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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 

/夏爾·佩羅 

    繼母對仙杜拉不好，只能穿著破舊的衣服和木屐，每天工作伺候繼母

和兩個姊姊。某天王宮舉辦舞會邀請每位少女參加，仙杜拉很想去但沒有

像樣的服裝，此時仙女幫助她變成有馬車、穿著禮服和玻璃鞋的公主，王

子被深深吸引。但十二點鐘到，仙杜拉急忙離開，深怕被王子發現自己原

來的模樣。王子最後憑著一只留下的玻璃鞋找到仙杜拉，從此快樂過生

活。 

 「灰姑娘」的故事年代久遠，不同版本在各地流傳，經久不衰，是著

名的童話。 

 故事中的仙杜拉在家委屈自己，知道王子找她也不敢主動表達，塑造

女性要隱忍、被動的形象，有討論空間。 

 舞會中的王子被仙杜拉外表吸引、仙杜拉也對自己平日的裝扮沒有自

信，情感基礎似乎過度建立在外表上。 

 傳統童話中常出現壞繼母，乃因從前婦女產後醫療及衛生條件差、營

養不良多有致死，父親再娶以便照顧稚兒。但當時資源貧乏，偏愛親

生子女為人性使然，童話往往誇大描述。時至今日，時代背景已迥然

不同，刻板印象的「繼母情節」需加以澄清。 

1. 受了委屈要盡量忍耐，才是好孩

子嗎？ 

2. 王子在舞會上因為什麼原因愛上

仙杜拉？你認為這個原因恰當

嗎？為什麼？ 

3. 仙杜拉為什麼不敢讓王子看到自

己穿破舊衣服的樣子？ 

4. 以前的故事常把繼母寫成壞心腸

的人，為什麼會這樣寫呢？繼母

一定是不好的嗎？ 

自我覺察、

合 宜 的 情

感表達 

小美人魚 

/安徒生 

    小美人魚愛上輪船上的王子，當大浪把王子捲入海中時，小美人魚救

了他，但王子以為是別的公主救他的。小美人魚為了像人類一樣擁有永恆

的靈魂，並且嫁給王子，便把聲音給了海巫婆，換來可以變雙腳的藥，但

每走一步都很痛苦。她來到王子身邊，但王子只把她當成好朋友，結婚對

象另有他人。小美人魚的姊姊給她一把刀，如果天亮前刺穿王子心臟，還

可以當回人魚。但小美人魚沒這麼做，瞬時變成泡沫飄向天堂。 

 「小美人魚」故事於 19世紀初發表，其後啟發諸多創作者將其改

編，丹麥海港亦有美人魚雕像凸顯本故事的經典價值。 

1. 小美人魚為什麼想跟王子結婚？

你贊同這個理由嗎？為什麼？ 

2. 小美人魚為了得到王子的愛，付

出哪些代價？如果是你，你會怎

麼做？ 

3. 王子要結婚了，新娘卻不是我。

該怎麼化解傷心失落的情緒呢？ 

情 感 挫 折

處理、珍惜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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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人魚因為對「人」這族類存有美好的想像，而愛上唯一看到的男

生(王子)。小美人魚所認為的愛，基礎相當薄弱。 

 美人魚是堅持還是任性？可引導學生從代價與承擔的角度思考。 

 這篇是少數沒有幸福快樂日子結局的童話。小美人魚面對單戀或失

戀，應該如何調整悲傷的心情呢？ 

醜小鴨 

/安徒生 

    鴨媽媽孵的蛋破了，跑出一隻又大又醜的鴨子，被農場裡其他動物排

斥，流浪到外面也一路吃盡苦頭，到處被捉弄，不受歡迎，還差點喪命。

一直到冬天過去、春天來臨，才發現自己原來是隻美麗的天鵝。 

 「醜小鴨」是作者安徒生的自傳式童話，比喻自己條件差、外貌不

佳，最後吃得苦中苦，成為高貴的天鵝。「醜小鴨」一詞也成為大家

形容不夠突出的通用語詞。 

 醜小鴨從出生便因外表而被欺負，可思索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改善。 

 這篇童話有勵志的用意，但鴨子和天鵝成為尊卑貴賤的對比，也反映

出審美的價值觀，可引導深入討論。 

1. 醜小鴨因為外表被嫌醜，被其他

動物或人嘲笑作弄，牠的心情如

何？牠該怎麼辦？ 

2. 其他動物為什麼要嘲笑牠、作弄

牠？這些動物得到什麼？ 

3. 如果醜小鴨天生是隻鴨子，不可

能變成天鵝，牠該怎麼做？ 

自信、人際

互 動 與 經

營 

嫦娥奔月 

/傳說 

    古老時候天上有十個太陽，民不聊生，大力士后羿射下九個太陽，拯

救了老百姓，被視為英雄，娶了嫦娥當妻子，西王母還送給他一顆仙藥，

吃了可以長生不老。 

(版本一)有天壞人趁后羿不在時逼嫦娥交出仙藥，嫦娥情急下吞下藥便飛

上天了。后羿思念不已，每逢月圓就擺上嫦娥愛吃的東西遙祝嫦娥。 

(版本二)后羿成了英雄之後，後來卻性格暴戾、濫施苛政，嫦娥十分灰

心，為了不讓后羿吃下仙藥永生危害百姓，就自己吞下藥飛上月亮了…… 

 嫦娥奔月是經典傳說故事，有許多不同版本，比較常見的是上述兩個

版本。前者后羿仍是英雄，嫦娥被逼無奈下升空；後者后羿已經黑

化，嫦娥為拯救黎民才吞藥升天。 

 版本一可聚焦后羿如何處理分離的情緒。版本二可聚焦嫦娥如何解決

夫妻價值衝突。 

(版本一) 

