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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香港學童的自我概念低落，不少本土、跨區、跨國的研究，都發現這個現

象。學童自我概念低落，抗逆力及自信心不足，影響全人發展。小學中國語文

是小學教育重要的課程內容，兒童文學是小學語文教學中重要的教材元素，兒

童文學可以用作為提升兒童自我概念的工具嗎？ 西方的研究發現，讀書治療

（bibliotherapy）可以協助受助者治癒心靈的痼疾。本研究探討兒童文學能否發

揮類似讀書治療的作用，提升小學生的自我概念。研究正式開展前，曾進行四

個預試，預試為隨後兩年的研究設計，提供了各項有用的參考資料。 本研究

要探討的問題包括：應用兒童文學教學能否有效提升兒童的自我概念；兒童文

學對初小、中小及高小學生，有何不同的學習成果；兒童文學採用大班教學與

小組教學，是否有不同的學習成效。研究過程會一併探討教材及教學策略。 

本研究主要應用質化(根基理論)的分析方法，兼用量化的統計分析。研究

分兩年進行，第一年採用大班教學的模式，應用多角度多範疇自我概念量表及

閱讀動機量表檢測；除量化分析外，並收集問卷、訪談、觀課紀錄等，用質化

分析方法分析。第二年採用小組教學，應用訪談及問卷，搜集各項研究資料並

應用質化的分析方法分析。兩年的研究結果，發現優良的兒童文學，除了反映

兒童生活，容易獲得兒童共鳴以外；情節出人意表的故事，篇幅較長的童話及

小說，特別得到學生垂青。小學生對適合他們心智的兒童文學，有能力自行閱

讀、並樂於在小組討論中深化學習。 

研究發現，學生對本研究的教材，有獨立閱讀的能力；教學主要是協助學

生對文本深入討論及思考。量化與質化的研究中，量化的分析顯示了一年級實

驗組學生在自我概念的各範疇，與三年級及五年級學生相比，有較大的進步，

三年級及五年級學生的進步則較少。可是在質化的研究中，卻發現學生的自我

概念有相對全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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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最重要的是根基理論的發現：閱讀兒童文學有助提升學生自我概念， 

關鍵在閱讀的過程中，學生需要不斷地動腦思考、觀察、感受、推測、討論、

找證據、形成概念。 這些學習的歷程，促進學生內在語言的發展，一方面增

進了學生的語文能力；另一方面增進了學生對自我的了解。研究建議為提升香

港小學生的自我概念，需要加強師資培訓，讓語文教師對兒童學習閱讀兒童文

學的心理歷程增加認識，兒童文學當能更有效地發揮她提升兒童自我概念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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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students have low self-concept has been confirmed 

by many local, cross- region and cross- country studies. With low self-concept and 

deficiency in resilience and confidence, Hong Kong students’ whole person growth 

is duly affected.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the teaching of 

language subjects in primary schools. 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be used as a tool to 

raise children’s self-concept?  Studies in the West have discovered that 

bibliotherapy can be employed to cure various psychic disturbance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whether children’s literature can play a similar role to 

bibliotherapy and raise the self-concept of students. Four pilot studies had been 

carried out before the present study formally began. The pilot studies provided 

various useful reference data for the study conducted in the subsequent two years. 

The issues explored in the present study include: can the teaching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effectively raise children’s self-concept? What different results do students 

of higher, middle and lower primary levels have in learning by us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there a difference in effectiveness between big class teaching and small 

group teaching? Teaching material and teaching strateg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also explored. 

Qualitative analysis (grounded theory) is the main research approach in the 

present study, aided by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over two years. During the first year, big class teaching was adopted.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using a multi- perspective multi- domain model of self-concept and a 

motivation for reading questionnaire scale.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also conducted 

on data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s, interviews and class observation records. 

During the second year, small group teaching was adopted. Interview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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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which were subject to qualitative analysis. 

The study over two years reveals that high quality children’s literature that reflects 

the lives of children are apt to stimulate empathy. Students particularly like stories 

that have an interesting plot and longer stories and novels. Primary students tend to 

enjoy rea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suitable to their mental and intellectual stage by 

themselves, and then intensify their learning in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most students have the ability to read independently on 

materials provided in this research. Teaching mainly involves helping students 

discuss and think about the text at a deeper level.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various aspects of self-concept of primary 1 students improved more  

than that of primary 3 and primary 5 students. However, qual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show an overall improvement in the self-concept of students of all levels.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hat of the grounded theory: rea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enhances students’ self-concept. The key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students need to read and observe continuously, and 

to think, feel, detect, discuss, find evidence and formulate concepts. In this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internal language development is enhanced and their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heir self- understanding are both improved.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concept, the study recommends that teacher train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o 

that language teacher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learning process in read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is way, children’s 

literature will play a more effective role in enhancing students’ self-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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