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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二、 教案設計---孟子及歐陽修的故事

三、 課堂實踐與分析

四、 修改後的教案

參考書目

一、引言

教育署(現稱教育統籌局)從 2000年開始進行教育改革，在新方案中提出了
四個關鍵項目，八個學習領域，九大共通能力。為順應教改的潮流，本校在

2000年開設了三個關鍵科，它們分別是圖書館課、專題研習課及生活課。以下
的篇幅將集中介紹生活課。

生活課的所有教材都是各任教的老師分擔設計出來的，大部分都是根據學生

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或時事或時下流行的玩意去命題。所以雖施行了兩年，

但由於學生質素的改變及潮流的不同，有些已不合時宜。因此在學期初，各位任

教的老師又聚首一堂，商議今年的課題，再分配工作。本人選取了其中一個題目

──自律來加以探討。

二、教案設計

1.題目：自律

2.教學時間：35分鐘

3.班級：中一級

4.教學目的：
中一的學生由於年紀尚小，經常都不知道也不會如何做到自律，老師經常都

要花很多時間去監管及提醒他們平時的學習態度及行為。本課題希望藉古人(孟

子及歐陽修)自小的學習行為來引導學生明白自律的重要性。

5.教學目標：通過本節課的學習，

a.學生應能了解古人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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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學生應能了解自己平時的行為

c.老師應能了解學生平時的行為

d.學生應能理解自律的重要性

6.教學程序
程序 所需時間 活動內容 注意事項 教材

1 5分鐘 老師講述孟子及歐陽修的故事 教材 1
2 10分鐘 a. 填寫人物寫照表格

b. 收集學生的數據
c. 老師歸納：問學生本節課所要講
的內容是關於哪一方面的？

當學生有不同的
答案時老師可考

慮是否引導他們

到自律這個課題

教材 2

3 10分鐘 a.小組討論：
上述故事中的四個人物，你會選擇扮

演哪一個？為甚麼？

b.老師抽樣提問

每組只可以選擇

一個人物。

教材 3

4 8分鐘 a. 小組討論
我們平時的行為是否經常都需要別

人的監管？

b.抽樣提問 引導學生如何可

做到自律

教材 3

5 2分鐘 老師總結：
自律的重要性

7.教材

教材 1
孟子的故事：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仉氏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少也嬉戲為墓問事

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舍市其嬉戲為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

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 79-302

教材 1語譯

孟子的故事：

孟子三歲的時候，父親孟激去世，母親仉氏是個有賢德的人，她帶著孟子在

墳墓附近居住了下來。墳墓附近經常都有人辦喪祭，年少的孟子於是經常模仿成

人做喪祭的遊戲。孟母擔心這環境會對孟子產生不利的影響便將家遷往市集附

近。

在市集裡，往來的商賈很多，孟子耳濡目染，又模仿商人叫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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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又將家遷往學宮附近，學宮中聚集很多懂禮儀、有學問的讀書人。在此

良好的環境的熏陶下，孟子便開始學習禮儀，追求知識，孟母認為此乃可以居住

的地方，從此便在這裡定居了下來。

歐陽修的故事：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

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 … …脩游隨，得唐韓愈
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

《宋史》〈列傳第七十八〉頁 10375

歐陽修的故事語譯：

歐陽修四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了，母親鄭氏立誓要守節撫孤，就帶著歐陽修

到隨州去依靠叔父生活。由於家境很清苦，年少的歐陽修並沒有錢買紙筆來讀書

識字，他的母親便用荻莖畫地來教他寫字。

隨州城南有個李姓的望族，歐陽修小時候經常到他家玩，李家的小孩跟歐陽

修的交情也很好。十歲那一年，歐陽修有一天在李家的壁間發現一堆舊書，無意

中翻到一本《昌黎先生文集》的殘本，只剩下六卷，他就向李家借回去讀。由於

年紀尚小，未能完全看懂，但他已感到韓愈文章的深厚而雄博，心裡因而對他產

生了推崇之情。由於家境清貧，自己沒有藏書，歐陽修常向鄰里的讀書人家，借

書來讀，有重要的就抄錄下來，每每讀書至廢寢忘食。

教材 2(每個學生派發 1份，老師則把此表做成高映片，用以收集學生的數據)

人物寫照表(請用√表示)
人物 你個人寫照 你學習的對象 你警惕的對象

孟子

孟母

歐陽修

歐陽母

鄰居

教材 3
上述故事中的四個人物，你會選擇扮演哪一個？為甚麼？

我們平時的行為是否經常都需要別人的監管？

三、 課堂實踐與分析

1.本人任教的是 1C班，全班共有學生 42位。在開始的前五分鐘，老師講述

了有關孟子及歐陽修的故事。老師把「教材 1」做成高映片，一邊講述，一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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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映片上畫出相關的字眼。這時，學生非常專注地聽故事，有些學生對於不明白

的內容和字更能及時加以提問。

2.講完故事後，老師派發人物寫照表(參閱「教材 2」)給學生填寫，學生一
邊和隔壁的同學商議，一邊填寫答案。

三分鐘後，老師開始收集數據，所得數據如下：

人物 你個人寫照 你學習的對象 你警惕的對象

孟子 2/42 0/42 22/42
孟母 0/42 0/42 0/42
歐陽修 26/42 30/42 0/42
歐陽母 0/42 0/42 0/42
鄰居 5/42 1/42 32/42