1. 嫦娥飛上天的心情是什麼？ 

2. 嫦娥看到后羿追著月亮想追上嫦

娥，她的心情會如何？ 

3. 后羿會追著月亮多久呢？ 

4. 后羿要如何度過沒有嫦娥的日

子？ 

(版本二) 

1. 嫦娥飛上天的時候心情是什麼？ 

2. 在吃下仙丹前，是什麼讓嫦娥願

意繼續待在后羿身邊？ 

3. 當嫦娥跟后羿發生紛爭時，嫦娥

該怎麼辦？ 

(一)分離、

思 念 情 緒

處理 (后羿

角度) 

 

 

(二)摩擦、

衝 突 解 決

(嫦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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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織女 

/傳說 

    善良的牛郎經老牛指點，到下凡仙女們洗澡的地方，拿起了其中一個

的衣服，沒衣服可穿的仙女叫織女，兩人相識墜入愛河，生了一對子女。

因為觸犯天規，織女被帶回天上，老牛要牛郎把牠死之後把皮做成鞋穿上

就可以登上天。但眼看就要和織女團聚，王母娘娘變出一道銀河攔住去

路。天上的喜鵲被他們的愛情感動，化作「鵲橋」，每年七夕可以在鵲橋

相會。 

 「牛郎織女」是中國四大民間故事之一， 傳統節日七夕便是從這個

故事而來。 

 牛郎為了認識仙女，私自藏仙女的衣服，在故事中雖為佳話，在今日

則有可議之處。 

 牛郎織女因人神相戀觸犯天條分隔兩處，但仍堅持每年見一次面至

今，歌頌情感本質的美善與雋永。 

1. 牛郎躲在仙女洗澡的地方，在現

代會有什麼後果？他可以有更好

的作法嗎？ 

2. 為什麼織女沒有衣服可穿，就要

跟牛郎交往呢？織女可以有更好

的作法嗎？ 

3. 牛郎和織女後來真心相愛，但被

迫分離。喜鵲感動，幫助他們每

年相見一次。請問喜鵲因為什麼

而感動？你呢？ 

性別互動、

身 體 自 主

權、情感的

珍視 

孝感動天/

二十四孝 

/元.郭居敬 

    舜的父親瞽叟及繼母，還有同父異母的弟弟象，多次想害死舜。例如

舜在修補穀倉屋頂時，從下面縱火；舜在掘井時，從上面倒土填井，每次

都死裡逃生。雖然父母和弟弟三番兩次要害死舜，但舜毫不生氣，仍對父

母親恭順，對弟弟慈愛。他的孝行感動了天，有大象替他耕地，小鳥代他

鋤草。帝堯聽說舜的孝順，就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後來選舜做他的繼承

人，做了天子。 

 《二十四孝》是歷代二十四個孝子從不同角度、不同環境、不同遭遇

行孝的故事集，目的在勸人盡孝道。 

 「孝感動天」是《二十四孝》名列第一的故事，強調舜對父母沒有條

件的順從，即使遭到父母的迫害也不改初衷，這在現代是否合時宜，

有討論的必要。 

 這個故事背景是遠古時代，繼母形象十分負面，其原因可參考「灰姑

娘」導讀，引導時須加以思辨。 

1. 舜的父母多次想害死他，舜應該

怎麼做比較好？為什麼？ 

2. 如果迫害舜的人不是父母弟兄

等家人，而是其他人，舜還會無

條件順從嗎？為什麼？ 

3. 你認為舜與父母兄弟相處，哪些

想法或做法是恰當的？哪些是

不恰當的？為什麼？ 

4. 以前的故事常把繼母寫成壞心

腸的人，為什麼會這樣寫呢？繼

母一定是不好的嗎？ 

珍惜自己、

生 命 的 界

線、家人溝

通 與 健 康

的 情 感 表

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7%E5%A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AF%8D%E5%A8%98%E5%A8%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9C%8B%E5%9B%9B%E5%A4%A7%E6%B0%91%E9%97%B4%E6%95%85%E4%BA%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5%A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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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至七

