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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有見近年漫畫教學對學生學習的成效逐漸被提倡與受部份國家

支持下受教育界所用以提升教學效能，但在本港卻無人問津，即使有出版商成功出

版但卻毀過於譽，而研究者對漫畫教學有濃厚興趣，固期望在本研究中以《通識五

千年》一書作例子探討漫畫類教材的發展與出路。 

        本研究屬質性研究，會以文獻綜述中所得為基礙了解本港漫畫類教材的現況

與前景、本港漫畫的文化與社會地位及日本漫畫類教材被接納的背後原因，再透過

訪談作搜集第一手資料的方式，而訪談對象分別是具出版經驗的出版社前編輯與資

深的中史科主任，同時亦會以本港出版的一套漫畫類教材作主要研究對象。 

        完成訪談與內容謄寫後，研究者以文獻、書籍對比與觀察出發現本港漫畫類

教材不受重視的深入原因，發現到本港漫畫類教材無人問津的根源原因不單只在畫

風，更是主題內容的編排失誤、出版商與讀者之間的交流欠效率以及教師對電子教

材的傾向所致。 

        藉此研究者根據該三項重點作出建議讓日後有意出版漫畫類教材的出版商有

所參考，同時希望能有更優質的教材使學生更有效率地學習。另外在研究中亦帶出

對電子教材與紙本教材之間的競爭問題，屬日後再深入研究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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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不少外國學者提倡漫畫教學，因從不同的研究中發現漫畫能夠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吸收知識以及思考的程度比其他類型的書籍為高（Richard，2009），而且部分漫

畫教材富有當地文化特色，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教材類型（Levi，2008），而該些研究結果

的發現令某些國家大力提倡漫畫教學甚至推出漫畫類的教材以作教師與學生的參考面籍，

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當中以本土歷史為主題的漫畫類教材最為普遍以及發展得最為

成熟，亦以日本的作品最為常見，例如在日本角川書店出版的「日本之歷史」，全套十五

卷（日文無翻譯版本）售出達一百六十萬部的驚人數目，並因其內容受權威學者監督、全

套由不同著名漫畫家的作畫下更受到社會各界人士推薦（日本角川書店，2014）。 

        而在本港，亦有學者亦提到本以漫畫類教材作教學輔助工具的制肘相當於日本為多

（羅金義、潘文慧，2009），即使是在最容易融入漫畫類教材的歷史科在港亦難以推介；

另一方面，教育局曾就有關中國歷史科的課程提出咨詢並提出活化學與教策略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香港政府新聞資訊網，2015），但實質上卻未見有新的教材納入其中。然而，

本港於 2005 年亦有一冊漫畫類教學書籍出版，以早年灸手可熱的通識科參考書作賣點，

輔以中國歷史作主題，由著名編劇黎文卓先生為總編輯，一套二十一冊，但卻因社會輿論

與對本港漫畫的既有觀念而默默無聞。對比起日本成功的漫畫類教材，到底不受支持與關

注的重點是在於既有觀念的阻礙，抑或是基本的技術與能力未及，並從當中作出分析。 

        由此，研究者有意探討在漫畫教學的成效被高調提倡之下，即使本港出版了新一代

的漫畫類教材，卻無人問津的情況。 

 

1.2 研究目的 

        在數據與研究結果的支持下，漫畫類教材於學生學習上有明顯的成效，當中特別融

入與歷史相關的科目及主題，但在本港不乏以文字作主導，背誦為主要，趣味欠奉的歷史

科教材甚至是教科書，當中更有不盡不實內容的情況出現。（蕭若元，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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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即使有出版商願意以本港漫畫配合中國歷史知識出版相關書籍卻備受抨擊，當中

的因由令研究者以現有的一冊本港漫畫類教材書籍作個案研究，嘗試從中與日本成功的漫

畫類教材作對比，分析漫畫類教材在本港未受採用的問題，希望藉此讓有意出版此類書籍

的出版商有所參考並作出調整，亦希望有意使用漫畫類教材的教師進一步了解其價值。 

 

1.3 研究問題 

      研究者就以上的研究背景和目的，有意探討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1.3.1 與日本的同類漫畫類教材《日本之歷史》的比較之下，本港的漫畫類教材為何難

以被接納？ 

      1.3.2 現有的漫畫類教材《通識五千年》的可持續發展取向與可能性。 

 

1.4 研究意義 

        研究者希望藉以上的研究問題並以《通識五千年》一冊書作個案研究探討現時漫畫

類教材不被採用與關注的背後原因何在，以及從中所得的分析結果提出建議，一方面希望

出版商應夠對相關的書籍作出調整，以貼近教師的接受程度程度，另一方面則是優良的漫

畫類教材進一步提升漫畫教學的使用程度讓學生更有動機學習。 

 

二、文獻綜述 

        為探討現有的漫畫類教材的可持續發展取向與可能性，以及與日本的同類漫畫類教

材比較下為何本港的漫畫類教材難以被接納，文獻探討會包括：本港漫畫類教材的發展取

向與前景、本港漫畫的文化與社會地位以及日本漫畫類教材被接納的背後原因。 

 

2.1 本港漫畫類教材的發展取向與前景 

       漫畫類教材的發展與生存策略其實與本港漫畫命連一線。漫畫類教材顧名思義就是以

漫畫為主要表達形式去表達不同類型的知識，所以漫畫類教材的發行與發展離不開當中本

港漫畫風格，風格與形象若不為家長、教師接納的話，漫畫類教材亦難以發展（羅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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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慧，2009），由此在討論其發展取向與策略並從中考慮漫畫類教材的可持續發展時會

以本港漫畫的情況入手。 

        根據《普普香港：閱讀香港文化 2000~2010》一書中探討本港漫畫的部份中提到，本

港漫畫與其他媒體如電視、電影、小說相比之下發展取向與前景大相徑庭，市場目標集中

於年輕人為主以至市場規模狹小，當中在早些年代本港漫畫(下稱港漫)內容備引爭議更引

致兩次大型討伐運動，政府亦設立《不良刊物條例》
1
規管港漫，令港漫一直處於被動與

低下的劣勢。（馬傑偉，吳俊雄，2012）。 

        除了審查制度的規限
2
外，普普香港一書中更引綜合漫遊者的〈何必太嚴苛？給港漫

一條生路〉及 Herryporter 的〈聽《光明頂》論香港漫畫後有感（上、下）〉後提出港漫發

展與前景障礙為市場小、老闆主導、利字當頭、強勢日漫等。然而於普普香港中亦提到成

功的動漫作品如麥嘜開創出一個新的出路，以作者主導及小規模靈活生產，亦是文中提到

香港漫畫的未來發展的重要參考例子。 

        將香港漫畫與教學用途融合再作成漫畫類教材無疑是一個新出路，但在以往打壓的

陰影之下，發展前景仍然不明朗，即使成功出版如《通識五千年》的漫畫類教材，但從相

關的新聞評論
3
中可見仍是未必接受。 

 

