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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多元文化的環境，教育方式著重學生的理性思維，務求能處理價值觀

衝突的問題。然而，如果心中缺乏普遍性道德價值觀和利他精神，理性思維便難

以實行，所謂達成共識，亦只是希望別人對自己的理念妥協。儒家的義指正確和

合宜的事，它是包含仁、禮、智、利他、重人情和發自內心的特質。義講求合理

性，能平衡各方的利益而又不違背道德原則，這無疑是與理性思維的理念同出一

徹。本文會介紹義的特質，以及它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另外，本文會討論教義

的方法，如何使行義能出於本心，並成為持續性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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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本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的重點是儒家的義對德育的重要性，會介紹何謂

道德教育和義，瞭解義的特點，有助制定道德教育的重點和方向。透過教育，學

生不但能增長知識，更重要是提升人格的修為。中國人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例如

孝順父母、尊敬長輩、講求誠信等，故能以具體例子闡述道德問題，同時培養學

生傳統美德。現今教育強調批判性思維，而義則是儒式的批判思維。義可以理解

為做正確和適宜的事，含判斷性和講求靈活性，同時由他人角度思考解決辦法。

若果墨守成規，即便施行德行，亦會成為不義之舉。第二部分是如何教義，此部

分會探討如何發自內心行義；如何平衡目的性教育和發自內心的利他性教育，以

及如何使義的實行更有深度。然而，儒家的義有其不足之處是重人情，不能做到

大公無私，對個人主義的關注也不足。研究方法是採用文獻分析，透過其他學者

的觀點，探討議題當中可取與不足之處。 

第二章 甚麼是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可以分為私德和公德兩方面。根據教育局的德育課程指引（2012），

個人範疇的學習目標包含建立判別善惡是非觀和處理衝突時作出符合情理的判

斷；而在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範疇，目標是讓學生明白和負起不同角色需盡

的責任，以理性的角度處理議題，並以尊重態度對待他人。赫爾認為人接受道德

教育便能減少做自私的事而破壞公利（取自黃慧英，1995）。孔子把德育置於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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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強調需由心而發去做。道德教育不單是授予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還應啟發

他們批判性思考，在爭議中找尋答案。 

第三章 義對道德教育的蘊意 

3.1 何謂義 

3.1.1 仁的特質 

  仁和義皆是人與生俱來的善性，兩者既同是道德原則，而仁又是義的必要條

件。仁是儒家的中心思想，透過與外界的互動，衍生出孝、信、禮、義等各種倫

理觀，是一切善的根本（唐君毅，1955；翟廷晉，1992；陳弱水，2005）。仁是

一種內在情感，影響著個人的道德價值判斷，因而決定個人的行動。孟子曰《孟

子˙離婁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無日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

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孟子將仁比喻為心所安頓的地方，義則比喻作人應走的正道。兩者的關係應是居

仁由義，謹守仁心，以之行道義（翟廷晉，1992）。如果人缺乏仁心，對周遭事

物沒有關切之情，如何能引發他行義舉？行義可謂本自於仁。 

3.1.2 禮的特質 

  行義除了擁有仁心，還要配合身處社會的規範，孟子曰：「夫義，路也，禮，

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孟子˙萬章下》（傅佩榮，2004，頁

276），孟子將義比喻為道路，禮比喻為門，前往目的地都會經過不同的門，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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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家的門、關口、別人家門等，有時門的尺寸不符合自己的身高，人便需要彎腰

進內。這個比喻是指人身處不同的文化環境之時，他應該融入這些文化，彎腰的

態度所展現的是尊重。當道德教育的目標是以理性態度處理問題，並懂得尊重他

人，維護公眾利益，那守禮便很重要。孟子批評似是而非的義舉，例如為朋友報

仇而殺人，這並非守信的表現，而是破壞法律（傅佩榮，2004）。 

3.1.3 智的特質 

  仁、禮、信、勇、孝等是中國社會所重視的品行，能達到君子的德行，便是

屬於義的「做正確之事」的含意。陳弱水（2005）指出義解正，具強烈的道德意

味。做正確的事不難理解，如以禮待人、孝順父母、對朋友守諾言等是個人應該

要做到的德行；違法和傷害別人的行為應予以排斥。然而，光是美德是不夠，亦

需判斷甚麼時候做才適當。《孟子˙離婁下》（傅佩榮，2004，頁 204）云：「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具備德行的人是不會為了守諾和做