章：初識

蓓琪、兩

小無猜/湯

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 

    湯姆初遇蓓琪就被她吸引，上課偷瞥她、送桃子、用畫畫引起女孩好

奇心，並在板子上寫下「我愛你」，讓蓓琪臉紅又歡喜。放學後倆人相約畫

畫，後來對畫畫不感興趣後，開始聊天、輪流嚼口香糖、並且模仿大人訂

婚的樣子，在耳邊說我愛你、輕吻、許諾永遠相愛。不久湯姆說漏嘴，以

前也和別的女孩「訂過婚」，蓓琪知道後哭個不停，湯姆一再安慰也沒用。 

 《湯姆歷險記》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故事之一。作者馬克吐溫筆下的

湯姆，已經成為天真樂觀、自信開朗的代表人物。 

 上述情節出自《湯姆歷險記》第六章至第七章，描述湯姆和蓓琪初

遇，湯姆如何打破陌生，到成為朋友，甚至「訂婚」。 

 這裡表現了少年少女情竇初開的情愫，一天當中便互許終身。在大人

眼中有如扮家家酒，在湯姆蓓琪眼中卻是慎重其事。 

 這種情愫是友誼還是愛情，或是比一般友誼再多一些不同的成分，那

成分是什麼？怎麼做比較好？這段情節涉及「愛」「永遠」以及「身體

界線」等議題，值得引導討論。 

 

(針對蓓琪) 

1. 蓓琪已經透過口香糖吃到湯姆的

口水多次了，為什麼蓓琪會對接

吻抗拒？ 

2. 蓓琪應該跟湯姆接吻嗎？ 

3. 對於「我愛你」，蓓琪在害羞什

麼？ 

4. 知道自己不是第一個跟湯姆訂婚

的人，是什麼讓蓓琪又氣又難

過？她在又氣又難過的時候做了

什麼事情？結果是什麼？ 

5. 蓓琪喜歡這樣的結果嗎？如果不

是，她可以怎麼避免這樣的狀

況？ 

6. 蓓琪有哪些地方做得不錯？ 

(針對湯姆) 

1. 湯姆先跟一個女生「訂婚」了，

為什麼又要求蓓琪訂婚以後只能

嫁給他？ 

2. 湯姆這樣做不好的原因是什麼？ 

3. 相較於蓓琪，為什麼湯姆表達

「我愛你」時那麼自然？ 

4. 蓓琪哭泣時，湯姆心情怎麼樣？

他做了什麼？ 

5. 湯姆最後離開時在想什麼？他怎

友誼與愛

情、身體

親密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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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做會比較好？ 

