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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範人物對資優學生角色楷模的影響成效

摘　要

本文以名人傳記閱讀及與各領域傑出人士對談，使資優學生透過角色楷模確

立價值觀，並藉由楷模學習培養典範。實施成效為啟發學生堅毅、專注、獨立、

自信等態度，並激發其助人意願與行動勇氣，使能正向思考與自我檢視，以培養

面對困境的正向態度及謙虛與奮鬥不懈的精神。 
 
關鍵詞：典範人物、資優學生、角色楷模

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provide role models for gifted students by reading 

biographies of distinguished people and dialogue with prominent people from 
various fields. The learning helped inspire students’ perseverance, dedication, 
independence, self-confidence, willingness and confidence to help others, and 
the students learned how to think positively, reflect on their experience, develop 
positive attitude and devote unremitting efforts towards the challenge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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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一般人的認知裡，資優學生應該對未

來充滿自信與抱負，且對自身的興趣與生涯

抉擇，有其認識與方向。但作者於實際教學

卻發現，資優生面對未來常感困惑與迷惘。

為了進一步幫助學生了解生涯定向與思

考未來抉擇，因此，透過名人傳記閱讀，使

學生透過角色楷模確立價值觀，並藉由各領

域傑出人士的分享與對談，激勵學生效法楷

模以培養典範，同時傳遞學識、培養道德，

產生認同情感，促進學生潛能發展。上述理

由促使作者規劃以名人傳記閱讀及與傑出人

士對話之課程，以探討典範人物對資優學生

角色楷模的影響。

本課程進行之前，每位學生需閱讀十本

傳記，並根據人物的生命故事與奮鬥歷程，

列舉其成功因素，同時找出值得學習的內涵

與特質，以體會楷模學習的意義。此外，本

課程也邀請社會各領域傑出人士與學生對談

及分享，期能透過對資優學生具有影響力的

重要他人，提供學習楷模，以利未來發展。

貳、角色楷模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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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

師應提供正向典範，幫助學生建立學習楷模，

發揮影響力（宋珮綺，2003）。因為角色楷模

具有觀察與模仿作用，能使學生藉此獲得典範

學習的意義（游恆山，1995）。此外，陳奎喜

（1998）也指出個體學習知識、技能、行為、

觀念與規範的過程，可透過實際行為或書籍、

媒體等方式，產生觀察、模仿、認同、同化等

作用，以培養新的行為。而張春興（2000）更

進一步提出社會化過程中的角色認同，最初是

以原生家庭成員為對象，後才擴及師長、同儕、

朋友、歷史人物、名人、學者等。因為這些對

象具有楷模與事蹟，能吸引大眾模仿，進而影

響個體行為的塑造（林淑梨，1994）。

然而，青少年的自我認同，應以能力足

以勝任，價值能受認同的楷模為對象（姜韻

梅，2002）。因為，當個體產生認同時，即

是補償心理發酵，使其發現此一人物具備的特

質，因而產生思想傳遞、觀念改變、行為模

仿等作用，藉此幫助個體塑造更佳的品格與行

為典範，達成自我理想（Gianakos, 1995）。

此外，認同也是個體在建構自我價值與檢視

楷模人物特質的歷程（Lusso, Funk, & Strang, 
2004），更是個體在確認自我存在與自我肯

定的方式（Muscroft & Bowl, 2000）。

參、課程設計與實施

本課程以名人傳記閱讀及與傑出人士對

談，引導學生探討生命歷程與成功因素，激

勵學生從人物故事中尋找楷模，以展現積極

進取的意志，並探究自身的興趣與生涯定向，

據此規劃先備課程，如：史學概論、哲學概論、

傳記文學專題。先備課程以史學概論、哲學

概論等方法學為主軸，再以傳記為本，指導

學生如何分析人物與探討寫作觀點，著重於

探究方法與人物分析技巧之訓練。

課程為期8週，分二階段，每週實施2節課。

第一階段以傳記閱讀及討論反思為主，第二階段

則邀請社會各領域之傑出人士與學生對話。

第一階段課程主題如下：第 1 週為「名

人競技場」，學生可自選人物傳記，且無限

制科學或人文領域，閱讀後需撰寫傳記中值

得分享之處，並張貼於「名人競技場」網頁。

第 2 週是「意志大考驗」，指導學生於傳記

中分析人物遭遇之困境並反思自身際遇，藉

此引導學生思考其成功因素與克服困境之道。

第 3 週為「名人排行榜」，學生需思考其成

功因素及對自身的影響，並將全部同學提出

的人物對自身的影響程度排序，使學生了解

何種類型人物為其楷模。第 4 週是「名人時

光機」，讓學生思考人物的事蹟，學習以客

觀的眼光審視事實，並探究人物對世界的影

響，強化學生獨立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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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課程主題如下：第 5 週「科技

