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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中國模式」前，我們應先了解：為何要探討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在西方已討論多年，儘管中國政府本身還是很低調，但在海外，對這個模

式的討論有增無減。自08年美國金融海嘯爆發，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表現，更令世界各國對

「中國模式」感興趣，更有國際輿論認為「中國模式」而非「華盛頓共識」才是發展中國家

脫貧的發展策略。縱然，「中國模式」並不是為供他國仿傚，但確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義。

「中國模式」對於中國發展本身的意義更不容忽視。大家都知道，今日的中國一方面可

看到輝煌的、迅猛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確存在很多社會問題，如貧富懸殊、勞資矛盾激增

及社會道德水平下降等。如果不能得到及時解決，就會引起社會動亂，後果不堪設想。因此

有必要認識「中國模式」的概念和內涵，總結歷史和經驗，認識昨天的失敗改革自身，歸納

成功的原因作國富民強之道。

最後，在此再次感謝香港電台提供「五十年後之百年而立──中國模式系列」節目錄音、

耀中出版社提供文字紀錄、教育局的資助、何樹洪老師和梁麗容老師提供的教學參考，以及葉

國華教授的指導。沒有大家的協助及關懷國事之熱忱，教材套絕不會如此順利完成。

國民教育服務中心 總監

黃志明

2012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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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弱國。據葉國華教授的分析，清初時中國國力仍是很強，因不斷吸收外來的新知識，然

而，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影響了教皇的權威，引致教皇阻止耶穌會以入世的形式傳教，使中國失去平等交往

的機會。因此，中國的經濟自1820年的高峰下跌至1945年的低谷，直至2010年中國開始復興及出現中國模式

的討論。

葉國華教授提醒大家，提出中國模式不是利用中國的振興來傳教，而中國模式更不是完美的終極模式，討

論時除了參考英美中國的資料之外，更要有建設性的思維。他更強調研究中國模式無可避免地需要討論60年來

共產黨管治所帶來的影響，並從試錯的角度去看待中國過去及未來的發展。

葉國華教授作最後總結，根據高盛的預測數字，中國在2025年時的個人購買力已經是遠遠超過美國。經

濟能量變得強大，必然會帶來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影響，因此中國不可能再當美國的追隨者或附庸者了。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清初時中國國力仍是很強，仍不斷吸收新知識。

2. 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對教皇的權威產生負面影響。

3. 教皇停止耶穌會入世的形式傳教，使中國失去平等交往的機會。

B 1. 中國的經濟自1820年的高峰下跌至1945年的低谷。

2. 討論中國模式不是利用中國的振興來說教。

3. 華盛頓共識（美國模式）因雙重標準及國力走下坡而失去影響力。

C 1. 中國模式不是完美的終極模式。

2. 討論中國模式時除了參考英美中國的資料之外，更要有建設性的思維。

3. 研究中國模式必須討論60年來共產黨管治所帶來的影響。

D 1. 根據高盛的數字，個人購買力2025年中國已經是遠遠超過美國。

2. 經濟能量必然會帶來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影響，中國不可能再做美國的追隨者或附庸者。

3. 中國二千多年來也是用試錯的方法來發展自己。

中國落伍的緣由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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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中國模式的源起及內容

相關概念
 

1. 「殖民主義」是指一個強大的國家，到別的疆土建立移民區（殖民地）及管理當地的行政機構，控制

該地區的自然資源，人力和市場。

2 「停止耶穌會在中國傳教」是指道明會與方濟各會來華後，認為耶穌會太迎合中國人的風俗，如

「天、上帝」等字眼不能代表God，而祭祖祀孔為宗教儀式，應禁教徒行此禮儀，後訴之教宗，教

宗克萊萊門特十一世於1704宣諭稱神須用天主，禁祭祖祀孔，至1773年教宗克萊門特十四世解散耶

穌會，而在中國的傳道工作，則由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接替。 

3.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在1989年，位於華盛頓的三大機構，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就如何解決拉丁美洲國家陷入了長期的通貨膨脹、債務危機等引發的

經濟困難，達成共識，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執筆寫了《華盛

頓共識》一文，主張拉丁美洲國家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

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希

望成為各國進行經濟改革時的參考方案和對策。後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皆以此為標準，

在發展中國家推動經濟改革。

4. 「試錯的方法」亦稱嘗試錯誤法（trial and error），是一種用來尋找解決問題、獲取知識的方法。首

先是要確定待解決的問題，然後選擇一個可能的方法應用在該問題上，如果驗証失敗，再選擇另一個

方法去嘗試，直至找到一個方法成功解決該問題為止。在這過程中，不會嘗試出所有的方法以找出何

者最佳，也不會探討為什麼某種方法會成功，目標是成功解決問題即可。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指出，中國在毛澤東時期是說教型，但到了現在，又到美國說教了。試指出兩者說教內

容的不同。

（參考檔案B）

2. 葉國華教授認為，清初教皇禁止耶穌會繼續用入世的形式在中國的傳教，使中國失去了一個與國際平

等交往的機會。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A）

3. 葉國華教授以姚明為例，說明中國有了巨大的經濟能量，必然會帶來政治的、文化的、外交的影響，

甚至藝術、歌唱的影響力。試舉兩個例子，分析中國的經濟實力如何在其他方面的發揮影響力。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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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是世界共同遺產02

簡介

為甚麼要關注中國模式? 葉國華教授解釋，根據權威的高盛公司預測，五十年後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會超越

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舉辦奧運、世博，及修建高速鐵路，都是中國模式騰飛的象徵。

但他強調，中國模式的討論是跨越200年的時空，走的是試錯的道路，不是西方式實驗的道路，是無數政

黨、領導人、革命者參與試錯才走出中國模式來。中國模式的討論不是作終極結論，而只是階段性總結，因為

現時有60年實踐經驗及指標，能與世界比較，故可以理性地、科學地、有信心地討論。他更補充，中外皆可參

與討論，因為中國模式是全世界人民的共享資產，可造福人類。

葉國華教授承認，中國的試錯過程是造成很大的損失及無數人的犧牲。

他首先介紹中國模式的第一期，是1840年至1949年的覺醒期、摸索期；第二期則是由1949年至1979年的

奠基期。他特別提到印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評價，指毛澤東掃平了中國社會，為未來的發展奠下基礎，但甘

地並沒有做到。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關注中國模式的原因 -- 五十年後中國的經濟規模將是世界第一。

2. 高盛是有地位的公司去預測未來。

3. 中國模式騰飛的亮相: 奧運、世博及高鐵。

B 1. 中國模式不是毛式思想輸出，而討論的範疇是跨越200年的時空。

2. 中國模式是試錯的道路，與西方的實驗道路有所不同。

3. 很多人參與試錯，包括政黨、領導人、革命者的貢獻才走出中國模式。

C 1. 中國模式的討論不是終結，是階段性總結。

2. 現在有60年實踐經驗及指標，能與世界比較，可以理性地、科學地、有信心地討論。

3. 中外皆可參與討論，因中國模式是全世界人民的共享資產，可造福人類。

D 1. 中國的試錯過程造成很大的損失及無數人的犧牲。

2. 中國模式的第一期: 1842-1949 覺醒期、摸索期。

3. 中國模式的第二期: 1949-1979 三十年的奠基期。

4. 與印度比較，毛澤東掃平中國社會奠下基礎，但甘地並沒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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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中國模式的源起及內容

相關概念 

1. 「顯學」是指一種與現實聯繫密切，又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學說；到了現在，則是指熱門、受人

關注的科目。

2. 「模式」是指從不斷重複出現的事件中發現和抽象出的規律；把解決某類問題的方法形成經驗的總

結，便是模式，用來指導未來的設計及完成任務。

3. 「高盛公司」是美國著名的國際投資銀行，1869年在紐約成立，1984年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並

於1994年正式進駐中國內地市場，在北京和上海設立代表處，向中國政府及國內的大型企業提供全

方位的金融服務，協助他們進入國際資本市場，例如協助國內行業內具領導地位的企業到海外發行

股票集資，亦多次為中國政府的全球發行債券交易中擔任顧問及主要承銷商，及為中國國內進行重

大併購活動時提供金融顧問服務。

4. 「實驗的道路」是指研究及解決問題的方法，人們有目的、有計劃的地控制過程，將需要研究的因素

獨立出來，再透過觀察，尋找相關的屬性或聯繫。在進行實驗前，必須先將以往觀察所獲得的事實建

立假說，加以解釋及進行預測，透過進一步的觀察和實驗去證實預測的結果。

5. 「一日的生活圈」是指高速鐵路的建成，減少了交通時間，使原來需要花多天往來的廣大地區，壓縮

成為可以在一天內，在其中獲得資源以滿足家庭或個人在工作、居住、文化、教育、醫療和娛樂等基

本需求的生活圈。

6. 「毛式思想輸出」是指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開始向世界各國介紹毛澤東主義和中共革命的模式，

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更輸出革命和支持外國共產黨以武裝力量推翻當地政府，引起各國政府對中國的不

信任，甚至斷絕外交關係，使中國處於空前的國際孤立狀態。直至文革結束後，中國方面承諾放棄輸

出革命，不干涉別國內政後，才逐漸恢復與國際社會正常的外交和經貿關係。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認為高速鐵路系統的興建意義重大，呼籲大家重視。試解釋高速鐵路系統如此重要的原因。

（參考檔案A）

2. 1842-1949這107年之間，是戰爭不斷、死人無數的大破壞時期，但葉國華教授稱之為覺醒期。你在

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D）

3. 葉國華教授認為中國模式不可簡單模仿，但又指中國模式是全世界人民的共用資產。試分析這兩個觀

點是否有矛盾的地方。

（參考檔案B及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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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如何冒起03