6. 湯姆有哪些地方做得不錯？ 

祕密花園 

/ 法蘭西

絲．巴納

德 

    瑪麗出生富裕但不快樂，父母因霍亂雙亡後搬到英國姑丈家，因為結

交了一些朋友，個性變得開朗。她聽說有一個花園在姑姑死後便被姑丈下

令封鎖，姑丈因為無法接受妻子死去的事實，經常出外旅行。後來瑪麗發

現了花園的鑰匙，且發現姑丈有一個兒子叫柯林，缺乏雙親關懷，臥病在

床，暴躁易怒。瑪麗和她的朋友迪克帶領柯林走進花園，一起讓荒廢的花

園重現生機，柯林身體因此強壯起來。姑丈看見兒子健康，開心得很，也

決定不再經常外遊了。 

 《秘密花園》是英國小說，是兒童文學的經典代表之一，曾多次被改

編成電影與電視劇。 

 瑪麗和柯林剛開始都因缺乏父母關愛，性格扭曲；迪克則熱愛大自

然，熟悉花草動物的生長，和瑪麗、柯林形成強烈對比。 

 姑丈在愛妻過世後自我放逐，兒子柯林無父無母沒有朋友，長年臥病

也，形同自我放棄。與荒廢的花園一樣，暮氣沉沉。 

 本故事在歌頌自然的力量之外，也闡述如何喚起內在的生命力。 

1. 姑丈為什麼要長年在外旅行？他

因此變得快樂嗎？為什麼？ 

2. 姑丈怎麼做，可以讓自己更有勇

氣面對妻子過世的事實？ 

3. 瑪麗和柯林一開始個性都很驕縱

暴躁，改變的關鍵在哪裡？有什

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4. 書中認為和花草動物做朋友，具

有療癒的功能。你同意嗎？為什

麼？ 

處理分離

情緒、轉

化失落的

情緒、珍

惜自己 

長腿叔叔 

/珍·韋伯

斯特 

    朱蒂在孤兒院長大，18 歲高中畢業後，仍在孤兒院宿舍打雜。某天有

位理事願意資助她上大學，朱蒂必須每個月寫信報告學習及生活狀況，但

對方不會回信。朱蒂不知道贊助者的名字，只看過他背影，知道他個子很

高，故稱他為長腿叔叔。朱蒂進入大學後，訂定嚴格閱讀計劃，努力吸收

知識，也按時寫信。當中她認識了同學叔叔傑維斯，互相愛慕，但朱蒂羞

怯加上自卑，不敢接受求婚。她將困擾告訴長腿叔叔，最後發現長腿叔叔

原來就是傑維斯。 

 《長腿叔叔》是美國書信體小說，多次被改編為舞台劇、電影、動

畫，反映當時女生對學業、工作、婚姻的看法。 

 孤兒院出身的朱蒂和贊助者，兩方具有權威上的不對等。但朱蒂個性

真誠坦率，不矯揉造作，在大學進修過程越來越獨立，也勇於表達自

1. 朱蒂如何看待贊助他的長腿叔

叔？她寫信給長腿叔叔時是用怎

樣的態度？ 

2. 朱蒂愛慕同學叔叔傑維斯，但又

覺得自己出身不好。為什麼朱蒂

寫給長腿叔叔的信表現對學習的

自信，對傑維斯卻又充滿自卑？ 

3. 當朱蒂知道長腿叔叔就是傑維斯

時，又驚又喜。將來倆人婚戀，「長

腿叔叔」贊助者的身分對倆人的

關係有加分嗎？有減分嗎？他們

自我認同

與情感表

達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B3%95%E8%98%AD%E8%A5%BF%E7%B5%B2%EF%BC%8E%E9%9C%8D%E6%A3%AE%EF%BC%8E%E6%9F%8F%E5%85%A7%E7%89%B9/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6%B3%95%E8%98%AD%E8%A5%BF%E7%B5%B2%EF%BC%8E%E9%9C%8D%E6%A3%AE%EF%BC%8E%E6%9F%8F%E5%85%A7%E7%89%B9/adv_author/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92%E7%AB%A5%E6%96%8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B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A6%96%E5%8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4%E5%85%92%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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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與贊助人不同的想法。 

 贊助人隱藏自己身分，又在現實世界和茱蒂交往，雙重關係如何拿捏

耐人尋味。 

怎麼做可以更好？ 

鐘樓怪人 

/雨果 

    巴黎聖母院裏住著一個長相醜陋、又聾又駝的撞鐘人--加西莫多，從小

被聖母院會吏長孚羅洛收養長大，卻愛上一個美麗又善良的吉普賽女郎--愛

絲梅拉達。雖然明知這位女郎不可能愛上他，但他仍奮不顧身的營救她…… 

 原著為法國小說《巴黎聖母院》，描寫圍繞聖母院周邊人物的故事，但

中文譯名聚焦在醜陋的撞鐘人的情感上。 

 故事強調人不可貌相。孚羅諾是個神父，被認為慈愛正直，但心邪

惡，控制欲強。撞鐘人加西莫多外表醜陋，常被認為是惡魔，但實際

上善良慷慨。 

 愛絲梅拉達是吉卜賽人，當時的巴黎人認為她是邪惡的；但她內心也

充滿愛心友善。 

 加西莫多和愛絲梅拉達當時都被一般人鄙視，同病相憐，互相協助，

但愛絲梅拉達始終都無法愛上加西莫多。 

 故事觸及種族、性別、階級、外表等議題，可引導討論。 

1. 對加西莫多來說，孚羅諾有收養

他照顧他的恩情，加西莫多也非

常順服他。但當孚羅諾非禮、陷害

愛絲梅拉達時，加西莫多做了哪

些事？你認為他這樣做好不好？

為什麼？ 

2. 加西莫多明知愛絲梅拉達不可能

愛上他，他是怎麼調整自己的心

態的？  

3. 如果愛絲梅拉達其貌不揚，你認

為加西莫多是否仍會全心全力保

護她？ 

處理情感

挫折、提

升情感層

次 

鹿苑長春 

/馬喬利·

金蘭·勞玲

絲 

    十九世紀佛羅里達州偏僻鄉野，墾荒者為三餐不停努力。裘弟之父被

響尾蛇所咬傷，為了解毒而射殺了一頭母鹿，裘弟飼養了殘留下的小鹿，

不僅是寵物，也是同伴。小鹿長大後開始會破壞馬鈴薯田，成為了家人生

計的威脅，必須殺死牠。裘弟不想讓母親動手，選擇親手殺死鹿，這個抉

擇帶來的痛苦與煎熬卻迫使他難以自處而離家出走。在一番經歷之後，裘

弟終於明白有時候人必須學習割捨，最後回到家裡。 

 《鹿苑長春》是美國少兒小說，至今已被翻譯成超過 20種語言。 

 小說的背景是 19世紀的蠻荒之地，墾荒生活，要擔心家畜被野獸吃

掉、擔心收成不好、擔心天候等，天天都是生存之戰。 

 裘弟一家人和小鹿的緣起緣滅，是生命中不得不承受之重，裘弟不得

不殺了如朋友般的小鹿，父母不得不在家庭溫飽存續與慈愛包容之間

1. 爸爸在家中食物有限的情況下，

為什麼仍願意答應裘弟留下小鹿

飼養牠？ 

2. 小鹿長大不斷破壞莊稼，必須殺

死牠減少對生計的威脅。裘弟不

忍心，為什麼又追出去親手殺死

小鹿？ 

3. 裘弟如何處理他的悲傷？你覺得

他可以怎樣讓自己更好過？ 

4. 父親看到裘弟離家出走後再回

來，為什麼沒有責怪他？父親哪

情感抉擇

與療癒、

責任與承

擔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96%AC%E5%88%A9%C2%B7%E9%87%91%E8%98%AD%C2%B7%E5%8B%9E%E7%8E%B2%E7%B5%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96%AC%E5%88%A9%C2%B7%E9%87%91%E8%98%AD%C2%B7%E5%8B%9E%E7%8E%B2%E7%B5%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5%96%AC%E5%88%A9%C2%B7%E9%87%91%E8%98%AD%C2%B7%E5%8B%9E%E7%8E%B2%E7%B5%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BF%E5%B0%BE%E8%9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88%B4%E8%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A%9E%E8%A8%80