2.2 本港漫畫的文化與社會地位 

        港漫的文化與社會地位一直處於較低的位置，當中的原因包括了早期港漫的題材單

一，集中在武俠打鬥甚至是色情等，在《功夫港漫口述歷史 1960-2014》中提到有漫畫家

對自己身份也沒有太高的評價，出賣自身技術的「公仔佬」，為口奔馳不惜繪畫嘩眾取寵

的情色漫畫。（黎明海，2015） 

       雖說香港漫畫產業曾因情色漫畫一事崩潰更烙下難以磨滅的壞形象，但在日本的漫畫

界亦曾經發生類像的事件，但在一眾漫畫家聯合力陳之下成功捍衛整個漫畫界，經過一番

努力將漫畫變成一個文化的一環並處於一個高的社會地位。日本漫畫界由 20 世紀 50 年代

                                                
1 香港政府於 1975 年 10 月頒佈《不良刊物條例》，後於 1987 年 9 月 1 日被《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取代，
當中重要的條款為將不良刊物分為禁止出版(淫褻)及限制出版(不雅)，另設立仲裁機構「色情物品審裁處」
與轄下「審裁員小組」。 
2 《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將漫畫劃出三級制（將漫畫劃分三個不同級別），間接令本土漫畫創意及青年讀
者的權利被局限甚至是扼殺。 
3 在《明報》曾就《通識五千年》一書作報導，但當中受訪者毀多過譽，亦有表示不推薦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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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可以分出三個時段均受到「漫畫有害論」的風潮影響曾嚴重打擊著日本漫畫界。（葉

喃音，2015） 

表 2-1 日本漫畫有害論影響時序表，研究者整理 

 

        從日本動畫漫畫界由 50 年代至今所受到的巨變中可以發現漫畫家的自愛與對職業的

堅持是其中一樣支撐漫畫在社會上被認可的重要一環，面對限制與抵制，一方面重視問題

根源嚴肅地自我修正與監察以保持質素同時亦組成組織表達對國家過份使用公權的憂慮
4
。 

        另一方面香港漫畫界早期的衰落與負面形象的影響之下並沒有磨滅本土漫畫家的意

志，一些成功的漫畫家將主導權重新掌握如畫麥嘜的麥家碧、畫聾貓的小克等成功將港漫

從另一個風格與低潮帶起，慢慢改變社會對港漫的看法（馬傑偉、吳俊雄，2012）。 

        而在文化地位上，漫畫總被劃於文化的邊緣，除了在漫畫的固有形象，認為是兒童

的次等讀物外，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是長期欠缺學術性強的學術理論的支持和研究，蕭湘

                                                
4 1992 年在第二次漫畫有害論風潮中，部份漫畫家選擇不再如第一次有害論風潮中選擇沉默，組成「漫畫
表達自由思考會」，目的在於防止出現使用國家權力管制漫畫內容和自由表達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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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指稱市面上與漫畫創作相關的書籍集中於技法的講授，而相關漫畫藝術理論則欠奉

（蕭湘文，2002），在文化層面上的認同不足。 

       在早期香港對本土漫畫的研究未至於是沒有，但普遍的集中點在於視覺語言及技巧的

探究，少有就港漫的意識形態作文化學術的研究，導致出現即使受到關注卻流於表面的研

究，未能引起群眾對漫畫對港漫對其文化重要性的關注與尊重，不過在近年不少與香港漫

畫相關的研究書籍出版，如黃少儀與楊維邦編著的《香港漫畫圖鑑》、智海與歐陽應霽編

著的《路漫漫：香港獨立漫畫 25 年》，加上本港部份大專院校舉辦與漫畫相關的課程與

研究令本港漫畫的關注與研究程度有所提升。（黎明海，2015） 

 

2.3 日本漫畫類教材被接納的背後原因 

       日本漫畫類教材被接納的背後原因眾多，政府的支持是其中一項，日本每年均會頒予

對日本文化有貢獻的人文化勳章，當中不乏漫畫家、動畫家獲此殊榮。另一方面政府亦會

提出資助舉辦大型的動漫活動，例如在日本高知縣政府每年舉行的校際漫畫比賽稱為「漫

畫甲子園」，約有 6000 家高校參加。日本政府的文部科學省亦會利用漫畫作為輔導教材，

每年的白皮書均會有漫畫版讓年輕人簡單直接地明白政府的工作（吳偉明，2006）。政府

的支持令社會大眾更容易接納漫畫，明白到漫畫並非只是娛樂性的產物，更是有教育的意

義。 

        從上一部份中提到日本漫畫亦曾遭受重大打擊與政府條例的規管，但同時日本政府

亦從漫畫中看到其教育性功能並且積極帶出漫畫的正面性加以支持讓大眾對漫畫的印象非

持續地負面；另一方面，漫畫家對自己作品的堅持亦是讓日本漫畫甚至是讓自己本身得到

大眾的認同。由以上兩點可見漫畫類作品至漫畫教材類作品在日本發行時有一個順利的起

步，而著名的漫畫家的聲名作執筆亦成為其中一項招徠及信心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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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材漫畫被指暴力》的報導中，提到部份教師認為《通識五千年》一書過份暴

力並不會推薦，但當中是誤會抑或只是港漫畫風、包裝問題而出現不被接納情況，亦是重

要的考慮因素，由此會透日本取得驕人成績的一冊漫畫類教材《日本之歷史》
5
的畫風和

內容與《通識五千年》一書作比較，到底香港的漫畫類教材是否如評論所說的過於暴力血

腥，抑或只是一個固有觀念造成的誤解。另一方面，《日本之歷史》的成功在宣傳策略上

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除了傳統的媒體外，更採用了網上媒體，在專門的網頁上包含了一

切相關的資料，更有一段宣傳短片以供快速了解，這一點亦是漫畫類教材往後發展的重點。 

 

2.4 總結 

        透過不同的文獻對本港漫畫類教材的發展取向與前景、本港漫畫的文化與社會地位

與日本漫畫類教材被接納的背後原因的分析後，以往多次被列為「不良刊物」以及未有從

不同角度了解的評論令港漫的文化與社會地位不被認同更處於劣勢的情況，以至與其相關

的產物出現負面的影響。 

        不過港漫亦因一些漫畫家如小克、麥嘉碧以不同的題材如以著重本地文化的故事情

節與小規模靈活生產的作業模式嘗試令大眾對港漫重拾信心（馬傑偉、吳俊雄，2012)，

而且隨著愈來愈多的漫畫學術研究結果發表，相信只要在題材與風格拿捏得宜之餘，宣傳

手法與時並進與政府的支持的話有可能令港漫從不同的產品中翻身。

                                                
5 角川書店於 2015 出版的歷史漫畫類教材，一套 15 卷並於日本的銷售額高達 250 萬部，更於網上設立官
方網站作其中一個宣傳與交流的平台。 

 

