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教育人文素質的培育 

田野 

 

 

引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於 2004 年 9 月 22 日所作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施政報告（何厚鏵，2004）中明確宣示要致力教改准備，

推動澳門社會的人文發展，並將提昇學生知識素質和人文素質作為最終的教育目

標。報告闡述了人文建設的重要價值是鑒於澳門社會經濟急速發展和對外開放，

並毫不掩飾地指出澳門社會目前的人文建設已不能滿足社會全面發展和對外交

往的需要，倫理水平也不能滿足世界文化多元的需要。報告還強調澳門是一個善

良、多元、接納、共融的社會，是澳門社會優秀的人文傳統和精華所在，並號召

全社會的公民要延續這一優良傳統，將之發揚光大。從而進一步提出教育是決定

人的素質的關鍵，而人的素質又是社會公民素質的集中表現，因此又決定了社會

公民的素質。眾所周知，一個人的人文素質是需要經過長期的培養、積累、陶冶、

吸收、內化、昇華等才能逐漸養成，涉及到不同階段的教育。本文主要關注的是

幼稚教育階段的人文素質培養，因為這一階段的教育和兒童的發展對一個人一生

的文化素養和知識結構造成深遠的影響，我們必須從幼稚教育開始培養兒童的人

文素質。本文試從幼稚教育生活經驗統整教學設計和實施的角度，探究兒童生活

經驗和人文素質之間的關係，以期對幼兒教育人文素質培養提出一些建議。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方式結合幼兒生活經驗統整教學的內容和方式進行研

究。筆者以文獻收集、整理、分析來闡述人文素質教育的實質和重要性；根據社

會發展和時代進步的趨勢，探究發展人文素質教育的理據；通過建議以兒童生活

經驗為主進行統整教學設計和實施，來分析在幼稚教育階段，兒童生活和學習經

驗中與人文素質相關的元素，以期主動配合政府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提昇學生人

文素質教育的目標。 

 

人文素質 

那麽，什麼是人文？什麼是人文素質？弄清楚人文素質的內涵將有助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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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明確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和任務。 

 

有關人文一詞，商務印書館 2000 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中的注

譯是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換句話說，人文即是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

與自然環境之互動與表現（郭正賢，2001）。人文素質從廣義上理解可以指人類

要明白人類不同與一般的動物和機器等物體（燕國材，1995），有其獨特生存的

價值，對生命和生活充滿憧憬，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是推進社會文明進步的

巨大力量，但同時又要學會與不同民族和睦相處，並與大自然建立和諧關係。為

此，人類要不斷提昇社會文明水平。就狹義上來說指的是一個人的綜合素質，包

括人生的價值觀、知識、能力、個性、品質、風格等。提昇個人的人文素質是一

個人成長的終身目標，不但要通過人生不同教育階段得培養實現，而且是終身教

育的長期課題，是一個只有起點沒有終點的學習。因此，作為一個個體要不斷地

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學會做人。 

 

有一些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和探討人文素質的問題，筆者相信以下這些

論述可以對設定教育的目標和任務都是有參考價值的。 

 

素質結構 

有學者認為，人的素質可以分成以下結構：生理素質層次、心理素質層次、

文化素質層次和個性素質層次（楊銀付，1997）。生理素質是基礎，指的是有健

康的體魄。心理素質通常指認知、情感、意志、需要、興趣、心態等方面。文化

素質包括德、智、美等綜合能力。個性素質涉及到差異、潛力、創新、批判等高

層次的素質。 

 

素質內容 

有學者指出，人的素質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王振愧，2004）：（1）具備人

文知識，涉及到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知識，如歷史、文學、政治、法律、藝術、

哲學、宗教、道德、語言知識等；（2）理解人文思想，包括理念，如何體現強烈

個性色彩、民族色彩、國家色彩；（3）掌握人文方法，學會用人文的方法思考和

解決問題，學會包容、接納、多元、溝通、理解等不同文化情景中的生活體驗；

（4）遵循人文精神，公平、民主、自由、和平相處。 

 

