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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簡介 

 

「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由 Roundtable Community 通

識教育交流協會以及作為夥伴的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和宗教教育

與心靈教育中心合作籌辦，得到優質教育基金所支持。本計劃認為國民教育應促

進學生對國家事務的關注和投入，讓他們建立與國家休戚相關的共同情感和認

知，以及對國家發展的獨立看法。 

 

根據香港教育局的課程指引，新高中通識教育科<現代中國>單元便提出要培

養學生「愛國心」和認同感以及對國情有深入了解的目標。為此， Roundtable 

Community 通識教育交流協會希望配合指引，藉整合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發展

相關教材、教師專業培訓及支援活動，推動容納多元思維的國民教育方式，建立

學生對國家事務的關懷和認同感以及對國家國情的多角度批判意識。本會現與合

作夥伴希望透過推動「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以落實

理念。 

 

本會期望這次合作將成為非政府組織、大專機構與學校三方推動教育發展的新

模式，優化香港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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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委員會名單 

委員會召集人 

 

沈旭暉博士 (Roundtable 通識教育交流協會召集人 兼 

Roundtable 研究所及網絡助理主席) 

 

委員 

 

梁恩榮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 

王秉豪博士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總監) 

張灼祥校長 (拔萃男書院校長) 

許正宇先生 (香港證監會上市科副總監、香港未來基金會主席) 

張銳輝老師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會主席) 

馮智政先生 (「現代中國共同『睇』工作小組代表 兼 

Roundtable 研究所及網絡助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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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工作小組名單 

工作小組代表 

馮智政先生(Roundtable 研究所及網絡助理主席) 

 

項目經理 

林輝先生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項目助理 

廖本勤先生 (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 項目助理) 

羅慧妍小姐 (Roundtable 研究所及網絡助項目助理) 

 

秘書 

曾家洛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項目主任) 

盧日高先生 (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高級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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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經中國」全港中學辯論比賽 

 

中國國力近年不斷上升，其政經狀況及發展已成為世界重要的關注點。然而，

中國社會內也存著不少隱憂如貧富懸殊、城鄉差距及三農問題等。本計劃舉辦「政

經中國：全港中學辯論比賽」，希望透過不同具爭議性的中國政經辯題，讓學生

有更多機會接觸相關中國時事，並透過辯論過程，更投入國家事務當中，增強國

民認同感。 

 

比賽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四日正式展開，共有三十二間參賽學校，比賽以淘

汰形成進行，第一回合初賽、第二回合初賽、半準決賽經已順利完成。季軍戰及

總決賽將定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日，於柴灣青年廣場舉行，現剩下四間學校爭奪

冠軍之位，分別為拔萃女書院、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

學及沙田培英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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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總決賽資料 

「政經中國」全港中學辯論比賽 總決賽 

日期：2010 年 7 月 10 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五時三十分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Y 劇場 

 

評判：(按姓氏筆劃序) 

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工會聯合會) 王國興議員，MH  

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行委員 杜耀明博士 

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 林輝先生 

Roundtable Pioneer 署理總幹事 崔偉恆先生 

香港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張國華博士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會議委員 劉夢熊博士 

公共專業聯盟主席 黎廣德先生 

香港中文大學辯論學會首席顧問 蕭少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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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參賽學校名單 

﹙按筆劃序排列﹚ 

 

九龍塘學校中學部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東華三院黃芴南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拔萃女書院 

南亞路德會沐恩中學 

迦密中學 

迦密主恩中學 

迦密愛禮信中學 

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 

陳樹渠紀念中學 

基督教聖約會堅樂中學 

彩虹天主教英文中學 

華英中學 

景嶺書院 

順德聯誼會譚伯羽中學 

聖類斯中學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葵涌蘇浙公學 

新會商會中學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龍翔官立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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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各場比辯題 

第一回合初賽 

 

 

 

 

 

 

 

 

 

 

 

 

第二回合初賽 

 

 
 
 
 

半準決賽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發展利多於弊 

中國經濟發展比社會發展更為重要 

臺灣應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中國舉辦世博利多於弊 

中國企業國進民退不利經濟發展 

中央政府應徵收住房保有稅 

中央應在西藏推行一國兩制 

中國對美國產品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利多於弊 

中國銀行體系比西方的更穩健 

中國應統一城鄉戶籍制度 

中央應給予流動人口選舉權 

中國應建設東亞共同體 

全國高鐵系統無助中國整體發展 

中國應取消對少數民族的福利及優惠 

網絡自由有助發展中國民主 

中國應以孔子文化改善中國國際形象 

中國應讓臺灣為世衛會員

中國應廢國家防火牆

中國應取消一孩政策

中國不是貨幣操縱國

新聞自由有助中國社會發展

中國應實行一黨專政

中國政府應接受媒體的監督

中國應進一步接受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營運

中國在非洲進行新殖民 

零八金融危機是中國改革良機 

現時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方針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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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比賽晉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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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四強學校資料 

4.5.1.  沙田培英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於第一回合初賽與迦密中學對賽，以反方身份為「中國應統一

城鄉戶籍制度」進行辯論，並由第一副辯莫匡賢同學獲最佳辯論員。於第二回合

初賽沙田培英中學繼續為反方，與聖公會鄧肇聖中學對賽，辯題為「中國不是貨

幣操縱國」，並由第一副辯梁旋駿同學獲得最佳辯論員。半準決賽為正方隊伍，

與藍田聖保祿中學對賽，辯題為「現時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方針是正確的」，並

成功進入四強比賽。 

 

沙田培英中學於半準決賽與藍田聖

保祿中學進行激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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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於第一回合初賽以正方身份，與五旬節聖潔會永光