【圖 2.1】分析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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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焦點為現有的漫畫類教材的可持續發展取向與可能性，以及與日本的同類

漫畫類教材比較下為何本港的漫畫類教材難以被接納。由此研究者挑選一套本港的漫畫類

教材作樣本研究之餘，更會以半結構式的訪問型式訪問出版社編輯與資深中史科教師作資

料搜集與參考。 

 

3.1 研究取向 

        研究者先會採用質性的研究取向，而根據 Patton（1996）所提到質性研究為深入研究

小數目而經過挑選的樣本為佳，由此研究者挑選了日本取得驚人銷售量的漫畫類教材《日

本之歷史》與本港出版的《通識五千年》作樣本進行對比，了解兩地漫畫類教材的差異以

提出建議。另一方面亦會以半結構的模式與具出版經驗的出版社編輯和資深中史科教師進

行訪問，了解書籍出版前的考慮與態度，另外對現時漫畫類教材的展望同時了解教育界對

漫畫類教材甚至是漫畫教學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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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集中於質性研究方式，透過兩套漫畫類教材的對比與半結構式的訪談收集具

深度的資料並進行分析。 

       3.2.1 訪談 

            半結構式的訪談模式能夠引導受訪者對研究議題進行更多的思考與查詢及了解，

能得到更深入的回應與資料（Patton，1996），由此在訪談期間研究者除了預設的問題外

更會因應受訪者的回應而增加或調整問題的次序，而訪談內容會於訪談後謄寫成文字版。 

訪談的對象有兩位，而基於受訪者的職業不同，所以訪問題目會有兩套： 

編輯的訪問問題如下： 

1. 請問能否簡單講解一下一本教材類書籍出版時需要考慮哪幾項要素？ 

2. 請問書籍出版後的銷售策略大多數會有什麼？ 

3. 請問若要出版一本漫畫形式的歷史類參考書籍需要注意哪幾項要素？畫風？內容？市場

定位？ 

4. 請問你覺得普遍香港漫畫的畫風應用於書籍上是否合適？ 

 

資深中史科教師的訪問問題如下： 

1. 請問你對中國歷史科的教學上有何心得？ 

2. 請問你對漫畫教學有何看法或給你的印象是甚麼？ 

3. 請問若果要出版一本以漫畫形式教授中國歷史的書籍的話，你認為甚麼是最重要？內容？

畫風？宣傳？ 

4. 請問若果一本以香港漫畫畫風所畫的中國歷史科書籍，你會有何看法或給你的印象如何？ 

3.3 研究對象 

        本訪談的對象有三個，但因相關範疇作出論文研究的教授卻婉拒訪問及總編輯與出

版社的負責人聯絡方法失效而未能進行訪問。由此轉由訪問另一位前出版社編輯（Z 小姐）

以了解出版書籍當中的考慮因素與流程以及一位具二十多年中國歷史科教學經驗的老師

（L 老師）以了解在教授中國歷史科當中的心得策略以及對漫畫類教材或漫畫教學上的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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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受訪對象的個人資料 

受訪者名稱（化名） 現職／前職 資歷 

Z 小姐 前出版社編輯 超過三年出版經驗 

L 老師 中西區天主教學校，資深中

史科主任 

超過二十年教學經驗 

 

表 3-2 研究書籍的基本資料，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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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在二零一六年確立研究題目、初擬研究主題、研究問題、研究取向、研究方

法和研究對象。並於同年初擬文獻綜述，並及後提交研究計劃書（詳見表 3-3)。 

表 3-3 研究日程 

實施日期 實施事項 

9-10／2016 初擬研究計劃書 

11／2016 完成文獻綜述、研究設計、訪問問題 

12／2016 提交初擬研究計劃書 

01／2017 邀請相關教師與出版社編輯進行訪問 

03／2017 分析訪問資料與書籍比較 

04／2017 畢業論文初擬 

04／2017 口頭報告 

05／2017 提文畢業論文 

 

3.5 研究限制 

        因應於研究者的能力與時間限制，本研究只抽取一套本港出版、編輯、繪畫的漫畫

類教材作主要研究，當中所得的資料和研究結果並不能推及整個本港漫畫類教材的情況。 

 

四、研究結果及分析 

        本研究以訪談、文獻及《通識五千年》一書作分析並以當中收集的資料回應以下兩

個研究問題：（一）與日本的同類漫畫類教材《日本之歷史》的比較之下，本港的漫畫類

教材為何難以被接納？及（二）現有的漫畫類教材《通識五千年》的可持續發展取向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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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再從中進行討論與建議。從訪談、兩本不同地區出版的漫畫類教材的內容
6
以及文

獻研究中了解到本港漫畫類教材不被接納的原因和發展與出路在於出版商對主題設定令畫

風更見負面、教師對漫畫類教材的應用與漫畫教學的看法雖樂觀但較傾向動畫教材和漫畫

類教材的配套不足三方面。 

                                                
6 而文中對於《通識五千年》一書的圖片截錄會集中在第一期、第十一期與第二十期，因為這三期分別是代
表著創刊（第一期）、經歷出版時間改革（第十一期，由雙週刊變為月刊）與面臨停書（第二十期，之後
再發行了一期便停書）；而《日本之歷史》的截圖因為沒有出版至海外所以取自網上試閱的版本，由於版
權所限只能以電話轉拍螢幕截圖，故畫面不太清晰。 



12 

 

4.1 出版商對選取的主題令畫風畫面更加負面，令人卻步 

      出版商對書籍內容主題上舖排不當，重覆且單一的主題令原本畫風潛藏的負面的影響

更加放大；同時為彌補不足浪費篇幅補充，沒有充份利用漫畫的特性。 

 

4.1.1 重覆且單一的主題 

        全套畫二十一期的主題內容與劇情非戰爭便是宮廷鬥爭作主題（見表 4-1），大量打

鬥場面令本來已經充滿肌肉與力量感的畫風向負面的感覺發展，更讓人敬而遠之。 

 

表 4-1《通識五千年 》一至二十一期名稱與題材劃分，研究者整理 

戰爭為主 宮庭／忠奸鬥爭為主 其他  

一）炎黃時代 十四）破釜沉舟 二）禪讓之迷 三）大禹治水 

四）武王伐紂 十六）火燒阿房宮 五）烽火戲諸侯 七）臥薪嘗膽 

六）首霸中原 十八）背水一戰 十一）千古一帝 八）鬼谷雙雄 

九）長平之戰 十九）烏江自刎 二十）呂后之亂 十五）鴻門鬥智 

十）一統天下   十七）暗渡陳倉 

十二）揭竿起義   二十一）漢武大帝 

十三）楚漢相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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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漫畫內容資料性不足，浪費篇幅作補充 

        上述提到大量的鬥爭主題令打鬥場面過多，除了令畫風更負面外，更因此造成史料

內容陳述不全、角色與角色之間對話作用性過低，沒有運用到漫畫的特性，而且為了彌補

更浪費篇幅作文字補充。 

        以同樣是第一期的《通識五千年：炎黃時代》與《日本之歷史：舊石器～繩文·彌生

～古墳時代》相比，前者的打鬥描述過多而對話資料性少，即使有交代當時的重要發明但

以虛構故事帶出，影響教材的可信性（見圖 4.1-3）。 

 

