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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教科書中人物傳記的情意元素考察 

第一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 

        對於人物傳記課材上的考察，早有研究指出：「角色楷模對青少年的未

來發展與生涯定向，有其態度、認知與行為等影響」1 （陳勇祥，2014）。這

是因為角色楷模具有可觀摩與模仿的作用，從而促使學生能從中獲取典範學

習之意義 2（游恆山，1995）。陳奎憙（1998）同指出：學生能藉著實際的行

為、媒體或書籍，從中得以學習觀察、模仿；及至產生認同、同化等作用，

以達致獲取知識、技能、行為、觀念等的學習成效 3。角色認同，是一個社會

化的過程：由原生家庭成員，擴展至師長同儕、歷史人物、名人與學者等 4

（張春興和林清山，2000），由於這些對象皆富有楷模形象或其典範性的事

跡，故能藉此吸引他人模仿，影響到個體的行為的塑造與價值觀的確立 5（林

淑梨，1994）。 

 

      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當個體產生認同時，即是補償心理發酵……產

生思想傳遞、觀念改變、行為模仿等作用，藉以幫助個體塑造更佳的品格與

行為典範，達成自我理想」6（Gianakos, 1995）。人們能透過「建構自我價

值」和「檢視楷模人物特質的歷程」中，獲得認同感 7（Lusso, Funk & Strang, 

2004）；或是能從中得以確認自我存在及自我肯定 
8（Muscroft & Bowl, 

2000）。而事實上，如從文學文體上的角度分析，人物傳記有別於一般的文

學文體，其以記錄名人富有深遠影響及偉大貢獻之事跡為主，故在一般對名

人存在普遍的崇拜心理下，讀者於閱讀前，對傳記文體已帶有期待；而此期

                                                           
1
 陳祥勇(2014)：典範人物對資優學生角色楷模的影響成效，《資優教育季刊》，132，頁

29-36。 
2
 游恆山(1995) ：《心理學》，臺北，五南出版社。 

3
 陳奎憙(1998) ：《教育社會學》，臺北，師大書苑出版社。 

4
 張春興和林清山(2000) ：《教育心理學》，臺北，東華出版社。 

5
 林淑梨(1994) ：《人格心理學》，臺北，心理出版社。 

6
 Gianakos, I. (1995). The relation of sex role identity to 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6, 131-143. 
7 Lusso, A., Funk, D. P., & Strang, J. D. (2004). Attribution retraining increases career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44(4), 376-386.   
8 Muscroft, J., & Bowl, R. (2000). The impact of depression on caregivers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implications for professional support. Counse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13(1), 117-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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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感將有效地在閱讀具體內容後，進一步激發人的志氣以及有助塑造良好的

品格，尤對青少年而言，更富有借鑒和啟示之作用 
9（陳蘭村，2008）。 

 

        由是觀之，人物傳記有助品德情意的教育。而對學童言之，閱讀優秀的

人物傳記，更是一種具明顯果效的勵志圖強的教育途徑 10（陳蘭村，2008）。 

 

1.2 研究動機 

有研究指出：小學時期是學童人生的啟蒙階段；同時，是他們進行培養

社會公德、個人德目的最佳時間 11（李煒，2015）。而這些德育條目，並不是

直接以一套套的理論，硬邦邦地「填」進學童的腦海中；反之，卻大多是蘊

涵在一篇篇的課文裏，以不同的課題形式表現出來。 

 

余婉兒（2010）曾於有關教科書道德取向的研究論文中指出：日常運用到

的學習教材（教科書）是學生「獲得知識和價值的主要來源」，故其內容的

素質、取向皆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的效益 12。教科書所呈現的學與教內容，是

「學校知識的物質戴體」，故一定是「經過篩選、組織化的經驗文本」；與

此同時，在編撰的過程中，必定融合了一定的「社會觀念、規範以及價值

觀」13（Young & Michael, 2002）。由此是故，何文勝（2007，2008）便針對

性地提出：教科書的價值取向，應按學生認知心理發展的方式來呈現才比較

合理 14 15。 

 

小學六年級生，學生年齡介乎十一至十二歲。據權威發展心理學家 Piaget

所提倡之「發生認識論原理」，此學齡之學童正處於「形式運算」的階段

（約從十一、二歲或以後）。此階段的學童，無論在一般的邏輯運算、或是

                                                           
9
 陳蘭村(2008)：略論名人傳紀的閱讀功效，《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3(8)，頁 3-6。 

10
 同註 9 頁 3-6。 

11
 李煒(2015)：語文教學對兒童德育的重要性，《語文教學與研究（大眾版）》，8，頁

85。 
12
 余婉兒(2010)：道德價值取向比較：香港及台灣小學中國語文教科書研究，輯於《中國語

文課程改革中的有效教學與教師行為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文思出版社，頁 95-

100。 
13
 Young & Michael F. D. (2002)：《知識與控制 : 教育社會學新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出版社。 
14
 何文勝(2007)：香港一套初中語文教科書的價值取向研究，《基礎教育學報》，16(2)，頁

84-98。 
15
 何文勝(2008)：臺灣四套語文教科書的價值取向研究，《課程研究》，4(1)，頁 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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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發展、思維能力等各方面，都漸趨成熟，對感知事物具靈活性的思考 16

（Piaget, 1981）；Piaget 同時提出：學童對道德判斷的推理與認知能力的發展

與一般的智力發展是平衡的。 

 

由於學童無論在情意、道德或是智力發展上，皆具有階段性的特徵；對

於不同學齡的學生而言，其心理接受之能力也是有所差別的，因此，Piaget 提

出對處於各個不同階段的兒童，所進行的情意與道德教育亦應有所不同 17（易

法建和黃文勝，2005）；換句話來說，教師如能按照學生學齡心理發展的規

律，運用到恰如其分的教學內容、材料及方法進行教學，便更能有助學童主

動建構學習 18（馬艷麗，2007）。 

 

因此，綜合以上提及到有關人物傳記的正面閱讀效能；以及小六學生學

齡上情意及道德發展的特點，本文將嘗試把兩者相互結合，作為是次研究的

方向與重點。論文以蒐集香港坊間現行十一套中國語文教科書中，於小六級

別（上、下冊）有關人物傳記之課題作為研究數據的基礎，參照香港課程發

展議會於小六中國語文科中，所建議之情意教學內涵；以及運用相關學者提

倡的情意與道德發展理論作為框架，以嘗試分析人物傳記與小六學齡學生在

情意道德的培育上相互的作用與關係。  

       

1.3 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方法，將先整理及歸納從文獻回顧中所建構出來的理論架構作

為藍圖，繼而採用先定量、後定性之研究步驟加以分析 19（Wiersma, 1997）。

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Methods）是指：對香港現行十一套中國語文教科書，

在小六級別有關人物傳記課題之課文數量進行收集統計。由於分析樣本（香

港現行十一套中國語文教科書中，小六級別裏人物傳記的課題）統計數量不

多（僅得十一套），故此，本文將不需作樣本選取及層級制定；而定性研究

                                                           
16
 皮亞傑著，王憲鈿等譯(1981) ：《發生認識論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 

17
 易法建和黃文勝(2005)：皮亞傑的兒童道德發展理論及其啟示，《廣州師範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41(4)，頁 94-97。 
18
 馬艷麗(2007) ：對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原理》中教育觀點的理解，《遼寧行政學院學

報》，9(2) ，頁 152。 
19
 「一般而言，定性研究是用文字來描述現象，不用數字和量度；而定量研究則是用數字

和量度來描述現象，不用語言文字」引自(美)維而斯曼著，袁振國主譯(1997)：《教育研究

方法導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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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ive Methods）則指：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20 為根本，在

前者所取得之統計數量的基礎上，對其中統計課文（人物傳記一文類類別）

內記敘人物所蘊含之情意元素先進行歸納及分類，繼而考察及分析其中所蘊

含情意價值的內涵特質。 

 

     據 Berelson（1954）所指：內容分析法「是一種針對明顯傳播內容，作出

客觀且系統化的研究方法」21，其旨在「將語文及非量的文獻，進行轉換為量

的資料，從而讓內容所分析出來的結果，以含有次數或百分比的圖表呈

現」，其中，能表現研究對象之「在某段期間內該現象的發展情形」22（王文

科和王智弘，2010）。而本文主要的研究媒體 —— 香港小六中文科教科書，

同屬語文類別，非量性而具傳播內容的文本；這與內容分析法的所提倡：透

過文獻而獲得研究資料此一目的是一致的，故為之選用。 

 

1.4 名詞界定 

1.4.1 「小六教科書」 

        本文的教科書考察與統計對象，包括了香港現行坊間十一套中國語文科

出版社的教科書（現代中國語文、啟思語文新天地、新編啟思中國語文、朗

文中國語文、我愛學語文，學好中國語文、快樂學語文、二十一世紀現代中

國語文、活學中國語文、新亞洲中國語文，新‧語文），小六全年（各上、

下兩冊）各單元閱讀篇章的講讀、導讀與自習課文。以小六篇章作為選取對

象是相對其他小學級別而言：由於小六出現人物傳記之文體的次數較其他年

級為多；而且就一般而言，小六課文篇幅較長，中心思想較為豐富，要求學

生道德判斷的推理與認知能力亦相對地增加，故此，本文選以小六教科書作

為是次研究取樣的對象。 

 

1.4.2 「人物傳記」 

                                                           
20
 「文獻或內容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 or content analysis）是指依文獻資料進行的研究，

涉及將資訊、論點或事件矛以綜合，衍生其間的關係或影響，通常要充分利用圖書館始可

進行，加之其資料均為已寫成的或印刷物，且要充分運用演譯、歸納的邏輯方法」引自王

文科和王智弘(2010)：《教育研究法》，臺此，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1 Berelson, B. (1954).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22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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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1988）中記載，有關「人物傳記」

的類近概念有二：一、「傳記」，即是「記載人物經歷的作品」；二、「傳

記文學」，「而其中文學性較強的作品即是傳記文學」23。「傳記」或「傳記

文學」同是一種文體，而「傳記」則較「傳記文學」早出現：「『傳記文

學』是後起的一種稱呼」24（韓兆琦，1997）。早於戰國時的《穆天子傳》、

《世本》等，便以「傳」一類型的文體出現；西漢時期，司馬遷撰《史

記》，屬紀傳體史書，當中以「列傳」作為列敘人臣事跡 25；魏晉南北朝時則

已明確地指出：傳記乃是記載一個人的生平始終 26（應文琦，2015）。據《四

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同有記載：「傳記者，總名也，類而別之。則

敘一人之始末者，為傳之屬；敘一事之始末者，為記之屬」27（(清)永瑢等，

1965）。 

 