20190422 

做出抉擇。 

 裘弟返家時，聽父親如何承擔家庭而已力不從心，裘弟慨然接下父親

的棒子，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 

裡做得不錯？ 

5. 父親說他也有無奈的時候，遇到

苦難只能堅持活下去。請問讓父

親堅持活下去的動力是什麼？裘

弟後來也有這個動力嗎？ 

綠野仙蹤 

/法蘭克．

包姆 

    桃樂絲被龍捲風吹著跑，跌落在陌生的國度。打聽回家的途中認識了

三個朋友：沒有大腦的稻草人、沒有心的錫片人、沒有勇氣的獅子。稻草

人、錫樵夫和獅子，後來都因為有腦子、有愛心、有勇氣，各自成為一國

的國王。桃樂絲也因好女巫的幫忙，跟叔叔、嬸嬸團聚。 

 原故事《奧茲國的魔法師》因拍攝成電影《綠野仙蹤》獲得矚目，成

為美國流行文化史上最為著名的故事之一。 

 桃樂絲被吹到陌生國度，意謂著失去了「家」，必須擁有腦子、愛心和

勇氣才可以回家，四個角色正代表這四個面向。 

 故事中雖然把腦子、愛心和勇氣分屬給不同角色，但實則都要透過自

身努力才能發掘與生俱來的能力，加上同伴友愛互助才能成功。 

 故事中也遇到騙子奧茲，正如通往目標的路上也會遇到不好的事，但

一起經歷的過程和磨難可以讓彼此更加成長。 

1. 桃樂絲如果沒有這些朋友，能不

能回到家？ 

2. 頭腦好、有愛心、勇氣足，三者缺

其一會有什麼後果？ 

3. 你擁有什麼？缺少什麼？你是怎

麼知道的？ 

4. 四個角色個性不同、需要也不同，

為什麼還是可以當好朋友？你和

不同特質的朋友如何互動呢？ 

友誼、不

同的需求

與人際互

動 

第 25 回屯

土山關公

約三事/三

國演義 

/羅貫中 

    曹操俘獲關羽和二位皇嫂，在張遼的勸說下，關羽開出三條件才同意

投降。在途中驛站安歇時，曹操想讓關羽亂君臣之禮，故意安排關羽和二

位皇嫂同住一個房間，但關羽自己站在門外，通宵達旦，毫無倦色。 

 《三國演義》是四大小說之一，故事的基礎源於《三國志》，歷代說書

人杜撰情節、添枝加葉，後來由明朝羅貫中集結成書。本段情節雖非

史實，但對人際情感的描述，對世人的影響很深 

 曹操想抓住關羽犯錯的把柄讓他歸降，而曹操的方法就是設計男女共

處一室的機會，以為關羽血氣方剛會禁不住誘惑。 

 關羽自認行為正當，問心無愧，但為避免日後旁人的閒言閒語，影響

二位皇嫂的名譽，寧可在門外守著，也不願共處一室，更不肯睡著，

1. 曹操故意安排關羽和二位皇嫂共

睡一間房，曹操的想法是什麼？ 

2. 關羽什麼地方做得不錯？ 

3. 為什麼關羽不僅行為不逾矩，還

要考慮日後的閒話？ 

4. 流言與事實常有差距，我們在隱

蔽空間裡，如何預防讓人誤解？

要如何適當保持距離？ 

性別互動

分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0%E9%87%8E%E4%BB%99%E8%B9%A4_(1939%E5%B9%B4%E9%9B%BB%E5%B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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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再演變為「關公夜讀春秋」的故事。 