事求結果而違背道義。儒家認為行義是根據情況變化而去調整，若果只是墨守成

規，會容易遭人利用，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

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無日期），君子有勇卻

不以合宜的方式行事，會引發紛亂。道德爭議往往無標準答案，要以智慧衡量輕

重得失，做到既能守規，又可以變通（傅佩榮，2004）。這便是儒家提倡的中庸

之道，講求合理性，能照顧各方的利益又不違背仁、義、禮等道德原則。中庸包

括中與和，中是指做事恰如其分，和則是指與人或社會環境和諧共處，要做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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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需倚靠在實踐過程中因應客觀環境而調整的經驗（張德勝，金耀基，陳海文，

陳健民，楊中芳，趙志裕和伊莎白，2001）。 

3.1.4 重人情的特質                                                                                                                                                                                                                                                                                                                                                                                                                                                                                                                                                                                                                                                                                                                                                                                                                                                                                                                                                                                                                                                                                  

  儒家著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違反了自身角色應負的責任，便視為不義，

《禮記˙禮運》有載（陳章錫，2000）：「何為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

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行義不能沒有仁，

單純的潔身自愛而不理會自己應盡的責任，便違背了仁（翟廷晉，1992）。在《論

語˙公冶長》，孔子提到：「役使百姓要符合當時社會的規律，不能失去分寸。」

（傅佩榮，2011，頁 149），這便做到君仁。相反秦朝推行以法治國，《史記˙商

君列傳八》描寫了當時的社會：「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國學網，

無日期）。秦始皇對統一中國，結束多年的亂世時期功不可抹，但世人給予他的

評價是暴君。儒家理論的目標是使社會達致和諧和秩序化，方法便是與他人建立

一種適當的關係。                                                                                                                                                                                                                                                                                                                                                                                                                                                                                                                                                                                                                                                                                                                                                                                                                                                                                                                                                                                                                                                                                                                                                                                                                                                                                                                                                                                                                                                                                                                                                                                                                                                                                                                                                                                                                                                                                                                                                                                                                                                                                                                                                                                                                                                                                                                                                                                                                                                                                                                                                                                                                                                                                                                                                                                                                                                                                                                                                                                                                                                                                                                                                                                                                                                                                                                                                                                                                                                                                                                                                                                                                                                                                                                                                                                                                                                                                                                                                                                                         

3.1.5 利他的特質 

  陳弱水（2005）指出義舉是以眾人的利益的目標，做正當的事。穆勒提出的

社會感便是中國儒家的仁，西方的同情心，把自己與社會視為一體的感情（取自

陳特，1988）。當人視自己為社會的一份子，便願意做對所屬社會及其他社會成

員有利的行為。如果尊重他人得以普及，社會大多數人的權益就會獲得保障。當

個人利益與公益發生衝突，這意味著個人利益要有所犧牲。翟廷晉（1992）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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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強調群體意志的一致性，卻對個人意志的關注不足。對中國人來說，合理比

公平更重要，當遇上爭執，人們可以自我節制而達到合理的原則（張德勝等，2001）。

在儒家看來，利他是理性的，是人性善的本能。行惻隱之心同時肯定這樣做是對

的，一個是良能，一個是良知，兩者同出於一心（陳特，1988）。根據道德一致

性，當我這樣對待別人時，認為別人應這樣待我，便是肯定人的私心不應妨礙公

心。 

3.1.6 發自內心的特質 

  在《孟子˙告子上》篇，孟子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如同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內心所追求的是義理（傅