圖 4.1 

 

圖 4.2  
 

圖 4.3 

【圖 4.1、4.2 】打鬥中對話內容毫無作用；【圖 4.3 】 養蠶種絲傳說確由螺組所發現，但文中將發現過程以虛構的故

事交代，或有誤導的成份（取自《通識五千年：炎黃世紀》，通識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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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後者即使有打鬥狩獵場面但不過份暴力血腥，同時圖文並茂地陳述當時文代與

日常器具與環境。即使同樣是上古時代，所陳述的歷史環境與事件亦相當合理與日常而非

如《通識五千年》的第一期般加插虛構的故事情節。（見圖 4.4-7）   

 

圖 4.4  

 

圖 4.5 

 

圖 4.6 
 

圖 4.7  

【圖 4.4-4.7 】以日常狩獵過後的情況帶出石器時代會使用與會出現的石器用具與特色甚至是當時的居住

環境。（取自日本之歷史網頁（2015），《日本之歷史：舊石器～繩文·彌生～古墳時代》試閱版，

http://shoten.kadokawa.co.jp/sp/mangagakushu/nihonnorekishi/tachiyomi_jou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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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日本之歷史》中即使提及當時的政治政策時亦不會像《通識五千年》一書

般安插一頁專欄的形式去解釋，會活用篇章的故事對白帶出，更見輕鬆與靈活。例如兩書

在其中一期都有提及當時掌權者對土地的劃分與分封的職位，但可見的是《日本之歷史》

會是將知識以圖像精簡解釋，而非《通識五千年》般整頁文字。（見圖 4.8、4.9） 

 

 

【圖 4.8】取自《通識五千年：千古一

帝》，第十一期，通識文化有限公司 

 

【圖 4.9】取自日本之歷史網頁（2015），《日本之歷史-江戶幕

府、始動：江戶時代前期》試閱版，

http://shoten.kadokawa.co.jp/sp/mangagakushu/nihonnorekishi/tachiyomi

_tokugawa/ 

 

        此外，透過與一間出版社的前編輯訪談中了解到出版漫畫類教材時或會有一個錯覺

認為漫畫不論何種畫風都能夠吸引讀者而且漫畫類教材與普遍漫畫書無異，為純料娛樂滿

足觀能刺激的讀物，Z 小姐（化名）說到： 

「我覺得漫畫這樣東西本身是會令到學生更加傾向於去閱

讀，而港漫抑或是其他地方的漫畫其實沒有關係，只要該

漫畫是有趣的就足夠了。」（訪談節錄，Ｚ小姐） 

        正是如此，出版社或會偏離訴說歷史的主要目的，變成為繪畫獨立事件的漫畫，再

從中加插其他與劇情不相關的知識作填補，而該事件主要是圍繞戰爭與各樣爭鬥，令整本

充滿打鬥、暴力的情況。當一本漫畫類教材書的主軸故事由訴說中國不同時代的歷史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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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描繪打鬥的漫畫書時，畫風往往為了配合打鬥主題而變得充滿暴力，即使減少打鬥效

果，但在主題沒有改變之下情況也不會改變。 

 

4.2 教師對漫畫類教材的應用與漫畫教學的看法雖樂觀但較傾向動畫教材 

        從受訪教師的對話與態度中得知教師對漫畫類教材甚至是漫畫教學持有正面且樂觀

的看法，但卻提到若果要選擇之下會更傾向於動畫教材，因為動畫不單只有畫面，更有聲

音，容易吸引到學生注意力。 

 

4.2.1 樂於應用漫畫教學與漫畫類教材於教學上 

        面對感覺嚴肅的中史科上會樂意使用輕鬆的方法引起學生興趣以增加學習動機，同

時受訪教師提到使用非課本教材教學已是中史科教學策略中一個常用的手法更是一個大趨

勢。（見訪談節錄） 

「在歷史上我們覺得是嚴肅的時候，我們何不用一個輕鬆

的方法去教學生呢？畢竟這是一個輔助去引起興趣。正如

我剛才所說，針對初中同學以引起其興趣，待他們有興趣

後會再看下去追查該故事下去，可能他們會願意看多一些

文字資料的書呢。如果漫畫是一個開始的話，又不停止於

從漫畫對該歷史事件的認識然後再追學下去。」 

 

4.2.2 若有其他選擇會更傾向動畫類教材 

        相對漫畫類教材只有圖畫與文字，動畫類教材更吸引學生學習，因為當中附有聲音

更能吸引學生學習興趣（訪談節錄）。在訪問中受訪教師分享了正使用的教科書的出版社

的其中一項配套，供教師自由下載用以教學的影片，更將當中部分場面節錄成圖片予我

（見圖 4.10），可以從中看見動畫中的角色設計雖簡單但不乏該時代背景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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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由受訪者提供，取自現代研究社有限公司網頁，教師資源庫，

http://www.mers.hk/resource/secondary/history/junior/2009/index.php 

 

「在我們教學的角度來說我們會比較傾向使用動畫多一點。

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因為（動畫的）動感更加強，另外就

是有聲音，畫面之餘還有聲音再加上劇情，在動感大一點的

時候引起同學的興趣就會更加大。」（訪談節錄，Ｌ老師） 

 

4.3  漫畫類教材的配套不足影響其競爭力 

       漫畫類教材雖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同時亦面對著教材類書籍市場中的競爭，其中

一個最大的競爭者無疑是傳統教科書。在傳統的教科書與時並進的情況之下，電子平台的

應用十分重要，但《通識五千年》一書卻相對落後，影響其競爭力與其發展。 

 

4.3.1 通訊平台種類落後且功能性少 

       透過完全閱讀了二十一期《通識五千年》一套書後，了解到書中主要通訊方式為書信，

種類落後且效率過低，雖然當中亦有電話可以讓讀者與出版公司聯絡，但只是作咨詢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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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另一方面，該書在當時亦有設立網址讓讀者瀏覽，但現時已經失效。相比起《日本

之歷史》中所使用的平台則相當先進且全面，其官方網址包含了一切相關的資訊，讀者可

以快捷地了解該書的內容、畫風等等。 

 

【圖 4.11】取自《通識五千年：千古一帝》，

第十一期，通識文化有限公司 

 

 

【圖 4.12】取自日本之歷史官方網頁，主頁面、推薦與讀者聲

音及內容大綱頁面，

http://shoten.kadokawa.co.jp/sp/mangagakushu/nihonnorekishi/ 

        由上述兩圖便可見兩者之間的配套差別，讀者能夠從專屬的平台上獲取資訊外，完

善的平台亦是競爭力的表現。讀者若果能夠對書籍有更多更方便的認識方法時或會有更多

傾向去選購該書，在充斥著眾多競爭對手的市場之下，宣傳平台的運用十分重要。 

 