簡介

葉國華教授從自己的親身經歷開始，指出很多國家的學者，皆密切留意中國模式的討論，特別是2009年金

融海嘯後，世界已關注到中國的巨大力量。葉教授強調，他要談的是一個2千多年到現在的中國模式，從非種族

主義、人類主義的觀點，並以理性、科學、基於客觀資料、成果可以全球共用的立場來討論。

自1945年戰後開始，至1990年蘇聯崩潰時為止，美國成一個世界最強的國家，代表著整個世界，那時候，

全世界認為只有一個發展模式，就是美國所代表的西歐北美的資本主義模式。但到了2001年以後美國道德威信

下降，極度的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模式在金融界衍生風暴，就在這時候中國用其30年的成果，引發了大家去討

論中國模式。任何模式得不到經濟、人民生活改善的驗證，是沒有人理會的。最後，他提醒各位要小心，中國

很多政策，最初推出時全世界不理解，總是從英美模式英美道德觀念去批判的。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集體高速運輸對全人類的溝通往來起重大作用。

2. 很多人關注中國模式的討論。

B 1. 2009年金融海嘯後世界已關注中國的巨大力量。

2. 現在討論的是一個2千多年到現在的中國模式。

C 1. 從非種族主義、人類主義的觀點討論中國模式。

2. 用理性、科學、客觀資料的、全球可以共享的立場去討論中國模式。

D 1. 1990年後，全世界認為發展模式只有一個，就是美國所代表的西歐北美的資本主義模式。

2. 2001以後美國道德威信下降，極度的資本主義模式、個人主義模式在金融界衍生風暴。

3. 中國模式必須得到經濟、人民生活改善的驗證。

4. 中國很多政策常受到英美模式的道德觀念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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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中國模式的源起及內容

相關概念

1. 「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是指美國高盛公司中國顧問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

2005年英國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的文章名稱。雷默對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經驗作了一些

總結，認為中國的經驗具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如設立經濟特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

利益（如處理臺灣問題）以及循序漸進（如“摸著石頭過河”）、積聚能量和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

（如積累4000億美元外匯儲備）等特點，其目標是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實現增長。他更認為中國經驗具

有普世價值，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參考。

2. 「人類主義」指一種以關注人類命運，以人類的立場來分析、觀察和設計社會和人生的社會科學範

疇。它認為只有從人類利益出發，才可能帶來公平，保障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避免個人主義帶來的

種種問題。

3. 「計劃經濟」是指一種經濟體制，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消費等各方面，都由政府或有關部門事先

進行計劃，不受市場供求因素影響。

4. 「一孩政策」是指1980年中國收緊計劃生育政策時，在全國大力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

並在198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小孩，嚴格控制二胎，堅決杜絕

多生育」，同時教育、醫療、就業、住房等各方面配合執行。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從1979年的18%，下

降至2006年的1.24%。

思考問題

1. 根據葉國華教授的看法，自2008年10月爆發的金融風暴後，世界各國關注中國的發展，及展開中國模

式的討論。試指出產生這些轉變的原因。

（參考檔案B）

2. 當分析中國的發展模式時，葉國華教授主張不要以國家光榮、民族成就的態度，反之以非種族主義、

人類主義的觀點去討論。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C）

3. 從葉國華教授分析可知，1945-1990年，1990-2001年，及2001年以後，在這三個階段中，世界對美

國所代表的西歐北美的資本主義模式有不同的看法。試比較分析這三個階段出現不同看法的原因。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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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成功的八個理念04

簡介

葉國華教授從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的籌備工作說起，指出上海正有組織地、科學地去測試整個系統，從而

帶出討論中國的發展模式。但他強調，中國政府不喜歡講中國模式，恐怕美國誤會中國正挑戰她的權威。

接著，他逐一介紹日內瓦大學張維為教授提出中國成功的8個理念。

(1)  實事求是，不追求虛無縹緲的東西；

(2)  民生為大，作為施政方針；

(3)  整體思維，用5年計畫作全面的考慮及發展；

(4)  政府是必要的善，打點人民一切生活；

(5)  良政比民主化更重要；

(6)  政績優良做成政府的合法性；

(7)  有選擇的學習，同時作使用的適應；

(8)  和而不同。

他特別介紹張教授其中兩項，一是解放思想， 二是學習。中國的經濟奇蹟是要解放思想地加以研究，及看

看有甚麼值得學習的地方。

面對中國實力的上升，葉國華教授提出要學德國的共享的態度，而不是用強權挑戰的觀點。 最後，他亦介

紹北京大學潘維教授把中國模式拆解成3個子模式: 國民經濟模式、民本政治模式及社稷社會模式的內容。三個

模式構成中國模式。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上海世博是用科學的方法去測試整個系統。

2. 中國政府不喜歡講中國模式，怕美國誤會中國正挑戰她。

B 日內瓦大學張維為教授提出中國成功的8個理念。

1. 實事求是，不追求虛無縹緲的東西。

2. 民生為大。

3. 整體思維，5年計畫作全面的考慮。

4. 政府是必要的善，打點人民一切生活。



9

第一部份 中國模式的源起及內容

C 5. 良政比民主化更重要。

6. 政績優良做成政府的合法性。

7. 有選擇的學習，同時作使用的適應。

8. 和而不同。

D 1. 中國30年成就的重點是解放思想，不要纏繞著及學習。

2. 抱共享的態度看中國的上升，而不是用強權挑戰的觀點。

3. 北大潘維教授把中國模式拆解成3個子模式。

相關概念

1. 「歷史的終結」是指美國歷史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所寫的文章中提出

「歷史的終結」命題，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

史」，而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 此論一出，在

學術界掀起了軒然大波，贊成、反對之聲此起彼落。福山在1992年出版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

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對該命題展開更詳細論述。因1990年蘇聯解體後冷

戰結束，該書被視為肯定「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勝利的著作。

2. 「五年計劃」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推行計劃經濟，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制訂五年計劃，內容

主要是對全國重大建設專案、生產力分佈、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等作出規劃，為經濟發展遠景確立目

標和方向。2006年起「五年計劃」改名為「五年規劃」。

3. 「強權政治」 是指某些強國以軍事經濟實力的優勢向外擴張，違背現行的國際關係準則，力圖建立

由大國操縱的國際體系，將中小國家排斥在國際政治之外。表現出來是干涉別國內政，對其他國家

採取政治高壓政策等。

思考問題

1. 根據葉國華教授的看法，上海世博是有組織地、科學地去測試整個系統。試從他舉出的兩個例子中

找出該測試的合理性。

（參考檔案A）

2. 葉國華教授以歷史上推翻政績不好的暴君作例子，說明中國政府有政績才有合法性，而西方則重視在

民主選舉中當選的才有合法性。試分析這兩種「合法性」會帶來甚麼問題。

（參考檔案C）

3. 日內瓦大學張維為教授認為中國這30年的成就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和學習。試根據中國改革開放時期

的一些政策作為例子，去說明這兩項如何協助中國的發展。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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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的三個階段05

簡介

在討論中國模式時，葉國華教授不厭其煩的提醒各位，複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中國模式後面的理念、

結構、運作邏輯、程式是可以參考和學習的。他回顧2003年時，中國崩潰論和中國模式論仍在爭持不下，但從

2005年至2010年世界金融風暴為止，完全強化了他對中國模式的理解和信心，因此會作出演繹和解釋。

中國模式的發展時期可分為四個階段:

(1)  1842年至1949年是摸索階段，代表人物是李鴻章；

(2)  1949年至1978年是基礎階段，代表人物是毛澤東；

(3)  1978年至2008是創新階段，代表人物是胡耀邦、鄧小平及江澤民；

(4)  跨越時代的是胡錦濤，他重視學習西方思想，能從全球看問題。

葉國華教授展望2010-2050年此後40年，試錯的方向應是空白的地方，例如反貪防腐、民主人權、自由等； 

政府及人民的進步是需要時間，此四十年有足夠時間成為文明復興的階段。

最後，他認為在中國模式的成長過程中是有著中國文化的特點。他特別指出，必須重新審視傳統中國文化，

我們因為過去的弱、窮、卑躬屈膝、自卑，而對所有中國文明體系的東西持負面態度，但沒有這些基礎來探討

過去，也就失去了分寸和準繩去分析將來。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中國模式的複製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2. 中國模式後面的理念，結構，運作邏輯、程式是可以參考和學習。

3. 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模式論的轉變。

B 1. 1842年到1949年是摸索階段，代表人物是李鴻章。

2. 1949年到1978年是基礎階段，代表人物是毛澤東。

3. 1978年至2009年是創新階段，代表人物是胡耀邦、鄧小平及江澤民。

4. 跨越時代的是胡錦濤，重視學習西方思想，從全球看問題。

C 1. 反貪防腐、民主人權、自由等空白點應是中國模式第四階段的試錯方向。

2. 政府及人民的進步是需要時間， 2010-2050年有足夠時間成為文明復興的階段。

3. 邊做邊試邊改的方法，會做成很大的犧牲。

D 1. 中國模式成長過程有著中國文化的特點。

2. 必須重新審視傳統中國文化。

3. 過去的弱、窮、卑躬屈膝、自卑，使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體系的東西抱負面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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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 
 

1. 「李鴻章的形象」中，李鴻章是中國清朝末期重臣，因訓練淮軍，與湘軍一起剿滅太平天國，軍功顯

赫，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在1870年繼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後又兼北洋通商大臣，倡導洋務運

動，成立北洋艦隊，但在甲午戰爭一役，大敗於日本，被迫訂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及遼東

半島並賠償二萬萬兩白銀，因此背上賣國罪名。於1896年環遊諸國，出訪俄國、德國、比利時、法

國、英國、美國等。1900年八國聯軍後，77歲高齡的李鴻章被清延敦促北上收拾殘局，因全無談判

籌碼，1901年只有按照各國所提條件簽訂辛丑和約。李鴻章於簽約不久便即去世，結束極具爭議的一

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自傳中提到，李鴻章被視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