兒子的大

玩偶 

/黃春明 

    坤樹為了養家活口裝扮成小丑，身體前後掛上廣告牌，像個三明治人

在大街小巷當活廣告，賺取微薄薪水。這份工作讓親戚不諒解、路人尋他

開心、小孩對他做鬼臉。坤樹長期早出晚歸，以致幼小的兒子不認識卸妝

後的爸爸，大哭大鬧。坤樹抑制住情緒，重新打扮成小丑。 

 《兒子的大玩偶》是鄉土文學作家黃春明被討論最多的作品，描寫小

人物的無奈與困頓，其後也躍上大銀幕。 

 坤樹每天和孩子相聚的時間不多，在工作中雖常遭遇艱難，但默默看

著孩子成長茁壯，成了心裡最大的安慰。 

 坤樹的妻子阿珠是溫順的女性，現實生活雖然困難，不會因為丈夫的

工作卑微而看不起他，反而體會丈夫的辛苦，珍惜夫妻間的感情。 

 孩子阿龍對於父親的印象，僅限於母親阿珠的描述。父親在他心裡只

是一個臉抹著粉墨、穿著奇裝異服的小丑，在他幼小的心靈裡，坤樹

與其說是他父親，不如說是一個大型玩偶來得恰當。 

1. 小丑妝和服裝呈現的是取悅大家

的風格，親戚、路人和小孩為何看

不起小丑？ 

2. 坤樹的職業讓他成為被訕笑、作

弄、輕視的對象，坤樹如何化解心

裡的不舒服？ 

3. 幼小稚兒不認識卸妝後的爸爸，

坤樹忍住情緒，重新打扮成小丑。

請問坤樹當時的情緒是什麼？他

為什麼要重新打扮？ 

4. 如果坤樹不重新打扮，他還可以

怎麼做讓事情變得更好？ 

家人不同

角色的需

求與互動 

 
年

級 

書名/篇名/

作者 
與情感教育有關的閱讀重點/導讀 提問建議 

情感教育

元素 

高 

年 

級 

適

讀 

 

8 篇 

傲慢與偏見 

/珍·奧斯汀 

    班奈特太太想把五個女兒都嫁給有錢紳士，女兒們對婚姻和愛情的看

法都不太相同。例如小女兒莉蒂亞和韋漢遊戲人間、無知放縱，常常給周

遭的人惹來一大堆麻煩；珍和賓利則畏縮柔弱、不敢爭取，總是受他人影

響；伊莉莎白和達西則具有智慧，追求平等與尊重的關係。 

 《傲慢與偏見》是英國小說，被改編為不少電影和劇集，中文譯本也

非常多。 

 小說中最主要的角色圍繞在二女兒伊莉莎白和達西先生身上，倆人在

多次相處後漸漸發展出情愫，但因傲慢與偏見使他們一度漸行漸遠。

不過其他角色也有傲慢與偏見作祟，不完全用在特定角色。 

 故事發生在十八、九世紀的英國莊園，當時有些土地財產的繼承權只

1. 在財產繼承的盤算下，班奈特太

太希望伊莉莎白嫁給令人討厭的

表哥，但伊莉莎白不肯，且得到

父親的支持。你認為金錢在擇偶

中應佔多大的比重？ 

2. 達西為什麼傲慢？伊莉莎白為什

麼有偏見？這些從哪裡來的？應

該怎麼做才能減少傲慢與偏見？ 

3. 小妹妹和韋漢私奔，他們過得比

較快樂嗎？為什麼？ 

對情感與

婚姻的慎

重、合宜

的情感表

達 

http://ahsa.pixnet.net/blog/post/35170721-%E4%BD%9C%E5%93%81%E5%88%86%E6%9E%90%EF%BC%8D%EF%BC%8D%E3%80%8A%E5%85%92%E5%AD%90%E7%9A%84%E5%A4%A7%E7%8E%A9%E5%81%B6%E3%80%8B
http://ahsa.pixnet.net/blog/post/35170721-%E4%BD%9C%E5%93%81%E5%88%86%E6%9E%90%EF%BC%8D%EF%BC%8D%E3%80%8A%E5%85%92%E5%AD%90%E7%9A%84%E5%A4%A7%E7%8E%A9%E5%81%B6%E3%80%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B2%E6%85%A2%E4%B8%8E%E5%81%8F%E8%A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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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男性，沒有兒子的班奈特家庭到時母親及未出嫁的女兒恐怕無家可