近代，不乏學者提出「傳記文學」一概念，有學者指述：「傳記文學是

史學和文學的統一物」28（杜呈祥，1962）；陳蘭村（1998）同對傳記文學提

出雷同的釋義：「是藝術地再現真實人物生平及個性的一個文類」29。 

 

由於不少學者皆指出傳記與傳記文學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因此有學者

建議：若以廣義來說，不妨把「傳記文學」也納進「傳記」一概念範圍內 30

（韓春萌，2006）。因此，本論文也參考上述學者一觀點，於是次考察的篇章

課文，「傳記」與「傳記文學」也將納入「人物傳記」一界定意涵內，同屬

考察範圍。 

 

1.4.3 「情意元素」（Affective Elements） 

                                                           
23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1988)：《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北京，中國大

百科全書出版社。 
24
 韓兆琦(1997)：中國古代傳記文學略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4，頁 13-20。 

25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1987)：《史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26
 應文琦(2015)：《中學傳記文學作品教學內容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27
 (清)永瑢等(1965)：《四庫全書總目（上、下）》，中國，中華書局。 

28
 杜呈祥(1962)：傳記與傳記文學，輯於《什麼是傳記文學》，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頁

14-23。 
29
 陳蘭村(1998)：中國傳記文學：一個發展着的文類，《浙江師範大學報（社會科學

版）》，6，頁 51-55。 
30
 韓春萌(2006)：論傳記文學的分類及其文關特徵 —— 兼就所謂「兩韓之爭」與韓晗先生

商榷，《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7(2)，頁 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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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是個複雜的概念 …… 蘊涵其中的個人價值觀和情緒」31

（廖佩莉，2017）。李燕偉（1997）亦曾指出：簡易來說，「情意」是指「情

感和意念（思想）」32；而從廣義來說，「情意」則是指「智能以外關於情

緒、感情、價值、意志與道德」33（郭如育，2011）。從上述所見，情意的主

要內涵離不開：價值觀（道德）、情緒（情感）及意念（思想）。 

 

而據課程發展議會所公佈中國語文科最新的課程文件（2017），其中課程

架構的指引部分，指及學生應有「價值觀和態度」之培育。價值觀是指：

「學生應發展的素質，是個人行為和判斷的準則」；態度則是：「把工作做

好所需的個人特質」34（課程發展議會，2017）。而有關價值觀和態度的培育

項目一共有七個，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

份認同」、「承擔責任」、「誠信」和「關愛」
35
（課程發展議會，2017）。 

 

參考上述學者與課程發展議會對於「情意」的界定，本文是次對於情意

元素的考察，亦將會以「價值觀（道德）」、「情緒（情感）」、「意念

（思想）」及「態度」四大要點作為「情意」的內涵分析，並在「價值觀和

態度」兩範疇以下，將緊扣以上七個有關的培育細目作研究比照。 

 

第二章：文獻回顧 

2.1 小六中國語文科中情意教學的內涵 

      情意教育在香港的中國語文科教學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向來着重培養

學生的價值觀和態度，提出當中要「加強培養學生的品德情意，提高學生的

道德操守，滋養情意」36（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廖佩莉（2017）亦表

示在現行香港中國語文科所倡議之提升語文素養的項目中，大部分也與情感

                                                           
31
 廖佩莉(2017)：「情」與中國語文教學，輯於《漢語教學與文化新探》，香港，中華書

局，頁 52-65 
32
 李燕偉(1997)：淺談語文教學中的情意教育，《河北成人教育》，1，頁 46-47。 

33
 郭如育(2011)：國中生情意教育的重要性及其課程設計原則，《中等教育》，62(2)，頁

138-154。 
34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17)：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檢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

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瀏覽日期：2018.2.8 
35
 同註 34，檢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瀏覽日期：2018.2.8 
36
 同註 34，檢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瀏覽日期：2018.2.8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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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或價值觀息息相關 37。從課程綱要上所見，當中主要有三維學與教的目

標，而情意教育便是其中一環。根據教育局（2009）所頒佈之中國語文學習領

域課程宗旨，其中涉及情意教學的見如下 38： 

 

（1）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2）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3）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情感 

 

     在中國語文科課程架構（小一至小六）中亦指出：「語文是思想感情的

戴體，而思想感情是語文的內容」。故此，品德情意教育的具體學習目標需

囊括 39（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 

 

（1） 培養道德認知、意識和判斷力，從而促進自省，培養道德情操； 

（2） 陶冶性情，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 

（3） 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對以上概括來說，其所提倡之情意教學目標偏重人際倫理功能及社群責

任為主，前者如道德教育、正向思維及個人性情修為等；後者則提及與他人

相處以及至於社會中的個人自處。據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課程建議，有關情

意教學的學習目標宜具體化地分成「個人」、「親屬、師友」及「團體、國

家、世界」三個層面，細目包括（小一至小六）40（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4）： 

 

中國語文科情意教學的學習重點（小一至小六） 

個人 親屬、師友 團體、國家、世界 

自我尊重 尊重別人 

（尊重對方權利、感受） 

心繫祖國 

                                                           
37
 同註 31，頁 52-65。 

38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9)：中國語文教育 課程宗旨，檢自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index.htmll 瀏覽日期：2018.2.8 
39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4)：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檢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

documents/chapter2.pdf 瀏覽日期：2018.3.29 
40
 同註 39，檢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urriculum-documents/chapter2.pdf 瀏覽日期：2018.3.29 

http://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index.htmll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hapter2.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hapter2.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hapter2.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hapter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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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惜生命、知恥、自

愛、自重、不自欺） 

自我節制 

（不沉溺物慾、情緒有

節） 

寬大包容 

（接納多元觀點、容忍不

同意見、體諒寬恕） 

守法循禮 

（遵守法律、有公德

心、尊重社會規範） 

實事求是 

（承認事實、重視證據、

勇於探索） 

知恩感戴 

（知所回饋） 

勇於承擔 

（履行義務、盡忠職

守、有使命感、具道

德勇氣） 

認真負責 

（重視責任、不敷衍茍

且、知所補過） 

關懷顧念 

（尊敬長輩、友愛同儕、

愛護幼小） 

公平廉潔 

勤奮堅毅 

（努力不懈、貫徹始終） 

謙厚辭讓 和平共享 

（團結合作、和平共

處） 

專心致志 重視信諾 仁民愛物 

（尊重生命、珍惜資

源、愛護環境） 

積極進取 

（取法乎上，盡其在我） 

  

虛心開放 

（了解自己不足，欣賞別

人長處） 

  

曠達坦蕩 

（了解客觀限制、知所調

處挫折失敗） 

  

美化心靈 

（欣賞自然、藝術，享受

閒適、寧靜、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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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將上列有關情意教學範疇的學習要點與其所倡議的七個首要培育的價值觀

和態度項目作對照，則見是互相呼應的：41（課程發展議會，2017） 

 

七個首要培育的

價值觀和態度 

情意教學範疇的學習要點 

個人 親屬、師友 團體、國家、世界 

堅毅 勤奮堅毅   

尊重他人    尊重別人、     

寬大包容 

和平共享 

責任感 認真負責   

國民身份認同   心繫祖國 

承擔責任   勇於承擔 

誠信  重視信諾  

關愛  關懷顧念  

 

        由是觀之，於現行香港中文科的課程架構裏，對於小學學生情意素養之

項目培育與提倡，重點涉及：個人的情意修為、道德價值；與親屬及師友的

相處之道、關愛顧念；以及對社群至國家、世界的責任與承擔三大類別。而

集中針對本文的研究對象（小六學生），情意教學範疇的學習要點應較多集

中於「親屬、師友」與「團體、國家、世界」兩大類別，並應以後者為重；

個別的人物傳記課文，則可能略有涉及「個人」層面的情意元素，然不應為

小六情意教學內涵的重點。 

 

2.2 人物傳記的分類與教育功能 

2.2.1 人物傳記的分類 

     目前學術界對人物傳記的分類法暫無一致的定論。本文主要參考學者陳

蘭村 42（1984）、溫睿瀅和李豐楙 43（2003）、劉孝嚴和王湘 44（2004）；及應

                                                           
41
 同註 34，檢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瀏覽日期：2018.2.8 
42
 陳蘭村(1984)：略論我國古代傳記文學的起源，《人文雜誌》，3，頁 114-118。 

43
 溫睿瀅和李豐楙(2003)：《全真七子傳記及其小說化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未

出版。 
44
 劉孝嚴和王湘(2004)：《中國古代常用文體規範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LEKLAG_2017_for_upload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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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琦 45（2015）的看法，把有關對人物傳記的分類法作出疏理及整合，見如

下： 

 

 

     經統整後，人物傳記大致可依照以下六個原則劃分作不同類別：一、編

撰時期；二、編撰形式；三、編撰性質；四、敘敘述者角度；五、篇幅長

短；六、寫作方法。先從編撰時期言之，可劃分為古代、近代、現代、當代

四個時期。古代及近代的分野以鴉片戰爭作分界線：鴉片戰爭以前歸為古

代；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發生以前為近代；及至辛亥革命發生以後至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為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直至迄今則為當代 46（應

文琦，2015）。 

 

    其次，以編撰形式論之，則可細分為史傳、雜傳、散傳及專傳。史傳：

正史中的人物傳記；雜傳：非正史而單獨成書一類型的傳記；散傳：史傳及

雜傳以外的單篇人物傳記，例如：碑銘、自序等皆包涵於此類別；專傳：一

人一傳，單獨成書的傳記 
47
（劉孝嚴和王湘，2004）。 

 

                                                           
45
 同註 26，未出版。 

46
 同註 26，未出版。 

47
 同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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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以編輯形式區分，則分別有：歷史性（偏重歷史的陳述）、評論

性（偏重評論觀點與成分）；以及文學性傳記（偏重文學修辭與藝術表現）48

（陳蘭村，1984）。 

 

        其四，若以敘述者的角度作分門別類，則有：作者以第一身記敘自己生

平事跡的稱為自傳；以第三身的身分為他人記敘則為他傳 49（劉孝嚴和王湘，

2004）。其五，以篇幅長度作劃分則包括：大傳或傳略（記敘較全面）；小傳

（篇幅短小、記敘扼要）兩類 50（溫睿瀅和李豐楙，2003）。最後，在寫作方

法來說，前文所提及到的歷史性及評論性傳記的筆觸相對來說較平實的，則

概括為紀實類傳記之中；而文學性傳記反之相對較着重文學修辭與藝術的表

現，則歸之為文學類傳記。 

 