人。隨著史料的陸續公開，讓史學家看到當時國家實力與列強差距巨大，結合當時的歷史和時代背景

後，對李鴻章面對的外交困局，被迫妥協讓步有一種同情及理解。

2. 「三個代表」是指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2000年提出，共產黨要「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在2002年寫入《中國共

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根據這個方針，江澤民在十六大提出讓私人企業家加入共產

黨的政策，因他們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

3. 「羅馬俱樂部」在1968年由意大利工業家Aurelio Peccei，蘇格蘭科學家Alexander King發起，在羅

馬成立的，由「關注人類未來並且致力社會改進」的各國科學家、經濟學家、商人、國際組織高級

公務員、現任和卸任的國家領導人等組成。1972年發表報告「增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

預言經濟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因為石油等自然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引起全球的關注。羅馬

俱樂部成立後，先後發表了三十三份報告，預視人類未來的發展。

4. 「科學發展觀」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2003年7月28日的講話中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

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他解釋說科學發展觀是「第一要務是

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按照「統籌城鄉

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

求推進各項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寫入黨章。

5. 「文明復興」的提出，是因為有些學者認為，中國今天能夠崛起，不完全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以來的種種政治、經濟變革，也不完全是因為30年來的改革開放，而是早在幾千年前中華農耕文明形

成時即已奠定了文明基礎，因此提倡文明復興，發揚傳統文化，但需要有所取捨，因時因事制宜，保

留其核心精神，在形式上根據時代的變化而進行調整。

思考問題 

1. 2005年至2010年，完全強化了葉國華教授他對中國模式的理解和信心。請指出當時有甚麼事件影響

了他的看法。

 （參考檔案A）

2. 葉國華教授分析，因為過去的弱、窮、卑躬屈膝、自卑，使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體系的東西抱負面態

度。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D）

3. 葉國華教授認為，反貪防腐、民主人權、自由等空白點應是中國模式第四階段的試錯方向。試分析這

些空白點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參考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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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式的特點06

簡介

經分析整理後，葉國華教授提出了中國模式的特點如下:

(1)  混合理論模式；

(2)  混合經濟模式 － 指以市場的無形之手加上政府的有形之手配合著國有資本去做成一個比較均衡的社會；

(3)  延續性的、全面的系統思維 － 在沒有反對黨的管治下，把精英民主、普及民主及垂直民主的選舉模式混合

  起來；

(4)  以民為本 － 在民情、民意的壓力下進行測試，產生政績的有效性；

(5)  科學性的試錯的方法論 － 透過學習、試點，然後總結經驗，加以提升、推廣；

(6)  把傳統同國際的接軌，作新的解讀 － 把國際的內容加以適合中國的解讀，如需要將家庭團體的權益同個人

  權利作融匯；

(7)  管治一個大洲規模的國家 － 中國是最早有外交模式、國際法、國際關係的一個早熟的文明。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混合理論模式

2. 混合經濟模式

用市場的無形之手加上政府的有形之手配合著國有資本去做成一個比較均衡的社會。

3. 延續性的、全面的系統思維

沒有反對黨的管治下，把精英民主、普及民主及垂直民主的選舉模式混合起來。

B 1. 以民為本

在民情、民意的壓力下進行測試，產生政績的有效性。

C 1. 科學性的試錯的方法論

透過學習、試點，然後總結經驗，加以提升、推廣。

D 1.  把傳統同國際的接軌，作新的解讀

把國際的內容加以適合中國的解讀，如需要將家庭團體的權益同個人權利作融匯。

2. 管治一個大洲規模的國家

中國是最早有外交模式、國際法、國際關係的一個早熟的文明。

相關概念 

1. 「市場的無形之手及政府的有形之手」中，「無形之手」是指自由市場的價格機制；在價格機制充分

發揮下，市場裡的供給和需求將會達到均衡，資源的調撥也會最有效率。「有形之手」則是前者的相

反，指在計劃經濟內由政府決定資源的調撥及生產的種類、方法及分配給何人。假如無形之手及有形

之手皆同使用，則稱混合經濟，是指既有市場調節，又有政府干預的經濟。在這種經濟制度中，決策

結構既有分散的方面又有集中的特徵，經濟制度中的資訊傳遞也同時通過價格和計劃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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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的政協、人民代表」中，縣級以下行政單位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是由選民直接選出，任期三

年，再由這些代表選出省、直轄市、自治區等的人民代表大會委員，任期五年。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審查和批准本行政區域內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預算以及他們的執行情況的報告。地方各級

政協委員則是由各民主黨派、團體和無黨派人士協商推舉產生，屬邀請委任制。政協委員可以參加討

論國家和地方的重大事務，對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建議；參加政協組織的視察、參觀和調查研究

等。因此，地方的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皆可反映民意，但前者有選舉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委員的

權力，後者則僅能參政議政。

3.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指在1970年代開始，逐漸流行的一種政治經濟哲學。新自由主義

對內支持自由市場及私有化，反對由國家主導的直接干預和生產（如凱恩斯主義），也反對最低工資

影響勞動市場及公司效率；對外則支持自由貿易，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4.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張之洞在1898年發表的《勸學篇》中所提出的，反映了洋務運動的指導思

想。張之洞認為中國傳統的經史之學，這是一切學問的基礎，要放在率先的地位，然後再學習西學中

有用的東西，以補中學的不足。他認為三綱五常是中學之本原，以此反對維新派的君主立憲。他把西

學概括為學校制度、武備制度等， 並非議院制及改革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等 。

5. 「戶籍制度」指以戶為單位的人口管理制度。中國周代時已開始由官員負責紀錄及維護人口的檔案

（戶籍），以作為稅收、徵兵和土地劃分的依據，也限制人口的流動及自行分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後已有戶籍制度，確定公民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但可以自由遷徙。1958年確立了一套嚴格的戶口

管理制度，所有個體被普遍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個人試圖從農村遷移到城鎮地

區從事非農業工作則必須向相關部門申請，但批准的限額是受嚴格控制。但隨著改革開放後城鄉交流

的日益廣泛，該制度已引起廣泛的爭論，因此自2005年開始，已有部份省市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

戶口性質劃分。

6. 「社會主義新農村」最早在2005年由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提出，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

工業提供積累，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使農業得到可持續發展

的基礎，使農村社會能夠實現和諧。2006年又細化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體要求為「生產發展、

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其中更重要的是增加農民收入，及發展農村教育、文

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公共事業。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提出的中國模式的第2個特點是混合經濟模式。試指出此模式混合了甚麼，及各有甚麼優點。

（參考檔案A）

2. 中國模式的第4個特色是以民為本。葉國華教授認為，中國政府非常重視民情民意，甚至學校要開一

個校門口，也要考慮地區人大代表的的意見，可能要開公聽會等。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B）

3. 中國模式的第6個特色是立足於傳統，把傳統進行新的解讀。葉國華教授舉出戶籍制度及科舉制度為

例。試分析戶籍制度中，團體的權益同個人權利之間的矛盾所在。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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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世界，發揚傳統07

簡介

葉國華教授首先提出，應該研究一下中國文明中某些價值觀，曾對中國發展的奇蹟起決定性作用，而不要

盲目否定所有中國數千年的文明體系；他認為百多年來不斷學習西方，兩次不同角度吸納西方的制度才會有今

日的中國。

接著他再提出中國模式的第8個特點: 廣泛吸納各方面的理論的優點來解決中國問題。

他一再重申，應該使用西方國際共同認可的標準，共同參與的機構，用同樣的參數、環境去衡量中國模式

的成敗。由於中國的衰落，學習世界成了一個習慣，有時強烈到使我們失去了對自己國家民族信心；而很多對

中國的偏見是與彼此的價值尺度、意識形態不同有關，但更多的偏見是來自彼此的不瞭解及不充分去學習對方。

葉國華教授補充說，對中國國情瞭解不夠，會使評核或資料的參照產生很大的誤解，因此深入觀察中國社

會、大多數人的農村社會，會對中國的現狀及中國模式有更多的瞭解。

他作最後的總結，發揚傳統是要研究中國兩千多年的制度及儒、墨、法、縱橫等各家思想，如何影響到中

國的未來，而不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中心。中國模式的提出，是要讓大家討論西方世界存在的困境，與中

國某些相對成功的地方作互相參照， 找出各自發展的道路。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應研究中國文明中有某些價值觀，對中國發展的奇蹟起決定性作用。

2. 不要盲目否定所有中國數千年的文明體系。

3. 百多年來不斷學習西方，兩次不同角度吸納西方的制度才有今天的中國。

B 1. 中國模式第8個特點: 廣泛吸納各方面的理論的優點來解決中國問題。

2. 應用西方國際共同認可的標準、機構、參數、環境去衡量中國模式的成敗。

3. 中國的衰落使學習世界成了一個習慣，有時強烈到使我們失去對自己國家民族的信心。

4. 對中國的很多偏見是與彼此的價值尺度、意識形態不同有關，但更多的偏見是來自彼此的不瞭

    解及不充分去學習對方。

C 1. 對中國國情瞭解不夠，會使評核或資料的參照產生很大的誤解。

2. 深入觀察中國社會、大多數人的農村社會，會對中國的現狀及中國模式有更多的瞭解。

D 1. 發揚傳統是要研究中國兩千多年的制度及儒、墨、法、縱橫等各家思想，如何影響到中國的未

來，而不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中心。

2. 超過80%的中國青年對未來是充滿信心，主要是感覺到有個上升的階梯。

3. 提出中國模式是為西方世界存在的困境，與中國某些相對成功的地方作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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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中國模式的源起及內容

相關概念

1. 「中國夢」是指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於2010年所著的書名。書中除回顧中國的百年夢想外，亦對中