歸，因此母親成天關注有權有錢的單身漢，希望為女兒們覓金龜婿。 

 五個女兒五種個性，對戀愛婚姻的處理也不同，適合作為情感教育的

補充教材。 

4. 珍在乎賓利，常受流言影響，自

己也不敢表達爭取。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才能少吃苦頭？ 

羅密歐與茱

麗葉 

/莎士比亞 

    蒙太古和卡帕萊特兩大家族是世仇，羅密歐與茱麗葉正分屬兩個敵對

家族。在一場舞會中，兩個人互有好感，羅密歐也因為這層因素苦思如何

突破兩家魔咒。但因意外誤殺了茱麗葉的表哥而遭到流放，倆人為了在一

起，在神父的協助下茱麗葉先服假毒，計劃醒來後就和羅密歐私奔。但因

爲負責告訴羅密歐茱麗葉假死消息的人未能及時傳信，令羅密歐因爲不願

獨生而自殺。茱麗葉醒來發現羅密歐死了，也相繼自盡，兩個家族悔恨不

已，重新和好。 

 《羅密歐與茱麗葉》是莎士比亞著名的戲劇，兩位主角被認為是青年

戀人的典型。 

 故事中充滿衝突與遺憾，兩大家族的仇恨殃及下一代。戲中不時出現

彼此挑釁的畫面，人們為了莫名所以的原因動輒鬥毆並引以為傲。 

 殉情一幕最讓人可惜，混亂的場面讓人失去冷靜的智慧，如何避免悲

劇，是情感教育可以探討的議題。 

1. 羅密歐在盛怒之下殺了茱麗葉的

表哥，你覺得他的心情有被抒發

嗎？他的盛怒被什麼情緒取代

了？ 

2. 茱麗葉的表哥被殺了，她會怎麼

看羅密歐？茱麗葉要如何處理

「親人被殺，兇手是愛人」的困

境？ 

3. 故事最後，是什麼讓羅密歐放棄

未來的可能？如果是你，你會怎

麼做？ 

衝動情緒

的處理 

小婦人 

/ 奧爾柯特 

    南北戰爭期間，父親去戰場當牧師，四個女兒便和慈祥的母親相依為

命。四個姐妹個性截然不同，大姊美格好虛榮，二姊喬詼諧爽朗好勝，老

三佩斯心地善良，最小的愛米常給姊姊們增加麻煩。四個姊妹成長過程有

歡喜有悲傷，有生離有死別，在母親愛心的教導下，終於成為成熟的「小

婦人」。   

 《小婦人》是美國作家露意莎·梅·奧爾柯特的作品，也是她最著名最

成功的作品，描述南北戰爭期間一個家庭的生活與 4位女兒的故事，

內容包含親情、友情及愛情，多次被改編成卡通、電影及電視劇。 

 平凡家庭的生活瑣事，因為融入了母親堅毅、善良、自強的教導，讓

故事充滿光輝。 

1. 馬其家的女孩到豪宅作客或參加

社交活動，常因家境清寒裝扮窮

酸。但有人自信、有人羞怯、有

人虛榮，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

別？怎樣的態度比較適當呢？為

什麼？ 

2. 姊妹間常有衝突，找出故事中一

個意見不合的例子，說說看，她

們最後如何化解？ 

3. 大姊美格是家中第一位考慮婚嫁

自信、自

我認同、

健康的情

感表達、

婚戀的理

性與感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B2%E6%84%8F%E8%8E%8E%C2%B7%E6%A2%85%C2%B7%E5%A5%A7%E7%88%BE%E6%9F%AF%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B2%E6%84%8F%E8%8E%8E%C2%B7%E6%A2%85%C2%B7%E5%A5%A7%E7%88%BE%E6%9F%AF%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C%97%E6%88%B0%E7%8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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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中對於手足的友愛與衝突、人際的互動與較量、愛情的憧憬與現

實，有許多描述，適合做為情感教育的補充教材。 

的女兒，故事中每個人對婚姻關

注的重點不盡相同，你同意哪些

人的看法？為什麼？ 

簡愛 

/夏綠蒂•白

朗特 

    簡愛是個孤女，小時被寄養在舅媽家，十歲讀寄宿學校，都受盡折磨。

學業完成後受聘到桑費爾德莊園，和男主人羅徹斯特先生由相知到相愛。但

簡愛的情感生活並不順利，她兩度拒絕婚姻，第一次是羅徹斯特隱瞞已有位

精神疾病的妻室，她只好傷心離開；第二次是她對求婚者聖約翰只有兄長的

愛慕，並無男女的情愛，於是明確表明態度。多年後，羅徹斯特的妻子在火

災中喪生，他也因此失明並失去一隻手，兩人重逢再度燃起愛苗。 

 《簡愛》是英國文學名著，情節動人，內容批判社會階級、教育制

度，並可察覺女性主義的萌芽。 

 小說意涵豐富，亦可聚焦在簡愛處理感情的討論，凸顯情感教育的面

向。 

 除了情愛，簡愛後來寬恕小時虐待她的舅媽，完成自我人生的救贖，

也有可學習之處。 

1. 簡愛沒有出色的外表，也沒有好

的家世，為何莊園主人和聖約翰

會先後愛上她？ 

2. 簡愛拒絕她所愛的羅徹斯特求

婚，她考慮了什麼？拒絕這次求

婚，簡愛有什麼感受？她如何處

理這樣的感受？ 

3. 簡愛拒絕聖約翰的求婚，她考慮

的又是什麼？拒絕這次求婚，簡

愛有什麼感受？她如何處理這樣

的感受？ 

4. 簡愛最後為什麼會跟羅徹斯特結

婚？ 

5. 簡愛最後為什麼要原諒小時虐待

她的舅媽？原諒舅媽對於小時候

的創傷有什麼幫助？ 

自 我 覺

察、理性

面對與處

理情感問

題 

背影 

/朱自清 

    作者離開南京到北京，父親送他到浦口車站，打理他上車的瑣事，並

替他買橘子。一開始，作者認為自己已經二十歲，且南京北京已經來往兩

三次，毋須擔心，兩三回勸父親不必送。父親不放心來送，跟腳夫講價錢

的時候，作者覺得父親話說得不夠漂亮，非插嘴不可；父親囑託茶房多照

顧，作者也暗笑他的迂；自己就能照料自己。作者對父親為他張羅事物總

是不以為然，認為自己的見解高於父親，一直到父親粗笨的爬月台為他買

橘子，才被感動。     

 朱自清的「背影」，是現代散文史上的名篇，兩岸教科書多次將本文

1. 父親安排妥當後，為何又要跟著

送行？ 

2. 作者不斷說自己「過分聰明」、

「太聰明」，是什麼原因？ 

3. 把橘子給作者後，父親為什麼鬆

了口氣？ 

4. 看著父親的背影，是什麼讓作者

流淚？為什麼作者不想讓別人和

親子關係

的經營與

衝突、合

宜的情感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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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為語文教材。 