      針對本文的研究文本 —— 有關小六中文教科書中人物傳記的課文考察，

分類則將集中運用上表「編撰時間」、「敘述者角度」及「篇幅長短」三大

類別原則作為論述探討。這是因為考察課文其中所敘述之人物有橫越不同的

時代，而人物所處之各不同的時期，其時態的意義有可能對學童的情意培育

構成不同之影響；同時，本文亦將探討人物傳記課文以第一身與第三身的角

度敘述之分別，對學生之情意學習會否帶來不同的效能？而在「篇幅長短」

上，人物傳記課文所編撰傳主的縱向時間是以一小片段為單位，或是以大半

生甚或一生為單位，對人物傳記的教育功能會否間接造成影響？這等問題有

待於下文「研究成果」一部分作詳細的分析與考究。至於其他分類原則：

「編撰形式」、「編撰性質」與「寫作方法」，由於出版商在編撰課文時，

可能為照顧到課時有限，同時，亦有機會因應到小六學齡上的語文水平，故

此，此等較細緻的人物傳記分類原則，在本文的研究材料上，則見不適用。 

 

2.2.2 人物傳記的教育功能 

     有指：不論傳記或傳記文學，也應該富思想性和教育功能 51（韓春萌，

2006）；韓兆琦（1997）亦曾明確地指出人物傳記其中的特點是：「有明確的

功利性」及「有強烈的抒情色彩」52。對於人物傳記存有的教育功能， 

                                                           
48
 同註 43，頁 114-118。 

49
 同註 44。 

50
 同註 43，未出版。 

51
 同註 30，頁 76-80。 

52
 同註 24，頁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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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urois 
53（1986）、楊正潤 54（1994）、郭久麟 55（2000）、溫睿瀅和李豐楙 56

（2003）、陳蘭村和許曉平 57（2006）等學者也提出了雷同的看法，現歸納如

下： 

 

（1） 道德的教化； 

（2） 啟示性與借鑒性； 

（3） 勵人心志 

         

2.2.2.1 道德的教化 

     應文琦（2015）曾述及：「它（人物傳記）在樹立學生正確價值觀方面

發揮了其他文體無法取代的作用」58；溫睿瀅和李豐楙（2003）亦曾明言： 

 

    自古至今，無論中國或西方，對待傳記的態度都是與「歷史學」很類似

的：具有一種「道德」的取向，換句話說，就是揚善去惡、臧否人物 59。 

 

     Maurois（1986）對此同抱有相同的看法：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傳記是一種類型的文學，這種類型的文學比其他類型

的文學，更緊密地觸及道德。…… 因為（傳記）敘述具有確實性 60。 

 

上述提及到人物傳記具道德教化的功能緣由離不開它「真實性」的體裁特

徵：「傳記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真實存在、有跡可循的，因而更有說服力」61

（應文琦，2015）。故此，不少學者也同意，透過人物傳記呈現前人（大多是

英雄人物或在不同領域的傑出人士，多以其政績、才幹或品德情操以名垂青

史）真實的事跡，能讓學生潛移默化地從中學習到傳主的傑出品德，從而達

到有助塑造良好價值觀或道德觀的教化目的。 

                                                           
53
 André M. 著，陳蒼多譯(1986)：《傳記面面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54
 楊正潤(1994)：《傳記文學史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55
 郭久麟(2000)：傳記文學的性質及功能，《重慶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頁 39-41。 

56
 同註 43，未出版。 

57
 陳蘭村和許曉平(2006)：傳記文學與人格素質教育，《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1(5)，

頁 28-32。 
58
 同註 26，未出版。 

59
 同註 43，未出版。 

60
 同註 53。 

61
 同註 26，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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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啟示性與借鑒性 

    另一方面，傳主的人生經歷對於學生來說，富有楷模形象性的模仿與啟

迪作用：「（人物傳記）對學生的性格、品德、志向形成等各個方面皆具有

啟示和借鑒意義」62（王素芳，2012）。由於體驗別人成功與失敗的歷驗是一

個「最直接」與「最直觀」的教材，故此人物傳記富有強烈及鮮明的啟化意

義 63（郭久麟，2000）。 

 

     楊正潤（1994）同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人物傳記能帶給讀者經驗傳承

的功用。他認為學生能從中得到經驗的參考，從而有助進一步實踐至自己個

別的人生道路上 64。楊正潤從中強調：這些人物成功的經驗並非將其成功的

「具體操作方法」直接「死版式」地傳授；反之，往往只是記載了傳主一些

個人的價值觀或特質，導向讀者亦能有加以仿效的心，反過來說，傳主的失

敗歷程則也可予以讀者作為借鏡，以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 

 

2.2.2.3 勵人心志 

     有指：優秀的傳記能起到勵人心志、激勵鼓舞的作用 65（韓春萌，

2006）。由於以大部分的人物傳記而言，所記述傳主的人生也曾遭遇挫折，其

人生並非一帆風順；而人物傳記的紀實性則能讓學生以歷史的角度，重新探

視傳主如何從中突破人生的困境、或如何與逆境對抗來改變自身的命運等，

這都能從中達至激勵讀者發憤圖強的作用 66（陳蘭村和許曉平，2006）。並

且，一些附帶類近的價值觀與精神，如：「堅毅」、「堅守信念」、「永不

言棄」等，都能同時從作品中無形地在展現出來 67（王素芳，2012）。 

 

     概括而言，從上述所見，對於人物傳記的功用性與閱讀效能，是肯定

的，其在道德傳揚上，具有：教化、啟示與鼓勵之功能；而此三項效能指

標，將與下文集中對有關小六中文教科書中人物傳記的課文考察，作考核與

檢視之作用。 

                                                           
62
 王素芳(2012)：《高中傳記文教學研究》，河南大學碩士論文，未出版。 

63
 同註 55，頁 39-41。 

64
 同註 54。 

65
 同註 30，頁 76-80。 

66
 同註 57，頁 28-32。 

67
 同註 62，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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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西方的情意與道德教育理論 

     對於情意及道德教育的研究，西方早於上個世紀，已有多個著名的認知

心理學及教育心理學家着手了有關方面的題材研究，並且建立了多個不同相

關的道德發展理論。 

2.3.1 Jean Piaget 的兒童情意道德發展理論 

     其中被學術界公證為對教育研究富重大影響力的，便是發展心理學家

Piaget 所提倡的兒童道德發展理論。其認為：兒童的道德形成，是一整體的發

展歷程；過程中，學童與環境會產生相互作用，從而決定了兒童如何建構知

識以及對世界的認知，其中包涵了對道德的理解 68（皮亞傑，1982）。Piaget

指出：兒童對道德的認知（其研究實踐是據兒童對遊戲規則的系統作為實驗

藍本 —— 研究的側重點並非看兒童對規則的是否遵守；而是從中所反映的特

定的道德理性能力），是從「他律」（Heteronomous）至「自律」（Moral 

Autonomous）的一套道德發展過程，可細分為四個階段，見如下 69（邵瑞珍，

2003）： 

 

（4） 感知運動階段（零至二歲）； 

（5） 前運算階段  （三至七歲）； 

（6） 具體運算階段（七至十歲）； 

（7） 形式運算階段（十一、二歲或以後） 

 

    集中本文研究的對象（小六學生，年齡介乎約十一至十二歲），此年齡

層的學生正處於「形式運算」階段，思維發展從客觀、具體的事理中，至能

開始局部地掌握到主觀及抽象的邏輯本質，並加以進行較「複雜的推理活

動」70（胡凱，2006）。除此之外，此學齡的學童的思維特點正從「以自我為

中心」開始逐步地留意到他們自身與「成年人及社會的關係」71（黃駿，

2003）。此時期，學童會透過與他人交往（從玩伴至成年人，及至社會），發

                                                           
68
 皮亞傑著，傅統先譯(1982)：《兒童的心理發展》，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 

69
 邵瑞珍(2003)：《教育心理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70
 胡凱(2006)：認知心理學發展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12(4)，頁 500-505。 
71
 黃駿(2003)：當代西方道德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25(5)，頁 135-138。 



小六教科書中人物傳記的情意元素考察 

 

18 
 

展與形成各項的道德觀念 —— 並非被動地簡單接收，而是把一些習得之情意

道德法則不斷地建構和內化 72（易法建和黃文勝，2005）。 

          

      整個認知學習過程是由「同化 —— 順化 —— 平衡」（Assimilation —— 

Accommodation —— Equilibrium）73（胡凱，2006）。一、同化：學生先將外

界信息接收；二、順化：學生調適自身已有的認知結構以適應新信息；三、

平衡：把已調節的已有認知結構與新信息相互融合，並轉化至另一個較高的

平衡狀態。這種個人認知心理與社會心理學的相互滲透被稱為「社會認知」

（Social Cognition），屬一個在整體社會環境下，學生透過社會經驗，對「自

我、他人或群體的心理和行為，進行感知、判斷、評價、推斷和解釋」作進

一步反應與調節的發展機制 74（陳會昌，2004）。 

 

2.3.2 Lawrence Kohlberg 的認知發展教育模式論 

      Kohlberg 繼承了 Piaget 提出的兒童道德發展觀點，在其提倡之認知發展

教育模式論裏，作了進一步的詳細演說。他提出了：道德認知「三水平六階

段」的發展特徵，見如下 75（陳會昌，2004）： 

 

水平 (1) : 前習俗水平（零至九歲）； 

水平 (2) : 習俗水平  （九至十五歲）； 

水平 (3) : 後習俗水平（十六歲或以後） 

 

階段 (1) : 以懲罰和服從為定向的階段     （水平一）； 

階段 (2) : 以工具性相對主義為定向的階段 （水平一）； 

階段 (3) : 以人際和諧一致為定向的階段    （水平二）； 

階段 (4) : 以社會秩序和法則為定向的階段  （水平二）； 

階段 (5) : 以社會契約和個人權利為定向的階段（水平三）； 

階段 (6) : 以普遍的倫理原則為定向的階段    （水平三）； 

 

他指出：如欲達到較高的道德推理層面，則需有較高的邏輯（智力）的推理

基礎作前設 76（岑國楨等，1999）。因此，邏輯發展的完備雖不是道德發展的

                                                           
72
 同註 17，頁 94-97。 

73
 同註 70，頁 500-505。 

74
 陳會昌(2004)：《道德發展心理學》，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75
 同註 74。 

76
 岑國楨等主編(1999)：《品德心理研究新進展》，上海，學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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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條件，卻是其中一項必要條件。這項論說與前文曾提及 Piaget 所提倡之