素質層面 

更有學者從心理學和教育學的角度剖析人的素質，並提出六個層面的指標體

系，包括自律的道德情操、適應性的認知及行為能力、追求卓越的動機、均衡的

價值體系、統整的自我規約系統、豁達的人生觀（黃光國，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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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學者分別從素質結構、素質內容和素質層面討論人文素質，有一些共通

的地方。從教育的角度，可以將以上學者有關人文素質的要素歸納為身心素質、

知識素質、文化素質、倫理道德素質。 

 

人文素質教育 

 

(一) 身心素質 

身心素質包括有健康素質和心理素質，是一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和必要的

條件。只有身體和心理都健康的兒童，才能進一步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潛能。兒童

的身心素質是兒童全人發展的基礎（楊銀付，1997）。人的身心素質指標（黃光

國，1999）不僅指身體健康指標，包括體力、精力、耐力、等生命指標，還涉及

到人的生存和人生追求動機、進取心、包容性、成功與挫折的承受力等健康心理

指數。兒童身心素質教育需要應因每一個兒童的特點，因人施教，尤其是心理素

質教育，差異性很大。 

 

(二) 知識素質 

知識素質包括對知識的認知、掌握和運用的能力。知識的學習和擴大可以是

基礎的和廣泛的，也可以是專業的和特殊的。對於知識的認知可以從知識的廣度

獲得，也可以不斷挖掘知識的深度習得。知識素質的要求不僅擴大對知識的獲取

和知識面的擴大，還必須適應當今世界科技資訊時代的發展的需要，建立終身學

習的意識，提昇挖掘知識和管理知識的能力，加強篩選、判斷、獨立思考、批判、

創新等終身學習的能力。 

 

(三) 文化素質 

文化素質體現一個人的綜合素質，是由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

多種因素整合而成的相對穩定的內在品質的一般體現。人的文化素質尤其受到環

境的影響和教育的作用，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對人的整體素質表現與評價。文

化素質教育是通過人際互動、生活體驗、環境熏陶，不斷地、自覺地吸收並內化

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從而形成卓越的、穩定的人格品質的過程（閆大偉，2002）。

文化素質包括對人類文化多元的尊重、對人文藝術的欣賞、對人類世界和自然生

態環境的關懷、對生命的愛護、對卓越知識的追求和開拓等能力。在傳遞和發展

本民族文化遺產的同時，增進對其他不同民族文化的認識和瞭解，發現人類文化

多元特性和共同價值。因此，學會表達、平等對話、和平協商等能力也是文化素

質表現的重要指數，更是人際關係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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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倫理道德素質 

倫理道德素質指的是人能夠遵守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相互關系係的

準則和規範（孫抱弘，1999）。倫理道德素質涉及到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

做的事；什麼是值得提倡的情操，什麼是要受到譴責的行為。倫理道德素質注意

倫理、禮儀、誠實、守法等方面的教育，提倡遵守社會行為規範。 

 

(五) 強調人文素質教育的理據 

 

人文素質教育是以提高社會和民族素質為宗旨的教育，人文素質教育是人的

綜合素質教育，人文素質教育是人的終身教育。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建立在以下理

由之上： 

 

時代發展 

隨著社會不斷的向前發展，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二十

一世紀是人才競爭的時代，也是人的素質的競爭，關鍵還是取決於人才的培養。

如何在物質發展的同時，提昇人的人文精神，建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

的和諧關係是學校教育工作不可推卸的重要任務。 

 

民族進步 

澳門於 1999 年回歸祖國，而振興中華又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目標。要使得中

華民族強盛、國家強盛，躋身於世紀先進民族和國家之林，就要提高全民族的整

體素質、公民素質和文明程度。在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同時，研習外族、外國

文化的真諦，並使之融入自己的文化中，弘揚中華傳統美德，成為發展中華民族

的巨大凝聚力和推動力。 

 

科技發達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大標志。但科技的發展並不自然導

致倫理道德的進步和人的整體素質的提升。因此，在強調科學技術的發展的同

時，要重視倫理道德的進步和人文精神的發揚。強調人文素質教育正是要通過素

質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獲得二十一世紀社會所需的認知、情意和技能。 

 