國現狀和未來發展戰略作全景式描述，其中關於中美關係的論述引起廣泛注意。「只要中國致力崛

起為世界第一⋯⋯，那麼即使中國資本主義程度比美國更高，美國仍會竭力遏制中國。」中美兩國

之間的競爭是「誰成為頭號大國的競爭，是誰勝誰衰，誰來主導世界的衝突⋯⋯，中國要救自己、

救世界，就要有當舵手的準備。」他認為中國要想「和平崛起」，必須「軍事崛起」，要使美國承

擔不起以戰爭遏制中國的代價，不能做出以戰爭遏制中國的決策，從而把美國始終限制在「和平遏

制」的限度之內。

2. 「青年人的上升流動階梯」中，上升的社會流動是指收入的增加，職位的晉升，知名度的提高等。影

響上升流動方面，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流動的機會呈多元化，農民可

以自由到城市裡去打工或經商，人們可以自由調動單位，致富成為合法合理的事。面對開放的市場，

青年人可參與的階梯增加，會使他們對前景更為樂觀。

3. 「索羅斯的新經濟研究所」是指美國金融家索羅斯於 2010 年 10 月出資 5000 萬美元，在紐約成立智

庫「新經濟思維研究所」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INET），以探索新經濟模式，避免

金融風暴再起危及全球經濟，其中最重要的主張是有關政府管制在經濟和金融市場應該扮演的角色。

索羅斯反對放任金融市場自行調整的主流學說，認為過於依賴自由市場的模式引致出現泡沫，把世

界經濟拖入困境。索羅斯先在牛津大學設立新經濟學研究所，計劃再在全球主要大學，如英國劍橋、

美國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紐約等成立十餘所類似研究所，並會繼續和德國、法國、中國、意大利

的知名學府保持接觸。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提出，百多年來有兩次不同角度吸納西方的制度才有今天的中國。試指出該兩次吸納的

是甚麼及有甚麼特點。

（參考檔案A）

2. 葉國華教授按他自己的親身接觸，認為中國的年青人能找到他們的上升流動的階梯是很重要的，亦可

藉此證明中國的發展模式是有效的。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D）

3. 葉國華教授介紹了中國政府在農村實行的三個政策，包括「花8千5百億人民幣建立全民的初步醫療體

制」、「60歲以上的中國農民可以拿老人金」及「將中國很多農村土地、山林都劃給農民，使他們開

始具備有第一桶金的的資源」等。你認為哪一個政策對農村影響最大，並解釋其原因。

（參考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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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員的自選制度08

簡介

民主的發展是多元化的，中國的民主發展也是這樣隨著時代的改變不斷演進。新一代的領導人在參與政治

工作的過程中不斷改正，從外國回來的也幫助中國不斷演進。中國模式在今後40年是在繼續試錯中不斷發展，

逐步將中國模式對世界作出貢獻。

中國模式的發展受到世界關注的是經濟結構，受非議的是政治結構，尤其是管治結構是核心問題，與其他

多黨合作制比較，大多數人的焦點是一黨專政，認為是一種不民主、人權不張、自由受限制的制度，但葉國

華教授卻認為正好是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的整套模式所產生的正負面作用，給中國形成了一種參照模式。

溫家寶和胡錦濤都是普通家庭出身，完成了大學教育後，到窮鄉僻壤歷練，才上升到中央工作，這個打破

門第階級的制度就是民選制度。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毛澤東對中國的貢獻。

2. 1949至1979年是社會、組織、經濟、生產技術的奠基時期。

3. 1979至2009年是中國模式的加速期。

B 1. 中國通過血汗工廠賺取世界外匯。

2. 30年來中國的進步很大，但損失也很大。

3. 新一代的領導人在參與政治工作的過程中不斷改正。

C 1. 對西方國家非議中國政治結構的不同看法。

2. 某些學者認為亞洲金融風暴的成因是部份亞洲國家沒有認真執行華盛頓共識。

3. 歐豬五國對歐洲的衝擊。

D 1. 中國是考試制度的創造者。

2. 以胡錦濤為例子說明考試制度的功能。

3. 自選的選拔人才制度可是一個管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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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中國的管治理念及模式

相關概念
 

1. 「毛澤東」是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長期出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

共中央軍委主席兩職，所以一直被尊稱為毛主席。毛澤東被視為現代世界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時代》雜誌將他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100人之一。

2. 「高鐵」是指高速鐵路的簡稱，建設始於1999年所興建的秦沈客運專線。經過10多年的高速鐵路建設

和對既有鐵路的高速化改造，中國目前已經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以及最高運營速度的高速鐵路網。截

至2010年12月底，中國國內運營時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鐵路里程已經達到8358公里。

3. 「世博」是指世界博覽會的簡稱，又稱國際博覽會及萬國博覽會，是一個具國際規模的集會。參展者

向世界各國展示當代的文化、科技和產業上正面影響各種生活範疇的成果。舉辦世界博覽會的目的，

是透過一個國際性的展覽平台，使參與的國家在主題上得到廣泛的聯絡與交流。世界博覽會是對當時

社會文明的智慧的一種記錄，和對未來的前瞻。

4. 「歐豬五國」(PIIGS)是指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愛爾蘭(Ireland)、希臘(Greece)、西班牙(Spain)。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如何評價毛澤東對中國的貢獻？

（參考檔案A）

2. 葉國華教授將中國在1949年至2010年期間分為兩個不同時期，試引用例子分析這兩個不同時期。

（參考檔案A）

3. 葉國華教授如何理解被受國際非議的中國政治結構？

（參考檔案C）

4. 「中國是考試制度的創造者」，你同意這說法嗎？

（參考檔案D）



18

大州規模的管治模式09

簡介

西方的外交史學家很著眼於中國的朝貢制度，他們覺得這制度體現了中國以自己為核心，可能演變成強權

的外交政策。葉國華教授認為中國受諸子百家思想的影響，影響著中國的深層文化結構，尤其是受墨家的非攻

思想影響，即反對戰爭和謙讓的思想，幫助弱小和俠義精神；統治階層受儒家思想影響最多，官僚階層則受法

家和縱橫家思想。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儒、道、墨、法、縱橫在春秋戰國時期已滲透到整個中華民族地區，

故中華民族是一個文明體系，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血緣關係。 

中國模式最大特點之一是大州規模的國家地域，這個模式源於大中華文明體系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到

今日發展成十三億六千多萬人口，是一個很大規模的地域。

在中央政府的統籌下，每個較發達及先進的地區都要對落後的地區作出扶持，逐步拉平經濟差異，這需要

很長的時間，也需要一個強大、有效的中央政府。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西方史學家很著重中國的朝貢制度。

2. 諸子百家影響著中國深層的文化結構。

3. 中華民族是一個文明體系。

B 1. 日本認為他們是中華文化的外延。

2. 2050年時，中國的GDP會是美國的三倍。

3. 以星球意識和物種意識寓意中國要謙卑。

C 1. 科舉制度影響著中國的管治制度。

2. 中國的模式最大特點之一是大州規模的國家地域。

3. 過去300年的西方管治模式是源於殖民地體系。

D 1. 因地理關係，中國經濟的級別差異大。

2. 中國大規模的管治哲學。

3.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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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中國的管治理念及模式

相關概念

1. 「朝貢制度」是指明清末以前，中國是以天朝大國為中心，周邊的蕃屬小國是中國照顧的，其地位需

要經過中國的皇帝確認。

2. 「大州規模的國家地域」是指中國以前講家天下，以為是世界的中心，因為看不見海的另一邊是甚麼

東西，看不見沙漠很遠的那邊，以為中國就是中心，所以有天下的觀念。在過去的三千年，中國曾經

有一段時期分成很多國家，很多諸侯國，最集中的時期是春秋戰國時代，即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還

有很多小國家，構成一個大中華文明體系，而這個模式是源於大中華文明體系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到今日發展成13億6千多萬人。

3. 「西方文明體系的管治」是指基於過去300年西方的科技、技術、軍事發展了之後源於有殖民地、世

界大戰的體系而產生了美國一個主導力量。

4. 「農民身份的公民化」是指這個身份形象是決定於有沒有實質的物質自由，如何給農民教育、水、

電、交通、健康等，如果沒有這些實質的東西，公民身份也是多餘的。

5. 「星球意識」是指布達斯俱樂部在1985年一直推行的星球意識。它的說法是若人類去到銀河系、太陽

系和超銀河系，看一看我們的地球，人類就學會謙卑，不再狂妄自大。

6. 「物種意識」是指人類祗是億萬種動物中的其中一種，人類沒有權利和自私自利使其他物種滅絕，這

包括破壞臭氧層和排碳問題，人類要為此承擔責任。

思考問題 

1. 試指出哪些思想影響著中國深層的文化結構？ 以例子加以說明。

（參考檔案A）

2. 葉國華教授如何將中國與美國、俄羅斯及印度作比較？

（參考檔案C）

3. 「中國其實有四個中國」，你有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D）

4. 「減少城鄉之間的差別，其中一項政策是推行農村現代化」，你認為這項政策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有多大？

（提示：試就政策、措施、建議等，以多個考慮項目例如長短期影響、治標或治本、優點和不足之

處、遇到的困難、公眾的接受程度、資源及成本效益等，加以評論。）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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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管治制度10

簡介

今日中國所創建的模式最大特點之一是在沒有戰爭、沒有殖民地掠奪的前提下如何崛起。直至現在為止，

葉國華教授相信中國一定遵從鄧小平的大歷史策略就是不出頭，埋頭苦幹，做好自己的事，發展好經濟，甚麼

也不好出頭。

格林斯潘曾應美國列根政府的要求策劃戰略瓦解當時的蘇聯，前美國國務國卿賴斯曾策劃戰略瓦解東歐，

人類總是存在著互相爭奪狀態，甚麼時候才能到世界和平狀態。中美之間的博奕問題仍在進行中，但在奧巴馬

時代是比較有忍耐意識，葉國華教授認為奧巴馬從非洲、印度尼西亞、夏威夷到美國總統過程中，其人類意識

都是較強的。

鄧小平和胡錦濤均以學習型理論指導中國的管治模式。鄧小平所講的是白貓黑貓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胡