論述觀點是同出一轍的。 

 

      同時，在道德發展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其補充了一項橫向發展的序

列：「邏輯發展 —— 社會知覺 —— 道德判斷」77（馬純紅，2003），指出了

學生的道德發展由來與社會存在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兒童若有更多的社會

角色扮演的機會，因而更有可能發展到較高的道德認知力」78（馬純紅，

2003）。 

 

        集中本文的研究對象（小六學生），據 Kohlberg 所倡之模式論以作劃

分，學童正處於「水平二」（習俗水平）及「階段三、四」，故其發展應至

充當着社會的角色，對社會現有之規範或所推崇之道德條目，帶有「義務與

責任感」，認識和考慮到群體與社會的期望，故此有「使自身的行動符合社

會道德規範的要求」79（范琪和賈林祥，2009），並與「真正的社會交往和社

會合作關係，增強了角色的承擔與扮演的能力」80（馬純紅，2003）。 

 

2.3.3 Émile Durkheim 的社會學理論 —— 道德權威論 

      Durkheim 是西方古典社會學體系建構其中一名首先開展的奠基者。據其

說法，道德的形成主要有三個因素 
81
（皮亞傑，1984）： 

 

(1)  紀律的精神； 

(2)  對社會集體的依附； 

(3)  意志的自主性 

 

依 Durkheim 看來，其指出學童根據社會的環境因素而對自身行為會有所調節

與改變：「調節行為乃是道德的一種根本的功能」82（涂爾幹，2002）；與此

同時，他亦指出了「權威」一概念在兒童的道德發展上所扮演着其中一個重

要的功能：「道德是社會的工作，高於我們的任何道德力量所實施於我們的

                                                           
77
 馬純紅(2003)：《皮亞傑與科爾伯格道德發展理論的比較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

文，未出版。 
78
 同註 77，未出版。 

79
 范琪和賈林祥(2009)：西方道德認知理論與測量方法的演進，《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35(5)，頁 87-92。 
80
 同註 77，未出版。 

81
 皮亞傑著，傅統先譯(1984)：《兒童的道德判斷》，山東，山東教育出版社。 

82
 涂爾幹(2002)：《社會學與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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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種優勢 …… 而一切的權威都是從社會產生出來的」83（涂爾幹，

2002），換句話來說，學童的情意道德發展與社會存在着一個密切的關係，甚

者，社會上一些富「權威」性的象徵，同時影響着學童其中的情意道德發

展，即是上文他所提倡的「對社會集體的依附」的概念。 

 

     但當然，學童的情意道德發展並非單向地被灌輸，Durkheim 而是指出了

有其「意志的自主性」。故此，在情意道德的教育而言，教師應該跟學童

「告知它的本性」，讓學童透過了解「權威」當中所包涵的情意價值（即是

社會一些被公認的優良性質）以後，自行找出其情意道德認知「與社會權威

之間的調和」84（涂爾幹，2002）。這樣看來，Durkheim 在其社會學範疇上所

提倡的道德權威論與 Piaget 在兒童道德發展理論當中所指出：學童的情意道

德發展歷程會漸隨着年齡的增長，由「以自我為中心」轉移以至留意他們自

身與「成年人及社會的關係」的階段之觀點是不謀而合的。 

 

2.3.4 Albert Bandura 的社會學習論 —— 觀察學習理論 

      Bandura 同是著名的心理學家以及社會學習論的創始人之一。他在其對學

童的觀察學習理論研究中，加滲了信息加工認知心理學的因素分析，指出了

「觀察榜樣有助學童產生學習」的觀點：「觀察之所以能產生學習，主要是

通過榜樣所產生的信息功能」
85
（高覺敷和葉浩生，2005）。其解釋：由於學

生通過觀察的過程，獲得了具示範意義的「符號表象」：「這些表象以形象

的或語義的形式被編碼，儲存於記憶中，以後在一定條件下，就可作為未來

活動的指導」86（高覺敷和葉浩生，2005）。這些「符號表象」既可以是「直

接性」，也可是「抽象性」的觀察模仿。「直接」是指：對示範人物、行為

的簡單模仿；「抽象性」則是指從被模仿者的行為中獲得該行為背後所蘊含

的價值或原理，故此，日後模仿者並不需要完全複製該被模仿者的行為模

式，而是掌握了其中的價值取向而以致其他類近的行為表現 87 （Bandura, 

1965）。而整個的觀察學習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Constituent Processes），見

如下 88（Bandura, 1977）： 

 

(1)  注意過程：注意過程調節着觀察者對示範活動的探索和知覺 

                                                           
83
 同註 82。 

84
 同註 82。 

85
 高覺敷和葉浩生(2005)：《西方教育心理學發展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86
 同註 85。 

87
 班圖拉(1965)：替代過程：非嘗試學習，《實驗社會心理學的新進展》，2，頁 3。 

88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Americ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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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tional Processes）； 

(2)  保持過程：保持過程使得學習者把瞬間的經驗轉換成符號概念，形  

  成示範活動的內部形象； 

 （Retention Processes） 

(3)  再造過程：再造過程是以內部形象為指導，把原有的行為成分組合 

  成新的反應模式； 

 （Motor Reproduction Processes） 

(4)  動機過程：動機過程則決定哪一種經由觀察學習得的行為得以表現 

 （Motivational Processes） 

 

    上述值得注意的是，Bandura 提出了於「再造過程」（Motor Reproduction 

Processes）（第三階段）中，模仿者能結集眾多各個不同的榜樣行為，並從中

將個別的行為特點組合，重新構成新的混合體；簡言之，模仿者的行為受到

被模仿者的「啟發」後，把新的行為價值觀與自身的認知概念和經驗相互結

合，調節成一種「新的反應方式」，Bandura 將此觀察學習的特點稱為「創造

性觀察學習」89 （Bandura, 1977）。而此「創造性」的模仿特點之說法，則與

Piaget 所提出的「同化 —— 順化 —— 平衡」（Assimilation —— 

Accommodation —— Equilibrium） 90（胡凱，2006）認知學習過程十分類似。 

 

2.3.5 四位學者對西方的情意與道德教育之所提倡的理論歸納 

我     綜合以上四位學者提出的西方的情意與道德教育理論，能歸納出他們分

別對（本文考察之對象是小六學生 —— 年齡介乎約十一至十二歲）學童的情

意道德發展有以下的共通的觀點：一、階段性；二、與智力發展成正比；

三、社會性；四、漸能掌握「抽象化」的概念；五、融合性；六、模仿（權

威）性，列表如下： 

 

情意道德發

展的特點 

情意與道德教育理論 

Jean Piaget 

兒童情意道德

發展理論 

Lawrence 

Kohlberg 

認知發展教育

模式論 

Émile 

Durkheim 

社會學理論 

—— 

道德權威論 

Albert 

Bandura 

社會學習論 

——   

觀察學習理論 

                                                           
89
 同註 88。 

90
 同註 70，頁 5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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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階段性 提倡情意道德

發展從        

「他律」到

「自律」；           

共分為四個階

段 

提倡「三水平六

階段」的兒童認

知發展模式 

/ / 

(2) 與智力發

展成正比 

道德判斷的推

理與認知能力

的發展與一般

的智力發展是

平衡的 

道德推理層面的

遞升需有較高的

邏輯 (智力) 的前

設推理基礎 

/ / 

(3) 社會性 情意思維從

「以自我為中

心」至留意與

「成年人及社

會的關係」 

道德發展與社會

存有一種互動關

係：              

「邏輯發展 —— 

社會知覺  —— 

道德判斷」 

社會的環境因

素會為自身行

為帶來調節與

改變 

觀察學習過程 

(模仿楷模) 源

於社會 

(4) 漸能掌握         

「抽象化」

的概念 

運算思維發展

從客觀、具體

的事理，至能

掌握主觀及抽

象的邏輯本質 

從以工具性相對

主義為定向；至

認識及考慮社會

秩序、法則；最

後發展至以普遍

的倫理原則為定

向 

/ 模仿過程中，

會漸掌握其中

行為蘊含的價

值取向 

(5) 融合性 透過            

「同化 ——    

順化 ——      

平衡」的「社

會認知」，作

自我 (行為) 反

應與調節 

/ 道德形成其中

會受意志的自

主性所影響，

及至其道德認

知會與社會權

威間作出調和 

受模仿對象所

「啟發」，會

把新的行為價

值觀與自身的

認知和經驗相

互結合，成一

種「新的反應

方式」 

(6) 模仿     

(權威) 性 

/ / 道德形成受對

社會集體依

附；及社會中

「權威」的概

念所影響 

從觀察榜樣

中，會獲得具

示範意義的

「符號表

象」，有助作

為未來活動的

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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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列表中可見，四位對於學童情意及道德發展建立了相關教育研究

理論的學者，皆一致地認為學童的情意道德發展有「社會性」（列表中第三

項）的特徵，即是說，他們皆認同：學童情意道德的發展離不開與他們身處

社會的關係。與此同時，其中兩位學者亦提及到學童的情意道德發展是具

「階段性」的（列表中第一項），換句話來說，他們同樣地指出：學童的情

意發展學習需按部就班，按照各階段之特徵，了解到學童不同階段的「情感

的轉換」（transformation），將有助調節恰當而相應的教材，從而以助詮釋與

相符學生的因應行為（coping behaviors）91（黃月霞，1989）。除此之外，

「模仿（權威）性」（列表中第六項）一學童情意道德之發展要素亦同樣被

其中兩位學者有所述及，這個觀點與「社會性」一特徵是分不開的。雖然另

外兩位學者：Piaget 與 Kohlberg，並未提及到此項延伸論述，但從兩位所提倡

之學說所見，亦未見有對此項論點存有矛盾，甚或對立的看法。故筆者在整

合相關理論後，認為「模仿（權威）性」此項共通點運用於下文對研究文本

的考察上，亦未嘗不可取。然其餘三項學童情意道德發展的特徵（「與智力

發展成正比」、「漸能掌握『抽象化』的概念」與「融合性」）則與本文所

研究的文本不存有直接的關係，故將之棄用。 

 

      具體言之，本文將運用上述所述及之三個學童情意發展的共通點： 

 

（1）階段性； 

（2）社會性； 

（3）模仿（權威）性 

 

