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與澳門居民國家觀念的培育 

 

李燕萍 

 

現代社會，每個國家都致力於培育國民對於國家

的情感認同與精神歸屬感，也就是國家觀念的教育。

國家觀念教育是世界各國道德教育普遍包含的內

容，主要指各級各類教育中公民教育類的內容。研究

表明，西方國家對於國家觀念教育的重視程度遠遠高

於人們一般意義上的認知，例如美國的國家觀念教育

主要通過大量生動的具體的歷史教育和儀式教育實

現，使學生接受和認同“倫理價值觀、科學概論、美

學觀，並理解人們所創建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機構的

目的和性質”，從而完成國家教育的目標。1 各種類

型的國家都清楚地認識到，一種行為只有在道德上被

確認是正當的，才能最終獲得自己的合理性。在中

國，近代以來的國家觀念是從主權意識開始的，民族

救亡的迫切性催生了捍衛國家主權為核心的國家觀

念。“一國兩制”為國家觀念的培育注入了新的內

容，是在近現代國家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種新型國

家觀念。本文在考察澳門國家觀念的歷史脈絡基礎

上，具體分析了“一國兩制”對澳門國家觀念培育的

意義與價值所在。 

 

 

一、澳門居民國家觀念培育概況 

 

對澳門居民的國家觀念可以從回歸前後兩個時

段進行考察。回歸前，澳葡政府進行殖民管治，澳門

人不需要明白國家、民族、主權對自己的意義，客觀

上造成了澳門的國家觀念教育整體水平比較落後，但

是由於各個愛國社團的努力，澳門也積累了較強烈的

愛國意識，由於社團運作方式不同，呈現出百花齊放

的局面。回歸後，特區政府不斷加大教育投入，完善

教育制度，對澳門社會的公民素養提出了教育總目

標，國家觀念教育也逐漸成為公民素質教育的重要內

容，使得特區居民的國家觀念培育整體上得到提升。 

第一，回歸前，澳門居民國家觀念長期存在着零

散化、碎片化，刻意淡化民族情感，愛國意識等內容

的現象。在澳葡政府統治下，澳門中小學的教科書都

刻意迴避公民教育的內容，如部分小學取消公民科，

改設健康教育，部分中學則開設道德倫理課取代公民

科的內容。造成了德育教育偏重於道德教育的層面而

忽略了公民教育的部分，但大多數學校的道德及公民

教育課程都認同中華民族的歸屬意識，只是在國家觀

念上有傾向性區別。澳葡政府對澳門人的教育採取放

任、不介入的態度，並沒有將澳門人培養成葡萄牙公

民或澳門公民，這樣的政策對澳門造成的後果是大部

分澳門人對政府事務冷漠，處於“臣民型”和“疏遠

型”的政治文化結構中。2 由於澳葡政府對澳門人教

育的不重視，澳門人的教育由一些民間機構或私營學

校予以支持或經營，澳門政府的教育部門無法在教育

界中起帶頭作用，學校各自為政，教育的改革或策略

無法有系統的推行，支離破碎，各校的重視和發展程

度參差，發展水平令人憂心。加上內容和教材不一

樣，各校編撰的或選用的教材花樣百出，各有特色，

有些沿用舊方法，有些力求新穎，但是始終程度不

一，整體推行德育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受中國

傳統在德育教育的觀點影響，主題不夠開濶，以書本

知識為主，強調教師講授為主，在德育教育中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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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的目標上，最多只能達到知善的目標，尚不完

