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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

(黃俊傑，2003) 研究指出最近十幾年來，經過許多關心教育的人士的大力提倡，
通識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已經獲得了相當的共識，但我認為現行的通識教育是
否已經配合香港教育制度及政策 或 配合聯合國開發計畫署1994年在《世界人類發
展報告》中提出了人類安全議程（見框注8.4）或 配合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
的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育應圍繞範圍的內容？應該研究
一下！
第二章 文獻探討撮要
第一節、現行香港通識教育課程及結構
(張燦輝，2014) 曾經這樣說：
『回想十多年前的香港，廢除通識教育之聲可謂不絕於耳，反對者的理
由包括：浪費學術資源，教師與學生的態度冷漠，三年制下學生沒有空
間修讀主修外科目等。時至今日，卻似乎沒有人再懷疑通識的存在價值，
不管是學生還是老師，人人都說通識是好的，似乎毋需再討論通識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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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理。在香港，在政府的提倡下，甚至中學以至小學，都開始談通識
教育。很少人會再去辯論通識是否應該做，問題似乎只是如何做。』
(頁 39)
而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議會及中學組 (2014) 高中程度的通識教育科課程的宗旨:
1. 加深學生對他們自身、社會、國家和世界的理解；
2. 幫助學生透過處理不同情境中 (例如：文化、社會、經濟、政治) 經常出現的當
代議題，建立多角度思考；
3. 幫助學生成為獨立思考者，使他們能夠建構知識，面對個人和社會環境的不斷
轉變；
4. 幫助學生發展與終身學習有關的能力，包括批判性思考能力、創造力、解決問
題能力、溝通能力和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5. 幫助學生欣賞和尊重多元社會中文化和觀點的多樣性，並學習處理相互衝突的
價值觀；以及
6. 幫助學生建立個人的價值觀，並且加以反思，使他們能夠作出抉擇和判斷，最
終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識見和負責任的公民。
香港的通識科在 2009 至 2010 學年正式落實，通識教育科： 單元一：個人成長
與人際關係；單元二：今日香港；單元三：現代中國；單元四：全球化；單元五：
公共衞生；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共分六個單元。
而我認為（張燦輝，2014) 所說通識教育不可能囊括所有科目，是因為現行通識
教育定位有問題，通識教育的定位應該是時候要檢討，檢討內容是基於通識教育課
程結構所涵蓋了人類處境和當代世界的重要關注領域，其實有一個共通點能囊括所
有科目的通識，這就是人本主義心理學之父馬斯洛 1943 年發表「基本需求論」人類
的需求分類--安全需求。
我希望做到學生能透過『安全教育』，反省一個人應如何理解自己的存在及生
活。
第二節、通識教育的缺點
（MBA 智库百科，2014）因為通識教育科目的多樣性，通識學生的所學定必不
及其他專科學生所學之專。其科目之多，亦有可能對其學生造成沉重的學習壓力及
學生認定沒有需要學習通識教育。相反亞 瑟 ‧ S‧ 雷 伯 ； 李 伯 黍 (1996)安全需求
會比較有目的性及有用，因為安全需求已經包括了:
1.

生理需求包含： 生存、饑餓、口渴、性、取暖等：食物、飲水、衣服、房屋、
睡眠、休閒、運動、性生活、逃避痛苦、感官刺激、醫藥、冷氣、暖爐、交通
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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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理需求滿足後，會開始產生渴求未來的生活也能夠安全穩定。安全需求包含：
個人安全、生活安定、工作保障、儲蓄、學習技能、環境衛生、司法公正、 治
安良好、社會和諧、國家安全、世界和平等。

3.