書院對賽，辯題為「全國高鐵系統無助中國整體發展」，並成功晉級。於第二回

合初賽，遇上九龍塘學校中學部，並以正方身份為「中國應廢國家防火牆」進行

辯論，成功晉身半準決賽。半準決賽以「零八金融危機是中國改革良機」為辯題，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為正方，擊敗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順利進入四

強。第二副辯余鴻君同學分別在第一回合及第二回合初賽獲得最佳辯論員。 

 

 

與第二回合初賽與九龍塘學校中學部對

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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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拔萃女書院 

 

 拔萃女書院於第一回合初賽對戰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是為反方隊伍，

並順利晉級，辯題為「中國企業國進民退不利經濟發展」。第二回合初賽辯題為

「中國應實行一黨專政」，與反方對伍南亞路路德會沐恩中學對賽，由主辯郭懿

恩同學獲得最佳辯論員。半準決賽辯題為「中國應進一步接受國際非政府組織在

中國營運」，與反方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對賽，成功晉身四強。 

 

 

半準決賽與仁濟醫院林百欣中

學比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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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於第一回合初賽為反方隊伍，與葵涌蘇浙公學對賽，

辯題為「中國經濟發展比社會發展更為重要」。第二回合初賽與東華三院張明添

中學對賽，辯題為「中國應取消一孩政策」，結果由第二副辯吳建霆同學獲最佳

辯論員，並晉身半準決賽。半準決賽遇上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以正方身份為

「中國在非洲進行新殖民」進行辯論。主辯黃宇瀚同學分別在第一回合初賽及半

準決賽獲得最佳辯論員。 

 

 

 

 

 

第二回合初賽與東華

三院張明添中學對賽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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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辯論培訓講座系列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一共舉行了五場辯論培訓講座，主要對象為中四至中七學

生，並邀請到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楊哲安先生、Roundtable Community 總幹事林

輝先生、社民連創黨主席黃毓民先生、《信報》總編輯陳景祥先生及《AM730》

副社長李相雄先生及 Roundtable 會員羅建熙先生作嘉賓講者，與超過 50 位學生分

享個人工作經歷、寫作及演說技巧。 

 

第一場嘉賓講者：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楊哲安先生 

 

教育局局長政治助理楊哲安

先生於五月三日與超過 50 名學

生分享自己讀書及在局工作的

經驗。楊先生除了分享自己的

在北京讀書及寫作經驗之外，

還向學生了解一下現時教育政

策的成效及意見。由閱讀計

劃，談到教師質素，半百學生熱切向楊先生表示對香港教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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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嘉賓講者：社民連創黨主席黃毓民先生 

社民連創黨主席黃毓民先生於

五月三日與學生交流媒體工作與語

文學習心得」與 120 名學生分享自

己在媒體經驗及學習心得。因為參

與的學生聚多，學生寧在板或站立

都要向嘉賓學習，其好學精神可嘉。 

第三場嘉賓講者：《信報》總編輯陳

景祥先生 

 

《信報》總編輯陳景祥先生於

五月十五日與超過 50 名學生

分享自己寫作及工作的經

驗。陳總編除了分享自己的在

信報寫作經驗之外，還向學生

了解一下現時業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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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嘉賓講者：《AM730》副社長李相雄先生 

 

《AM730》副社長李相雄先生

於五月十九日與超過 60 多名

學生分享自己工作經驗。李

先生除了分享自己的在

《AM730》寫作經驗之外，還

向學生分享一下免費報紙的

發展。 

第五場嘉賓講者：《經濟日報》編輯黃雅麗女士 

 

《經濟日報》編輯黃雅麗女士於五

月廿二日與超過五十位同學討論中

港兩地樓市情況及政治事件，並分

享撰寫社評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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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講座系列 

現代中國共同「睇」：通識教育與國民教育計劃計劃首項目為「通識教育與國

民教育」講座系列，共分三場，首兩場為知識篇，內容是今日中國的政治與經濟，

為前線老師及學生提供現代中國發展重要資訊和相關分析。第三場為理論篇，定

題為：「通識教育與價值教育：中國國民與世界公民的培養」，講者們將與前線老

師一起分享通識教育與價值教育的關係，探究有關學科對學生成長、投入國家與

社會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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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知識篇)    

講題：30 年來中國行政改革回顧與管治的挑戰 

 

第一場講座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舉行，我們有幸邀請到張炳良教授分析

並說明當代中國管治的挑戰、政治對行政改革的影響，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張力。 

 

 



 

20 
 

 

第二場 (知識篇) 

講題：香港在中國經濟崛起的角色 

 

第二場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廿三日舉行，當日講座請來《信報月刊》副總編輯

廖美香女士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對的經濟狀況作回顧，並就中國入世後，香港

所扮演的角色作出分析。此外，廖女士亦會談及中港兩地融合所面對的危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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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理論篇) 

講題：通識教育與價值教育：中國國民與世界公民的培養 

 

四月十四日為第三場講座，是此講座定由梁恩榮博士和林輝先生主講，何榮

漢博士擔任主席。他們將與前線老師一起分享通識教育與價值教育的關係，探究

有關學科對學生成長、投入國家與社會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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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聯絡我們 

查詢及聯絡：Roundtable Community 羅慧妍小姐 

電郵：claudialaw@roundtable.com.hk  

電話：2111-5890 傳真：2111-5883  

計劃網頁：http://www.roundtable.com.hk/MordemChina  

Roundtable Community 辦事處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1 號 勤達中心 21 樓 2107 室 

 

本計劃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 
The Project is sponsored by QEF 

 

 
 
 
 

主辦機構 Organizer 合作機構 Partners  
 
 
 

 Centre for Governance and 
Citizenship 
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 
Centre for Religious and Spirituality 
Education 
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