整。1987 年中葡簽署澳門問題聯合聲明後，澳門進入

長達 12 年的過渡期，為了確保澳門順利回歸祖國，

實現“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問題

更加受到澳葡政府、教育界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關

注，由於之前的德育教育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偏重品

德及社會生活的培養，隨着澳門回歸祖國及基本法的

制訂與諮詢工作，各界人士迫切的呼籲要加強澳門人

的道德與公民教育，並提高澳門人的公民意識，提升

澳門人對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這一時期公民教育受

到澳門社會各界的普遍重視，公民教育開始進入政府

的工作議程，學校德育開始改變以往注重修身、品德

養成的價值取向，開始關注政治以及澳門社會問題，

配合澳門過渡期的發展需要，配合澳門的文化觀、價

值觀、社會觀的變革和發展的要求。總之，在回歸前

這個階段，澳葡政府並沒有培育出有效的國家觀念，

澳門居民的國家意識主要是在愛國社團的引導下得

到逐步發展，由於各個社團運作方式不同，澳門居民

也積累了較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各有特色的愛國表現。 

第二，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在保障學校高度自

主權的基礎上，積極培養社會各界的愛國心和國家意

識。澳門學校一直享有高度自主權，包括自行決定國

民教育內容。澳門在 1999 年發表《德育及公民教育

指引》後推出一系列國民教育措施。教青局開設德育

中心及“愛祖國愛澳門”網頁，為學校推行國民教育

提供意見。自 2008 年開始，教青局全費資助學生，

參加黃埔軍校訓練營，透過瞭解人民解放軍對國家建

設的貢獻，培養學生的愛國心。政府又為學校及社會

團體提供大額資助，組織內地交流團、慶祝國慶及澳

門回歸、紀念五四運動等。澳門的國民教育，也有不

盡完善之處。例如，葡萄牙人四百多年前立足澳門

後，透過澳門為中國的天文、曆法、數學、武器製造、

海防、以及難民收容作出不少貢獻，在澳門亦留下法

制、天主教、藝術、以及建築等遺產，但沒有任何課

程對此作出介紹。然而，政府的柔性推行、不作強硬

規範並未受到坊間反感。澳門與香港不同之處在於澳

門對國家的認同一直高於香港。一般人對澳門的歷史

發展與成就不甚了了，也沒有清楚的澳門人概念，因

此較易接受國家觀念，對國民教育不太抗拒。3 為了

貫徹愛國愛澳教育，有必要對全澳學校的愛國愛澳教

育提供幫助和引導，使其成為澳門全人發展與社會發

育的重要基地。為此，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教青局)委

託國務院教育部屬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中央官方

角度為澳門中小學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編寫教科

書。希望通過完善教科書品質來提升澳門教育深度。

事實上，澳門有自己的歷史文化、獨特的政治、經濟

和社會生活環境，編寫體現本地文化的教科書成為人

們對優質教育的重要期盼。 

 

 

二、“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國家觀念培育中的意義 

 

澳門特區政府在 2000 年提出愛國主義和公民意

識應在整個教育領域內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切實的推

行，政府致力於弘揚中華文化，培養市民愛國愛澳的

情懷。2005 年進一步提出加強“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以及中國歷史文化的教育，增進青少年的國家民

族身份認同。這些充分反映出澳門特區強調社會個體

對國家和民族認同的重要性，是澳門社會關注的重要

議題。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意識到“一國兩制”作為

特別行政區產生和存在的前提條件應當成為澳門國

家觀念培育的重要內容，對於塑造澳門的社會意識形

態、提升公民整體素質有着重大意義。 

第一，“一國兩制”有助於明確國家內涵。受歷

史因素影響，澳門地區在澳葡政府統治下缺乏國家民

族的教育，許多居民不清楚也不需要明白國家、民族

和主權對自己的意義，對於國家的理解很多停留在王

朝更迭、帝王天子的意識中。從 1987 年開始的回歸

過渡期，澳門社會人士意識到進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

與迫切性，開始採取各種措施，舉辦一系列教育活

動，加強公民教育，提高澳門人的公民意識。其中，

“一國兩制”更是成為清晰國家概念的重要表述方

式。“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內，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香港、澳門和台灣實

行資本主義。“一國”是“兩制”前提。認同“一國

兩制”首先必須認同“一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

認同國家的主體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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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樹立國家

觀念對於正確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十分重

要。要把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擺在公民教育的突

出位置，讓社會各界更多領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

更多感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發憤圖強的光

輝歷程，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的

巨大成就，更多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和發展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內在