 作者的父親比較偏向「指揮者、萬能者」，相信自己的判斷、為子女

解決問題。作者已經是長大成人的知識分子，對父親的「指揮、萬

能」心生挑戰。 

 文章中，作者的情緒起伏變化，有複雜的因素，也深刻描寫了子女長

成獨立與父親的關係。 

父親看見自己的眼淚？ 

5. 作者的心情有何種改變？ 

6. 作者不想父親送行，但父親離去

時他又看得如此仔細，他在想什

麼？ 

7. 他是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寫下這篇

文章？ 

暗戀桃花源 

/表演工作

坊 

    江濱柳與雲之凡相戀，卻因國共內戰中斷音訊，五十餘年不曾相遇。

江濱柳老年身患絕症，偶然得知雲之凡也在臺灣，決定登報尋人，也向妻

子交代身後之事。數日後，雲之凡登門，卻早已各自婚嫁。 

 「暗戀」與「桃花源」是兩齣不同的悲劇與喜劇，但陰錯陽差同一天

在舞台上排戲，表現人生的舞台悲喜交熾。 

 現代悲劇「暗戀」，是是戰亂時期的男女朋友，因為時局動盪而分

離，到晚年因現實不夠美好，而念念不忘以前的情人。 

 古代喜劇「桃花源」則是陶淵明〈桃花源記〉的變奏，男主角不滿於

現狀，而去追尋他理想的生活。 

 建議小學生可針對「暗戀」部分賞析討論，古代版的「桃花源」適合

青少年以上。 

1. 江濱柳和雲之凡分隔五十幾年

後，為何年老身患絕症後才要尋

人？他想彌補什麼？ 

2. 江濱柳的妻子會如何看待這件

事？為什麼願意讓丈夫與年輕時

的戀人相見？ 

3. 雲之凡已婚嫁，為何看到江濱柳

登報尋人，願意登門相見？ 

4. 江、雲倆人見面後，想彌補的心

情，彌補了嗎？ 

5. 江、雲年輕時的戀情，經過五十

年的時空相隔，保留了什麼？失

去了什麼？ 

6. 大環境的改變，常讓個人身不由

己，江、雲和江妻，他們三人哪

裡做得不錯？ 

環境變化

與情感發

展、面對

遺憾 

梁山伯與祝

英台 

/民間傳說 

    祝英台女扮男裝遊學，和同學梁山伯同窗三年，感情深厚。梁山伯不知

祝英台是女生，知道後欲提親，但祝英台已許配給馬文才，梁山伯因此過度

鬱悶而死。祝英台出嫁時，經梁山伯墓前下轎祭拜，墳墓突然裂開，祝英台

跳入墳中，兩人化作一對彩蝶飛去。 

1. 在男女關係嚴防的傳統社會，英

台要如何說服家人同意她離鄉遊

學？如何讓家人放心又能完成自

己願望？ 

情感與家

庭 的 關

係、處理

失落的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85%B1%E5%85%A7%E6%88%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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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四大民間傳說之一，2003年梁祝傳說申報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2006年被列入中

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在傳統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下，古代女子接受教育的不

多，而祝英台有追求自我的意識，才女扮男裝去讀書。 

 過去婚姻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梁祝勇於表達情感，雖未成

功，在觀念保守的社會也是一大突破。 

2. 英台和山伯這對年少情懷，在同

窗歲月的浸染下，滋生的是友情

還是愛情？要如何分辨兩者的不

同呢？ 

3. 山伯因為提親失敗鬱悶而死，山

伯可以在不傷害自己的前提下有

更好的作法嗎？ 

4. 英台父母可以接受女兒扮男裝去

遊學三年，為何不能接受女兒退

掉馬文才的婚事，嫁給梁山伯？ 

緒 

目送 

/龍應台 

(書摘)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

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

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

你：不必追。 

 《目送》共有七十四篇散文，寫父親的逝、母親的老、兒子的離、朋

友的牽掛、兄弟的攜手共行，寫失敗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寫纏綿不

捨和絕然的虛無。其中「目送」一篇為傳閱率相當高的文章。 

1. 文章中幾次的目送，分別是送

誰？送什麼？目送的眼神裡面有

什麼情緒？ 

2. 作者大約在兒子多大後感覺母子

「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是什麼原因？作者如何調適自己

的心情？ 

3. 作者當教授時，父親開車送她，

到目的地後明明要開走，為什麼

又探出頭跟她說話？作者聽到父

親這麼說，會有怎樣的心情？  

4. 「目送」中哪一段描述讓你感受

最深？為什麼？ 

5. 在分離道別中，朱自清《背影》

中的父子關係、和作者的父女、

母子關係，有什麼相似、相異的

部分？ 

親子關係

的經營與

別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A4%A7%E6%B0%91%E9%97%B4%E4%BC%A0%E8%AF%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5%99%E7%A7%91%E6%96%87%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95%99%E7%A7%91%E6%96%87%E7%B5%84%E7%B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