4.3.2 正統教科書連鎖式銷售服務增加競爭性 

       正統教科書的連鎖式銷售配套同樣增加了其競爭性，因為即使是內容資料性取向較高

的書籍亦為吸引教師與學生使用而製作了不同的配套，其中一項就是網頁。大型出版社均

有設立網址讓有意購買與使用的學校作更方便的參考，在該網頁中的中史科欄目內資料豐

富而且更有教學影片、參考書目等資源提供。此外，教師與學生均有隨書附送的帳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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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於網頁中下載相關的教師資源；學生則可以從中自行溫習，當中更設有簡單的小測

驗讓學生檢視自己的學習進度與程度。（見圖 4.13） 

 
 

 

 

【圖 4.13】取自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網頁，學與教資源中心頁面，

http://www.mers.hk/resource/secondary/history/junior/2009/index.php 

 

4.4 總結 

        在兩書的比較、前出版社編輯與資深老師的訪談中分析結果後顯示《通識五千年》

一書目的是想以漫畫的輕鬆方式訴說中國歷史並以此在教材類市場佔一席位，但內容過份

集中於奪權與戰爭令充滿力量感的港式武俠畫風更具暴力感以致難以讓教師接受從而進入

教育界市場，加上教師取向與競爭力不足無法突圍而出。由此，研究者會集中在這三點作

出建議，希望對日後有意出版漫畫類教材的出版商與有意進一步應用漫畫於教學上的教師

有所幫助。 

 

五、研究啓示與建議 

       以根據文獻綜述與研究結果的分析內容，從而回應研究問及目的，幫助有意出版漫畫

類教材的出版商與有意進一步應用漫畫於教學上的教師，提升學生對學習的動機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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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謹慎選擇內容主題與舖排以減少畫風的負面影響與篇幅的浪費 

        從研究分析中了解到《通識五千年》一書的畫風確實會讓人難以接納，過份強調力

量感與肌肉感的刻畫亦過份偏離當時代人物應有的體格，但這令人詬病的原因其實受內容

編排的影響，原本已經負面的港漫畫風受過多的戰爭主題內容影響下更加讓人難以接納。

此外，內容的鬆散以致浪費篇幅作不必的補充更見浪費。 

 

5.1.1 以整個朝代作主題考慮，帶出更多資訊 

        從《通識五千年》的第一期開始便以每一個朝代中單一人物的故事作主軸，內容狹

窄而且無法在主題故事中以漫畫的形式帶出當時朝代的政治政策、文化藝術、生活模式等

重要資訊，而過多的爭鬥場面亦讓原本力量感畫風更加偏向暴力，讓人難以接納。所以在

主題劃分時較適宜以朝代為主再作出劃分，以不同的角度帶出當時的政治政策、文化藝術、

生活模式等重要史料便可減少打鬥場面以及其帶來的負面影響。 

        同時參考《日本之歷史》的主題劃分，將資料性較多的朝代分拆，不確定資料較多

的朝代則以濃縮的方法陳述史料。（見圖 5.1） 

 

【圖 5.1】取自日本之歷史網頁（2015），內容與時代頁面，

http://shoten.kadokawa.co.jp/sp/mangagakushu/nihonnorekishi/line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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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不必要的欄目過多，浪費篇幅 

        每一期的《通識五千年》中均有各式各樣不必要的欄目，例如學者的專欄、成語故

事、歷史遺跡的介紹甚至畫風內容完全不相關的短篇故事等等，佔據一整頁甚至兩頁以上，

浪費可用的頁面。由此，每一期的內容應集中以漫畫人物對話內容作知識的交代、人物與

建築物的設計作服飾、日常生活習慣交代當時的風土人情，而非使用不必天的欄目為疏漏

的內容作補充，同時亦反映出主題內容設定不當所衍生的其中一個負面影響。 

       以日本之歷史一書作例便可了解到使用漫畫簡單的方式訴說大量史料的方法與趣味性，

簡單一頁的人物對話就已經交代了當時執政者對於土地分封、經濟重地的支配所訂立的政

策。（見圖 5.2） 

「有沒聽到？家康大人打算將大

阪、京都、奈良、長崎等重要的

領地進行直接管治⋯⋯」 

 

 

「繁榮地方的「大名」只是收入

也很好，大概是想警戒他們不會

用太多權力而造反」 

 

左：「金和銀雖然要用來做錢

（幣），但也十分必要呢」 

右：「不只是城市，似乎亦會直

接支配佐渡金山、石見山等支撐

經濟的重要地方」 

【圖 5.2】日本之歷史網頁（2015），《日本之歷史-江戶幕府、始動：江

戶時代前期》試閱版，

http://shoten.kadokawa.co.jp/sp/mangagakushu/nihonnorekishi/tachiyomi_tokugawa/ 

（圖中中文對話為研究者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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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提升漫畫類教材的賣點 

        從研究分析中發現到現時的教科書出版商不但設立了網頁更會在當中增設不同的教

材例如短篇影片等讓配套吸引教師使用並使用，而當正規的教科書如此完善時，漫畫類教

材作為輔助教學的賣點相當薄弱，再加上畫風不吸引之下發展與出路更加艱難。 

 

 5.2.1 參考日本例子，任用不同風格的漫畫家增加吸引力 

        港漫除了常見的武俠畫風外，其實更有其他具代表性而畫風較為溫和如老夫子等可

以表現本地原創性的漫畫畫風可以應用；此外近年在網路上有不少本地漫畫家例如曾於

2014、2015 年當選由《Ani-Wave》主辦的「十大人氣香港漫畫家」選舉之一的咳神
7
、於

03 年《漫友》一書中以短篇漫畫成為年度投票大熱人氣作品的門小雷
8
等年輕漫畫家不只

薄具名氣而且畫風畫技相當優秀，同時受年輕人關注，值得邀請作為主筆，大膽嘗試年輕

畫家以及較受溫和的畫風以改善漫畫類教材畫風不佳以及港漫走不出武打畫風的詬病。

（黎明海，2015） 

       《日本之歷史》一套書中採用不同的漫畫家負責不同的時代的卷冊，雖然不知是否出

版社刻意的安排但此舉確實有相當多的正面效果，一方面眾多知名漫畫家的名氣有助吸引

其他讀者增加銷售量，另一方面不同漫畫家的畫風所帶來的多元化感覺亦能讓不同口味的

讀者接受度提高。（見圖 5.3）

                                                
7
 Cuson Lo，原名盧熾剛，香港廣告插畫師，亦為知名政治漫畫家，活躍於 facebook。 

8
 Little Thunder，原名鄭心綾，自由創作人，活躍於各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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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吉崎觀音，代表作《Keroro 軍曹》 