聯繫，牢牢把握澳門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命運前程，加

深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愛澳情懷，增強投身“一國兩

制”事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把國家觀念貫穿於基本

法實施過程中，樹立國家觀念，把中國歷史文化和國

情教育擺在公民教育的突出位置，顯得更加重要。 

“一國兩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項基本國

策。堅持這項基本國策是實現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必

然要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

成部分，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各方的長遠

利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

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

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

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第二，“一國兩制”是澳門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

基石。澳門開埠以來，隨着族群之間不斷融合，逐漸

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社會生長形態，主要表現為社

會主體之間的交往與認同方式。在澳門社會，無論是

東方文化背景的華人還是西方文化背景的葡人，在聯

繫各自世俗的文化體驗和自身的定位以及實現這些

聯繫的過程中通過尊重理性和尊重他者的方式達到

了對彼此之間的認同，從而構建出一個文化多元，相

對和諧適宜的社會環境。回歸後，“一國兩制”條件

下，澳門居民基於其作為澳門人的身份，獲得了在澳

門政治社會中的位置，擁有自己的權利、義務、責任、

忠誠對象以及認同。每個社會個體將重新評估自身的

特有的生活和政治體驗，以一種休戚相關的精神，將

自己置於大背景之下，並融入現實的政治生活之中。

“一國兩制”恰恰給這種轉變提供了精神指引，引導

各種不同族群的人們有序地融入這次社會建構過程

之中。其中，推動國情教育和基本法教育是澳門社會

持續健康發展的前提。任何國家都會充分利用自身的

歷史資源來提升公民的國家觀念，進行規範系統的國

家成就教育。例如，美國學校的國家觀念教育主要通

過大量生動的具體的歷史教育和儀式教育進行，宣傳

美國的建國史、成就史，凸顯美國的主流文化精神，

加強歷史研究成果的轉化運用，突破政治軍事史的傳

統內容，增加民族史、婦女史、城市史、文物史、服

飾史等教育內容，豐富歷史教育的體系，增強現實性

和吸引力。4 清朝文學家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

先去其史，可見歷史教育的重要意義。對於澳門而

言，幫助市民尋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從各個層面推

動國情教育，是社會傳承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為

此，應當從青少年的啟蒙教育開始，認真推行基本

法，讓學生們真正認識“一國兩制”。學生們應當理

解到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憲法和基本法結

合在一起，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基本法的每

一項規定都是為了實施憲法，把憲法規定落到實處，

只有讓青年學生在認識歷史、認識基本法的基礎上，

培養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才能令他們牢牢地把握與

祖國命運相連，成為未來特區建設的棟樑之材。為了

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就要加強對青少年

的愛國愛澳光榮傳統的教育培養，自覺增強推進“一

國兩制”事業的歷史責任感。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持續多年的民調顯示，“一國兩制”和“愛

國愛澳”穩居澳門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前三位，超過八

成受訪者為自己是中國公民而自豪。這恰恰應該成為

澳門社會向前發展的基礎與起點。 

第三，“一國兩制”是構建新型國家觀念的重要

橋樑。中國古代有過樸素的國家起源思想，如“朕即

國家”的觀念，然而現代民族國家的意識是在西方的

國家概念進入中國之後才逐漸形成與完善起來的。梁

啟超就曾以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為依據，強調“國

家是人民之公產，而非君的一己之私”，“國家立法

之權，民有權干涉，國家行政之權，民有權過問，國

家司法之權，民有權管理。”在理論上為構建中國國

家學說提供了參考模式。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揭示

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為中國人民送來了改變現

狀和命運的新思維。隨着以契約論和人民主權論為主

要內容的現代國家觀念不斷深入發展，關於國家權力

的“合法性”問題成為國家觀念中的重要課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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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國家權力來源的“合法性”並非指符合法律條