社會需求包含：愛情、親情、友情、親戚之情、鄰居之情、同事之情、團體參
與、社會服務、國家認同等。

第三節、教育應圍繞範圍
蘇春景 (2010) 提示我們於 199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立的國際 21 世紀教育委
員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了一份「教育：財富藴藏其中」的報告書，提出教育
應圍繞以下基本內容：其中一種是學會生存、學做事情對環境的影響。
第四節、安全教育
我認為香港理應實行『安全教育』。但因為安全教育有分很多種，而聯合國於
1994 年提出「人類安全」概念，跳脫以國家為中心的安全觀，轉而以個人及社群為
主，所關切的是人類生活安全的保障與品質的提升，如：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
康安全、環境安全、個人安全、社群安全、政治安全。
(朱明權，2011，頁 11) 認為安全領域可按分析單元層次分析成三個部分，即分
析單元是國家，分析單元是人，分析單元是國際社會。而在內涵上其實經常會出現
部分重疊的，盡管它們的不同提法反映了使用者不同的偏好或偏重。
第五節、為什麼選擇全球安全而不選擇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第 1 章_探索國家安全─國家安全一般認識 (2014.10.13) 簡單說明了影
響國家安全因素有: 1) 國家主權已因全球化而不再成為單一考量因素；2) 跨國企業、
恐怖組織、區域結盟及科技發展等因素造成國家自主性降低；3) 區域經濟統合使國
家主權影響力衰退；4) 國際互動使國內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擴大成為區域或全球的安
全威脅。國家主權已因全球化而不再成為單一考量因素。全球安全比國家安全較多
樣化，落點較闊。
全球安全
(朱明權，2011) 講全球安全是將人類居住的地球視作一整體，並強調全球化的
影響，特別是安全的全球化。而他說全球安全的概念除了關注戰爭與衝突外，還特
別強調那些超越國家邊界的問題，如：環境問題、能源問題、恐怖主義問題、貧窮、
傳染病、環境惡化、國家內部的種族和部族衝突、性暴力、政治壓迫、大規模殺傷
力武器、跨境犯罪等多方面和多成因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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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通識教育科課程結構應該以「全球安全」為發展方向
因此，我認為通識教育科課程結構應該以「全球安全」為發展方向，而是「個
人成長心理學與人際關係社會學」、「今日香港保安研究」、「現代中國保安研究」、
「全球化保安研究」、「公共衞生保安研究」及「能源科技與環境保安研究」為發
展方向。
我希望研究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的可行性，因為（吳傳國，2011）講安全是
人類生存的核心議題，沒有安全就沒有發展，枉論其他所課福祉的追求；安全也是
個人、家庭、社會及國家生的重要基本條件，他亦指出派克(Otto Pick)曾指出，安全
問題是人類有秩序存在的一項基本前提。就人類生活發展要來看，安全一直是政治，
社會所關注的重心。
雖然香港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國，安全威脅感覺可能比較低，但因為作為
地球上正在生存一員(作為人類)，作為政府是否應該為了學會生存、學會與人共同生
活、學知識、學做事情對環境的影響，而去教育 / 學習作為人類所要面對、所面臨
的安全威脅，本文章研究主要目的為，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的可行性。
第七節、預計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的困難
1.

教育政策過程
(劉仲成，2005) 一書講述學者 Dye 於 1998 年出版瞭解公共政策一書指出了一個
政策的過程需要經歷，界定問題、排入決策議程、規劃政策方案、政策法規 / 政策
合法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六個階段。
2.

六個階段裡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
(劉仲成，2005，頁 23) 講述學者 Dye 於 1998 年公共政策一書認為政策法規 / 政
策合法化階段是一個開放，公開的政策製訂過程階段，它吸引大眾傳媒與大部分政
治學者之注意。(劉仲成，2005)講述學者顏國樑於 2002 年綜合國內外多位學者專家
提出的教育政策在合法化階段的影響因素，有：
1.
2.
3.
4.
5.