第二卷：浅田弘幸，代表作《信蜂》 

第三卷：不詳 

第四卷：藤田香，代表作《黑魔女學園》 

第五卷：小畑健，代表作《死亡筆記》 

第六卷：藤真拓哉，代表作《夢幻貓物語》 

第七卷：不詳 

第八卷：江端里沙，代表作《超重神》 

第九卷：川元利浩，代表作《宇宙戰艦大和號 2199》 

第十卷：不詳 

第十一卷：杉基鮭魚子，代表作《夏日大作戰》 
第十二卷：片岡人生和近藤一馬，代表作《死囚樂園》 

第十三卷：冰堂涼二，代表作《撫子事務所》 

第十四卷：琴迫蘭丸，代表作《穿越時士的少女》 

第十五卷：近藤勝也，代表作《天空之城(原畫)》 

【圖 5.3】取自日本之歷史網頁（2015），內容與時代頁面，

http://shoten.kadokawa.co.jp/sp/mangagakushu/nihonnorekishi/lineup/ 

5.3 爭取政府的合作與支持 

        教育局有意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並已經開始進行咨詢，從 L 老師的訪談中得知

在去年的九月已經有初步咨詢並認同是一個漫畫類教材重新出發的機遇，出版社可抓緊機

會向政府提出合作，並藉此爭取政府撥款資助以製作更優秀全面的漫畫類教材。 

 

5.3.1 適逢政府改革初中中史科，為重新出版作出機遇 

        在訪談中了解到出版一本書所花費的時間、資源相當龐大，漫畫類教材更涉及到漫

畫家與各個美術層面的協作，所費定必不菲，而出版社即使有心出版但卻無力負擔。正值

政府需要對初中中史科進行改革時，全新的課程需要不同的教材涵接，漫畫類教材則是最

容易讓學生提引興趣去了解改革後的課程大綱的工具，同時在受訪教師的回應上亦都同意

課程改革是一個新機遇。所以若果能夠爭取到政府合作的話便可分薄支出作更多的發展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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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政府亦開始支持本港漫畫業的發展，例如在政府資助香港漫畫協會設立了

一道專門展設香港各個著名漫畫角色的大道-香港漫畫星光大道，目的為了展現香港漫畫

的個性特色，並讓外地遊客瞭解香港文化的多元性，除此之外大道內亦設有展品，介紹香

港漫畫的歷史、成就、製作過程及最新發展（見圖 5.4）。 

 

 

 

 【圖 5.4】香港漫畫星光大道網頁節錄，取自：

http://www.comicavenue.hk/spectacular 

 

5.4 總結 

        經過文獻綜述及研究的結果分析後，作為回應研究問題中本港漫畫類教材難以被接

納的原因與往後的可持續發展與出路兩大重點作出兩方面的建議與啓示，藉以提供更全面

的資訊讓教育工作者與出版商參考。 

        在難以接納被接納的原因上，《通識五千年》中的港漫武打式畫風為表面因素，而

故事內容的編排才是問題根源所在，因為內容主題的單一令原本有負面印象的港式武打畫

風更令人卻步，同時亦反映出版商對於漫畫類教材，特別在歷史科目上需要更嚴謹及更專

業的學者處理。參考《日本之歷史》一書可以了解到出版商邀請大學歷史學教授協助編修

與監察，務求將整個日本的歷史以濃縮且具學術性將以漫畫的形式呈現（日本之歷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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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由此在漫畫類教材，特別是在歷史科目為主時應邀請學者協助參與監修或是提供

意見，先令內容的編排上嚴謹與不會過份單一。 

        另一方面，針對畫風問題上，本港漫畫的風格並非只得武打類（黎明海，2015），當

中亦有不少特別且具本港特色的漫畫畫風可以應用於漫畫類教材之中，同時在漫畫類教材

的冊數眾多上可任用不同的本地漫畫家負責，藉此增加吸引力以及分擔漫畫畫風單調的問

題，亦可以多元的畫風作招徠。當主題內容與漫畫畫風兩者之間能夠通力合作之下便能將

整個本漫畫類教材煥然一新。 

        在了解到難以被接納的原因後要對症下藥地解決的話亦需要大量的資源作輔助，才

能有一個持續的發展與出路。適逢政府正打算改革初中中史科，正是一個機遇可以與政府

合作，爭取機會獲得更多資源幫助，以助更長線的發展。而且在新課程的改革中政府打算

增加香港歷史的比重於課程中（香港政府新聞網，2016），出版商可以集中主題於香港的

歷史，一方面資料不及整個國家的歷史般龐大易於處理，另一方面亦可貼近課程迎合進展，

同時以本港漫畫描寫本港歷史更見親切。 

        而要達致可持續發展上出版商應善用現時的電子平台，例如設立網頁甚至是 Facebook

帳號，讓讀者可以輕鬆了解有關書籍的資訊更有宣傳的作用，而出版商亦容易了解到讀者

的意見並作出調整，提升競爭力。 

        然而教育界對動畫教材與漫畫教材之間的取向會否是一個啓示讓出版商轉移目標於

電子教材的發展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地方，但礙於研究者的能力所限無深再深入探討，期

望日後能有相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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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謄寫，Ｚ小姐與Ｌ老師 

訪談內容文字記錄 

受訪者：前出版社編輯，在文中會稱作 Z 小姐 

受訪時間：約半小時 

受訪問題與回應 

問：請問能否簡單講解一下一本書籍出版時會一般會有什麼流程與考慮因素？ 

答：在出版一本書籍時首先會有負責人約一至兩位構想今期大約會想出版什麼方向的書籍，

接著就會有人去聘請寫手以編寫該書，因為我的出版社是主要出版職業傾向或教學參教書

為主，所以不會有太多個人創作的成份在當中，通常都是決定了所想要的內容後再聘請寫

手負責寫書，之後就是等待寫手與編輯交接，而編輯就會向該位作者（寫手）表達想要其

編寫的內容然後作者就會編寫大綱再發回出版社讓編輯審閱。 

        在審閱過後就會開始寫作，寫作期間大約歷時三個月，就視乎該位作者是否按時交

稿，然後就會進行第一次的編輯。而視乎當時的人手之類，通常都會有兩位或者三位編輯

去審閱該書。而我的出版社（規模）比較小，其他大型的出版社應該會有十多位（編輯）

去審閱，接著到最後該本書就會交給設計師設計，主要都是封面、中間排版如何佈置之類，

然後就是交去印刷商印刷。而在其中有一部份是要事先要去問圖書館申請一個 ISBN（國

際標準書號），亦即是該本書的條碼。而我的出版社的做法會事先向圖書館申請十或二十

個作備用，若果用到該本書就會拿出來用。 

        基本上印刷完之後就可以去與發行商作溝通，而溝通完後就可以出書，差不多就是

這樣。 

 

問：之前都有了解過銷售方面你（編輯）是不多參與的，而是分配到市場部負責的？ 

答：其實在銷售方面大部份會分配到市場部負責同時亦都是發行商方面負責，而出版社通

常不會負責銷售而是發行商幫你（出版社）去將書派去書局、書店，接著其銷售成績如何

就會再跟你（出版社）說。一段一段時間過後該些書就會退倉退回出版社，而該時候就會

自行處置賣剩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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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在訪問前上過你以前工作的出版社的網址中了解過部份書籍，而當中會有一些書籍

