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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發展源遠流長，延綿不斷，而文化則貫通今古，多元一體；充分認識

國家的歷史文化，有助於深入認識國情。於今而言，中國歷史作為必修科，學生可

以透過這科目建構及掌握足夠的歷史知識與文化現象，建立「家國感」，培養「文

化情」。作為這一科目的教師，應如何處理這門任重道遠的科目？學生如何學、學

些甚麼、如何參與、持甚麼態度？這些都是值得探研的問題。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致力於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教學及研究，開辦「中國

歷史教育榮譽學士課程」，除傳統史學外，尤重中國歷史文化教育領域的發展及創

新—並探究中國歷史「學與教」之於當代中華文化傳承及世界多元共融的意義，

以培育「重國情」、「具承擔」的本科教師。

是次出版為香港教育大學「看動畫．學歷史」計劃 1延伸項目，蒙旭日慈善基

金全額資助出版經費，所出版兩冊專書題為《中國歷史文化教育及研究》，以及

《21 世紀中國歷史教育的挑戰與機遇》，共收錄論文三十餘篇，內容既涉及傳統史

學—如思想觀念史、史學及詮釋學史、科舉制度史、宗族史等，亦包括中國歷史

及文化教育的理論研究、實踐分析及前瞻論述；冀連結傳統與現代的教研範式，全

面呈現二十一世紀中國歷史文化教育及研究的前沿成果。

本書為上述計劃其中專著，分為四個主題，收錄論文十五篇。「議題與趨勢」

收錄了四篇評論學界關注的議題以及分析最新的趨勢之論文。韓孝榮通過描述和分

析具體案例，討論近年來所有教授中國歷史老師不可避免的議題—如何在課堂上

處理爭議性歷史問題。作者除了探討歷史爭議不可迴避的原因外，也解釋了時代變

1  香港教育大學「看動畫．學歷史」計劃專頁：https://achist.mers.hk/chihistoryan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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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意識形態和民族與國家認同如何影響歷史的解讀。同時韓孝榮也提出如何通過