行政機關：包括教育部有關人員與行政有關人員在合法化草擬階段的影響。
利益團體：利益團體主要透過直接遊說或間接遊說的方式影響政策合法化的
運作。
政黨：通過政黨是以選擇或議會運作途徑來影響教育命令製訂的過程。
立法機關：在立法機關中，每個立法委員及助理、教育委員會委員及召集人、
程式委員會、立法局等、對於教育政策的合法皆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學術團體：學術團體或專家對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影響的途徑有接受教育行
政機關委託草擬教育法案、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表達意見、參與公聽會或研討
會、以及透過學術團體舉行研討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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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媒體：大眾傳播媒體對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的途徑有對教育政策合
法化製訂或修正過程的報導與評論、匯集和傳遞社會大眾對教育政策合法化
的意見、與作為行政機關及立法委員擬訂合法方案的參考。
利害關係人：所謂利害關係人係指教育命令公報後，政策執行的影響對象。

另外，(劉仲成，2005: 頁 24) 一書學者 Van Meter & Van Horn 亦提出六個與政策
執行有關的變數，這些變數分別是：1）政策標準及目標；2）政策資源（例如：財
源或其他誘因）；3）組織溝通及活動；4）執行機關的特質；5）經濟，社會和政治
條件（例如：執行範圍內的經濟資源，輿論，利益團體的支持度）；以及 6）執行
人員的意向。
第三章 取樣規劃及如何找尋訪談對象
於設計訪談問卷前，蒐集香港教育應圍繞範圍、現行香港通識教育課程結構、
預計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政策的困難，藉此瞭解實行新教育政策會遇到的困
難。
第一節、訪談目的
是次研究有下列目標：
1. 探討支持 / 反對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原因為何？
2. 探討現在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足夠嗎？
3. 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4. 探討有什麼政策令港人認識全球安全教育？
5. 探討全球安全教育在中、小、大學實行的好處、壞處？
6. 探討實行全球安全教育對社會的影響？
第二節、訪談取樣的策略
由於今次研究主題為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的可行性，所以我於香港八所大學
裡面，尋找正在教授全球研究課程的學者協助，最後由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社會
科學學士課程主任沈旭暉教授介紹下邀請了全球研究社會科學學士課程講師陳偉信
先生協助於 2014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在香港中文大學陳國本樓 517 室進行
訪談，以下為訪談問題：
「香港實行國家安全/全球安全教育的可行性硏究」訪談題目：
1) 請說一說什麼是國家安全/全球安全？
2）請說一說什麼是國家安全教育/全球安全教育？
3）閣下支持國家安全教育/全球安全教育嗎？原因為何
4）你認為現在國家安全教育/全球安全教育足夠嗎？
5）你認為有什麼政策令港人認識？
6）贊成中、小、大學實行嗎？好處、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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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行對社會影響有多大？
8）全民教育開資要多少？
9）知否其他國家推行？
10）成功例子？
11）失敗例子？
12）若不推行全民教育，應在中、小、大學推行比較好？原因為何？
13）認為香港唔推行的原因？
14）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15）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會對香港有什麼貢獻？
16）香港實行全球安全教育、通識教育 / 公民教育比較合適？
17）請問還有沒有嘢想講幫到我做呢個研究呢？
第四章 倫理道德
第一節、有什麼關乎倫理道德方面的問題，並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1. 於設計訪談問卷後，將問題電郵給訪談對象，並致電查詢，避免在訪談對象在
未準備好的情況下接受訪談。
2. 在定稿前應逐項核對已給訪談對象說明過背景介紹、研究方法及相關配合事項、
研究潛在風險、研究益處、研究進行中之禁忌或限制活動、機密性、研究的相
關資料將如何處理，儲存地點及保存期限、誰可以使用您的研究資料、研究結
束後或保存期限屆至後研究資料處理方法、如果訪談對象中途退出研究，其研
究資料處理方法、本研究成果之應用、參加本研究皆不須繳交任何費用、有不
參加研究的權利，並有權隨時退出本研究等等...
3. 於訪談後，將訪談對象的訪談回覆，用文字紀錄好，然後交予核對修改及同意
公開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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