作為下文與小六中文科教科書之人物傳記的情意元素考察之對照考查元素。

其中「階段性」，將選以 Piaget 與 Kohlberg 所提倡之學說作為對研究文本的

主要析論架構；「社會性」則同時選以四位學者（Piaget、Kohlberg、

Durkheim 和 Bandura）的學說綜合析述；而「模仿（權威性）」一論點則選以

Bandura 的學說理論作為主要骨幹，並附以 Durkheim 之學說作為輔助引述。

這樣的安排，是因應了不同學者的學說特點而作出了選取，例如 Piaget 和

Kohlberg 在「階段性」一學童情意發展特點上，作了多年來比較深入且詳盡

的研究；而 Durkheim 與 Bandura 在「模仿（權威）性」的學童社會學習特徵

上，則有較延伸的探討論述，故有此調適安排。 

 

                                                           
91
 黃月霞(1989)：《情感教育與發展性輔導》，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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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理論架構 

 

         有 

第三章：研究分析 

3.1 研究問題 

1. 綜合香港現行坊間十一套中國語文科小六級教科書中，所選取與編撰之人

物傳記內所蘊含的情意元素能否切合小六生學齡上情意道德發展之所需？ 

2. 綜合香港現行坊間十一套中國語文科小六級教科書中，所選取與編撰之人

物傳記內所蘊含的情意元素能否切合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課程文件中對小六

學童之情意教學元素建議？ 

3. 於香港現行坊間各自十一套中國語文科小六級教科書中，各出版商所選取

與編撰之人物傳記的分類涵蓋面是否足夠全面？ 

 

3.2 研究成果 

3.2.1 綜合十一套出版商的小六教科書，所選取與編撰的人物傳記所蘊含

的情意元素與小六生學齡上情意道德發展之關係 

就上文之歸納，本文將就以下三個學童在情意發展上的學習特徵（「階

段性」、「社會性」及「模仿（權威）性」）與統計教科書中人物傳記的課

文作比對與分析，並從中見有相互吻合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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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性」 ：上文曾提及到，兩名研究有關學童情意道德發展及認

知發展教育的學者 Piaget 與 Kohlberg 皆指出：隨着年齡增長，學童的情意與

道德行為和價值觀有一套建立的歷程，並能依據其各不同的特徵而劃分成若

干個學習發展階段；而各階段又呈一定的順序，不能因外力使之踰級。  

 

不論是 Piaget，或是 Kohlberg，也認為：小學高年級（約十一、二歲）的

學生，其開始具備獨立判斷是非的道德能力；而「道德成熟的標準便是獨立

判斷」，故此，這學齡的學生，正處於「道德自律期」，或稱「道德獨立」

（moral independence），其情意與認知思維能進行「選擇、判斷規範的適切

性與可行性」92（張春興和林清山，1989）（Piaget 稱此階段為「形式運算階

段（十一、二歲或以後）」；而 Kohlberg 則稱之為「三水平六階段」中「水

平二 —— 階段三、四」（九至十五歲），詳見第二章「西方的情意與道德教

育理論 —— 2.3.5」一部分）。 

 

而綜觀本港現行坊間十一套出版商的中國語文科小六級教科書（分別以

A 至 K 分別代表），有關人物傳記的課文（包括講讀、導讀及自習課文）一

共有 17 篇，其中有 2 篇課文（《站在謝婉雯的銅像前》及；《懷大愛心的德

蘭修女》、《懷大愛心‧做小事情》）分別在兩間出版商之教科書以相同或

相近的篇章名稱各重覆出現了一遍（詳見附件一：表一），其中所重點提倡

之情意元素的側重，可見列表如下： 

 

表二：統計課文內所蘊含之情意元素的分類 

統計課文內蘊含的情意元素 課文名稱 

堅持；                                     

刻苦努力                                                                         

《風之后 — 李麗珊》、                    

《「醜小鴨」安徒生》                                

《五萬次失敗》、                                        

《諾貝爾—炸藥之父》、                            

堅持；                                                                  

肯定自我                                                     

  《一切從夢想開始》、                                

《建築大師貝聿銘》 

積極克服障礙（身體殘疾）         《扼住命運的咽喉》、                        

《在黑暗中發光的海倫海勒》、               

《桑蘭與她的奧運夢》、                           

                                                           
92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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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豁達，面對逆境處之泰然 《蘇軾》 

堅持；                                      

無私奉獻（醫學；教育）                      

《與病毒作戰到底的何大一》、 

《光纖之父 — 高錕》 

勇敢；                                    

捨己為人 

《站在謝婉雯的銅像前》 

愛國精神 《魯迅》 

關愛、憐憫貧病弱勢；                        

對世界抱大同、平等之心 

 《懷大愛心的德蘭修女》/                           

《懷大愛心‧做小事情》 

 

若把統計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作層次上的劃分，則可見如下： 

表三：統計課文內所蘊含之情意元素所屬之取向層次的分類 

情意元素的取向層次 統計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細目 

A. 個人素質 1. 堅持 

2. 刻苦努力 

3. 肯定自我 

4. 積極克服障礙（身體殘疾） 

5. 樂觀豁達，面對逆境處之泰然 

6. 勇敢 

B. 人倫關係 

（家庭、師長、朋輩） 

/ 

C. 社會、國家、世界 1. 無私奉獻 

2. 捨己為人 

3. 愛國精神 

4. 關愛、憐憫貧病弱勢 

5. 對世界抱大同、平等之心 

 

根據上述列表所統計與歸納，可見統計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有從個人

素質，以至到羣體社會、國家和世界不等，富不同取向層次之分；且各層次

以下分別有不同情意元素的細目，而情意與道德價值觀的精神層面亦見有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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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於「內在化的情感教育的分類目標」93（Krathwohl, Bloom & Masia, 

1964），舉例說： 

 

《風之后 — 李麗珊》、《一切從夢想開始》、《「醜小鴨」安徒

生》、《五萬次失敗》、《與病毒作戰到底的何大一》、《諾貝爾—炸藥之

父》、《建築大師貝聿銘》及《光纖之父 — 高錕》八篇不同出版商所編輯

的人物傳記課文，皆選以「堅持」為題，然而，於「堅持」一大主題下，可

細分為各個不同的細層面，例如：《風之后 — 李麗珊》一文敘述了李麗珊

雖面對着身體的疼痛障礙（背痛、腰酸、腿抽筋、膽管炎等），但為了迎風

破浪的夢想，仍堅持參賽；《一切從夢想開始》同樣地寫了李樂詩為了圓自

身登山的夢想，縱面對着多個大自然的磨難與體力上的負荷，仍堅持到底，

為完成夢想而努力不懈；《「醜小鴨」安徒生》則寫了安徒生為了投身文學

的理想與抱負，縱使面對生活上的困苦與生計上的窘迫，也堅持向目標奮

鬥；《五萬次失敗》便寫了愛迪生為了科研的理想，縱嘗了五萬次的失敗，

但仍堅持地作不斷的試驗與創作發明；《與病毒作戰到底的何大一》中，敘

述了何大一為醫療研究作出的貢獻：雖然在研發對治愛滋病毒時，屢受挫

敗，但其仍堅持目標，繼續研發，最後終研製出「雞尾酒對治療法」；《諾

貝爾—炸藥之父》同樣寫了諾貝爾為了科研的理想而堅持不懈的嘗試，然

而，比《五萬次失敗》及《與病毒作戰到底的何大一》層次上有所遞升的

是，諾貝爾面對的不只是多番嘗試後失敗的結果，且甚至面對了親人因發明

火藥時不幸喪生的悲痛經歷以及自身生命上的危險，但仍義無反顧地堅持其

理想與初衷； 而《建築大師貝聿銘》寫的是建築師貝聿銘縱面對着眾人的紛

議與譏諷，也堅持己見，最後其位於巴黎羅浮宮前透明金字塔的設計，成為

了他的最著名及顯赫代表作之一； 在《光纖之父 — 高錕》一文中，高錕同

樣地在最初提出其想法念頭（以一條比頭髮絲更纖細的玻璃纖維來傳輸信

息）時，受到他人的冷言譏諷，但高錕堅持其意念，朝着所製訂的目標邁

進，終發明了光纖系統，取得重大的成就。 

 

如以表格把各統計課文中，所蘊涵之「堅持」的主情意元素作不同次層

次的分類，可見如下： 

 

主情意元素 次層次細分 統計課文篇章名稱 精神層面 

 《風之后 — 李麗珊》、  

                                                           
93
 Krathwohl, D. R., Bloom, B. S., & Masia, B. B. (1964). Toxonomy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Ⅱ. America, N.Y.: Mc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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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 

a. 堅持理想，不畏物

理（如：體力疲勞、

身體苦楚）上的艱辛 

《一切從夢想開始》 物理上的障礙 

b. 堅持理想，不為生

活上的困境而放棄 

《「醜小鴨」安徒生》 
經濟上的障礙 

 

 

c. 堅持理想，縱嘗了

多次的失敗而屢敗屢

試 

《五萬次失敗》、 
精神上的消耗 《與病毒作戰到底的何大

一》、 

《諾貝爾—炸藥之父》 精神上的消耗

（程度上的躍

升：親人的離

世及自身生命

的危險） 

 

d. 堅持己見，不理會

他人譏諷的說話與目

光 

《建築大師貝聿銘》、  

人倫上的關係 《光纖之父 — 高錕》 

 

雖然在上述八篇統計課文中，各篇章皆圍繞着「堅持」為主情意元素以

展開課題，然而，於上表可見，在主情意元素以下，能以不同的次層次所細

分；而其中之精神層面又能再劃分成「物理上」、「經濟上」、「精神上」

（包括低與高）及「人倫上」各層面的障礙與消耗。從中所見，即使僅僅只

是一個單一的個人素質的情意元素（以「堅持」為例），但不同課文所呈現

的層次與精神層面仍能有重大的分野；這等課文設計與西方學家 Piaget 及

Kohlberg 所指之：小六學童在此學齡上（約十一、二歲）的認知發展模式，

已能處理若干不同的「抽象的、複雜的情意觀念」，並能對其中的事理加以

進行「聯系性的概念聯想」，從而發展與內化（internalization）一些價值體系

中情意與道德的原則，從而引導至成為個人日後的相應道德行為 94（馬和民，

2002）所為之相應。 

 

二、「社會性」：「階段性」關係到學童處於各年齡層，隨着其「個體

邏輯推理程度」的躍升，其情意與道德發展階段的進展歷程也將涉獵到「社

會化」（socialization）95（莊稼嬰、默瑞．湯馬斯和汪欲仙，1998）。有學者

                                                           
94
 馬和民(2002)：《新編教育社會學》，蘇州，蘇州市永新印刷包裝有限責任公司。 

95
 莊稼嬰、默瑞．湯馬斯和汪欲仙(1998)：《兒童發展心理學》，臺北，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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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於這個學習特徵的歷程上，學生將不斷地透過與其身處的社會相互磨