錦濤所講的是全人類所有的文化精華也是人類共享的，對的就要拿來用，不講任何意識形態的從屬。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過去300年發生過多次大規模的戰爭。

2. 中國所創建模式的特點是和平、沒有戰爭。

3. 世界的矛盾令人擔心。

B 1. 中美之間潛在許多問題。

2. 從格林斯潘和賴斯的例子看美國的戰略。

3. 土地和金融是國家的經濟支柱。

C 1. 鄧小平和胡錦濤以學習型理論指導中國的管治模式。

2. 中國在軍事和通訊不要依賴任何國家。

3. 牽涉到國家安全的東西就要發展自己的制式。

D 1. 注入世界人民先進意識的中國模式更符合中國人民的需要。

2. 中國的模式是以三種民主模式為發展基礎。

3. 如何將政協體系從縣、市、省等發展到一個民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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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中國的管治理念及模式

相關概念

1. 「逐島戰」是指在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因為實行逐島戰時建下了一條島鏈，由舊金山直至夏威夷沿太

平洋來到中國、新加坡、菲律賓等一邊直至澳洲，這島鏈無形中成為美國一條敏感的軍事界線，任何

國家的海軍空軍超越這條島鏈，就被美國視為向其權威挑戰。

2. 「格林斯潘」在1926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市，是一位猶太人，在華盛頓長大。於1950年獲得紐約大學經

濟學碩士學位。畢業後，他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深造，但之後輟學。格林斯潘是個「一打噴嚏，全球就

得下雨」的「財神爺」，在克林頓時代創造出「零通貨膨脹型」經濟奇蹟。

3. 「賴斯」在美國出生，是在美國總統喬治布殊第一任期間，任職國家安全顧問，是就任此職的第二位

非裔美國人和第一位女性。2004年11月16日，布殊提名她接替鮑威爾成為國務卿。她主張以軍事手段

解決美國對外的關係，作風硬朗。

4. 「GPS系統」是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簡稱，又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一個中距

離圓型軌道衛星導航系統。它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分地區提供準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時間標

準。系統由美國國防部研製和維護，可滿足位於全球任何地方或近地空間的軍事用戶連續精確的確定

三維位置、三維運動和時間的需要。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相信至目前為止，中國一定遵從鄧小平的大歷史策略埋頭苦幹，做好自己的事，發展好經

濟，甚麼也不好出頭。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他的看法？

（參考檔案A）

2. 「中美之間的博奕問題仍在進行中，但在奧巴馬時代是比較有忍耐意識。」試討論是甚麼因素致美

國有此忍耐意識。

（參考檔案B）

3. 葉國華教授如何引用溫家寶在大學的講話和胡錦濤的一張剪紙去看中國的管治模式？

（參考檔案B）

4. 試討論鄧小平和胡錦濤如何以學習型理論指導中國的管治模式？

（參考檔案C）

5. 葉國華教授不同意把家長制看成等同於家長絕對控制，凡談到中央集權就等同於絕對專權。你同意

這說法嗎？

（參考檔案D）



22

三種民主模式11

簡介

中國的三種民主模式是三個混和在一起的。一個是「垂直民主模式」，一個是「精英民主模式」，一個是

「普及民主模式」。葉國華教授希望將來會有很多憲政專家和法律專家能深入加以研究，探索這三種民主模式

之間如何深入細緻地交接。

葉國華教授認為在回歸前150多年來，香港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幫助中國歷屆政府發展和進步，尤其是在清末

民初數十年，有外交部長和總理都在香港產生，而對海關重要官員、清末至中華民國部長和總統等也產生很大

的影響力。葉國華教授期望香港在回歸50年內，年青一代能持積極的態度，創意地參與中國的民主模式建設。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三種民主模式分別是「垂直民主模式」、「精英民主模式」和「普及民主模式」。

2. 「垂直民主模式」是值得香港人注意。

3. 以物權法為例子加以解釋「垂直民主模式」的重要性。

B 1. 香港對中國的民主模式具一定的影響力。

2. 香港在160年以來，對中國的影響是極之巨大。

3. 香港在回歸50年期間，需要年青一代積極參與。

C 1. 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不是共產黨的。

2. 自1842年鴉片戰爭割讓香港給英國後，各黨各派都拼命找尋中國的現代化模式。

3. 許多仁士拋顱頭熱血喚醒中國人民。

D 1. 中國的科舉制度成為今天管治全球的公務員考核體制。

2. 中國今日的社會結構最核心的是以一個家庭、集體的價值衡量為主，而西方則以個人為中心的 

個人權利為主。

3. 中國的現代化模式應以三千年中華文明為基礎。



23

第二部份 中國的管治理念及模式

相關概念

1. 「垂直民主模式」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從普通老百姓到黨員到市省級的官員一直到中央，是一個上

下流動的、有表決的過程。

2. 「精英民主模式」是指人大、政協這一類的單位成員有投票權，但投票範圍很少。

3. 「科舉制度」是指一種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吏的制度，始於605年時的隋朝，一直延續到清朝末年才在

1905年被廢除。現代社會選拔公務員的制度亦是從科舉制間接演變而來。

4. 「普及民主模式」是指基層的民主建設，負責村級的管理和施政。此跟中國科舉制度相似，是自選

參與的管治模式。

思考問題 
 

1. 中國的三種民主模式是指哪三種模式？

（參考檔案A）

2. 試指出垂直民主模式的特點，並引用一件事例加以說明。

（參考檔案A）

3. 試指出精英民主模式的特點，並引用一件事例加以說明。

（參考檔案A）

4. 試指出普及民主模式的特點，並引用一件事例加以說明。

（參考檔案B）

5. 葉國華教授認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核心福利體制有關鍵性的區別，你可以指出是哪一個區別？你同

意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嗎？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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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創制過程12

簡介

近兩百年來圍繞著中國人面對自己的文明傳統應持甚麼態度，有人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949年至

1989年六四事件，對整個中國來說是一個大反思，幾個大階段的反思都有了結論，就是走向一種混合形的理

論，走向一條不管是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適合的就拿來中國用，不去困擾於某種理論派的成見，現

在中國大概是走著這一條路。

中國現在存在著兩個核心價值的派別，一是認為中國的傳統核心價值是現代中國人的精神支柱，另一是認

為西方的自由平等是中國人應該樹立的核心價值。

在文革時期可以看到制度裡人治的缺點，葉國華教授認為哪個時期不是中國固定的常態，在三千年的歷史

中，講制度的時期佔多數，而且有才能的人管治的時候很著重制度，他認為一種制度裡面的人的因素和人治是

兩回事。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1842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在各方面都處於衰弱狀態。

2. 1949年，馬克思主義曾是中國尋找發展的路向。

3. 現在中國大概走著一條不管是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路。

B 1. 中國的核心價值存在兩個派別。

2. 中國的傳統核心價值是現代中國人的支柱。

3. 自由平等是中國人應該樹立的核心價值。

C 1. 文革時期說打倒封資修。

2. 以「有這樣的人民就有這樣的政府」看三千年中國的歷史發展。

3. 中國人拿著身分證可以都全國居住，但戶籍依舊。

D 1. 中國的科舉制度是通過考試選拔精英到中央政府工作。

2. 中國的科舉制度被英國帶引起一個全球的公務員制度。

3. 科舉制度是古希臘所崇尚的最完美的管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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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中國的管治理念及模式

相關概念

1. 「身分證」是指在周朝時到春秋戰國時已經有身分證這東西。當時的身分證是叫做「料民」，每一個

國家都有其料民，是用一條竹片磨滑一面，然後刻其像在上面，肥的、瘦的、有鬍子的、長頭髮的、

禿子的等等，清清楚楚地寫明身高和籍貫。

2. 「封建制度」是指在周朝時候建立，是為了擊敗殷商建立了周朝之後，需要封建它的支持者，以及它

的族人在各道地方成立各種諸侯。這個制度到了戰國後期秦的時候已經逐步被取消。

3. 「封資修」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時，強調打倒封資修，封代表封建，資是資本主義，修是修正主義

（即蘇聯）。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認為「1949年至今，中國走向一種混合形式的路。」你知道是一條甚麼混合形式的路嗎？

（參考檔案A）

2. 現有兩派對中國核心價值存不同看法，你知道是哪兩派嗎？存在甚麼不同看法？

（參考檔案B）

3. 面對兩種不同中國核心價值思維，葉國華教授持甚麼態度？

（參考檔案B）

4. 「一種制度裡面的人的因素和人治是兩回事」，試討論葉國華教授 提出這個觀點的原因。

（參考檔案B）

5. 葉國華教授指出中國的科舉制度是選拔精英的方法。你同意這說法嗎？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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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主制度平衡13

簡介

中國現行的政權制度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領導下與其他小黨的多黨合作制產生的中央統籌集權的政府，然後

交由人大政協所代表人民的監察或施政的諮詢，這個制度是不公開和不透明、不是互相報酬的，這種制度是需要

改革的。葉國華教授最關注的是這個政權，中央統籌應該是具體地掌握在人民的手上，是一個架構性的問題。

他提出中國的中央民主制度平衡概念，指出這個所謂路線圖是中央統籌利益的分配比較集權的制度而加上

更多民主制度的演化和改革，能夠取得集權與民主之間的平衡。他一直強調三種民主制度出現在中國的政體

內，分別是垂直民主制、精英民主制和普及民主制。

三種民主制度應該是完善、融和和互補的，在中央集權的制度內，如何構成一個未來中國的模式，是今後

他探索的道路。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垂直民主制的內容。

2. 精英民主制的內容。

3. 垂直民主制和精英民主制的實踐情況。

B 1. 普及民主制的內容。

2. 普及民主制的實踐情況。

3. 何謂中國的政權制度。

C 1. 三種民主制度的構成模式。

2. 培育一個能和周邊關係平衡的環境。

3. 中國模式的發展影響世界的發展。

D 1. 中國已用自己的模式顯示其威力。

2. 歐美國家對現代中國的發展存在四種態度。

3. 中國承擔五分之一人口的文明、經濟和環保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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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中國的管治理念及模式