大爆肝？」，由科技業名人與學生對談，分

享從事科技業的動機與奮鬥歷程，以及如何

成為傑出的科技領導人等過程，讓學生可與

名人面對面對話，深入了解科技領導人的典

範如何形成。第 6 週為「白色非巨塔？」，

由一群醫師分享學醫的漫長之路與下定決心

從醫時的初衷與信念，以及面對醫療結構改

變與廉價醫療的脅迫，如何維持醫療專業與

理想之過程。第 7 週是「科學多怪人？」，

邀請科學界傑出人士與學生分享如何保持對

人事物的探索慾望與企圖心，並說明如何面

對科學挑戰，能繼續堅持努力、堅定目標、

找到方法、創造機會，同時保持樂觀進取的

態度。第 8 週是「天生藝術家？」，由音樂

與藝術領域之傑出人士，為未來有意願從事

藝術工作的學生提供建議，以及分享人生經

歷、生涯規劃、創作成品、未來夢想等，並

說明如何度過創作的瓶頸與逆境。

待第一、二階段課程完成後，學生需繳

交課程學習報告，並接受教師訪談，每人訪

談 1 次，每次 1 小時。

本課程之架構，如圖 1 所示。課程設計

與活動內容規劃，如表 1 說明。

圖 1　課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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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與對象及先備技能

本課程以高中一年級資優學生為對象，

計有人文社會組 14 人、數理科學組 16 人，

共計 30 人。學生已於上學期修習史學及哲學

概論並參與傳記文學專題課程。此外，每一

位學生也於一年級上學期完成 3 篇傳記閱讀

心得，且由指導教師評閱通過，確認學生具

備人物探究技能。

伍、學習表現

學生自選傳記人物多為科學家，也從人物

奮鬥歷程發現其成功特質與態度，有益於角色

楷模之形成，但人文領域之名人傳記，則較少

選讀。

學生選讀之人物，計有：愛因斯坦、孟德

爾、居禮夫人、富蘭克林、愛迪生、牛頓、諾

貝爾、伽利略、法拉第、阿基米德、培根、哥

表 1　課程設計與內容

週次 單元名稱 課程內容 作業與評量

第 1 週 名人競技場

自行選擇喜愛的人物，並閱讀其

傳記，分享令自身感動的奮鬥

歷程

閱讀與發表：撰寫個人閱讀之傳

記中值得分享之處，張貼於「名

人競技場」網頁

第 2 週 意志大考驗

從自選傳記閱讀後，記錄人物遭遇

之困境與分析其如何面對，並

反思自身遭遇此境之因應方式

反思與分享：發表自身曾遭遇的

困境與如何因應，藉此激勵學

生探究人物成功之因與克服困

境的過程

第 3 週 名人排行榜

根據同學分享與發表的名人傳記，

指導學生思考與分析人物的成

功因素，並依人物對自身的影

響程度排序

分析與認同：寫出心中的人物對

自身的影響，並參考他人提出

的人物傳記，列出對自己的影

響程度之排序

第 4 週 名人時光機

將時光倒轉回該人物所處的時代，

思考當時的際遇與決定，並討

論對時局的影響

思辨人物事蹟：提出個人觀點，

討論該人物事蹟對社會的影響

第 5 週 科技大爆肝？

由科技業名人與學生對談，分享

從事科技業的動機與奮鬥歷程，

以及如何成為傑出的科技領導

人等過程

記錄人物奮鬥過程：透過與名人

面對面對話，分析科技領導人

的典範如何形成

第 6 週 白色非巨塔？
醫師分享學醫之路與從醫的初衷

及信念

尋找從醫特質：根據醫師分享習

醫過程，分析其信念與特質

第 7 週 科學多怪人？

由科學界傑出人士分享如何保持

好奇與探索慾望，並說明如何

面對科學的挑戰與挫敗

發現科學家成功因素：討論科學家

能堅持與反覆進行實驗的原因

第 8 週 天生藝術家？
由音樂與藝術領域之傑出人士，提

供未來欲從事藝術工作之建議

打造下一個貝多芬：討論藝術家

如何克服創作瓶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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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尼、亞里斯多德等人，且多位學生選讀同一