在收集數據時，本人發現大部分的女同學都舉手表示孟子是她們警惕的對象，歐

陽修是她們的個人寫照或學習的對象。至於男同學，則只有小部分有類似女同學

的反應；有另一小部分表示孟子或鄰居是他個人的寫照，有 1個男生甚至表示鄰
居是他學習的對象；還有一部分的男同學是沒有表態的。

以上的收據大部分還是令人感到滿意的，特別是女同學的反應，所以本人首

先提問女同學為何會認為歐陽修是自己學習的對象，她們的答案大都是因為自己

的學習條件相對於歐陽修而言是非常之良好，但讀書並沒有歐陽修那麼認真，所

以以歐陽修為學習的對象。至於選擇以鄰居為學習對象的男同學則表示自己一直

都是行為有點偏差的，一直都扮演著鄰居的角色去影響其他人，所以選擇以鄰居

為學習對象。此時本人惟有引導他鄰居的行為是不當的，若明知道不當還要去學

習那只會令自己的舉動更為不當。

之後，本人根據之前所做的課堂活動，要求學生猜測這一節課所要講述的主

題。這時學生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有的認為主題是關於古人的故事，有的認為主

題該是與讀書有關的，有的則認為是家庭教育⋯⋯等，但沒有一個學生能提及「自

律」兩字。

事後，本人與其他任教老師談及收集數據及猜測主題的情況，他們反映有些

學生不是太明白鄰居所扮演的角色，有些則乘機開玩笑。至於主題的猜測則許多

學生都不能猜到「自律」這個主題。商議之後，本人決定在未收集數據之前先向

學生分析一下孟子的行為、歐陽修的行為、孟母的性格、歐陽母的性格及鄰居所

代表的是哪一類的人物。並且在分析人物性格的同時加以一些與自律有關的字

眼，如「約束」、「自動自覺」等。希望透過以上分析及語言訊息的加深能令學生

對各人物的了解及對主題的認識。

3.學生在這一部分討論自己在上述故事中會選擇扮演哪一個人物，之後老師
抽組提問。在提問時，許多學生反應都非常熱烈，多組同學爭先發言。他們主要

集中於選擇扮演歐陽修、孟子及孟母三個人物。大部分的同學都表示會選擇扮演

歐陽修，主要原因是他勤奮、認真。有小部分的學生則表示會扮演孟子，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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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如孟子般貪玩，而且扮演孟子還有一個好處，多次搬家便有多次不同類型的鄰

居，可以玩得更為盡興，不用老是對著其中一、兩個鄰居那麼悶。有一組的同學

則表示會扮演孟母，因為孟母非常偉大，若沒有她的三次遷居，孟子則不會有今

天的成就，也就是說沒有孟母便不會有孟子。

從學生回答的問題中可見大部分的同學都能分辨哪些人的行為是正確的，哪

些是不當的，再加以扮演。可見學生心目中還是有理想行為模式的，只不過可能

年紀太小的關係，比較貪玩，所以喜歡扮演孟子的角色。

4.學生在這一部分會討論自己平時的行為是否需要別人的監管，然後由老師抽樣
提問。提問時本人選擇了上、中、下三類的學生來回答問題。班中成績及品行較

好的大都是女同學，她們大都表示不用家人怎樣監管，一放學回家都會自動自覺

地做作業。在成績與品行中等及下等的學生中，本人選擇了一半女生、一半男生

加提問，大部分的學生都表示需要家人的監管及多次的提醒，因他們有些喜歡打

遊戲機，若家人不監管便會打到半夜兩、三點，而忘了做作業；有些則喜歡說粗

言穢語，需要家長多次的提醒言行才能有所改善；有些女同學則表示喜歡逛街，

若家人沒有監管的話，通常會很遲才回家。

在實踐的過程中，本人發現這一部分所討論的問題並不具爭議性，因都是一

些個人的行為取向，且所給予的時間也可能太長了，所以在討論時，有些學生並

不是真的在討論。經過和其他任教老師的商議之後，本人決定把這一部分的討論

改成個人行為，並把時間縮短至 5分鐘。

5.總結部分主要是揭曉「自律」這個主題，並透過以孟子為反面例子及以歐陽修
為正面例子來說明自律的重要性，進而告訴學生他們在潛意識裡大多數都已經有

了自律的理想行為模式，並鼓勵他們以後要多加發揮及警惕。

四、修改後的教案

1.題目：自律

2.教學時間：35分鐘

3.班級：中一級

4.教學目標：透過本節課的學習，

a.學生應能了解古人的行為

b.學生應能了解自己的性格取向

c.學生應能明白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行為

d..學生應能明白自己平日的行為與心目中的理想行為有否差距

e.老師應能了解學生的想法及協助他們達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行為

f.學生應能了解「自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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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學程序
程序 所需時間 活動內容 注意事項 教材

1 10分鐘 a.老師講述孟子及歐陽修的故事
b.分析孟子、歐陽修的行為、孟母、
歐陽母的性格及鄰居所代表的是哪

一類的人物

教材 1

2 10分鐘 a.填寫人物寫照表格
b.收集學生的數據
c.老師歸納：問學生本節課所要講的
內容是關於哪一方面的？

當學生有不同的

答案時老師可考

慮是否引導他們
到自律這個課題

教材 2

3 8分鐘 a.小組討論：
上述故事中的四個人物，你會選擇扮
演哪一個？為甚麼？

b.老師抽樣提問

每組只可以選擇

一個人物。

教材 3

4 5分鐘 a.個人反思：我們平時的行為是否經
常都需要別人的監管？

b.抽樣提問

教材 3

5 2分鐘 老師總結：

自律的重要性

告訴學生他們在

潛意識裡大多數
都已經有了自律

的理想行為模

式，並鼓勵他們

以後要加以多加

發揮及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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