社會轉型 

澳門在經歷社會開放和鄰近地區融合時期同時，加大了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合

作力度（何厚鏵，2004）。澳門在發展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和世

界各國的交往越來越密切，澳門和不同國家年輕人之間的交流和往來也日益增

強，在經濟方面也開辟了廣泛的合作領域和渠道。加強人文素質教育將有助於澳

門人繼承和發揚善良、多元、接納、共融的優秀人文傳統，保留獨特的倫理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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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社會更進一步的發展和進步。 

 

學生個性發展 

教育要使每一個兒童得到充分的發展，學校就應當最大限度地尊重個性，追

求每一個兒童個性的發展(鍾啟泉，2000)。人文素質教育的其中一個意義就是要

發展人的個性，使他們成為和諧的人，全面發展的人。 

 

人文素質教學設計與實施之建議 

隨著幼稚教育的發展，幼稚教育課程的教學設計與實施日漸受到多方人士的

關注和重視。雖然許多學校崇尚不同的教學理念，但以主題教學為主的課程設計

和實施方式已廣泛被學校採用，並成為教學的主流。主題教學不僅成為幼兒教育

課程設計的一種手段，而且也是課程統整的重要策略之一。但實際的效果如何，

取決於對主題教學的認識和如何計劃和實施。在許多年的學校觀察和視導過程中

發現，教師們在設計教學主題時，往往忽略了 Ausubel（1968）所提到的「概念」，

尤其是大概念與小概念的關係，以及小概念之間的關係。至於如何將概念與教學

活動的設計有機的結合起來，兒童從活動中獲得哪些人文知識價值體系，教師往

往欠缺思考。澳門的幼兒教師不能再完全依賴外地的教材，是時候下定決心發展

具澳門特色的優兒教育課程，開發適合澳門兒童生活經驗和身心發展的教育主題

（田野，2001），創造並落實以兒童人文知識和能力為主的主題教學，將培養兒

童身心素質、知識素質、文化素質、倫理道德素質的發展融合到幼兒教育課程中，

從幼兒階段開始就奠定人文素質教育的基礎。 

(一) 課程設計 

筆者一直比較重視推廣以人文素質教育為主的優兒課程計劃，並鼓勵澳門教

師們參與課程設計和發展工作。筆者曾在 1999 至 2000 年之間和來自澳門七間幼

稚園十位教師進行合作，進行以人文素質為重點的課程活動設計：“認識澳門”、

“澳門人的生活”、“澳門新設施知多少”（www.dsej.gov.mo/teacher/gtrc/）。 

澳門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完全可以根據兒童成長的環境和生活經歷，開

發適合澳門幼兒發展的課程，培養兒童積極的自我概念和對多元文化社會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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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認識，減少種族與族群的偏見歧視，學會互相包容、尊重、接納、關懷、欣賞

不同文化之內涵，提倡主動思考，合作學習，提高分析，批判及鑑賞能力。 

為此，需要共同營造良好的教育環境，使兒童得到和諧的發展。通過一系列

有系統的認識自己、認識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四方面的主題開發和綜合

活動教學，讓兒童更好地瞭解自己，發展自己的潛能，更好地欣賞自己的表現與

創造；更好地規劃自己的生涯與終身學習。學會與他人溝通、合作與分享；學會

相互尊重、相互關懷、相互欣賞。培養兒童對大自然主動探究的精神，掌握和運

用各種生活技能，養成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鼓勵兒童多與社會接觸，積

極關心並參與社會活動，更多地瞭解多元文化社會的特徵及文化內涵，更多地認

識平等、民主、自由等概念，更好地為社會作貢獻，盡一個世界公民的責任。最

終實現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生存、學會共同生活

的人文素質教育目標。 

對自己的認知 

認識自己”是一個傳統的主題，但要創新、要有特色，要結合澳門兒童的需

求和興趣，就要開發新的主題。以下是一些有關認識自己的主題，如：我是誰？

我喜愛的故事書、我養的動物、我喜歡的玩具、我喜愛的運動、我喜愛的食物、

我愛聽的音樂、我的生活習慣、我的字畫、我的家庭、我的學校、我的智慧、我

的創作、我病了、我的夢、我的身體、我的性格、我的外貌、健康的我、快樂的

我、鏡子裡的我、老師眼中的我、爸媽眼中的我、我眼中的我、我的生日、我長

大了、我進步了、男和女等。 

通過認識自己的主題教學，讓孩子鼓起勇氣，積極面對人生，做一個有性格的

我，有智慧的我，有志向的我。 

對人際關係的認知 

除了“幫助過我們的人”主題外，父親節；母親節、生日會、做朋友、我的

同學、我的老師、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姐姐、我的哥哥、我的妹妹、我的弟弟）、

我的鄰居、我的叔叔、阿姨、學校運動會、親子同樂日、學校開放日、故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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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表演、演唱會、值日生、小記者、小畫家、小攝影師、小設計家等主題都可