佩榮，2004，頁 295）。只要心中存仁，便是仁的表現，子曰：「我欲仁，斯仁至

矣。」《論語˙里仁》（傅佩榮，2011，頁 222）。義和仁一樣是發自內心的道德

原則。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於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傅佩榮，2004，頁

211）。動物只要受到訓練，也可以守規矩、做好事，成為人類工作的幫手，但人

與動物的分別在於人擁有自由意志去支配行動，去克服源自動物本能的慾望，當

身處不利自己或沒有外在規則的情況下，也能行仁義。 

3.2 義對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義對個人的品德培養有正面作用，例如義包含仁、禮、智、以利他精

神為目標、重視與他人之間的和諧性，以及強調發自內心去做好事。德育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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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培養學生處理道德爭議的能力，而道德爭議往往難以判斷誰是誰非，這便

需要智慧，找到共識之法。所謂達成共識不是停留在利益計算，須進至思想、價

值和心靈的層次才有根（霍韜晦，2004）。有時需要在個人需要作出讓步，若缺

乏對他人的仁愛，站在其角度考慮，便很難做到。於此，儒家重人情的特點便成

為優勢。這個特點一向被指會有礙公正和公平，公平是否表示每人都要有等同份

量的付出和得到，以使每個人的資源能盡量均等？可是，人出生時的身分就有差

別，有窮人，有富人，有健康的人，也有殘疾的人，再按照等分的原則實行，那

對窮人和殘疾人士便不公平了。資源分配尚且難以講求公平，更何況是無形的價

值觀問題，對與錯的意見視乎當事人所身處的位置。當衝突無法論對錯之時，解

決辦法便只有尋求箇中的合理性。 

第四章 教義的方法 

4.1 如何發自內心行義 

  既然行義需由內至外達成，在道德教育上就要先考慮如何喚起學生的道德情

感。黃慧英認為（1995）道德是一種好惡取捨，教育者只能加以引導，卻不能塑

模。傅佩榮（2011）也認同向善的過程需要教育來引導，但引發向善的動力才是

最重要。實現道德取決於個人的意志，因此培養人們的道德能力在於意志的純化

（黃慧英，1995）。當人們行道德是源自真情實意，不論處於何時、何地亦能堅

守原則。《大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無日期）有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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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

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君子行道德是出於內心驅使，以實現個人價值和目標，而小人做好事只為得到好

處。兩種推動因素的分別在於前者具持續性，不論外在環境如何變化，決定權仍

受個人意志主宰，即便在獨處時，也可謹守自身的行為。 

  黃慧英（1995）認為意志的純化有賴啟導感通能力為著點。感通是一種自我

提升，根據與自身緊密程度的群體，由親至疏將仁分層推廣（陳特，1988）。共

通感憑藉人的理性作判斷，人會優先考慮他人的立場，避免了個人主觀角度的影

響（徐向東，2006）。當每個人做到感通，人會樂意行道德。因為它能使人覺察

到他人的需要，並希望各人得到滿足（黃慧英，1995）。感通力建基於人的同理

心。有同理心的人能代入他人的處境，想像到他人的情感，繼而從別人的困難中

產生想終止它的道德情感（Maibom，2014；Chau Yin，2017）。同理心是哺乳動

物的先天本能，德國萊比鍚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員（Chau Yin，2017）

表示同理心使哺乳動物族群團結，有利族群發展；同理心可分為三個層次，首先

是情感同理心，鏡像神經元幫助人透過表情、動作知道他人的感受，其次是認知

同理心，人能瞭解他人產生這種感受的原因，最後是感同身受，大腦的心智神經

元能使人類想像別人感受，產生如果是我，我也會如此的想法，小孩出生後幾年

就發展出這三個層次的同理心。同理心是先天性，亦是後天性，它是與生俱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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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可是，若不加以引導和激發，亦只會被人的欲望本能與環境影響而淹沒。 