合，塑造個人的「行為型態、價值、標準、技巧、態度和動機」，從而促使

個人行為「能夠符合特定的社會要求或規範」96（Hetherington ,Parke & 

Schmuckler, 2002）。Bandura（1999）97 於認知社會 —— 學習論（cognitive 

social-learning theory）中，對此便提出了言簡但意賅的論析，見下圖： 

 

                        
 

當中指出了個人因素、行為與社會環境之間，存有複雜的「交互作用」之關

係，意指：每項項目的改變與影響，所造成的變動方向，大多都是交互而非

單向的，其稱之為「交互決定論」（reciprocal determinism）98（Philip & 

Richard, 1998）。 

 

於統計的人物傳記課文中，亦是意圖透過記敘社會上各楷模或名人的事

跡，讓學生透過篇章以開拓視野、認識及接觸社會；而各出版商所選取之人

物層面，其亦分別各處於社會上各個不同的階層，可見下表： 

 

社會層面 

 

記敘人物 

本地 謝婉雯、高錕、李麗珊、李樂詩 

國家 蘇軾、魯迅、桑蘭 

                                                           
96
 Hetherington, E. M., Parke, R. D., & Schmuckler, M. A. (2002). Child Psychology: A 

Contemporary Viewpoint. Canada: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97
 Bandura, A. (1999).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personality.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2, 154-196. 
98

 Philip, G. Z. & Richard, J. G.著，游恆山譯 (1998)：《心理學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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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安徒生、貝聿銘、愛迪生、貝多芬、諾貝爾、德蘭修女、

海倫海勒、何大一 

 

從上述列表中所見，綜合眾出版商所選取之人物傳記中所記敘的人物，其社

會層面分別有來自本地、國家以及世界（海外）。本文曾於前文獻回顧部分

（詳見第二章「西方的情意與道德教育理論 —— 2.3.5」），敘述了四位相關

學者之學說，其一致地表示：現實社會環境提供了讓「學童學習社會角色的

機會」，同時，社會環境的形式與學童的情意與道德發展思維存在着密切的

關係。而所謂「社會環境」，據學者所定義與細分：又可分成「真實情境」

與「人造情境」兩種；換句話來說，學童「能透過所『經歷』的各種情境，

以目睹社會（他人）的行為準則，繼而作出道德判斷並採取行動後所產生的

後果」99（莊稼嬰、默瑞．湯馬斯和汪欲仙，1998）。 

 

統計教科書中，所編撰之人物傳記課文，傳主之選取分別來自各社會多

元的層面，其事跡亦乃屬「真實情境」，促使學童能從閱讀中，不僅認識到

社會的面貌，甚至會留意到他們自身與「成年人及社會的關係」100（黃駿，

2003）。這正如 Kohlberg 所言的：兒童和他人產生互動時，兒童會幻想自己

成為別人，而以那些人的眼光來看自己和人生 101（黃堅厚，1999）；簡言之，

學童能從了解到篇章各傳主的在社會上的事跡，而有助指向自身「未來角色

的社會學習過程」，這亦即是 Piaget 所指的學童的「預期社會化」

（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102（馬和民，2002）。 

 

除上述以外，透過認識來自不同社會層面的人物以接觸多元化的社會，

還能有助於學童藉此獲取「知識、能力和現代化的價值觀」。這是因為：隨

着學童對社會的認知增加，理解到社會概念、對社會地位的期望以及成人的

能力等，皆能促使自身「個人能力上增加了對社會和社會組織複雜性的了解

與財富」，可以下圖作輔助分析： 

 

                                                           
99
 同註 95。 

100
 同註 71，頁 135-138。 

101
 黃堅厚(1999)：《人格心理學》，臺北，心理出版社。 

102
 同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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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則恰如 Durkheim 所指的社會心理階段，學童會傾使把自己和他人「連續

不斷地適應和取向，促成一種新的水平的社會互動」103（Philip & Richard, 

1998）。 

 

三、「模仿（權威）性」：「社會性」又離不開楷模學習

（modeling），也稱觀察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我們常說『耳濡目

染』與『潛移默化』，也就是強調兒童經模仿而學到社會行為的歷程」104

（張春興和林清山，1989）。不難發現，在社會學習論裏頭，不少對此作相關

研究的學者也提出「模仿（權威）性」（imitation）一兒童情意與道德發展之

學習特徵，認為：學童透過「社會化」，可從中經由觀察他人的行為表現而

習得自身的某種行為，而被觀察的對象則通稱為「榜樣」（model）105（黃堅

厚，1999）。 

 

在統計課文中，人物傳記課文裏所記敘的人物事跡也見其有激發「模仿

（權威）」一特點，舉例說： 

 

《風之后 — 李麗珊》、《「醜小鴨」安徒生》、《五萬次失敗》及

《諾貝爾—炸藥之父》四篇課文皆圍繞着「堅持」及「刻苦努力」為主題，

                                                           
103

 同註 98。 
104

 同註 4。 
105

 同註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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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篇課文分別敘述李麗珊和安徒生不畏身體上、生活上的障礙與挫折，努

力衝破此等困難，堅持繼續邁向其理想；另外後兩篇課文則敘述愛迪生和諾

貝爾縱使面對了數以千計的失敗經歷，但仍堅持信念，永不言棄，繼續為已

認定的目標奮鬥不懈。上述這些人物傳記對學童的學習而言，能呈現成「外

在的增強效果」，激發他們在觀察過後，得到對此等行為的後果預期，從中

取出「正性的增強」，以有助個人的「行為再造」106（黃堅厚，1999）。 

 

又例如《一切從夢想開始》和《建築大師貝聿銘》兩篇課文同以「堅

持」與「肯定自我」為題，記載了李樂詩和貝聿銘縱使應對着體力上的負荷

或是眾人的誹議，但其對自我能力的肯定和態度上的堅守，令他們最終也取

得了相關方面的成就。這些人物傳記的記敘，則能對學生在情意發展的路段

上，激發其「自我增強的作用」（self-reinforcement），這是因為學生能把傳

主的經歷與自身的經歷聯繫在一起。比方說：學生曾嘗過被他人的誹議，令

其對自身本來信念作出動搖。這些類近的事情，如學生能獲得「外在」的

「正性增強」，會能有效地讓他們加滲「期望」至學習歷程中，從而帶動至

「自身的增強作用」，激使他們重覆原來的行為以獲取滿足感 
107（黃堅厚，

1999）。 

 

與此同時，當學生的行為表現受對外來的刺激與激發，其會對「自我觀

念」（self-concept）進行調節，以試圖從「模仿」中，調整自身的行為與期

望，最後達成獲得最新的道德價值觀。Bandura（1974）把它稱為「自我調節

作用」（self-regulation）108。 

 

故此，由於不少統計課文中所蘊含之情意元素（見表二），如「堅

持」、「肯定自我」、「刻苦努力」、「樂觀豁達」等，皆是：一、「模仿

該行為是在觀察者的能力範圍之內」；二、「楷模受到正面的認知」及；

三、「這個行為被視為具有強化效果」，故能達到富影響與推動「模仿（權

威）性」的效能 
109（Bandura, 1977）。 

 

                                                           
106

 同註 101。 
107

 同註 101。 
108

 Bandura, A. (1974). Behavior theories and the models of m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29, 859-

869. 
109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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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綜合十一套出版商的小六教科書，所選取與編撰的人物傳記所蘊含

的情意元素與香港課程發展議會課程文件中對小六學童之情意教學元素

建議之關係 

本文於文獻回顧部分中，曾把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對學童情意教學的學習

目標以表列列出（詳見第二章 2.1「小六中國語文科中情意教學的內涵」）。

具體而言，可獲悉香港課程文件針對小學生的情意與道德發展之所需，主要

提倡了七個首要培育的價值觀；並將它們分成「個人」、「親屬、師友」及

「團體、國家、世界」三個層面。以下把統計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與上述

課程文件的提倡學習項目作比對，見如下：                                                                      

 

         甲、個人 

 

 

 

 

個人層面 

課程文件之首要培育價值

觀之建議 

統計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 

堅毅 堅持 

責任感 / 

誠信 / 

/ 刻苦努力 

/ 積極克服障礙(身體殘疾)                                 

/ 樂觀豁達，面對逆境處之泰然                                                      

/ 勇敢 

/ 肯定自我 

 

 

         乙、親屬、師友 

 

親屬、師友 

課程文件之首要培育價值

觀之建議 

統計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 

  尊重他人 / 

關愛 關愛、憐憫貧病弱勢 

          

         丙、團體、國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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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 

 國家、 

   世界 

課程文件之首要培育價值

觀之建議 

統計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 

  國民身份認同 愛國精神 

承擔責任 / 

/ 無私奉獻 

/ 捨己為人 

/ 對世界抱大同、平等之心                    

 

從上述列表中可得悉，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為小學學童訂立各情意教學範疇的

學習要點時，在三個取向層面的分佈有致，期望學生於各三個取向層面的情

意道德也應平均得以培育和涉獵。就香港課程議會（2004）所解釋：在「個

人」層面主要的要求是人格的優化；在「親屬‧師友」層面則是自親及疏，

由親愛家人做起，以至於關心日常生活所接觸的其他人；在「團體‧國家‧

世界」層面則再推己及人，及於整個社會群體，發揮民胞物與的精神 110。 

 

審視統計課文，在 17 篇（其中 2 篇課文分別重覆了一遍）人物傳記

中，所蘊含之情意元素同時亦包涵了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所建議的三個情意層

面，而當中，以「個人」的情意項目為最多；其次為「團體、國家、世

界」；最少者為「親屬、師友」。細緻來看，在「個人」層面上，於統計課

文中分別包涵了：「堅持」、「刻苦努力」、「積極克服障礙(身體殘疾)」、

「樂觀豁達，面對逆境處之泰然」、「勇敢」和「肯定自我」六個情意細

目；若與課程文件作比對，其中「堅持」見與「堅毅」一建議學習情意元素

為之呼應，而課程文件所建議的其餘兩項情意元素：「責任感」和「誠信」

則與統計課文中所蘊含的其餘五個情意項目不為之相對。 

 

「親屬、師友」方面，「關愛」一課程文件之建議情意元素則與人物傳

記：《懷大愛心．做小事情》以及《懷大愛心的德蘭修女》兩篇課文內所蘊

含的「關愛、憐憫貧病弱勢」相應；然而，課程文件中，「尊重他人」一情

意欄目則未有被統計課文所囊括。另外，在「團體、國家、世界」一層面

上，在課程文件中「國民身份認同」與統計課文中的「愛國精神」相互對

應；然課程文件中的「承擔責任」，以及統計課文內所內含的「無私奉

獻」、「捨己為人」及「對世界抱大同、平等之心」則未見彼此呼應。 

                                                           
110

 同註 39，檢自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

edu/curriculum-documents/chapter2.pdf 瀏覽日期：2018.3.29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hapter2.pdf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chi-edu/curriculum-documents/chapter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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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意教育課程設計（Affective Education Curriculum）中，所提倡的主