相關概念

1. 「普及民主制」中國市鎮基本上是用普選制度，但其權力有多大、能否監察中央施政、能否推行其目

標等問題，是需要時間去研究中國政制的發展。

2. 「政權體制」在中國共產黨執政黨領導下與其他小黨的多黨合作制產生的中央統籌集權政府，接受人

大政協所代表的人民監察或施政的資訊，但這一套制度是欠透明度。

3. 「垂直民主模式」是指從中央到地方，從普通老百姓到黨員到市省級的官員一直到中央，是一個上

下流動的、有表決的過程。

4. 「精英民主模式」是指人大、政協這一類的單位成員有投票權，但投票範圍很少。

5. 「普及民主模式」是指基層的民主建設，負責村級的管理和施政。此跟中國科舉制度相似，是自選

參與的管治模式。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在四川省一次民間調查中發現，對當地人來說，在選舉中最重要的是甚麼問題？

（參考檔案A）

2. 葉國華教授認為中國發展民主制度的路線圖是集權與民主之間的平衡。試討垂直民主、精英民主和

普及民主如何取得平衡。

（參考檔案B）

3. 「一個大的綜合經濟實體，不等於每個人也是繁榮和富裕。」你在多大程度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C）

4. 葉國華教授認為歐美國家對現代中國的發展存在四種態度，試指出是哪四種態度。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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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經濟模式14

簡介

中國有三千年的傳統文明，1842年至今，經過160年七、八代人的努力，不斷試錯、積累和摸索，綜合採

用全世界三百年的文明精華，以及所有世界各地的經濟、政治、社會科學，各種精華集中在中國成為一種混合

理論模式，它是植根在中國人民土地上的一種模式，是為中國模式。

唐德剛教授說過中國經歷過春秋戰國後，由奴隸制轉向封建制再轉向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距離現在差不多

三千年了。再到2050年，是香港回歸中國50年，也是中國建國100年。屆時，中國將是一個幸福文明的民族，

生活得好，經濟好。

葉國華教授認為中國已經沒有了一種主義的意識形態獨尊的態度，共產黨經過60年的轉型，從一個階級、

鬥爭形態的政黨，轉向形成一個全民形態的政黨，共產黨也在努力中。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中國經歷過兩次大的文明轉折。

2. 春秋戰國後期的秦統一中國之前，是為第一次大的文明轉折。

3. 1842年至2050年，是為第二次大的文明轉折。

B 1. 中國共產黨正轉向形成一個全民形態的政黨。

2. 中國還有40年時間讓經濟成功和改變人民的生活。

3. 中國模式的演化要放回在世界的舞台上。

C 1. 日本宣稱中國是第二大經濟實體。

2. 近百年東北亞及東南亞局勢發展是有其國際戰略、經濟、政治、外交等脈絡。

3. 三件歷史事件說明近百年東北亞及東南亞局勢發展。

D 1. 整個西方的政治經濟架構是建基於西方意識形態價值觀。

2. 羅富齊家族在19世紀，通過訊息網絡和人脈網絡以影響英法戰爭。

3. 美國國務國卿希拉里在2010年希望中國和印度人民能改變其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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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

1. 「中山」原是指日本文明的內容，是孫中山先生在日本時用了這個名字。

2. 「春秋戰國」是指在中國春秋時期，前770年至前476年，東周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周王的勢力減

弱，群雄紛爭，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史稱「春秋五霸」。春秋時

期之後是戰國時期戰國時期，或稱戰國時代，簡稱戰國，是中國歷史上東周的一段時期，這一時期

各國混戰不休。

3. 「兩次大的文明歷史轉折」是指春秋戰國後期的秦統一中國之前，公元前221年的時期，由奴隸制轉

向封建制再轉向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距離現在差不多三千年，是為第一次文明歷史轉折。而第二次就

是指1842年鴉片戰爭至2050年，是香港回歸中國50年，也是中國建國100年。屆時，中國將是一個幸

福文明的民族，生活得好，經濟好。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引用唐德剛教授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觀，認為中國的歷史經過了兩次大的文明轉折。你知

道是指哪兩次文明轉折？

（參考檔案A）

2. 「中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如果中國是一個幸福文明的民族，生活得好，經濟好，也會客觀上幫

助世界向好一點那裡走。」試討論為何中國有這個責任？

（參考檔案A）

3. 葉國華教授如何從過去歷史、現在及未來的角度去定義「中國模式」？

（參考檔案B）

4. 葉國華教授引用三件歷史事件說明近百年東北亞及東南亞局勢發展是有其國際戰略、經濟、政治、

外交等脈絡。試引用其中一件歷史事件加以說明其發展脈絡？

（參考檔案C）

5. 美國國務國卿希拉里在2010年初訪問中國時，談及當中國和印度富裕起來時，希望中國和印度人民

能改變其生活方式。

（a）試指出希拉里所言的其中一種生活方式是甚麼？

（b）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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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規劃15

簡介

中共在2011年10月15至18日期間召開了第十一屆五中全會，會上所確定的十二五規劃，葉國華教授認為

這影響著中國未來的十二個五年規劃，如果到了第十八個五年規劃時，即再過30多年，到時整個中國和世界

都完全不同，因為中國以一個五年計劃作一個階段，一步一步去推動國家的向前發展，故此，每一次五年計劃

的討論都是很重要的。

葉國華教授認為全球各個機構，特別是金融機構、各國的政府機構、大公司、有關中國研究機構等，都在

研究和評估十二規劃提出的發展方向。十二五規劃將影響全個中國，以致影響全球，這是許多人沒有注意的關

鍵性會議。

這個會議是第3次30年的轉型會議，第一次的轉型是從1949年至1978年，稱為政治的轉型；第二次的轉型

是從1978年至2011年，稱為經濟的轉型；第三次的轉型是從2012年至2045年，稱為生活形態的轉型。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十二五規劃有著影響全中國和全球化的重要性。

2. 往後的6個五年規劃將完全改變中國人的生活狀況。

3. 無論貧窮的、富的、小康的、各個階層的、居住城市的人或居住在農村的人，都要得到發展。

B 1. 十二五規劃一直推行之後，中國的經濟、文化、生活發展是百倍於香港。

2. 整個十二五規劃是在2040年，全國人民要達到小康。

3. 從2011至2012年兩年的交接時間，下一任政府的頭五年就執行上一任政府的整個方略。

C 1. 從封建制的社會轉到中央集權制的社會，是第一次3000年的歷史轉型。

2. 從秦商鞅變法之後到清末，是第二次3000年的歷史轉型。

3. 從清末到1949年是中國進入去政治制度的轉型開始。

D 1. 外國人對中國的很多批評、批判、壓力，都是幫助中國找到進步的方向。

2. 隨著中國的不斷成長，雖然有些是富裕的現象，但都是粗獷的發展。

3. 中國國內的消費市場，會帶來極大的商機及職業場景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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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現代社會經濟發展模式

相關概念

1. 「五年計劃」是指中國國民經濟計劃的一部分，屬長期計劃，主要是對全國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

分佈和不同經濟環節於國民經濟所佔比例作出規劃，為將來的國民經濟發展訂立目標和規定方向。自 

「十一五」起，五年計劃改稱「規劃」，顯示中國已逐步步向市場經濟。

2. 「十二五規劃」是指第十二個五年（2011-2015年）規劃。

3. 「第一個30年政治轉變」是指從1949年到1978年一個轉型，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變革。

4. 「第二個30年經濟轉變」是指從1978年到2010年又是一個轉型，主要是經濟方面的改變。

5. 「第三個30年生活形態轉變」是指從2012年到2049年時中國的轉型，主要是生活形態方面的改變，

無論貧的、富的、各階層的、城市、農村、各種不同的環境等方面都得到發展。

6. 「稀土」是指一種特殊的金屬礦，是現代高科技產品極其需要的原材料，在世界蘊藏量中，中國佔

百分之三十多。在過去十年，世界各國發現稀土的蘊藏量不多，對工業影響很大，開採稀土對環境

破壞很大，成本很高，於是佔百分之六至七十的稀土供應國家停止自己的稀土生產，轉向中國採購。

7. 「包容性的發展」是指無論貧窮的、富的、小康的、各個階層的、居住城市的人或居住在農村的人，

都要得到發展。

思考問題 

1. 有人認為「中國在控制90%世界稀土的供應」，試指出葉國華教授對此有甚麼看法？

（參考檔案B）

2. 葉國華教授指出「十二五規劃是中國第3個30年的轉型規劃，是生活形態的轉型。」你在多大程度上

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A）

3. 十二五規劃提出中國經濟轉型的策略是將經濟發展轉向國內內部市場，你認為這策略的可行性有多大？

（提示：試就政策、措施、建議等，以多個考慮項目例如長短期影響、治標或治本、優點和不足之

處、遇到的困難、公眾的接受程度、資源及成本效益等，加以評論。）

（參考檔案D）

4. 葉國華教授認為年青一代對中國的GDP增長與上一代有不同的看法。試指出有哪些方面不同的看法？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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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轉型的中國16

簡介

在1842年以前，中國的管治模式是封閉的，源於亞洲東部，比較少和外國溝通。二百多年來，前100年的

衰弱，後幾十年的奮鬥，特別改革開放後，可說是門戶大開，向著全球開放而有今天的發展模式。中國發展模

式是開放的、吸納型的，不斷去吸收整個世界的新材料來演變自己，是一個演化型的，因此經歷過很長時間和

很多代人的努力，不同經歷的人用很長時間去參與摸索，在摸索的過程中，也引入了許多世界的元素。

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在反覆不斷試錯和學習，不斷受世界各國的壓力去改進。在未來的30年，在內外