以開發，通過參加各種活動的經歷，幫助兒童全面瞭解周圍的人和事，懂得如何

與人相處，發展自己的多元智慧。 

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認知 

認識自然方面的主題可包括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兩部分。教師可從這兩方面

來展開腦力激盪的工作。 

自然環境部分可包括：山（站在山頂看澳門）、海（站在海邊看澳門）、季節

（溫暖的春天、多雨的春天、綠色的春天）、陽光、空氣、水、土、沙、火（小

樹發芽了、生活中的水、光的顏色、空氣不見了、看日出、觀日落、山林大火哪

裡來？等等）、自然景色（澳門的夜景、南灣的景色、黑沙的海邊、雨中的景色

等等）、公園（郊野公園、市區內的公園等等）、動物、時間（一年有十二個月）、

自然景觀（彩虹、變化的天空）、聲音（奇妙的聲音、春的音樂會）、澳門的植物、

澳門的資源等。 

人文環境部分可選擇：澳門的建築（博物館、教堂、大橋、廟宇、名勝古蹟、

餐館）、街道、市場、學校、商店、公共設施（醫院、郵局、消防局等等）、澳門

的娛樂設施（文化中心、電影院、運動場、圖書館等等）、新設施（機場、碼頭、

觀光塔、改變中的澳門等等）、交通安全知多少、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

你我都是中國人、綠化澳門、環保活動齊參加等。 

通過對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探索，讓兒童發現和欣賞自然的美，喚起對自

然愛護之心，激發對科學探究興趣，享受中西文化交融的人文環境，促進創造未

來美好世界的動力。 

對人與社會的認知 

對澳門文化的認識是認識澳門社會很重要的一部分，主題包括語言文字、特

產、禮品、食物、服裝、錢幣、生活、婚禮、節日、茶文化（可以舉辦茶道班）、

飲食文化、街道、郵票、報紙、電視台、國際音樂節、國際舞蹈節、2005 年東

亞運動會、世界女子排球大賽在澳門等。還可從澳門社會活動或事件中選擇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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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如“百萬行”（愛心大行動）、“慶回歸”（國家的生日）、“植樹綠化”

等，藉此培養兒童關心社會的意識。同時，也可以適當選擇一些中華文化經典，

如從唐詩三百首中挑選一些適合的出來誦讀和表演，還可以透過對中國古典音

樂、太極、中國藝術的欣賞，培養對琴、棋、書、畫的興趣，增強兒童對中國文

化的認識，熏陶兒童的人格，養成中國文化底蘊。為了幫助兒童瞭解和接觸未來

文明的世界，可拓展兒童感興趣的主題。如：我眼中的世界、小小旅行家、綠色

和平是甚麼？世界有多大？等。引導兒童從認識小我到瞭解大社會，鼓勵他們長

大以後勇敢地走出家門、校門、國門，踏入到世界這個大社會。培養兒童做一個

世界公民的意識，將來無論是在自己微型文化的社會裏，還是在國家巨型文化或

全球社區中發揮市民、國民和世界公民的功能（陳美如，2000，7 頁）。 

 