爭議性歷史問題的教學，幫助學生理解自身和他人的局限性和歷史研究的複雜性，

並邀請他們去思考與探究，在求同存異中享受學習歷史的樂趣。馮少斌則是探討了

另外一個中國歷史課程的趨勢—如何使用中國歷史學科建立學生的民族認同感。

作者通過分析香港初中和高中最新的中國歷史課程宗旨及目標，指出教師若沒有指

導學生按歷史學原則及運用歷史思維來理解中國歷史，或難以培養其民族認同感。

馮少斌認為教師可以在課程指引的基礎上，通過能力和技能來培養民族認同感，同

時也建議老師按歷史學知識的建立原則來教導學生歷史思維；在尊重歷史材料，同

情理解古人的態度下，恰當培養對自身文化的感情。

徐力恆探究數碼人文在中國歷史教學上的應用。作者表示自近年來受數碼人文

研究啟發，相關學術資源和工具開始增加，不過在中國歷史教學活動中系統地、具

反思性地引入的卻不普遍。作者以一個面向中國古代史料的網絡共讀和共同標註之

教學為實例，說明數碼人文教學在高等教育所發揮的果效。徐力恆表示以目前技術

和項目的發展而言，任何師生都能方便地查閱大量來源相對清楚的中國古代典籍，

並且進行標註。因此，學界不需要在教學法上做出全面改革，「輕度地」加入數碼

人文工具已經可以幫助學生學習與研究中國歷史。這對於疫情之下的網上學習和研

究環境尤其有幫助。姜鍾赫剖析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於香港歷史教育的影響。至

2020 年 1 月底，香港所有學校前後經歷了四次停課。在取消實體教學之際，不少

學校採用電子學習、使用網路平台與資源去進行學與教。作者在停課期間針對歷史

和中國歷史科的教學狀況進行研究。姜鍾赫表示疫情對於香港的歷史教育產生了很

大影響。在停課期間，幾乎所有歷史和中史科老師都需要使用不同電子學習策略，

實踐教育局提出「停課不停學」的指引。這不僅為歷史科老師提供機會去深化電子

學習的應用，也幫助教師反思如何將科技有效融合在歷史教育中。

「理論與方法」收錄了三篇針對新初中中國歷史課程的相應教學理論和新穎的

學習方法之論文。梁佩雲對於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並提

出了獨特的見解。在中國歷史科正式成為香港初中的必修科目之際，如何照顧非華

語學生學習需要成為學界的關注點之一。梁佩雲參考新修訂的中史科課程文件，結

合語料庫的檢索統計方法及電腦輔助文本分析，展示中史科的基本詞彙、典型的學

科學術語言形式，以及教材文本的語體特色，並提出為非華語生調適中國歷史教材

以至探討有效教學法。作者認為以中文學習中國歷史，將為非華語生創造更多學習

和應用中文的機會，值得繼續探索和嘗試。

計巍巍則是提倡將考古學的成果納入中國歷史教學之中，從而重塑香港中學生

及市民的史觀和身份認同。作者表示考古學在香港有近百年的歷史與發展，累積了

豐富的實物樣本和資料。在歷史文字記載不足的情況下，考古學的工作在某程度上

可以作為另一個了解古時香港歷史的途徑，亦為香港現存本地歷史教育中的中古

史、上古史缺環進行彌補。司徒宏則是提出將族譜融入中國歷史教學的建議。作者

表示族譜作為中國史籍的一種，與維繫中華民族文化的關係甚鉅。文中司徒宏將司

徒氏族譜內容，結合中學中國文化與當代社會專題研習，為學生表述宗族血緣關

係、宗族移民遷徙、科舉考試與族群文化的關係、宗族田產分配、宗族祭祀、宗族

風水文化、宗族神話傳說等課題，幫助學生從一個嶄新的角度認識中國社會的發

展，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傳承。

「資源與平台」收錄了五篇介紹不同類型的學習資源和討論最新的教學平台之

論文。在校外學習資源方面，葉偉儀論述非牟利機構在推廣歷史文化教育上作出的

努力。文中以中國文化研究院研發的「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為例，充分展現非牟

利機構在香港中國歷史教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該網站以歷史專題模式系統地介紹

中國歷史和文化，深受學界歡迎，成為中小學不同學科使用的教學資源。葉偉儀建

議非牟利機構在發展教材和舉辦活動上，應以做到「生生互動」、「師生互動」甚至

「師師互動」為目標，為推廣中國歷史文化教育方面作出更大的貢獻。古物古蹟辦

事處則是陳述該機構的中國歷史學習資源。作者在文中除了說明了古蹟辦的使命和

工作外，也詳盡介紹了收集的大量考古文物和歷史建築資源，作為中國歷史教學之

用。這些珍貴的資源不僅可以賦予大眾文化身份認同和增加文化歸屬感，亦可加強

學生對中國歷史的認識和興趣，並學習文物保護的重要性。作者也詳盡描述古蹟辦

舉辦的各類活動，為教師提供珍貴的課外中國歷史學習資源。

在校本學習資源方面，梁操雅、黃家裕等探研歷史文化室的功能。在教育局增

加投入資源推動中華文化的發展以及學界努力開發學與教資源下，開拓了多樣性的

中國歷史教學模式，而學校設立「歷史文化室」輔助學生學習也成了潮流之一。梁

操雅在文中選取了五間中學作個案分析，探討「歷史文化室」等對中國歷史教學及

推廣歷史文化的功能，以體驗式學習傳承中國歷史及中華傳統文化。藍素琴則是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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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討論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所創建的「虛擬中華文物館」。這是全港學界首

間「虛擬中華文物館」，運用創新科技，以虛擬實景展覽珍貴的歷史文物資源。這

也是學界與非牟利組織合作的成果。作者表示虛擬文物館的創建，突破時空、地域

的限制，能發展出新常態的教學模式，讓學子透過文物賞析，學習當中所蘊含的古

今歷史。尤其在疫情期間，虛擬文物館令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教育工作能以新的模式

持續進行，並從中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在電子學習資源方面，余雅麗和洪寶鈴探究電子平台在教授中國歷史時所發揮