要目的是：「心靈層面的教育，諸如助人、利他、合群等高尚情操和品格的

教育」111（謝永南，1995）；而在設定教學目標時，教育官方機構往往建議學

童學習的認知領域應包括「認知、情意、技能」三層次，其中並尤其強調

「知、情、意」三個成分概念需統整合一 112（常雅珍，2005）。意思是指：課

程（包括課材之編撰與選取）要讓學生在「認知、情感與行為」三個向度同

時得以有所獲益而啟發。與此同時，情意教育的裝備與培育，有指應是指向

「加強現在及未來的準備」；在輔導功能上，亦應「重視預防甚於矯治」113

（曾燕春，1996）。 

 

而回顧所研究的人物傳記課文，亦見都同時有根據上述課程之設計原則

及指向得以表現，如課文中情意元素之蘊含，皆包含了從個人品格上的德目

修為、親屬朋友間的人倫關愛，以及對社會、國家、世界的愛國及對世界社

群的無私大愛等類別，心靈層面上的教育皆見一直層層推展及延伸；同時，

統計的人物傳記篇章，都見先從敘述名人事跡，以先引導學童對人物行為進

行「觀察」，以至讓其「獲得預期效益」，繼而以「正面」的對所透過課文

所帶出情意元素表示肯定及「鼓勵」收結 114（歐用生，1998），這種表現手法

皆見配合了「知、情、意」三個價值基礎的向度。轉換另一個角度來看，課

文同時並非以「說教」的形式展現；反之，則是展示出一個人物「楷模」的

形象，讓學童對當中所蘊藏的情意與道德價值得以感受、逐步內化，讓其有

所依循，這都配合了課程文件所提倡的「重預防，甚於矯正」的大原則。 

 

3.2.3 於各自十一套出版商的小六教科書，所選取與編撰的人物傳記的分

類涵蓋面之分析 

本文曾於上文「人物傳記的分類與教育功能」（詳見「文獻回顧 —— 

2.2.2」）一部分，闡述了相關的人物傳記的引用理論以作與統計篇章課文的對

照，可以下列圖式概括： 

 

                                                           
111

 謝永南(1995)：情意教育的特質與教學策略，《北縣教育》，6，頁 18-22。 
112

 常雅珍(2005)：《國小情意教育課程 正向心理學取向》，臺北，心理出版社。 
113

 曾燕春(1996)：情意為本的開放教育，輯於《開放教育情意教學》，高雄，復文圖書，

頁 91-114。 
114

 歐用生(1998)：學校情意課程與兒童人格建構，《國民教育》，38(4)，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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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從人物傳記的分類而言之，一、「編撰時間」：各自十一套出版商的

小六教科書裏，所選取與編撰的人物傳記中傳主的時期分類有見不同，見表

如下： 

 

出版商 課文名稱 
人物時期分類 

當代 現代 近代 古代 

A 《站在謝婉雯的銅像前》 謝婉雯    

《蘇軾》    蘇軾 

《魯迅》  魯迅   

B / / / / / 

C 《「醜小鴨」安徒生》   安徒生  

《光纖之父 — 高錕》 高錕    

《建築大師貝聿銘》 貝聿銘    

《風之后 — 李麗珊》 李麗珊    

D 《五萬次失敗》          愛迪生   

《扼住命運的咽喉》    貝多芬 

E 《諾貝爾—炸藥之父》   諾貝爾  

《懷大愛心的德蘭修女》 德蘭修女    

F 《在黑暗中發光的海倫海勒》 海倫海勒    

《與病毒作戰到底的何大一》 何大一    

《一切從夢想開始》 李樂詩    

G 《懷大愛心‧做小事情》 德蘭修女    

《桑蘭與她的奧運夢》 桑蘭       

H 《站在謝婉雯的銅像前》 謝婉雯    

I / / / / / 

J / / / / / 

K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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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中所見，各出版商所記述之傳主時期由「古代」、「近代」、「現代」以至

「當代」不等。綜觀而言，所選以「當代」人物作人物傳記的數量為之最多，次數

共有 11/17（其中有 2 篇各分別重覆了一遍）；其餘現代、近代及古代之人物選取

則各佔了 2/17；若以各出版商分別析之，可見有個別出版商（如出版商 A、D、

E）所選以的人物傳記的人物時期分類涵蓋面分別至當、現、近、古代平均有致，

人物時期之多元化展現，亦從而促使學生之認知與視野觀得以擴闊；反之，有個別

出版商（如出版商 C、F、G）則其所選取的人物傳記的人物時期只集中於當代，

故人物時期之選材顯得較為狹隘；另外，亦有出版商（如出版商 B、I、J、K）沒

有選以任何的人物傳記作為教科書上的課材。 

 

據陳蘭村（1999）所析論：「時」者，即解「時代、時機，是一個人物所處

之活動時間背景」，人物身處之時代，又牽涉到當時的社會環境，對其的命運前

途、際遇等，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及至其事跡經歷，能帶予讀者有關當時

「時」的命運哲理之信息，從而達致一定的教育作用 115。舉例說，在《站在謝婉雯

的銅像前》一課文中，敘述傳主謝婉雯醫生面對着當時的惡疾 —— 「非典型肺

炎」，在當刻的時態與其身處之社會環境，促使謝婉雯醫生毅然選擇主動走上醫治

疫症的前線工作，最後促成犧牲了她的性命。課文透過敘述謝婉雯醫生當代之事

跡，欲藉此帶出其「勇敢」與「捨己為人」之情意元素，而此等教育效能又正正與

傳主的時代背景，亦即是郭久麟（2009）所言之：「勢」；「事勢」離不開關係 
116
。 

 

二、「敘述者角度」上：可分成「自傳」與「他傳」兩者。以藝術結構上言

之，「自傳」是傳主，又是執筆之人把自身「從生活磨難中摔打出來的自白」，故

依陳蘭村（1999）的說法：是以一個「『藝術家的感情』回顧自己的過去，將自己

藝術性格的成長和歷史風雲、社會風情等，有機地編綴在一起」
117
，故此，「自

傳」以第一身的寫作手法，所帶出來「情」的信息，應來得更富有「真實性」，更

為令讀者所傾心。然回視各出版商所編撰的人物傳記課文，全皆以「他傳」形式作

敘述，把記事、寫人，甚或個別篇章加滲的一點議論，以三結合的方式地描述出

來。這樣的表現形式，則能造出「行雲流水的通暢感」之美 118（白樺、寒山碧和華

永烈，2000）。 

 

                                                           
115

 陳蘭村(1999)：《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北京，語文出版社。 
116

 郭久麟(2009)：《中國二十世紀傳記文學史》，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 
117

 陳蘭村(1999)：《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北京，語文出版社。 
118

 白樺、寒山碧和華永烈(2000)：《香港傳記文學發展特色及其影響》，香港，東西文件

事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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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篇幅長短」方面：於統計課文內，有對傳主的生平事跡的反映是較

「整體性」（大傳/傳略）的，也有是「階段性」或「局部性的」（小傳）。有學

者指出：選用反映傳主的生平事跡的「整體」或「局部」，取決於其寫作之動機：

以建構「個人主體」為主（針對其情意、道德或品格加以細膩地描繪）；或是以呈

現「民族國家」精神為主要本位？若是前者，則較大可能將選以「階段性」或「局

部性」的形式；反之是後者的話，則多選以「整體性」的表現手法，以呈現予讀者

較詳細與前後連貫的人物性格面貌，從而有助刻劃民族精神 119（陳蘭村，1999）。

而於所研究的人物傳記課文中，各出版商分別選以「整體性」或「階段性」的寫作

形式則見數量大致平均，可見表如下： 

 

出版商 篇幅長短 課文名稱 

A；H 「階段性」/

「局部性」 

《站在謝婉雯的銅像前》 

C 《風之后 — 李麗珊》 

D 《五萬次失敗》 

《扼住命運的咽喉》 

    E； 

G 

《懷大愛心的德蘭修女》、 

《懷大愛心．做小事情》 

F 《與病毒作戰到底的何大一》 

《一切從夢想開始》 

G 《桑蘭與她的奧運夢》 

A 「整體性」 《蘇軾》 

《魯迅》 

C 《「醜小鴨」安徒生》 

《光纖之父 — 高錕》 

《建築大師貝聿銘》 

E 《諾貝爾—炸藥之父》 

F 《在黑暗中發光的海倫海勒》 

 

上述人物傳記課文所採用之「整體性」或「階段性」的寫作形式各有好處，據陳蘭

村（1999）所形容：「整體性」的表現手法，「因傳主一生經歷而體現出直線縱式

結構，以讓讀者在動態一面縱觀傳主『社會化』的過程，以其較完整性的經歷追憶

為主線」；而「階段性」的表現手法則能「以靜態一面，蕩去時間因素從空間角度

去刻劃一些極富性格的細節」120。 

 

                                                           
119

 同註 115。 
120

 同註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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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人物傳記的三大教育功能與教科書的人物傳記課文作比對，則得出以下

結果： 

 

出版商 記敘人物 成就領域 教育功能分類 

道德的教化 啟示性與借鑒性 勵人心志 

A 謝婉雯 醫學 捨己為人 / 勇敢 

蘇軾 文學 / 樂觀豁達，面對逆境處之泰然 

魯迅 文學 愛國精神 / / 

B / / / / / 

C 安徒生 文學 / 堅持；刻苦努力 

高錕 科研 無私奉獻 堅持 

貝聿銘 建築 / 堅持；肯定自我 

李麗珊 運動 / 堅持；刻苦努力 

D 愛迪生 科研 / 堅持；刻苦努力 

貝多芬 音樂 / / 積極克服障礙

（身體殘疾） 

E 諾貝爾 科研 / 堅持；刻苦努力 

德蘭修女 慈善 關愛、憐憫貧病

弱勢；                        

對世界抱大同、

平等之心 

/ / 

F 海倫海勒 慈善 / / 積極克服障礙

（身體殘疾） 

何大一 醫學 無私奉獻 堅持 

李樂詩 運動 / 堅持；肯定自我 

G 德蘭修女 慈善 關愛、憐憫貧病

弱勢；                        

對世界抱大同、

平等之心 

/ / 

桑蘭 運動 / / 積極克服障礙

（身體殘疾） 

H 謝婉雯 醫學 捨己為人 / 勇敢 

I / / / / / 

J / / / / / 

K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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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道德的教化」方面言之，可見上述統計之人物傳記課文皆是圍繞着