附在插圖之類的圖畫，而當中的插圖你們選擇的取向是會傾向一些卡通性的抑或其他？而

我所了解的書籍是有關中國歷史的書籍而當中封面提及到有大量圖片，但我無法打開細看，

所以想了解一下出版社於圖片選取方面的想法。 

答：因為他（出版社）的中史參考書是以中一至中三為主，其實都是以學校所會教的內容，

而當中的圖片多半是一些地圖之類，或會有一些公仔（較為卡通的人物）在裡面，因為想

將該書是以初中學生為主所以會想將該書設計有趣味少少，所以（銷售對象為）初中的書

會多數是彩書印刷。 

       該書亦會出不同的系列，有一些會是職業傾向例如有關 CRE（綜合招聘考試）之類的

書，初期都會有一些卡通圖案，是十分之初期，因為當時是中文運用、英文運用之類的考

試（內容）會出一本書，而該時老闆就會想覺得要加一些圖畫，令該書更美觀。到後期我

在工作時就覺得該書是完全不需要圖片，而原本的圖片亦是十分幼稚就覺得（若果是這樣

的圖片）最好還是不要加進書中。 

       後來變相會是勾（勒）一些政府的建築物就變到（題材比較）嚴肅少少，所以書中的

插圖主要都是取決於受眾是什麼人。 

 

問：請問若果我假設我想出版一本中國歷史科的書籍而同時想採用港漫風格的圖案加入書

中，你會否覺得該種風格會阻礙了該書的銷售？ 

答：我覺得漫畫這樣東西本身是會令到學生更加傾向於去閱讀，而港漫抑或是其他地方的

漫畫其實沒有關係，只要該漫畫是有趣的就足夠了。但在香港則是比較少這一類的書籍，

如果是要用漫畫去製作歷史的教科書、講解之類的書通常都是台灣（出版）為主。因為在

我以前的出版社都有打算做類似的書，就買了一些台灣出版的歷史的圖解就打算作一個參

考，裡面見到的實在是有非常之多的圖片，而你需要用到圖片相對地資料性會比較少；而

在香港要做這樣的東西（一本歷史科漫畫圖解）的話首先就要騁請一位設計師，同時設計

師需要繪畫大量的東西，成本會很高並且需時亦都較長；第二，整本書都是用彩色，成本

亦會很高；第三，我覺得香港人的閱讀習慣並不好，不會有太多人買書，這是我個人的主

觀意見，而台灣的人則會課餘想去吸收多一些該方面的知識所以會做多該一方面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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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港的中學生如果想買書的話多數會傾向練習書或資料性比較多，所以在當時公司出版

就遇到了阻滯，倘若真的要出版的話就會不只是面對中學生，更會是面對成年人，但就覺

得成年人都未必有太大的興趣，最後市場（部）方面就覺得不值得出版，最後都是出版普

通中文書。 

 

受訪者：現任中史科主任，文中會稱作 L 老師 

受訪時間：約半小時 

受訪問題與回應 

問：請問你對中國歷史科的教學上有何心得？ 

答：心得就說不上，都是與同事之間交流切磋之類，分享不同的教學方法，而我自己也教

了中史科一段時間，初中高中我也有教。初中就以引起興趣，引起同學對中國歷史的興趣、

提升學習動機為主；高中則是要應付 DSE，所以歷史資料或者是對歷史的評價該方面多

一些培養，在學習的過程上焦點會有所不同。變相來說，在不同的教學方法上初中還可以

多一點嘗試，例如你進行中的研究是漫畫，我們在漫畫上也會讓同學在學完一段史實後消

化後再繪畫出來，用圖像去表達，這樣便添加了多一些的趣味。其實現時年青人都喜歡圖

像，所以圖像教學都是一種大趨勢，例如動畫、VIDEO、影片這種，不過這些是作為一種

輔助。 

 

問：請問你對漫畫教學有何看法或給你的印象是甚麼？ 

答：我覺得第 1 個提問與第 2 個提問是相關的，現時的教科書會製作一些動畫，而動畫其

實都是建基於漫畫，即是由很好格的漫畫去組成動畫，而有些同學已經有能力去製作動畫，

變相漫畫是一樣基礎、基本功，從美術的角度來說。但在我們教學的角度來說我們會比較

傾向使用動畫多一點。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因為（動畫的）動感更加強，另外就是有聲

音，畫面之餘還有聲音再加上劇情，在動感大一點的時候引起同學的興趣就會更加大。但

同時又不能說漫畫沒有意義，其實它只是靜態一點，而這些就是現時教科書的一些影片

（拿出了一些節錄了動畫的圖片），而我就節錄了一些圖片給你看看，這一個就是秦始皇

秦贏政如何統一天下的畫面，是由很多漫畫的畫面組成的動畫，對低年班的同學來說，時

不時播放一下都算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與對該主題的認識；而第二幅（節圖）就講到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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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年秦二世的人民很怨恨他說到他的暴政，不一定要殺人，畫出來的畫面我覺得可以用一

個軟性的角度，例如圖中的老人家衣衫濫鈕要去走難的樣子，兩個老人家帶著一個小朋友

讓你有一個想像空間，讓同學有一個想像空間，這裡由很多格的漫畫組成，接著下一步又

會如何呢？接著人民又起來造反，對同學時不時播放是能夠引起他們的興趣。再說到楚漢

相爭，例如「破斧沉舟」決心要將敵人殺光，又是很有一個團隊精神的樣子再加上聲音的

效果要將敵人殺光，這樣亦都能引起同學的興趣。其實有人會覺的有些書例如《通識五千

年》這本書的畫法畫風可能比較近似漫畫書、本地漫畫書的風格，而可能正是這樣就不太

進入得到教育界（的市場）。（回應：因為有些報導都有說到正因為如此，所以有不是太

多人會覺得這樣的畫風會比較好，會有一些抵觸或抗拒；同時亦都有一些報導提到書中的

一些人物的表情太過猙獰，不過這樣的情況在後期已經有所改變） 

       沒錯，當中可以看到圖中的角色是充滿肌肉而且個面貌好猙獰，眼神、肌肉感與線條

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暴力，所以就可能進入不了中學的一個原因。此外它的對象是初中或者

高小，而這群小朋友正正是需要多一些指導的時候，而若果（書中角色）給人一個如此猙

獰的面孔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反效果，老師就會覺得對這圖書有所保留。相比於我剛才給你

看的那個畫面就顯得比較親切一點可愛的感覺，加上即使是暴力但亦不用個個都是肌肉形，

可能是要去殺敵或戰爭就會以一大團雲去表現兩方的激戰。你在當中不會見到有肌肉形線

條的男性出現，而當中的刀刀劍劍亦不具強勁的殺傷力。當中一些書中的漫畫表現例如風、

打擊的效果相當之多，若果漫畫要進入教育界要注意的就是畫風、畫面的效果。 

 