  要引發學生發自內心行義，便需要當事人有相關的經歷。只有嘗試體驗人生

的艱難，瞭解痛苦是甚麼，才容易產生認同作用和培養真實的道德感，同時明白

它的重要性（劉國強，2003；黃慧英，2008）。然則，學生缺乏一定的人生經驗，

難以去想像他人的痛苦感受，這是以經驗為基礎的想像力的限制（黃慧英，2008）。

因此，可透過倫理關係的情感基礎，引發學生的同理心。徐向東（2006）指出道

德判斷涉及以往的道德經驗，如果缺乏實際的體驗，就要借助某些自然情感來擴

展道德情感。 

  儒家所講的仁便是發自內心真實的情感，例如骨肉親情，父母會為照顧年幼

子女而犧牲休息時間；手足之情，兄長會保護弟妹；夫妻之間會互相扶持；尊重

自己所屬的團體，會守其法則；看重朋友的諾言。儒家提倡的推愛，便是希望透

過擴充這些真實情感，使人能對外人產生愛，這種有等差的愛幫助人們喚起愛的

情感（黃勇，2002）。根據 Lerner（1981）提出的關係類型，人會因應親疏之別，

而以相應的方式與他人互動和分配資源，人會依賴最親密的人，並重視對方的需

求和福祉，對待普通人則會依著公平法則，斤斤計較（取自黃光國，2009）。同

理心亦透過關係建立，感受程度受親屬選擇影響，人會傾向於先幫助自己所屬群

體的對象（Maibom，2014；Chau Yin，2017）。這表示有等差的愛是與生俱來，

人很難做到大公無私。惟有順應人的「親親」《孟子．盡心上》（中國哲學書電子

化計劃，無日期）特質，方有利愛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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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如何平衡目的性教育和發自內心的利他性教育 

  西方哲學家認為人是自利的，所以為了維持社會安定和長遠的利益，需以目

的性角度去實行道德教育（陳特，1988）。以利益的角度教導學生做正確的事，

容易解釋為何要道德，他們較易接受道德的意義。Shweder 和 Much（1991）指

出父母和老師教孩子道德標準正使用目的性教育，如命令、威脅、禁止、責怪、

辯解等，以維持社會的常規運作（取自黃光國，2009）。然而，它所產生的問題

是很少人會覺得如果不道德，就會喪失幸福，道德只是換取最大利益的方法而已

（陳特，1988），按照此說法，當不道德所得的回報大於道德，那是否表示可以

做不道德的事？陳弱水（2005）表示強制性的規範注定有它不能超越的限制，不

能使人自覺道德。 

儒家認為行義是出於人的本性，非外力影響。孟子曾批評告子以杞柳做的器

具比作仁義，並指出仁義不是後天加工而得《孟子˙告子上》（傅佩榮，2004）。

只有意識到道德的價值和意義，在面對欲望的誘惑時，人才能自覺地選擇道德（陳

特，1988）。但是要引起學生內心向善的動力，對老師來說是困難，因為它不是

外力可以影響，需靠自身去領悟。故此教師可採用體驗式教學，令學生代入不同

角色，理解他們的處境。 

  寶血小學曾舉辦經驗學習活動，使學生容易理解抽象的貧窮概念，相對於沒

有錢和溫飽，學生可具體指出貧窮人士日常會遇到的困難，以及導致貧困的因素

（江雪儀、梁小菁老、陳偉傑和胡汝樂，2016），這有助學生制定具體可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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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幫助有需要的人。日本的道德教育重視實踐性，據國際教育動向調查（2003），