的功能。作者選擇使用以時間線為教學主軸的 Sutori 教學軟件，使學生能系統和清

晰地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兩位作者在文中以中國歷史科選修課題「明代都城

建築：北京城」為實例，展現電子學習平台如何有效配合課堂教學，進而衍生多樣

化的教學策略，以加強學生對學習中國歷史的動機並提升學習成效。

「課程與實踐」則是收錄了三篇經驗豐富的前線教師所提供的教學經驗分享和

探究課程內容之論文。蔡君賢論述鷹架教學在課堂的應用。作者表示新的中國歷史

科課程指引不再只是重視教授史事知識，更是旨在發展學生歷史研習技能。蔡君賢

在文中以中國歷史科課堂教學經驗為例，分享如何以歷史資料作研習的策略，並說

明如何運用鷹架設計教學活動，為學生設計組織上、思維上的鷹架，提供適切的幫

助，師生進行有益的互動與回饋，並鞏固學生在思維上及表達上研習歷史的能力。

林灝解析中國歷史科較少關注的一份歷史文件—《尼布楚條約》。作者透過

學界的研究成果，解釋這是一份中國與其他國家最早簽訂的平等條約，也是「中

國」一詞首次正式出現於具有現代外交條約意義的文件上，相關研究甚豐。林灝在

文中嘗試以《尼布楚條約》為教學議題，就條約對中國的意義、過程所反映的文化

內容、條約內容與國家主權的關係，作初步探討，並提出實際的教學建議。作者認

為相關的討論可引領同學探究當時中國對外交流的特色。除了史料外，影視和影像

也成了歷史教育重要的資源。陳瑩瑩闡發如何將體驗式教育更貼切地應用在香港現

有中國歷史教育中。作者認為文化及藝術是每個民族的思想、生活、人生觀、宗教

觀、宇宙觀等的精華所在，亦是中國歷史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為了讓學生去體驗

歷史，陳瑩瑩認為教師可以善用多媒體，製造更多學習空間去讓學生有機會進行

「可見的、可觸的、可參與的」學習，帶領學生進入歷史環境當中，讓學生設身處

地去感受歷史人物的時代與背景，去體驗歷史事件與進程，去模仿及代入古人的生

活與世界，以此激發學生主動及投入地去思考，令歷史教學變得內化及深化。

以上十五篇論文從不同角度去探索歷史教育，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歷史教育做

出了貢獻。從扎實的理論到貼地的實踐，從最新的議題到不同類型的學習空間，從

正規的課程指引到校本的教學，幾位作者不僅譜出學術界與教育界的美麗交響曲，

每一篇論文亦是一顆顆充滿生命力的種子，為香港的歷史教育注入新的活力，百花

齊放。編者在此為貢獻本書冊的所有作者，以及為歷史教育努力耕耘的所有同工獻

上最深的敬意與謝忱。二十一世紀將是充滿挑戰的時期，同時也會是機遇湧現的

年代，盼望本科師生以至各持份者，在編織每一個歷史片斷時，記得回首歷史的

痕跡，在歷史中了解自己，明辨是非，擴闊視野，為追求更好的未來而戮力，共

勉之。

姜鍾赫    蔡逸寧   梁操雅  謹誌

202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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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課堂上	
處理爭議性歷史問題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韓孝榮

摘要
爭議性歷史問題往往是學生們特別感興趣的歷史內容，但如何在課堂上恰當地處

理爭議性歷史問題卻是歷史教學的難點之一。本文將從作者在不同社會和文化環境

中教授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經歷出發，為這一難點問題提供一些個人見解。作者將

通過描述和分析一些具體案例重點討論下列問題：歷史爭議不可避免且不可迴避的原

因，時代變遷、意識形態和民族與國家認同對歷史解讀的影響，以及如何通過爭議性

歷史問題的教學，幫助學生理解自身和他人的局限性和歷史研究的複雜性。

關鍵詞	 爭議性歷史問題 歷史教育 中國歷史 歷史教科書

歷史愛好者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殘酷現實就是：真實發生過的任何一段歷史，不

論它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多麼狹小以及它所涉及的時間跨度多麼短暫，都不可能被完整

地重建。歷史研究者所能做的就是盡力搜集盡可能多的相關史料，然後根據這些史料

盡可能完整地重現各自關注的那塊或大或小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再完美的

歷史著作也不過是一種拼湊或建構。由於史料不只是零碎的，有時還互相矛盾，寫歷

史和講歷史的人常常就必須依靠推理和想像才能把零碎的史料串連起來，並對互相矛

盾的史料進行評判和取捨，而這個推理和想像的過程又不能不受到研究者自身學養、

經歷和立場等因素的影響，所以，兩個研究同一個題目的歷史學者，即使他們所掌握

的史料完全相同，他們所寫的歷史不但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還有可能大相徑庭。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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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過程中史料的局限性以及負責解讀史料的歷史研究者的局限性決定了對於許多

歷史問題的分歧和爭議是不可避免的。

有關歷史問題的許多爭議都是在學者間進行的學術辯論，影響的範圍大小不一。

1949年之後中國史學界有關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

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等所謂五朵金花

的討論，就屬於影響特別大的全國範圍的學術辯論，連過去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不甚

熟悉的一些老派歷史學家也踴躍參與其中。1 這五大論題雖然並非與政治完全無關，但

基本上屬於學術問題。美國的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雖然比較短，但有關美國歷史的爭論

卻並不少。牛津大學出版社最近兩年就出版了一套叢書，專門探討與美國歷史相關的

爭論問題，問世的專著已達九種，分別論述了關於美國歷史中包括黑奴的解放、內戰

的起源和美國憲法的制定等九個專題的爭論。2 另一套有關歷史爭議的資料庫則收錄了

大量涉及美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諸多爭論的英文著作。3

另有一些歷史爭議卻演變成對社會和國家政治生活都產生重要衝擊的高度政治化

的辯論，其影響遠遠超出學術界。例如，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引發文化大革命這個

二十世紀中國重要政治運動的是一場有關歷史人物海瑞的歷史爭議，而文化大革命中

的第一位受難者就是為海瑞立傳的歷史學家吳晗。在今天的大中華地區，如何評價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重要組織和重要人物，特別是國民黨和共產黨