文，不在於統治者自己宣稱統治的合法性，而是指一

整套全社會、包括統治者和絕大多數被統治者認可、

認同的道理、規則和行為標準體系。馬克斯‧韋伯認

為，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經濟等因

素，但是“除了這些以外，通常還需要一個更深層的

要素——對正當性的信仰”。每個權力體系都會試圖

建立並培育人們對其正當性的信仰。“一國兩制”的

政治安排使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個國

家內都獲得了正當性，這個安排極大了扭轉了人們對

這兩種制度關係的傳統認識，是構型新型國家觀念的

出發點。“一國兩制”條件下，政治意識形態將突破

傳統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對抗的觀念，進

而積極探索兩制互補、互為利用的相處模式，在這個

基礎上，國家觀念將得到極大提升，正如楊允中所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推翻封建專制帝制後百年覺

醒翻身、自主奮進的歷史經驗總結，也是民族偉大復

興的壯觀現實演示，當前講中國特色絕不能忽略‘一

國兩制’內涵，這個特色很可能在勢將長期存在的社

會主義初級階段繼續存在，但這絕不是壞事。單一制

國家憲政開始具有複合性，使之更具生命力、凝聚

力、向心力，它可以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民主在實

踐中成熟。”5 

 

 

三、“一國兩制”下澳門居民國家觀念的 

培育路徑 

 

澳門回歸以來的實踐表明，只要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按照基本法原則處理各種關係，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澳門就能沿着正確的方向走

好。在這個過程中，積極培育澳門居民的國家觀念有

助於團結社會各界力量，不斷沿着長期繁榮的道路前

進。為此，“一國兩制”條件下，澳門居民的國家觀

念可以從增強學校的傳統文化教育，培育社會公民的

法治意識，強化家庭成員之間的影響力等方面進行。 

第一，在學校，注重學生的傳統文化教育，培養

國家公民意識。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手段，通過網絡等

媒體讓學生有更為便捷的瞭解途徑與渠道。事實上，

中國的傳統文化包含着建設國家觀念時所需要的價

值觀和方法論。如傳統文化中的“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傳統，“天

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仁者愛人”、

“民胞物與”的大愛情懷，“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的憂患意識，“人無信不立”的做人準則，“和而不

同”的思維方式都是現代社會公民應該具備的。培育

青少年成為“一國兩制”事業可靠接班人，是實實在

在的社會系統工程，直接關係到政府依法施政、以人

為本理念的落實，關係到新形勢下更高水平的“一國

兩制”實踐，是社會不容忽略的熱點。6 

第二，努力培育全社會的法治觀念，尤其是按照

基本法辦事的意識。公民法治意識是推進法治建設的

思想觀念前提，公民法治意識具有法律創制功能。在

創制和應用法律過程中，法治意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

導意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法治不僅是“依

法”之治，而且是“良法”之治。實現法治的前提是

以“善良之法”為基礎，能否創制出“善良之法”和

立法者的觀念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繫。也就是說，實現

“良法”之治就必須以法治意識為思想觀念前提，在

法治意識指導之下，才能創制更多的“良法”，為

“善治”提供思想基礎、法律基礎。所以，國家法治

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公民法治意識的

培育，以此提升現代法律的價值，弘揚法治精神，最

終促進更多“善良之法”的創制，實現更加和諧與民

主的法治社會。“一國兩制”下，澳門社會傳統的法

治觀念應當融入更多基本法意識，澳門居民的法治意

識應當以基本法為根基向前有序發展。 

第三，充分利用澳門社會家庭觀念強的優勢，通

過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影響培育澳門居民國家觀

念。澳門社會很好地傳承了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人們

在春節、端午、中秋等民族傳統節日時都會舉家團

聚，重視家庭傳統，可以在傳統節日寄託民族感情，

體驗民族文化認同，作為培養公民國家意識的途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定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獨特

發展空間，只要在重視家庭傳統的基礎上，有意識地

增強國家觀念教育，通過代際之間的影響力，澳門社

會一定能建設出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和“一國兩

制”事業的主力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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