(二) 設計原則 

教師是主題的主要開發者。在開發前，教師必須釐清自己的教育價值觀和教

學理念，因為教育理念會直接影響教師在課程設計、教學歷程、教學策略與決定

過程中的表現。同時，要充分把握學生、知識、社會與課程的關係，瞭解孩子的

需求、興趣和能力，熟悉全人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智慧的知識架構，掌握社會發展

的方向和其對教育的影響。然後，再展開主題開發的工作。 

主題教育活動的內容既要注意時代性，又要注意傳統性。既能中西交融，又

能古今結合，使兒童不但要瞭解本國的文化、習俗、人文特色，還要知道別國的

風土人情；不但要瞭解我們的現在，還要知道我們的過去以及將來。其次，還要

注意主題教育活動內容的基礎性，幼兒教育非專業性質，內容卻是全面的、基礎

的、豐富的。幼兒教育不是定向教育，應注意兒童多元智慧的開發和個別差異，

為終身學習奠定基礎。第三，主題教育活動要生活化、社會化，幼兒從自然、社

會踏入學校，終究還要從學校走向自然、走向社會、走向生活。教育內容應貼近

兒童真實生活（薑勇，2000），亦能提供兒童運用知識的機會，使幼兒成功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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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為社會服務，造福於人類。第四，主題教育活動的內容應該具有啟發性、

靈活性、彈性。根據兒童生理、心理發展階段的特點、個別差異、背景差異、教

育過程中突發問題或事件，在處理活動的內容、時間、形式及程式時可靈活作出

調整和彈性處理。活動的內容還應注意連貫性和繼續性，起到觸類旁通，舉一反

三的作用，具一定的啟發性。如益智區的活動、沙區的活動、科學區的活動等都

具有啟發性。 

教師可配合不同主題列出一些戶外活動的教學場地，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爭

取社區的支援，擴充兒童的視野，豐富他們的生活經驗。澳門每年都有不少國際

性的活動，如大賽車、國際音樂節、國際青年舞蹈節、國際排球賽等，通過對這

些活動的瞭解和參與，使兒童們認識不同國家的人和國名，不同國家之國旗和國

歌，不同民族的服裝和吉祥物，不同國家的音樂和舞蹈，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以及

中國是由多個民族組成的。  

另外，可以帶領小朋友參觀澳門具不同文化特色的博物館，以及名勝古蹟、

歷史博物館、住宅式博物館、海事博物館、大三巴、砲臺山、觀音堂等，建立多

元文化教育的大課室，這些地方都可以幫助小朋友瞭解和認識澳門是一個中西文

化融合的社會。 

 

(三) 實施原則 

課程實施要以課程設計者的理念和價值觀為依據，制定不同的實施原則。如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在課程實施過程中就要注意以下六個原則（田野，1999）：

教師首先要瞭解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學生的差異，排除自己的偏見，和具不同族群

的學童和睦相處。第二，提供學習機會均等，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獨特的認知策略，

對所有學生的期望水準持正向和均等。第三，創造相互尊重與合作，提倡相互理

解與容忍，促進每一個人自由表達意見之學習氣氛。第四，提倡合作學習，指導

學童學會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學會不同的表達方式，尊重接納別人意見，促進

人際間的關係和交流。第五，發展學生積極的自我概念（Bennett，1986），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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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性別、年齡、種族、國籍、文化、語言、宗教和能力，對自己的身份具有

信心，對自己的國家有歸屬感，對自己民族文化有自豪感。第五，多元文化教育

課程內容的設計可採螺旋式（黃政傑，1993），從自尊自重開始，培養建立友誼

的能力，到認識文化、人性等方面概念，消除偏見和歧視，接納多元文化理念，

促進世界和平。幼兒教育課程內容要特別注意結合學童的生活經驗，細心挑選，

有系統、有順序、有邏輯地加以組織。第六，多元文化教育是所有老師、學校行

政人員、家長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責任。多元文化教育成功與否有賴於他們的認

同、支援和參與。 

在課程的實施過程中，教師還要適當地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採取創意活

動、合作學習、知識豐富、內容平衡、教材多元、參與普遍等原則。 

 

 

結論 

如何提昇教師的人文素質？教師的人文素質對兒童有什麼影響？校長的

人文素質對學校發展有什麼樣的影響？學校文化環境對學生人文素質的養成有

什麼影響？要實施人文素質教育，教師的教學信念和角色和有哪些轉變？家庭、

學校和社區應如何合作？這些都有待作進一步的研究。 

我們的教育任務不僅是要培養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還要有深厚的文化底

蘊和倫理道德。因此，兒童人文素質的培養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認真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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