以及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等兩黨的主要領導人，就不只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問

題。在美國，哥倫布、華盛頓、傑佛遜等人在主流社會的歷史表述中一直都是正面人

物，甚至是英雄，但一部分美國人、特別是少數族群的許多成員並不這麼看。對主流

歷史觀的挑戰和顛覆，包括對於主流社會所推崇的歷史人物的批判已成為近年來美國

民權運動、特別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些少數族群的成員認

為：哥倫布曾經殘酷地殺戮土著印第安人，而他的「地理大發現」也導致了後來的奴

隸貿易和歐洲對美洲的殖民征服。至於華盛頓和傑佛遜，則和多達其他十位美國早期

的總統一樣，都做過奴隸主。甚至一直被當作廢奴運動最堅定的領袖並因為廢奴而被

槍殺的林肯，也受到一些人的質疑。批評者認為林肯其實也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因此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學校應該改名，以他為主角的解放黑奴紀念碑必須被移除。中國也

1 參見朱春龍，〈「舊史家」與「五朵金花」的討論（1949-1966）〉，《史學理論研究》，2015 (2)，
頁 22-33。

2 Debating American History Se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2020.
3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History, Infobase. 該資料庫由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in American 

History資料庫擴展而來，內容仍偏重美國史。

有過類似的對涉及族群關係的歷史人物的爭議。在許多漢族人士眼中幾乎是完人加偉

人的王陽明和左宗棠，在一些少數民族人士看來，卻因曾經鎮壓少數民族起義而絕非

完美無缺，甚至岳飛也曾一度成為爭議人物。

上述涉及政治立場和族群認同的歷史爭論難免會影響到國內的政治生態和族群關

係，而不同國家之間對於歷史問題的爭議則常常會影響到國際關係。有關盧溝橋事

變、南京大屠殺、滿洲國、釣魚島以及近代中日關係史中其他問題的爭議就深刻地影

響着中日關係；日本與韓國、日本與朝鮮之間也有類似的以慰安婦、日本吞併朝鮮的

過程以及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等為中心議題的爭議。自 1982年以來，日本的歷史

教科書問題已引發四次中、韓、日之間有關歷史問題的爭議。4 中國與印度之間的領土

糾紛以及涉及六個國家的南海領土糾紛也與對於歷史的不同解讀有關。近年來，許多

歐美國家都站在亞美尼亞一邊，認定奧斯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對亞美尼亞

人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其嚴重程度甚至不亞於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絕，但奧斯曼帝國

的繼承人土耳其政府並不認同，而這場有關歷史的爭議已經影響到土耳其與這些國家

的外交關係。5 至於中東地區猶太人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更是與對於歷史的爭議密切相

關，因為以色列立國的合理性主要源自一種有關猶太人與以色列這塊土地之間關係的

歷史觀。

不同國家對於歷史的不同理解往往會通過各自國家的歷史教科書灌輸給各自的國

民，而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國民一旦有機會坐在一起談論歷史，就難免會發生觀點的

碰撞。我在美國讀書時就曾體驗過一次這樣的碰撞。一位來自河內的越南同學在一次

聊天時和我提起，她對和她同修一門課的一位中國同學很有意見，因為這位中國同

學在課堂討論時說，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侵略過其他國家。這位越南同學

氣憤地對我說：「你們打我們越南那麼多次，難道都是我們請你們來的嗎？」顯然，

這場個人分歧的真正根源在於中越兩國對於中越關係史的不同解讀。中國人普遍認為

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因為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就是這麼教我們的，而我們的歷史教科書

也很少提及歷史上中越之間發生的多次衝突，但很多越南人並不認同「中華民族愛好

和平」這一中國人的自我評價，因為在他們的歷史教科書中，反侵略構成了越南歷史

4 Kazuya Fukuoka,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at a Crossroads?: Joint History Research, 
Politicization of Textbook Adoption Process, and Apology Fatigue in Japan.”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2018, VOL. 30, NO. 3, 313–334.