人物。其他如：舒伯特、蕭邦、達文西、卡夫

卡、福洛斯特、桑德堡、莫泊桑、王爾德、拿

破崙、亞歷山大、凱撒、托爾斯泰、史懷哲、

佛洛伊德等人，則各僅有 1 人選讀。因本課程

設定學生可自選科學或人文領域之人物傳記，

故不探討學生偏重選讀科學類傳記之理由。

以下歸納學生的學習表現，並說明資料編

碼方式：「S09R」代表 9 號學生的書面報告，

「S02I」則是 2 號學生的訪談。

一、�突破性別限制與強化獨立思考及啟

發行動

名人傳記能發揮良師典範的作用，以強

化學生獨立思考與培養正向價值信念。學生

發現愛因斯坦能獨立思考，才找到自己的路

（S07R），因其認為獨立思考與獨立判斷，

是科學發展的首要因素（S16R），同時亦需

創造力與想像力（S19R）。學生也發現愛因

斯坦的獨特思考模式，認為需有不怕挑戰的

勇氣，才有成功的機會（S17R）。而法拉第

亦如愛因斯坦般充滿幻想與靈活思考，且認

為科學是永無止境的謎，因此激發學生勇於

想像與創造（S23R）。此外，閱讀傳記的過

程，亦使學生從中體悟努力未必能成功的道

理，如同拿破崙的人生觀――無懼失敗，不

患得失（S01R），但學生認為應效法愛因斯

坦能承認自身犯過的錯誤，且於實踐中勇於

承認與改正，才有成功的機會（S07R）。

值得關注的是女性科學家能突破性別限

制，影響女性學生的自我認同，就像居禮夫人

發現鐳，卻引來許多異樣眼光與性別歧視，但

居禮夫人卻以更堅定的態度，找出如何突破

性別對生涯限制的方法（S09R）。因此，她

不斷尋找更多證據來支持自己的發現，還面對

各方的批判與檢驗，最後證實她發現的確實是

鐳，才找到存在地位（S23R）。學生也在科

技人講座後，知道科學不能一味鑽研定理與公

式，需跨出自身領域，才能突破限制，找到存

在價值（S02I）。所以，若未來從事醫學或科

學，不能僅止於專業知識，還須注意社會發展

與氛圍，並克服資源與環境的限制，以發揮自

我價值（S03I、S11R、S14R、S16R）。

學生對名人傳記體會最深之處，在於故

事人物賦予的助人勇氣與夢想實踐，如史懷哲

放棄一切到非洲行醫的決心與行動（S01I），

以及諾貝爾兒時遭受許多苦難，卻積極刻苦學

習，尤令學生佩服（S19I），其具備之語言天

份與國際觀，更激發學生仿效與勇於探險的決

心，期能於未來有所成就（S13I）。此外，學

生能於人物傳記中，分析自我概念與心理狀

態，了解在別人看來優異的自己，其實是缺乏

自信的（S22I）。因為，以前很重視別人的看

法，常把別人眼裡的自己看得很重，所以常感

壓力（S14I）。有時因過度在乎他人想法，經

常患得患失，但讀完傳記，讓自己對過去的人

際關係有不同反省，也更知道如何獨立思考，

不過度依賴他人（S13I）。

許多名人都曾遭遇困境，也坦然分享面對

困境的態度與克服之道，正好啟發學生正向價

值信念，而學生亦體會名人面對挫折的樂觀態

度，因此影響學生於科展過程中曾一度出現放

棄的念頭，後因家人的鼓勵與閱讀名人傳記而

激發自身信念，終於克服挫折的案例（S13I）。

學生也從法拉第記憶力大幅衰退而忘記實驗

原理與步驟的故事，發現他能以更謙卑的態

度面對，而反思自己應體認人外有人之道理

（S25I）。

另有學生因富蘭克林的積極態度與堅強

個性，使學生於加入科學營隊後，更能堅持目

標與理想（S08I），認為環境艱困，也不能阻

擋自我的決心（S24I）。因為，未來若要投入

科學研究，此刻即需充實自我，並正向面對挑

戰，才能擴展視野，以培養科學的概念和遠見

（S17I）。

二、激發科學特質與關注社會之態度

學生發現科學家除擁有卓越研究與發明

能力外，更有為社會服務的態度，據此提出以

伽利略、居里夫人、富蘭克林與阿基米德為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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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勉勵自己應培養為多數人服務與減少世界