交迫的情況下，中國在參與全球現代化的模式過程中，將以中華民族為基礎發展成中國現代模式。

不竟，中國的十二五規劃時期與毛澤東的時代不同了，最大的不同是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唯一的指導思

想，而變成以市場的開放經濟作為推動市場設計的混合模式。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現在全球的話語權仍受西方國家所控制。

2. 30年來，中國在反覆不斷試錯和學習，不斷受全球壓力去改進。

3. 在未來的30年，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幫助中國模式參與全球現代化的模式。

B 1. 十二五規劃要加快減少貧富不均現象。

2. 有移民公司統計中國在若干年後將有數十萬人移民到外國。

3. 中國的和諧社會是建基於中國的經濟實力。

C 1. 十二五規劃是體會國家對管理資本的控制。 

2. 全球對中國的「Made in China」變成「Made for China」，再演變成「Pay for China」極為

緊張和重視。

3. 十二五規劃和毛澤東時代的不同。

D 1. 從英國到美國到中國看全球資本操作。

2. 中國不習慣發展得太快，全球也是不習慣。

3. 今後50年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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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概念

1. 「文明轉型」是指中國要逐步走上文明上、生活上、文化上和世界的價值逐步逐步接軌的方向。

2. 「劉曉波」生於1955年12月28日，是中國作家、持不同政見者，曾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曾

參與八九民運，在2008年發起《零八憲章》。六四事件之後著書立說呼籲政治改革，長期以來以非

暴力方式爭取人權，多次被捕入獄。2009年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11年有期徒刑。2010年

獲諾貝爾和平獎。

3. 「一行和尚」生於1926年10月11日，越南人，是現代著名的佛教禪宗僧侶、詩人、學者及和平主義

者。1960年代，一行禪師在越南組織了青年社會服務學院，開始投入社會運動。在越戰期間，他組

織青年，建立醫療中心，並協助安置因為戰爭而無家可歸的人。曾在在大學教授課程，並且持續推

動反戰運動，希望美國軍隊退出越南。1967年，馬丁路德提名他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1973年，

越南政府取消他的護照，拒絕讓他回到越南，一行禪師流亡到法國。1976年到1977年間，大量越南

船民流亡海外，他領導了救援活動。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以劉曉波和一行和尚兩位人物，指出全球的話語權仍受西方國家所控制。你同意他的看法嗎？

（參考檔案A）

2. 試討論中國是受甚麼因素影響，說十二五規劃要加快減少貧富不均現象。

（參考檔案B）

3. 有移民公司統計中國在若干年後將有數十萬人移民。試分析主要是哪階層會移民到外國去。

（參考檔案B）

4. 「中國的和諧社會是經濟實力，而國際和諧的基礎是軍事實力。」你同意這說法嗎？

（參考檔案B）

5. 全世界都關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如何將「Made in China」變成「Made for China」，再演變成「Pay 

for China」。試討論葉國華教授如何分析這些改變。

（參考檔案C和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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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二元化   17

簡介

中央政府有一個新政策，讓大學畢業生到農村當村官。兩年後，村官可以有三個選擇，其一是可以返回大

學研究院作碩士及博士生；其二是當報考當公務員時有優待的加分；其三是留在村內發展，領導農民將村的資

源如土地、山林各種的自然資源組成為一間公司，把科學知識帶入農村的生產裡，把農村真的做到在經濟上、

社會上和文化上現代化。

村官其實是發展城鄉二元化的試點，其目標是保證18億畝農田不被逐步吞食掉，中國政府要守住這個底

線，保證整個中華地區需要大量的農業供應，也是害怕當物權法之後，農民承包了土地很容易給大企業吞併掉。

要改變中國的經濟結構方向，是要將黑色GDP轉變為綠色GDP，現在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發展，已經到了

成熟的階段，而中國在這方面還是個小學生。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透過村官試點，讓農民把土地入股變成一間公司進行經營本村的自然資源。

2. 以大學畢業生當村官，做成農村現代化的形象。

3. 繼成以往知識份子下鄉，下鄉去組成一個現代化的經濟模式。

B 1. 中國與朝鮮和日本存在歷史尚未解決的問題。

2. 中國、朝鮮和日本都有著很深刻的文化關係。

3. 朝鮮的局勢牽涉到中國、日本、俄國、美國等複雜的關係。

C 1. 村官其實是發展城鄉二元化的試點。

2. 物權法有助農民去改變自己的社會。

3. 要做到農村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現代化，投資是極其巨大的。

D 1. 中國的經濟結構方向，是以黑色GDP發展向綠色GDP為主。

2. 將每年GDP的增長率中的7%用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3. 霸權是春秋戰國時概念，現在全世界唯一剩下來的霸權是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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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現代社會經濟發展模式

相關概念

1. 「村官」是指鄉村的經理人，不是公務員。中國政府在山東、長江下游招聘大學畢業生到鄉村做村

官，經考核合格後，便可當上一條村的經理人，薪金是1800至2000多元人民幣。

2. 「城市二元結構」是指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

例》。這標志著中國以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為核心的戶口遷移制度的形成。在改革以後，暫

住證制度既可以看做是這種城鄉壁壘存在的標志，也可以看做是弱化這種壁壘的一種措施。改革前中

國社會中的資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場來進行配置的。 比如，教育和公共設施的投入。

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礎設施，幾乎完全是由國家財政投入的，而農村中的教育和設施，國家的投入則相

當有限，有相當一部分要由農村自己來負擔。

3. 「物權法」是指一部同每一個中國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的法律，意味著經過逾半個世紀，在中國

終於將有一部專門的法律，其核心內容就是旗幟鮮明地保護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私有財產在中國

終於有了一個明確的身份，而且在民事法律關係中，它將同國家、同公有財產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

4. 「GDP」（Gross Domastic Product）是指國內生產毛額，代表一國國內人民在某一單位時間中，生

產的所有最終商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GDP是以生產所在地的國境界定範圍，依照GDP的定義，外籍

勞工在本國從事生產所創造出來的價值包括在本國GDP中，但是本國國民僑居在海外者，其生產價值

不包括在本國GDP中。因此就定義上來說，GDP與GNP (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的

估計值都來自於相同的支出資料，但兩者以不同的方式衡量國外資源的淨所得。

思考問題

1. 「把科學知識帶入農村的生產裏，做成農村經濟現代化的形象。」你知道葉國華教授提出的「科學

知識」是指哪些方面的知識元素？

（參考檔案A）

2. 山東有一條村貼出一張大海報鼓勵老人因配偶逝世可再婚的權利，原因何在？這與中國的物權法有

甚麼關係呢？

（參考檔案C）

3. 「要改變整個中國的經濟結構方向，其中一個方法是將黑色GDP轉變為綠色GDP」，試討論中國在

推行這策略時會遇到甚麼困難？

（參考檔案D）

4. 葉國華教授提出中國應將每年GDP有9%的增長率中的7%用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試討論這建議對

中國人民的生活帶來甚麼影響？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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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資源爭奪18

簡介

葉國華教授從物理學的角度分析，人類社會由於組織越來越複雜，耗能越多，因此崩潰的速度就會越快。

並由此指出，現時的高生產力足夠生產資源供全球所需，但政治經濟制度分配不公，形成了貧富懸殊現象，而

高速成長的國家消耗著地球資源，引來國與國之間在權益、主權問題上的對立及事前的謀劃等問題。中國三十

年來的發展耗能嚴重，影響了空氣及環境的質素。

他認為解決人類社會崩潰的方法，是由最基層開始，轉變生活態度: 

（1） 全球的人民必須對人類萬物眾生及下一代要有愛心、關懷；

（2） 全球的NGO對世界的管治要提出他們的意見；

（3） 全世界的國家及各個地區的聯盟要管治好所屬環境的資源；

（4） 世界性的功能組織要協調全球的管治。

現在開始要做的，是每個國家需要讓權、放權，接受世界共同的制約，而絕對的個人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也

需要接受制約。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現時的高生產力足夠生產資源供全球所需，但政治經濟制度分配不公，形成了貧富懸殊現象。

2. 從物理學的角度，人類社會組織越複雜，耗能越多，崩潰的速度就會越快。

B 1. 高速成長的國家消耗著地球資源，引來國與國之間在權益、主權問題上的對立及事前的謀劃。

2. 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耗能嚴重，影響了空氣及環境。

3. 高速發展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與我們的生活消費態度，和萬物眾生互相依存的態度有根本性

的矛盾。

C 1. 貧富不均與每個國家、整個地球的經濟、政治結構的不公平是分不開的。

2. 世界上很多問題，如地雷及水資源問題，不是一個國家能夠解決的。

D 1. 全球人民、NGO、全世界的國家及地區聯盟和世界性的功能組織分工合作去解決全球的問題。

2. 每個國家需要讓權、放權，接受世界共同的制約，而人民的個人權利也要接受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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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博奕

相關概念

1. 史提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是英國著名物理學家，主要研究領域是宇宙論和黑洞。

曾於2006年訪問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學以「宇宙的起源」為題發表演講，並指出「地球上的生命受到

災難滅絕的危機愈來愈大，如突然的全球溫室效應、核武戰爭、基因改造病毒、以及一些我們想像不到

的災難。不過，如果人類能避免在未來數百年內自我毀滅，我們應該會在地球以外找到生存的居所。」

2. 「綠色GDP」中GDP是本地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英文簡稱，以該地（國家）的

全年生產量的市場價值計算，常用作比較不同國家的貧富或生活水準高低的標準。提出綠色GDP的

原因是生產時會造成資源消耗及環境污染，經濟高速發展時必須考慮到這方面的代價，因此應計算

綠色GDP （GDP - 資源耗損的成本 - 環境降級成本） 後才作比較，避免高估GDP帶來的好處，忽略

了濫用資源的或破壞環境的代價。

3. 「地雷問題」是指國與國交戰時在邊境地區埋下大量地雷，但在戰後和平時期埋下的地雷繼續殺害無

辜的平民，由於數量龐大，需要國際援助加以清理，及禁止將來再重新佈雷。

4. 「NGO」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英文簡稱，其員多數有共同的理念，常

在環境保護、扶助弱勢、維護人權及提供國際救援等方面作出具體的行動，亦會就不同政治議題發表

意見，推廣其理念。

5. 「世界各國功能性的機構」泛指由聯合國或國際條約下成立，具有特定使命或目的的國際組織，如

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以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為例，由聯合國設立，各國可以成為會員國，負責領導全球衛

生事務，制定規範和標準，向各國提供技術支援，以及監測和評估衛生趨勢。

6. 「無政府主義」是指提倡個人自由，廢除政府及其管理機構的思想。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提出，很多世界上很多問題，不是一個國家能夠解決的。試指出他有這種看法的原因。

（參考檔案C）

2. 葉國華教授認為，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耗能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空氣及環境。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這說法?