正向積極、善性導向的情意與道德價值觀，如：「關愛、憐憫貧病弱勢」、

「對世界抱大同、平等之心」；及至「愛國精神」、「無私奉獻」和「捨己

為人」等，都與中國傳統人物傳記所提倡之： 

 

愛國家、愛人民，勇於獻身、奉獻等思想；俠肝義膽、見義勇為、扶弱

鋤強的思想以及昂揚奮進、追求事功、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這都是歷代傳

記文學的主流 121（白樺、寒山碧和華永烈，2000）。 

 

相互吻合。從統計的人物傳記課文中所見，皆其中往往有其強烈的、鮮明的

道德倫理觀念貫穿着，具明顯的道德上的教化與薰陶之意圖；同時，上述人

物傳記課文所記載的，都是傳主既真實，且正面的事跡，從中包括着傳遞

「創造性價值」和「經驗性價值」的生命意義予學生，讓學生從中學懂透過

「付出和貢獻中以建立關係」及「從生活中體驗愛的感覺」，以達致培養學

生思考與感受情意的內在及正向意義，見下圖 122（常雅珍，2005）： 

 

                
 

而從「啟示性與借鑒性」及「勵人心志」方面析之，以大部分的出版商

所統計的人物傳記課文而論，其所蘊含之情意元素（尤以「個人」品格德目

為主），亦見附啟迪後進及激憤之功能，例子如：《風之后 — 李麗珊》、

                                                           
121

 同註 118。 
122

 同註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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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小鴨」安徒生》（出版商 C）、《五萬次失敗》（出版商 D）、《諾貝

爾—炸藥之父》（出版商 E）其中所提倡的情意培育項目也是提倡着堅持與刻

苦努力的重要性；又如：《建築大師貝聿銘》（出版商 C）及《一切從夢想開

始》（出版商 F）也是講述傳主堅定自身意志和信念、肯定自我，最後能克服

障礙以取得成功。由於這些課文中所記敘的人物事跡與情意內涵同見能被加

以應用於現實生活中，學生可從中得以「從前人學習經驗，不管是成功的或

者是失敗的教訓都可以汲取，進而激勵自己循徑邁向成功」123（白樺、寒山碧

和華永烈，2000），所以，故具有作示範性與可操作性的現實作用。 

 

然而，有些個別的情意元素，如《扼住命運的咽喉》（出版商 D）、

《在黑暗中發光的海倫海勒》（出版商 F）、《桑蘭與她的奧運夢》（出版商

G）是以身體殘疾為主題，鼓勵學生積極面對肢體上缺陷；但除非是針對同患

有肢體不便的、身有同感的學生而言，否則，這等個別的情意項目則見只具

「勵人心志」之用，卻不能被學生加以作「借鑒」。 

 

第四章：建議 

4.1 綜合十一套出版商的小六教科書，所選取與編撰的人物傳記所蘊含的 

情意元素與小六生學齡上情意道德發展之關係上的缺失建議 

鍾聖校（2000）曾指出：「不可諱言的是，情意教學所努力的理性感性

溝通統整效果，難以在短時間見到」124。簡言之，情意的教育，非能收立竿見

影之效；要真真正正地配合到學童長遠上的情意發展培育（尤以學童每日最

常接觸到的教材 —— 教科書），更應加倍注意的是：是否已備有全盤性的規

劃？ 

 

綜合上文「研究成果」一部分的考察，可見本港現行十一間出版商之中

文科小六級別教科書中，在有關選取與編輯人物傳記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

時，有以下情況： 

 

(i) 多集中在「個人素質」與「社會、國家、世界」兩個情意取向層次為主；

而其中以「個人素質」層面作主導，有關「個人素質」的情意元素細目出現

在課文的次數佔了所有統計篇章的 10/17；有關「社會、國家、世界」的情意

                                                           
123

 同註 118。 
124

 鍾聖校(2000)：《情意溝通教學理論：從建構到實踐》，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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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細目則出現在課文的次數為 7/17（其中 2 篇課文均為重覆篇章，故實際

「社會、國家、世界」的情意元素細目單一出現在統計課文的次數僅為 5

遍）。 

(ii) 「人倫關係」（家庭、師長、朋輩）的情意取向層次被完全忽略，並未

有任何一篇統計課文所蘊含之情意元素與此取向層次相互吻合。 

 

然而，根據前文所提及到四位西方學者對學童情意與道德發展上的考察

研究：隨着學童的年齡漸長（尤見本文所針對之研究對象為小學年級中最高

年齡級別的小六生），對其年齡層的情意教學之取向層次亦應有所昇華；故

此，情意教學範疇的學習要點理應較多集中於「人倫關係」與「社會、國

家、世界」兩大類別為主，並應以後者為重；個別的情意元素培育，則可能

略有涉及「個人」層面，然不應為小六情意教學內涵的重點。因此建議：出

版商在設計人物傳記課文的課材時，應考慮到情意價值的「層級性」

（hierarchy），增添更多「人倫」及「社會」（不僅是處於各不同社會層面的

人物選取，反之應考慮到情意元素的涵蓋層次）有關的指導和榜樣的情意元

素培育項目 125（鍾聖校，2000）。 

 

4.2 於各自十一套出版商的小六教科書，所選取與編撰的人物傳記之缺失建議 

正如前文所敘述：提供「楷模」（modeling）讓學童得以依循模仿和學

習有着各式各樣的好處；同時，亦與小六學童學齡上的情意發展特徵（「社

會性」與「模仿（權威）性」）為之相應。然而，回顧各自十一套出版商的

統計課文，仍見有個別出版商並未有編撰或選取相關人物傳記之課材（如：

出版商 B、I、J、K）；故針對性地建議：其可加滲此類型的文體篇章至教科

書的編選中。 

 

除此之外，據孫效智（1999）對「客觀價值」的特徵學習建議，其對情

意教學的其中一個建議的價值觀為「多樣性」（multiplicity），其解釋：價值

其實僅是一個統稱，事實上，其囊括多項分類（classification），例如藝術、

科學、經濟、親情、友誼等 126，可見表如下： 

 

                                                           
125

 同註 124。 
126

 孫效智(1999)：《當宗教與道德相遇》，臺北，台灣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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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回顧各有編輯及選取到以人物傳記作為課材的出版商，其中課文

內蘊含之情意元素，卻亦皆僅僅涉及兩個層面（「個人」與「社會、國家、

世界」）；而其中的情意元素細項亦廖廖可數（詳見表三：統計課文內所蘊

含之情意元素所屬之取向層次的分類）。故此建議：各出版可多參照其他

如：公民與道德、生活倫理與團體輔導課中，不同的情意課程設計，以按着

日新月異的社會觀與隨時代學習觀，增添更多不同與時並進的情意元素學習

內涵，例如：環保、公民責任等價值觀 127（鍾聖校，2012）。 

 

第五章：研究限制 

是次研究，因在客觀上有礙於時間及資源的不足；而同時在主觀方面受

個人的識見所限，故在最初擬定研究的範圍上顯得略有狹隘，導致於研究過

程中，受到不同的條件所規限。例如：未有足夠時間與能力考究及閣覽更多

不同地區，像新加坡、台灣等鄰近地方的相近教科書題材研究；除此之外，

本文亦未有參考更多等地相關的情意課程內涵設計建議，以擴闊個人的研究

視野，藉以充足本文在「教科書比照分析」及「相關改善建議」兩部分的個

人論點。 

 

另一方面，由於本文在選材上僅局限於對人物傳記的課文研究，故導致

於分析上，亦未有全面地兼顧到眾出版商在編選整年所有小六課文時，整體

                                                           
127

 鍾聖校(2012)：《正向心理情意教與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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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小六學童情意元素的培育。例如有可能部分情意元素的議題，如「親屬、

朋友」一層面的元素內涵，分散於其他不同類型的文體篇章課文內，然而，

具體的情況則有待日後再作相關的研究時，可待進一步深化的考究。 

     

第六章：結論 

本文乃是一篇針對現行坊間十一間出版商，於小六級別中國語文科中有

關以人物傳記作選取與編撰課文的本科學位研究論文，撰寫之目的則僅為

「小試牛刀」，嘗試透過整合於大學年間所集得之對本科的認知，以展開論

說相關文體對小六學童之情意培育現況，並期望藉以豐富個人撰寫論文的經

驗，能為下一次作更高學歷以及更為詳盡的質性研究論文時，作下一個良好

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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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一：香港現行坊間十一套中國語文科小六級教科書中人物傳記的課文統計 

出版商 A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四 《站在謝婉雯的銅像前》 謝婉雯 

小六下一 四 《蘇軾》 蘇軾 

五 《魯迅》 魯迅 

小六下二 ／ ／ ／ 

 

出版商 B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 ／ ／ 

小六下二 ／ ／ ／ 

 

出版商 C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七 《「醜小鴨」安徒生》 安徒生 

七 （第 2 版）《光纖之父 — 高錕》 高錕 

八 《建築大師貝聿銘》 貝聿銘 

自學 《風之后 — 李麗珊》 李麗珊 

小六下二 ／ ／ ／ 

 

出版商 D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 ／ ／ 

小六下二 四 《五萬次失敗》 愛迪生 

五 《扼住命運的咽喉》 貝多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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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 E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 ／ ／ 

小六下二 十一 《諾貝爾—炸藥之父》 諾貝爾 

十二 《懷大愛心的德蘭修女》 德蘭修女 

 

出版商 F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四 《在黑暗中發光的海倫海勒》 海倫海勒 

六 《與病毒作戰到底的何大一》 何大一 

自學 《一切從夢想開始》 李樂詩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 ／ ／ 

小六下二 ／ ／ ／ 

 

出版商 G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九 《懷大愛心‧做小事情》 德蘭修女 
 

十 《桑蘭與她的奧運夢》 桑蘭 

小六下二 ／ ／ ／ 

 

出版商 H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自學 《站在謝婉雯的銅像前》 謝婉雯 

小六下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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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 I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 ／ ／ 

小六下二 ／ ／ ／ 

 

出版商 J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 ／ ／ 

小六下二 ／ ／ ／ 

 

出版商 K 

課本 課業 課文 記敘人物 

小六上一 ／ ／ ／ 

小六上二 ／ ／ ／ 

小六下一 ／ ／ ／ 

小六下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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