紛爭的決心，並強調科學研究應貢獻於社會，

而非滿足個人利益（S22R、S19R、S24R、
S26R）。名人典範也給予學生處事態度的啟

示，讓學生知道如法拉第般的偉大人物，竟在

於他從不認為自身偉大，且除認真學習的態度

外，更有謙虛與助人特質，並將所賺錢財用

於幫助貧病無依者（S13R）。因為法拉第認

為陪伴即將臨終的病人，勝過於世俗的虛名

（S25R）。此一關注社會之態度，最令學生

稱頌與反思（S02I、S14I、S04R、S08R）。

此外，學生也從多位科學人物中發現其

對真理的執著，如：培根認為探索真理雖然

艱苦，但知識和學問都不能屈服於權威和統

治（S06R），所以必須堅持真理（S02R）。

達文西也認為真理只有一個，應積極追求而

不盲目服從（S10R）。

最令作者欣喜之處為學生能關注國際局

勢與維護世界和平之態度，並反思諾貝爾發

明炸藥對世界造成的毀滅而產生無盡之悔恨

與補償，能否彌補已造成之傷害（S19R）？

因此認為科學家應保持善良本質，找回真心

誠意的處事態度（S21R）。

三、體會人物的刻苦學習與堅強毅力

閱讀名人傳記，使學生發現人物的成功

特質，並從中學習其勤奮與堅毅，是造就科

學成功的要件（S09R）。學生發現牛頓的成

功是因為長久的堅持與忍耐，以及不斷思考

（S15R），更體會愛迪生的人生哲學是持續

不懈與堅強毅力（S17R），以及富蘭克林認

為能吃大苦，才能創大業（S02R）。

學生從傳記中也發現達文西在雕刻、音

樂、建築、數學、機械學、土木學、解剖學、

植物學的卓越成就，是因為他願意付出努力以

及堅持（S08R），因此體會人物的成功，在

於堅持目標、努力追求。學生亦發現法拉第完

成電磁轉動的實證研究後，因毀譽參半使他痛

苦不堪，但他能堅持信念，最終完成通電導線

在地球磁場的轉動實驗（S23R），此一面對

困境的堅毅態度，是傑出人物成功之要素，值

得學習（S17I、S19I、S01R、S15R）。

學生分析名人成功之因，發現共同之處多

為具有謙虛的態度與奮鬥不懈的精神，如：牛

頓堅定的態度且積極自我充實，以及不自滿、

不驕傲的態度（S09I），以及富蘭克林憑藉謙

虛態度與努力不懈之精神，終於擺脫窮困與

阻礙（S24I）。而愛因斯坦前半生則是吃盡苦

頭，但因不居功與不斷努力，讓他得到許多人

幫助，最後發表三篇對科學影響甚鉅之論文，

亦是憑著謙卑態度與努力，讓許多人願意主動

協助他（S16I）。正因他的不懈怠，督促自己

持續思考相同問題，如此追求真理的精神，才

有相對論產生（S07I、S16I）。

此外，學生也從名人座談中得知，許多

傑出人士都非常謙虛，說自己能力有限，但

很專注，常反覆做一件簡單的事（S30I），因

而改變學生的價值觀，知道需付出極大努力，

才能於某個領域有傑出表現（S10I）。

陸、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閱讀名人傳記能發揮良師典

範的作用，可強化學生的未來發展與生涯定

向，且影響其態度、認知與行為，與宋珮綺

（2003）提出角色楷模對青少年的影響，在

於典範人物能幫助學生建立學習楷模並發揮

影響力，有一致之發現。此外，學生從典範

人物中理解生涯發展需強化自身行動，以突

破性別及其他限制，與游恆山（1995）提出

角色楷模使學生理解生涯發展的意義，進而

產生仿效與激發行動等觀點一致。

學生透過閱讀傳記及與名人座談，發現

前述典範人物大多具有創造與想像特質，以及

堅毅的態度與積極之人生觀，因此促進學生堅

持目標與理想，可推論青少年的自我認同，

係因楷模產生仿效，進而傳遞思想、改變觀

念，以促進行為模仿（姜韻梅 2002；張春興，

2000；陳奎喜，1998；Gianakos, 1995; Lusso, 
Funk, & Strang, 2004），有相同之論述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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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語

本課程以楷模人物引導資優學生培養

正向價值與積極態度，並汲取典範人物的

成功特質，以展現服務熱忱與助人意願，

期能促進社會發展，同時發揮資優教育的

意義與實現資優工作者的自我期許。因此，

基於前述理念而規劃以閱讀名人傳記及與

各領域傑出人士對談之課程，以促進資優

學生角色楷模之形成。

課程實施後，發現學生從典範人物之

事蹟，學習其面對困境的堅毅態度，以及

專注投入、獨立、自信、利他、服務、不

盲目、具有正義感、肯定自我價值、謙卑

處事與樂於助人等處事風範。

此外，與傑出人士對談，也啟發學生

的助人意願與行動勇氣，幫助其正向思考

與自我檢視，以啟發正向面對困境的態度

與價值觀，同時培養謙虛的態度與奮鬥不

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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