（參考檔案B）

3. 葉國華教授提出，為了解決資源耗費及環境污染問題，國家及個人都必須放權，接受制約。試比較這

兩者有甚麼不同，及所要解決的問題有甚麼分別。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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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周邊各國的博奕19

簡介

葉國華教授從新加坡有計劃地與中國的發展連在一起，較香港更熱心認識中國談起，指出國民教育是需要

的，但香港的歷史教學缺乏科學性及前瞻性，課本亦沒有高質素的研究結果，只有某些人的看法去讓學生學

習。香港必須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

他提出美國重返亞洲，以壓制中國的崛起，會引起中美之間的博奕，而美國的內部經濟不興，會製造一些

國際事故去減輕美國國內的壓力，而中美之間因擦槍走火而引起戰爭亦是有可能的，南斯拉夫誤炸中國大使館

便是一例。

隨美國外，葉國華教授亦談到中國與亞洲各國既是朋友，但也有利益衝突的複雜關係，只有歐洲各國能夠

冷靜地和中國交往。

最後，他提出中國的農村的變化，例如在土地制度的改變方面，對農民的收入影響甚大，但現有的數據不

能反映實際情況，因此世界上缺乏適合的標準去衡量中國農村的成就。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新加坡是有計劃地與中國的發展連在一起。

2. 地緣政治的環境及歷史的背景，使香港必須重新去認識自己的國家。

B 1. 香港的歷史教學是很差的，缺乏科學性及前瞻性。

2. 課本應包含最高質素的研究結果讓學生學習。

3. 美國重返亞洲，壓制中國的崛起，會引起中美之間的博奕。

4. 一次擦槍走火可能會引起中美戰爭。

C 1. 美國的內部經濟不興，會製造一些國際事故去減輕美國國內的壓力。

2. 中國正面對平衡發展經濟、保持軍力下，鋪排與世界各國的關係。

D 1. 亞洲有些國家是中國的朋友，但也有利益衝突，十分複雜。

2. 歐洲各國能夠冷靜地和中國交往。

3. 衡量中國模式的成功與否，需要有檢定測試的標準，但世界上缺乏適合中國農村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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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博奕

相關概念

1. 「博奕」是指一種理論，去分析如下棋、紙牌遊戲等具有競爭、對抗性質的行為，參與各方必須考慮

對手的可能反應後，才選出最有利方案去達到自己的目標。

2. 「地緣政治」即是以地理來解釋政治現象。主要是分析某些國家，控制了某些空間、位置、地帶後，

便會在外交或軍事方面形成優勢。

3. 「擦槍走火」是指發生一件小事件，引發難以預測的後果。聲帶中提到的「南斯拉夫誤炸中國大使

館」事件，假如處理失當，會引起中美之間的軍事衝突。

4. 「冷戰思維」中的冷戰，是指1945-1990年之間，美國和蘇聯及其盟友形成兩大軍事政治集團，互相

對抗，但雙方避免以大規模戰爭去解決問題，而以「相互遏制，不訴諸武力」來進行競爭，故稱為 

「冷戰」。冷戰思維是指一些國家沿用冷戰時期，不願意平等協商及尋求妥協的態度去解決雙邊衝

突或國際問題。

5. 「PPP數據」是指以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作為指標，即以各國的價格水準去計算

該國國民的貨幣收入所反映的購買力，較GDP更能合理比較各國的生活水準。

6. 「城市化」是指農村的人口不斷流向城市，因此城市的數目、城市的人口及面積不斷擴展的現象。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指出新加坡是有計劃地與中國掛勾。試指出他有這種看法的原因。

（參考檔案A）

2. 為了壓制中國的崛起，美國重返亞洲，可能會因一次擦槍走火而引起中美戰爭。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

這說法?

（參考檔案B）

3. 南方的農民是買去土地而致富，華東及山東的農民則是以土地入股而改善生活，試比較這兩者有甚麼

不同。你認為何者最能幫助農民改善生活?

（參考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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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與全球管治系統20

簡介

葉國華教授分析，未來三十年中國必須進行由「MADE IN CHINA」變成「MADE FOR CHINA」的大轉型，

即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他舉出要GDP中有7%是用在這方面也面對很多困難。

從世界的角度看，重視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與爭取個人利益的資本主義有矛盾，而資本主義也阻礙了新

能源的發展。他提出「仰望星空，俯瞰大地，萬種同根，愛是源泉」的主張，以克制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國

家主義的態度，去發展一個均衡及互利的世界。中國人不應該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其他國家，

反之對全球的福祉要有更大的責任感，而中國應要積極參與水資源管理、全球資源分享、垃圾處理、全球公平

管治及污染問題的管治，為未來世界的發展盡一分力。

最後，葉國華教授總結，農村始終是中國最關鍵的問題。農村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單有利於中國，更有利

於全世界。

 
各檔案的內容
 

檔案 重點內容

A 1. 未來三十年，中國必須由「MADE IN CHINA」轉變成「MADE FOR CHINA」。

2. 中國的第三次大轉型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希望GDP中有7%是用在這方面。

B 1. 不應該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其他國家，反之對全球的福祉要有更大的責任感。

2. 中國要積極參與水資源管理、全球資源分享、垃圾處理、全球公平管治及減少污染等問題。

C 1. 全球要適當克制個人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態度，去發展一個均衡及互利的世界。

2.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追求利潤的本質，阻擋著新能源的出現。

D 1. 民主政治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特色有本質上的衝突。

2. 要以「仰望星空，俯瞰大地，萬種同根，愛是源泉」去指導未來的發展。

3. 農村始終是中國最關鍵的問題。農村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單有利於中國，更有利於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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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博奕

相關概念

1. 「蝸居」是中國一套電視劇的名稱，故事主要述說一對大學生夫婦，下定決心擁有一套自己的住房，

但樓價太貴，無法達成願望，因而產生種種婚姻矛盾。此劇播出後，引發國內人們對高房價和無力購

買現實的強烈認同感。「蝸居」現像是指是指住房問題削弱了年輕一代的意志，並為了一套房子拼命

工作而影響正常的家庭生活。

2. 「民主政治」是以「主權在民」為基本原則，透過定期改選的普選制度，讓成年公民擁有決定國家的

領導人去留或重大政策存廢的安排。

3.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指在個人追求的私利的經濟體系中，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及銷售會由自由市場

的價格機制所引導，無須中央協調的體制來指導。

4. 「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主張民族是國家的基礎，強調要鞏固國家及團結國民，以確保民族的存續，

保持身份及民族文化的認同。

思考問題

1. 葉國華教授提出，未來三十年，中國必須由「MADE IN CHINA」轉變成「MADE FOR CHINA」。試

指出此兩個名稱的分別。

（參考檔案A）

2. 葉國華教授指出現時中國的農村變化甚大，農村人民生活的改善，不單有利於中國，更有利於全世

界。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參考檔案D）

3. 葉國華教授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追求利潤的本質，阻擋著新能源的出現。試分析出現這個問題的

兩個因素。

（參考檔案C）



延 伸 閱 讀

網站： 

張維為談中國模式後的理念及對解決世界問題的影響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9687131.html

聚焦中國模式—人民網理論頻道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0557/149513/index.html

再談中國模式：爭議與價值分化
http://www.rthk.org.hk/mediadigest/20100315_76_122577.html

俞可平談「中國模式」與「普世價值」
http://big5.qstheory.cn/zz/gcysk/201109/t20110909_109254.htm

俞可平：我對中國模式充滿期待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0679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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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ifeng.com/news/opinion/jjsp/20090203/347671.shtm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ashington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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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 學 資 源 推 介

國民教育網上資源中心

為支援中小學教師在校內推行國情教育，網站提供大量資源供免費下載使用：

‧ 影片教材套、教學手冊：以國家發展為題，附設教學建議

‧ 教案：可用於課堂教學的教學建議、工作紙、個案研習等

‧ 教學簡報：多個議題為本的教學簡報

‧ 學習資訊：本中心曾舉辦的專題講座錄音、錄影

網址：www.nesc.org.hk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由淺入深了解「中國模式」，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個層面，探討

「中國模式」的源起、內容和意義，並作反思。配有字詞概念、個案研

習、圖片、數據、實用教學法、活動工作紙範例等，供全港中小學老師

免費閱讀。

下載：www.nesc.org.hk/main/rc_ctr.html

「中國於國際事務上的角色——和平發展」影片教材套 
今年是中國加入世貿十一週年。對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來說，“入世”是極其重要的

里程碑。影片教材套詳細講解中國的形象與外交，並探討中國於國際舞台上的角

色，以及對世界發展的影響。

「中華文化的保育與傳承」影片教材套 
中華民族擁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中佔有重要地位，但隨著國

家經濟急速發展，舊城改造、城市化和商業開發，令許多珍貴文化遺產受到破壞，

甚至造成文化流失。影片教材套深入認識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涵和歷史價值，了解文

化保育與傳承的重要性。

以上影片教材套，均提供詳細的教與學建議。

更多影片教材套及下載：www.nesc.org.hk/main/rc_ct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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