5 Thomas De Waal, “What Next After the U.S. Recognition of the Armenian Genocide?” Carnegie 
Europe, 2021, 4, 30; 土耳其方面編纂的有關亞美尼亞種族滅絕事件爭議的介紹，可參見土耳其外
交部 “Controversy between Turkey and Armenia about the Events of 1915.” https://www.mfa.gov.tr/
controversy-between-turkey-and-armenia-about-the-events-of-1915.en.m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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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條主線，而中國就是自古至今常常威脅着越南的一個龐大鄰國。後來我又經歷過

一次與歐洲有關的歷史觀的碰撞。在一次和一位德國朋友討論法國的種族衝突時，這

位曾經在中國居住多年的德國朋友說： 「法國之所以會發生嚴重的種族問題，是因為

法國過去有太多殖民地；德國則比較幸運，因為德國不是殖民帝國。」這種說法令我

震驚，因為我雖然對德國的學術和教育了解不多，但一直都覺得德國人在反思歷史方

面比我們的鄰國日本做得更好，甚至比中國也做得更好。或許，他們的反思過於專注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的種種暴行，以至於忽略了更早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如

1884年開始、1885年才結束的延續了 104天的柏林會議對西非的瓜分、1897年德國

對青島的侵佔 、1900年德國人瓦德西率領的八國聯軍對京津一帶的蹂躪以及那座被

陳獨秀和許多中國人視為國恥的克林德碑的樹立。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德國和日本一

樣，雖然崛起的時間比較晚，但崛起的速度很快，到二十世紀初年，就已經是一個不

折不扣的殖民帝國了，其侵略性並不亞於一些老牌的殖民帝國，否則德國人瓦德西可

能也不會有資格做八國聯軍的統帥。

學術界和社會上有關歷史問題的爭議不可避免地會以不同方式進入歷史課堂。例

如，一些學生可能會在課堂外通過親屬、朋友、書籍和媒體等管道了解到某些爭議，

並在課堂上以提問等方式引起討論。此外，有些教科書可能會介紹爭議中的各方立

場，或是其中某一方的立場。前文提及的有關美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爭議問題的資料

庫，就逐一介紹了關於每個爭議問題的兩種對立觀點，而這套資料庫正是為有關教育

工作者提供歷史教學方面的輔助資料而建立的。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

科書》便集中反映了有關日本近代侵略歷史的爭議中日本右翼一方的立場。6 這本教科

書雖然採用率很低，卻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國際性的爭議。參與聲討日本右翼的除

各國民間人士外，還有中國、韓國、朝鮮、俄羅斯和新加坡等國的政府。中國歷史教

科書中的「愛好和平的中國」和越南歷史教科書中的「多次侵略越南的中國」也是各

自反映了兩種對立觀點之一的例子。

無論使用哪種教科書，歷史老師都應該告誡學生：教科書中所陳述的歷史觀點只

代表教科書作者或作者所代表的某一方面對於歷史的解讀，不一定能夠被所有人接

受，更不可能做到「句句是真理」。 使用一種已經在社會上甚至在國際上引起激烈爭

議的歷史教科書的任課教師更有責任結合課程內容向學生介紹某些爭議。例如，使用

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的老師便有義務在課堂上告訴學生，這本書裏的很多觀點都是

有爭議的，因為世界上有很多人認為：日本在近代不只是「進入」了中國，而是侵略

6 西尾幹二，《新しい歴史教科書》。扶桑社，2001。

了中國；日軍在南京屠殺了幾十萬中國人；日本政府和軍方直接參與了慰安婦制度的

設立……等。同理，使用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老師最好能夠告訴學生，在一些越南人和

其他國家的人士看來，中國並沒有我們自己想像的那麼愛好和平；而使用越南教科書

的老師最好也能告訴學生，中國人其實以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而歷史

上中越之間發生的衝突並不都是由中國方面挑起的，也並不都是中國對越南的侵略。

雖然在課堂上討論某些敏感度比較高的爭議性歷史問題、特別是與當地和現實密

切相關、尚未完全凝固成歷史的那些爭議性問題時，有時會令任課教師感到為難，但

如果處理得當，對於爭議性敏感問題的關注也不失為教授和學習歷史的一個有效途

徑。爭議性問題往往更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在討論爭議性問題時對於各方觀點的論證

過程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和辨別能力；學生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還可以鍛煉表

達能力，增強表達不同意見的勇氣，並能通過對爭議各方立場的審視增進對自我的認

識。假如說在小學和初中階段，由於學生還不夠成熟，不宜面對太多爭議問題的話，

那麼在高中和大學的課堂上，就完全沒有理由迴避爭議性問題。

為使對於爭議性問題的討論富有成效，任課教師的引導和適當的課堂管理就不只

是很有必要，而且很重要，而要做好這種引導和管理，首先就必須確定討論爭議性問

題的目的是甚麼，也就是說，任課教師希望學生們能從對於爭議性問題的學習和討論

中學到些甚麼。

比較有雄心的教師可能會期待通過對爭議性問題的學習和討論而尋覓到解決爭議

的方案，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都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因此通常也就不應該被