日本學校的體驗活動的參與率比國際平均值高（引自徐虹，2015）。日本文部科

學省的數據（2008）反映參與體驗活動後，學生的道德感、對德育課題的興趣、

處理人際關係能力、實行道德的自主性等都有所提升（引自徐虹，2015）。 

   目的性教育和發自內心的利他性教育各有其好處，在設計德育課程時應順

應學生不同階段的特性，而採用合適的教學方式。Kohlberg（1971）指出人的道

德發展可分為三個時期，道德成規前期出現於學前幼稚園至小學中年級，其特點

是服從權威，以個人利益衡量道德標準；道德循規期出現於小學高年級至成年，

其特點是以取悅他人作為道德行為的目的，服從社會規範；道德自律期的特點是

可理性思考道德問題，擁有個人的道德價值觀（引自周甘逢，2007，頁 156-157）。

體驗式教學可參考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理論，幼稚園至小學四年級的德育課程

的重心應是灌輸普遍性道德規範，在設計的體驗式活動應鼓勵和加強學生做好的

行為，因為這時期的學生未能分辨何謂道德與不道德，因此需要一個以道德為標

準的環境和榜樣去引導他們的善性的發展。在小學五、六年級，學生處事方式開

始由利己擴展至利他，這表示他們能以他人的處境考慮事情，在設計體驗式活動

時，可提供多種角度讓他們思考同一件事，這會產生不同的意見，可以藉此讓他

們討論怎樣的處理手法較合理。 

4.3 如何使義的實行更有深度 

  個人主義學者認為人是自利的，而儒家也不認為人性本善的，即使人具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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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能力，都易受本能欲望和外在因素的影響而阻礙行義。人心會因司空見慣而

變得麻目不仁；也可能是當時強烈情感的驅使所做的決定（劉國強，2003）。對

於不安的事，人總有方法應對，而對於自己犯的錯也會用推卸的理由使之合理化

（周甘逢，2007）。由於人會受個人偏見影響，故此需要一個理性的角度去反思

自己做的事是否正確和合宜。使道德向好的方向發展有賴於一個自我矯正的機制

的存在，人與人之間的反應態度便發揮了它的作用（徐向東，2006）。反思對個

人成長的重要性在於它有利自我覺察、自我改進，以及調整自身行為，達至合理

的狀態（Moon，1999，p. 82-87）。 

  反思的進行是有條件的，「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孟子˙離

婁上》（傅佩榮，2004，頁 173），人缺乏普遍性的道德觀，便不知道自己錯的地

方，也不能作是非判斷。此外，環境缺乏善，人亦難以覺察自身的問題，可以說

道德教育的推行需有合適的環境配合，教育者亦須以身作則。另外，人若缺乏利

他的特點，就不會考慮他人的感受，那別人對自己的批評和反應也會變得無意義，

而外在環境的反應正是刺激反思的重要元素。 

  理性的人必須參考他人的評價來進行反思，以檢視自己的信念是否可靠，並

恰當的回應他人的態度（徐向東，2006）。《孟子˙離婁下》篇（中國哲學書電子

化計劃，無日期）記載：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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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

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面對別人不好的反應，君子先會在自身找問題，不斷改進自己的德行。這並不表

示盲目依從他人的意見，當改善了自己的行為而別人仍有不好的態度，才在對方

身上找問題。或者尋求第三方協助，檢視自己的改善方法是否恰當。反思方法可

參考 Gills（1988）提出的六個步驟： 

1. 描述—「發生甚麼事？」 

2. 感受—「我有甚麼想法和感覺？」 

3. 評價—「過程中有甚麼好事和壞事發生？」 

4. 分析—「為何會發生那些好事和壞事？」 

5. 總結—「我有甚麼地方可以改進？」 

6. 計劃—「如果這情況再次發生，我會怎樣做？」 

（cited in Moon，1999，p. 73）。 

Gills 提出的反思步驟透過事件的後果或他人的反應來引起，過程中讓思考者以不

同角度看待同一件事，使思考者能減少個人的偏見，並先由自己身上找不足，再

嘗試其他方法。 

第五章 總結 

  義屬於道德判斷，本於善性，受制於禮，外顯於道德行為，其特點是會以他

人的角度思考問題，這正是批判性思維所需要。重人情的特質卻被認為會妨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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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展，當面對多數人的利益，個人意願不得不作出讓步。然而，與他人維繫良

好的關係則被儒家視為理性的做法。在個人與團體意願，甚或是不同倫理關係之

間產生衝突，解決辦法不一定要捨棄一方，盡可能找出一個能達成共識之法，這

便需要智慧。智慧可得之於他人經驗和自己在生活的所得，對於缺乏人生經驗的

學生，他們所需的不能只依靠書上的知識，而是能感悟於生命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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