問：請問若果要出版一本以漫畫形式教授中國歷史的書籍的話，你認為甚麼是最重要？內

容？畫風？宣傳？ 

答：正如剛才所說，我覺得是畫風（最重要），因為第一個印象就是我打開該書，我暫時

不論內容，就要看畫風是否給人的感覺是舒服、親切、可愛或者是正面等，而這些是畫風

方面會考慮到更是首要考慮。其次是內容，因為通常讀漫畫不會太多字，它用畫象去表達

其實是輔助老師的教學，始終都是靠老師以及教科書去說明史實。當然內容上要做很多資

料搜集，比如我們做（教）秦始皇的暴政，我們都要資料搜集如找尋當時的一些史實，又

或者他統一度量衡制度、文字，而文字上我總不能用今時今日的楷書或細明體去表達統一

文字的情況，所以如此的資料搜集是必需要做的。但關鍵就是第一個概念、感覺就是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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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到內容，不是說內容不重要，而是始終老師會去說明該些歷史，老師會去指證不恰

當的史料並會加以補充，所以會排第二（重要）。至於宣傳是否重要上，起碼推介給老師

先，並不需要舖天蓋地宣傳；該書進入學校給予老師觀看，老師覺得好的時候就會使用，

但同時間現時的教科書出版社都做得幾好，而多一本漫畫去教授歷史可能就是一個課外的

閱讀選擇。另一方面我覺得漫畫可以給學生去做一個創作，例如我這裡早兩年有一個機構

舉辦了一個歷史事件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我們的同學都有參加，而從其作品可見他們都喜

歡繪畫，即是說他們透通畫漫畫去呈現該些史實。他們理解、消化了該段歷史後再用圖像

去表達出來，深化他們對該主題的認識，所以可見漫畫對教學具有正面的意義。（回應：

我中學時期都有試過類似的校內比賽，不過是繪畫一些歷史人物之類） 

       我們就是以四格漫畫呈現一件事件，而我們亦都讓同學能夠自由發揮，例如其中一份

作品他都不需要加上太多字，想表達武昌起義的成功；而另一位同學的作品就畫了辛亥革

命，資料上都比較豐富，有保路同志會、鐵路國有化、人民如何不滿然後大家合力推翻滿

清政府，就以四格漫畫去表達。有些同學就比較簡潔一點，潦潦數筆，而有些同學就會加

多數句字去表達歷史資料，從中可見同學對於圖像應用於或利用來學習是有幫助，他們畫

完該些圖像後對該歷史的印象更深刻，加上他們是消化過該些資料再去表達出來。文字上

我們固然可以叫同學寫一些題目答長題目出來，同時間亦都可以考慮以漫畫去呈現該歷史

這形式，起碼是提升了一個層次因為他們已經消化了該段史料。而去到評鑑的層面就未做

得到，要比較、評鑑就要用另外的一些方式去考核，但起碼知不知道該樣歷史事件上用漫

畫都可以對同學作出一個評鑑。這些都是初中為主，高中的同學焦點都落了寫作題、評鑑

題方面或者是一些歷史資料題。所以漫畫教學主要就是初中的學習、初中教學方面。 

 

問： 請問若果一本以香港漫畫畫風所畫的中國歷史科書籍，你會有何看法或給你的印象

如何？（補充問題解釋：若果武俠類型的漫畫始於未夠軟化或容易令人接受的情況，我依

然想使用本地香港的漫畫去繪畫一本中史科教材，那我是否可以轉去使用一些比較可愛趣

緻的畫風甚至是角色呢？例如麥兜之類） 

答：使用一些趣緻、可愛，感覺是親切一點的畫面，或是一個幽默感大一點的造型，甚可

至以是老夫子之類。不是說使用了一個麥兜或老夫子整件事就會變得好兒戲，不是這樣的，

其實是根據老師怎去表達加上書中它裡面做得夠不夠認真都是反映該件事是否正面與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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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我們覺得是嚴肅的時候，我們何不用一個輕鬆的方法去教學生呢？畢竟這是一個

輔助去引起興趣。正如我剛才所說，針對初中同學以引起其興趣，待他們有興趣後會再看

下去追查該故事下去，可能他們會願意看多一些文字資料的書呢。如果漫畫是一個開始的

話，又不停止於從漫畫對該歷史事件的認識然後再追學下去。我覺得香港有一個風氣覺得

看漫畫不是去學習的一個方法，而日本則相當流行，因為日本個社會風氣之下使用漫畫去

教導群眾是相當有歷史與香港的風氣分別十分不同，相當早期的時候例如在侵略戰爭時期

已經存在。 

       其實近年中國歷史科在學習對圖像的使用是愈來愈鼓勵，例如相片、漫畫、歷史畫報

之類；而中國的漫畫歷史其實不遠，在清朝末年報紙開始盛行的時候就開始有一些漫畫，

都是由西方傳入。刊登於報紙之上都是線條比較簡單並且只得一格。漫畫在報章上特別流

行，不論是現在或一百年前，尤其辛亥革命的時間好多時都會在報紙報章上號召群眾，華

僑於南洋亦有相當多這類的報章，而我們現在會使以這些圖像去教學是不錯。所以圖像的

教學是一個大勢所趨。 

 

追加提問：我在資料搜集時有留意到政府打算對中國歷史科進行改組、改革的情況，就似

乎給予到一個相當好的機會去出版一些新歷史科書籍？ 

答：是一個改革，有一個檢討。因為中國歷史科主要在初中由 1997 至今 20 年的課程是沒

有改變，應該在今年的四、五月會有個檢討出來說一個的課程是怎樣，上年九月就有一個

課程資詢提出了，就壓縮了初中一中二學多一點，騰空一些空間予中三教多點近代史。這

都算是一個機遇來的，可以出版一些新的教材、多一點配套去配合課程改革。而這新課程

的目標就想是 2019 年開始實行但都要視乎之後推出的反應如何，出了個資詢稿有一個方

案就想看看業界、老師的反應是怎樣再決定要否再修改。目標是 2019 年的九月份予中一，

然後逐級改革。 

 

追加提問：我在資料搜集時看到有文章說學校宗教背景會影響是否使用漫畫進行教學，這

種情況是否普遍或你有否聽說過這種情況？ 

答：我又未曾聽說過背景與使用漫畫有關係，反而畫風會有很大影響就真。例如在很多年

前我收到這教材（通識五千年）時我以為這是給成年人閱讀的，如果是要給予初中學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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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話畫面上是不太適宜。縱使它是平價或有優惠售賣給我我亦都沒有特別推介給同學，

教學亦都沒有去使用。然而於老師本身教科書已經有一些材料，我們是否還需要用這本書

呢，當然我們亦能推介給同學如果是一本好的讀物的話，特別是中一中二的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