設定為一個教學目的。一些明顯由於立場差異而引起的爭議，例如上面提及的日本右

翼歷史觀點所引起的爭議以及中越兩國對於中越關係史的不同解讀，也只能通過消除

立場差異才能結束爭議，但立場差異並非輕而易舉就可以消除。一些純學術的爭議也

需要等待新證據出現後才能有新的進展，而有些歷史證據可能已永遠無法獲取。與其

設定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即終結爭議，倒不如採用一個更實際、也更具建設性的

策略，就是通過學習和討論爭議性問題讓學生認識到解決這些問題的難度及其原因，

甚至可以具體分析特定爭議性問題在甚麼條件下才有可能得到解決，當然還可以坦

率地告訴學生：有些爭議可能永遠都不會有結果，這是因為，雖然每個人，包括學生

們，都可以對一些爭議性問題持有自己的觀點，但只要沒能形成一種各方都認同的意

見，爭議就將繼續存在。

另外一個不現實、也不具建設性的教學目標就是期待學生能夠接受教師本人對於

爭議問題的觀點。對於爭議性問題持有自己觀點的教師，在教學中可以選擇無條件

地坦率地與學生分享自己的觀點，或是在任何條件下都避免與學生分享自己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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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還可以選擇只在一定條件下與學生分享自己的觀點。我在美國任教期間幾乎每

年都要在課堂上觸及朝鮮戰爭、西藏、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等有爭議的問題，而我本

人對於這些問題也確有自己的看法。通常我的做法就是在課堂上把涉及這些問題的不

同觀點介紹給學生，或是安排他們閱讀代表不同觀點的著作，由他們自己去辨別、判

斷，而不會主動告訴他們我本人的觀點。不過，如果有學生在課堂上或是私下詢問我

的個人看法，我就會如實相告。無條件地主動與學生分享觀點可能會造成兩種困擾：

一是有可能會令某些學生在表達意見時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特別是當學生的意見與

教師的觀點並不一致的時候；二是老師可能也會擔心，如果自己的觀點被學生視為異

端，可能會影響學生對自己教學能力的評價。在這方面，大學裏的年輕教師比已經獲

得終身教職的資深同事要面臨更大的壓力。在香港，有些教師會覺得在歷史課堂上不

方便討論毛澤東和蔣介石以及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歷史，甚至覺得鴉片戰爭以

來的中國近代史都是不容易處理的爭議性歷史，這可能也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香港

中小學歷史課程相對忽略中國近代史的原因之一。

教師若盡可能以超然的立場向學生介紹有關爭議性問題的各種觀點，或許有助於

避免陷入師生之間的爭議，但實現這種超然並不容易，尤其是當教師的確對某一議題

持有自己立場的時候。有時學生們還會根據教師的身份和背景先入為主地為老師設定

一個立場，而不論教師如何努力都很難改變這種最初的設定。結果是，教師可能自以

為是超然的，但學生卻並不認為老師是超然的。我在美國大學的課堂上與學生討論涉

及中美關係史的問題時，有些學生會設定我理所當然地代表中國立場，以至於有學生

在期末評審中寫道：「他不是我們的人」，雖然我從來也不曾在他們面前自命為中國的

代言人。在新加坡任教時，曾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李光耀是不是新加坡的國父」這

個敏感話題，班上有印度裔、馬來裔和華人學生，而他們的立場基本上與他們的族群

背景有關。在某些學生的設定中，因為我來自中國，所以我應該是站在華裔一邊。

如果討論爭議性問題既無望達成一個全體一致的意見以便終結爭議，又不應該試

圖讓學生接受一個教師認為正確的意見，那麼學習和討論爭議性問題還有甚麼意義

呢？最基本的意義之一就在於幫助學生分析各種爭議得以形成以及難以解決的原因並

通過這種分析使他們了解影響歷史書寫的種種因素，特別是前文提及的歷史資料的局

限性和歷史研究者的局限性。

許多歷史爭議的主要根源之一就在於證據不夠充足和明確。例如，在殷墟甲骨文

獻出土之前，中國歷史上是否真的有過一個商朝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在安陽的

考古發掘和甲骨文獻的研究告一段落之後，這場爭議很快就平息了。夏朝的存在之所

以依然是一個爭議性問題就是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能發現像甲骨文獻那樣的確鑿無疑

的證據。有人急於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得出某種結論，這是造成歷史爭議的一個重要

原因。我們不妨設問：為甚麼要那麼急？為甚麼不能等一等？

意識形態的差別是歷史爭議的另一個根源。唯心主義者自然會強調歷史發展的精

神方面和思想方面的動力，唯物主義者則更加重視經濟和技術方面的變遷。上面提及

的五朵金花中有關農民戰爭歷史的討論就是由支持革命意識形態的學者對於相關歷史

的不同解讀引起的，而反對革命意識形態的學者可能連「農民戰爭」這樣的術語都不

能接受，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農民戰爭可能只是造反或匪患。其他四朵金花的起因

也都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緊密相關。在解讀歷史事件時，是更加強調個人的作用

還是群體的作用，是更加重視精英階層還是民眾階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者

的意識形態定位。

前文已提及，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是歷史爭議、特別是民族之間和國

家之間的歷史爭議的另一個重要根源。族群主義和民族主義有時能夠引發不同民族和

不同國家對於相同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做出不同解讀並進而直接導致爭議，有時則僅

