，

例如替學校舉辦競賽性質的文娛康體活動，以

1994 , 105)

)本港中學生仍有不少為不活躍

分子，約三成多的中學生沒有參加任何課外活

及向問學提供福利品。故一般參與校政的程度

動。其次，學生參加課外活動，也隨年級、性

仍然相當低，或所謂參與都是在一些比較坎耍

別和隨學業成績有異，以中六學生為主，女生

的地方。同學自發地組織起來的程度很低，發

或好成績者較多。

揮不了更大的自治功能，又焉能達到民主自治

造成學生未有積極參加課外活動的成因有

的理想呢?

多項，例如課外活動未能顧及學生的口昧、學
生的學習和功課壓力(特別是對中五和中七的學

總結和建議

生而吉)、害怕影響學業、好朋友不參加、以及

學生對學校以外的事物更感興趣等等(馮等，

總結而宮) {盡管不少教育界人士寄望以

1994 , 106) 。而學生最喜愛的課外活動，仍以體

課外活動來進行公民教育，可是從現行中學課

育活動為主，反之，經公科會知甚為冷門(馮

外活動的適切性來看，我們並未能寄望它們能

等， 1994 ， 80) 。調查亦發現，很多學生期望學校

有效地進行公民教育。目前本港中舉的學生會

能多辦一些同學感興趣的活動，以及在舉辦課

以及課外活動小組都尚未能充份發揮其作為民

外活動時多些徵詢問學的意見，給予同學較多

主茁闊的功能，讓學生有實際經驗去參與校

的自主權(馮等， 1994 ， 107-108) 。

務，更遑論建到學生民主自治的境界。

學生會的限制

來實施公民教育的狀況仍離理想甚遠)

故此綜合來說，現行本港中學藉課外活動

~指

引》中很多建議還未能落實成為學校的具體工
一般課外活動小組的功能和限制已在上文

作。而不論在組織及學生參與等數方面均有很

交代過了，至於學生組織方茁，如學生會或代

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例如，如何推廣和改進公

表會又能否發揮學生自治的精神，並能達到公

議少年園、社會服務閱、社會科或經公科學

民教育的功效呢?目前中學的學生會，在發揮

會、時事學會和學生會等團體，並加強其活動

公民教育的功能也恐怕相當有限。

和政治教育的關係。又如某些學生(私立中學學

首先，在目前本港四百多問中學中，由於

生、某些年級學生、男生、學業成績較差者)參

種種原因，仍有約三成多的學校未設有學生會

與課外活動的機會相應較低，如何提高這些學

悶。至於在設有學生會的中學，學生會的代表

生參加課外活動，如何解決學生不積極參加課

性和自主姓也受相當多限制。所謂代表性，

外活動的問題，以滿足學生參加課外活動的期

指學生會幹事產生的程序是否符合公平開放的

，以及如何消除在校內推行課外活動的阻

原則。至於自主性，就是指學生會在參與校政

礙，如改良課外活動小組幹事會幹事的選拔機

待所能達到的範間和對校務可以控制的程度。

制，使之更符合公聞和民主的原則等等。如何

先就代表性來說，岳前仍有不少學校把學

正視現存的問題及參照學校的實際運作情況的

生會幹事的提名和選舉程序緊緊操控，甚至由

限制來加以改善 3 都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茁對的

校方欽點代表。至於自主性方面，學生會的職

問題。

課外活動和公民教育

此外，除了《指引》外，公民教育的推廣
還需要其他措施的配合，例如師資培訓和校政

民主化等等。不然的話，我們的新一代青少

年，仍然得不到公民教育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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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以法等(1 994) 。香港中學課外活動概況調查報告，載於
陳德恆(編)，

{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十週

年紀念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頁的 -99 。
馮穎賢(編)

(1 986)

0

{校政民主化》。香港:香游基督徒協

進會。

最後 3 就研究方向前古?過往研究仍集中
在課外活動的一般情況、或是正規課程和公民

教育的關係。反之，課外活動和公民教育的仔

郭偉祥(1 994a) 。課外活動與少年成長，載於陳德恆(編)

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真 36-40 。
郭偉祥(1 994b) 。課外活動與道德教育一些近期的研究，

細分析卻仍甚為缺乏，且在研究方法方面則偏

載於陳德值(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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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遍年紀念文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頁41-49

案研究和質化分析。此外，課外活動和學生組
織所受的限制、學生參與校務的實際經驗、

架國強(編)

(1 995)

0

{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和投入如何影響學生的投票意願?公民知識和
態度等等課題，我們仍所知甚微 3 也尚待進一
步的研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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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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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卷第 5 期， 3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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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主釋

[1 ]公民教育和相鷗概念的定義和目標，請參看

Hursh

(1 994) 及 Ichi10v (1994) 。
印有關公誰少年國各項活動，可參見各期《公益少年盟

國刊》

[3] 根據賀圖強(1 995) 編訂的資料所作的統計，在 414 所
本地中學中(排除國際學校和特殊學校後) ，共有 6 1. 78%
的學校設有學生會。

[4] 本地迄令仍鮮有學生會具體運作的研究 3 本節分析乃

主要根據我在九四至九五學年在六所中學所作之鋼案分析

(Tse ,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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