僅表現為一種民族虛榮心和自豪感，但如果為了滿足這種虛榮心和自豪感而誇大本民

族或本國的歷史貢獻或歷史成就，也可能會引起一些爭議。許多民族和國家都傾向於

盡可能前推本族或本國歷史的起點以證明自己的歷史比其他民族或國家更悠久，或至

少是和其他民族或國家一樣悠久，其結果是使得很多國家的早期歷史都成為一個因為

混合了歷史和神話而充滿爭議的領域。中國的文明史是只有 3500年，還是長達 5000

年，甚至 8000年，便尚在爭議之中，甚至「夏商周斷代工程」這個國家級的研究項

目也未能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的鄰國們則熱衷於證明他們的歷史和中國一樣長。日本

的神武天皇、朝鮮的檀君和越南的雄王，在外人看來都是傳說時代的人物，但某些本

民族學者卻認為，他們民族的這些先祖已經生活在歷史時代而非傳說時代。各國對

於一些文化產品發明權的爭奪也與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虛榮心有關。在 1970年代末到

1990年代初中越關係惡化期間，兩國軍人在陸上和海上邊界廝殺的同時，中越兩國的

考古學者圍繞着銅鼓起源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銅鼓是廣泛流傳於華南和東南

亞地區的一種帶有濃郁神秘感的重要文物。之所以神秘，主要是因為關於銅鼓的身世

還有很多未解之謎，而謎團之一就是她的出生地。中國考古學家認為銅鼓的發源地是

中國的雲南或廣西，越南學者則認為銅鼓是由居住在今天越南北方的越南人先民發明

的。這場辯論的奇特之處之一就在於辯論參與者的觀點基本上是由國籍決定的。沒有

任何一位越南學者支持銅鼓源自中國的觀點，也沒有任何一位中國學者認為銅鼓的發

源地是在越南北方。在中國和韓國之間也發生過一場類似的爭議。2005年底韓國的

「江陵端午祭」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為「人類傳統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一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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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些中國人的義憤，因為他們認為這是韓國人對中國端午節的搶奪。其實不少中國

學者都認為，「江陵端午祭」雖然可能與端午節有淵源關係，但已經發展為與端午節

完全不同的一項韓國的習俗。7 部分中國人的不滿，可能與他們認為的韓國對中國其他

文化產品發明權的「搶奪」有關。與中越之間有關銅鼓的爭議相比，中韓之間的這場

爭議學術性比較弱、民間性比較強，因為沒有很多學者參加，政治化程度也比較低。

這類爭議常常也與證據不足有關。上古時代的歷史，不論是中國的炎黃時代，還是日

本的神武時代、朝鮮的檀君時代和越南的雄王時代，都沒有文字資料的佐證。至於銅

鼓，雖然各地已經發現和收集了很多實物，但尚未能發現有關銅鼓起源的確鑿的文字

資料。資料的缺失為有心人士提供了隨意解讀的空間。

有些歷史爭議應該也與群體的或國家的實際利益密切相關。例如，假如日本承認

日本政府曾經參與招募慰安婦，而日軍佔領南京期間確曾屠殺了幾十萬中國平民，那

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府需要為受害者提供賠償？德國對種族滅絕行為的反思和對猶太人

的賠償，在某些人看來，可能不但不是一種值得效仿的表率，反而是一種需要盡可能

逃避的陷阱。

不論是對學生來說，還是對老師來說，學習爭議性歷史問題還是一個認識自我的

良好機會。在研討歷史爭論的過程中，師生們應該可以逐步體會到偏見對於參與爭論

的某一方或某幾方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如果老師能進一步引導學生去明確學生本

人對於爭議問題的立場並分析自己為甚麼會採取這樣的立場，或許就能促使學生發現

自身所持有的一些偏見。還可以在課堂上討論，為甚麼對在時間上與空間上離我們愈

近的議題，我們就愈加關心，並且一般來說也愈難客觀地面對？在同學們意識到自身

可能也不幸地懷有某些偏見之後，老師還可以嘗試請他們討論「人人都懷有偏見」這

個可能會給他們帶來幾分沮喪的命題。

學習有關歷史問題的各種辯論可能有助於提高學生參與辯論和挑戰權威觀點的勇

氣，但任課教師也需要告誡學生謹慎行事的重要性。首先，對於社會共識和傳統觀念

的挑戰不可逾越法律的界限。任何社會都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即使在以崇尚言論自

由為宗旨的某些社會中，也有一些言論禁區，而這些禁區的功能之一就是界定政治上

的正確與不正確。其次，不能為了爭論而爭論。辯論的目的不是標新立異、嘩眾取寵

或發泄情緒，而是為了辨別是非、去偽存真。言之有據和言之成理是辯論參與者應該

追求的基本目標。任課老師也許一方面可以向學生介紹一些高水準的辯論實例供學生

效仿，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學生展示一些反面教材，以使他們能夠引以為戒。

7 張作錦，〈韓國「搶」走中國端午節〉，《遠見雜誌》，2006年 5月號。

在教學中處理爭議性問題時，假如任課教師過分強調歷史解讀中爭議很多，並且

很多爭議都很不容易解決，就有可能會使學生認為歷史真的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

娘」，只有變化，沒有常性；只有爭議，沒有定論。要避免這種歷史虛無主義傾向，

就需要讓學生認識到，歷史解讀中不只有爭議，也有很多各方都認可的史實和結論。

例如，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共產黨方面、國民黨方面以及外國人

士對於中國近代史中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解讀常常差異甚大，但即便如此，如果我們讓

學生對照閱讀三本分別代表共產黨立場、國民黨立場和西方主流立場的中國近代史著

作，他們應該不難在三本著作中尋找到很多三方一致認可的史實和觀點。他們甚至可

能會發現：原來三方之間的差異並不像原先想像的那麼大。東亞地區的近現代史同樣

是一個充滿爭議的領域。國家認同和政治立場的差異導致了東亞各國對於歷史的不同

解讀，而日本右翼的歷史觀更是常常成為國際爭議的根源，但也正是日本右翼挑起的

各種爭議、特別是 2001年扶桑社《新歷史教科書》的出版，促使中國、韓國和日本

的 100多位人士走到一起，於 2002年在南京召開首屆「歷史認識與東亞和平論壇」，

並開始編撰共同歷史課本。三年之後，由三國學者共同編纂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

已在三國出版發行。8 2013年，作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修訂版的《超越國境的

東亞近現代史》問世，而在 2017年 9月召開的「第十六屆歷史認識與東亞和平論壇」

上，來自中日韓三國的 110多位人士在南京決定第三次編纂共同歷史課本。9  這些共同

歷史課本的誕生足以證明，雖然在涉及三國之間關係的問題上各國都有自己的立場，

但三國學者依然能夠達成足夠多的共識。在北愛爾蘭的分裂社會中，天主教徒和新教

徒各有自己的學校，而兩類學校向學生教授兩種不同的歷史，但當地也有一些歷史教

科書是由對立雙方的學者共同編纂的。10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中越兩國的學者也能夠

共同編纂一部中越關係史。

引導學生去發現某些具體歷史爭議中兩種或幾種不同觀點中的共同點，可能是避

免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的另一個有效辦法。在向學生介紹了涉及某一爭議問題的各種不

同觀點之後，我們不妨請他們思考：有沒有可能真理就在這幾種觀點之間的某個地

8 該書中文版書名為《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簡體版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繁體版
由三聯書店（香港）出版；日語版書名為《未來をひらく歴史》（開創未來的歷史），由東京都
株式會社高文研出版；韓語版書名為《미래를 여는 역사》（開創未來的歷史），由 Hani Book（한

겨레출판）出版。出版時間均為 2005年。
9 戚易斌，〈中日韓再次共編歷史教科書  打破「歷史」障礙任重道遠〉。中國網，2017，9，21。
10 Ann LOW-BEER, report on Seminar on “Teaching Controversial and Sensitive Issues in History 

Educa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November 1999). Council of Europe, 2000. https://rm.coe.
int/16806513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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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就是說，每一種觀點都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合理成分，如果把不同觀點中的所有

合理成分糅合在一起，是否就可以得出一個正確或至少是更接近真理的結論？有沒有

可能看上去互相矛盾的兩種觀點其實本來是互相補充而非截然對立？即便在兩種對立

觀點中，你已確定其中一方是正確的，另一方是錯誤的，那麼是否依然有可能在錯誤

一方的觀點中尋找出某些合理的成分？

這種異中求同的智力遊戲所製造的樂趣，或許有助於稍稍緩解跋涉於各種歷史爭

議之後的疲憊和迷惘。

Some	Reflections	on	Covering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History	in	the	

Classroom
HAN, Xiaor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history can arouse the interest of the students, but 

covering these topics in the classroom can cause difficulties for the instructors.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some cases the author has encountered in 

his experience of teaching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s well as in some secondary sourc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some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Why controversies in history are inevitable 

and why controversial topics should not be avoided in the classroom, what are 

the causes of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and how the instructors can help 

the students discover their own biases as well as those of others and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teaching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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