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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詞 

 

  終於！終於！終於！ 

  經歷近一千個日夜的煎熬，這篇猶如心結般的論文，終於完成了！ 

  還記得那天傍晚，我莽撞地寄信給老師，請她當我的指導教授；還記得那個

午後，在教育學院八樓，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跟老師說著我內心的想法，說著

我來臺唸書半年多來的體會，說著那個淤積於我心的結⋯⋯老師溫柔地伸出手，

說道：「那就做敘事研究吧，留級學生經驗。」此後，我便踏上這段痛並快樂著

的研究旅程，謝謝您，我的指導教授，卯靜儒老師！謝謝您，讓我有機會體驗別

樣的課堂風景，引發我重新思考學習的意義；謝謝您，支持我持續往前，給我自

由發揮的空間，讓我學會了獨立思考；謝謝您，總是在迷惘困惑時，用火眼金睛

抓出我的盲點，啟發我不斷思考，引導我不斷成長。老師，真的非常感謝您！ 

  感謝口試委員陳伯璋老師與單文經老師，謝謝您們如此細心閱讀我的論文，

給予我很大的鼓勵與肯定，並且提供更廣闊的視角，寶貴的建議，猶如醍醐灌頂

般，帶領我重新檢視研究的旅程，看見那些遺漏的重點，讓我的論文能更臻完善。

真的非常感謝您們！ 

  感謝我的大學恩師，澳門大學鄭潤培老師，您亦師亦友，總是能夠看穿我的

心思，無怨無悔地承受我的焦慮與不安，用您那幽默又務實的語言鼓勵我，引導

我，真的非常謝謝您！ 

  感謝澳門理工學院陳志峰老師，我何其有幸，能夠得到您毫無保留地傾囊相

授，每次與您討論都讓我對澳門留級制度有更深入的瞭解，謝謝您的教導與鼓勵，

真的非常謝謝您！ 

 



	  ii	  

  學術研究非一日可成，在師大的兩年，多得那些並肩作戰的好友，給予噓寒

問暖的人們，我才能夠堅持走到現在。謝謝蕭小姐，能夠在他鄉遇到同鄉，真是

倍感親切，一起相互取暖，那是同鄉才能給予的溫暖，那時的冬天真的不太冷；

謝謝面惡心善的微萍姐姐，總是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援手，聽我傾訴，從

來都不嫌我煩；謝謝團咪夥伴，總是在我亂七八糟地胡說一通後，幫我釐清重點，

給予滿滿的力量，大大的幫助；謝謝「誠正誠樸」－姵伃、秀妃、瑋婷，研究生

活因為你們而變得多姿多彩，充滿歡笑，我們並肩作戰，互訴煩惱，分享歡樂，

有你們真好；謝謝善良可愛的廷如，能夠與你共事真好，我在你身上學到好多，

最後還讓你專程跑一趟，真的不好意思；謝謝 71203 室友們－美芝、莉蕎、佳

純，有緣與你們同住一個屋檐下，一起生活，一起談天說地，一起努力拼論文，

真是我的幸運！謝謝你們，總是在我想家的時候，安慰淚流滿面的我，台南之旅，

希望可以很快復刻！ 

  最後，謝謝我親愛的家人，好閨蜜，心疼我，卻也支持我的任性。謝謝您們

一直陪伴左右，總是擔心我，怕我吃不飽、穿不暖、睡不好；謝謝您們，總是默

默地聽我分享研究生活的喜、怒、哀、樂，忍受我的暴走情緒與歇斯底里；謝謝

您們，我終於完成論文，畢業啦！愛您們！ 

  回顧這趟研究的旅程，一路上遇到眾多好人、貴人，未能盡於此文，此時此

刻，千言萬語都化作一句「感謝」，感謝您們一直以來的關愛、支持與鼓勵，完

成論文絕非終點，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敏霞謹誌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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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們的學生時代—澳門留級生之敘事研究 

 

張敏霞 

 

中文摘要 

  高留級率，一直是澳門教育發展存在的難題。就目前的有關研究而言，似乎

尚未有專門針對澳門留級學生經驗的專題研究。故此，本研究憑著對澳門留級學

生的關懷，採用敘事研究的取徑，以深度訪談為主要資料蒐集方式，探究其等的

經驗，以及留級對其等產生的影響。 

 

  本研究依據與二位留級學生的深度訪談，以其等留級經驗的「生成」、「應

對」以及「意義」為核心，分析與詮釋二人所敘說的生命故事：（一）留級經驗

的生成：二人皆處於複雜多元脈絡情境中，受到眾多脈絡因素影響，諸如社會文

化思潮、學校教育制度、個人特質及家庭環境等，而二人的經驗亦深受這些脈絡

因素影響，使得其個人人格需求與制度角色期望不符而留級。（二）留級經驗的

應對：留級，不但為二人形成負面個人感受，而且為其等所處的社會關係，帶來

眾多壓力，甚至產生危機。而老師、同儕的接納與關懷，以及生活重要支撐，是

協助二人回復穩定狀態的關鍵；二人亦具有能動性，去對抗一些強加於其等身上

的角色期望。（三）留級經驗的意義：生命是持續不斷的累積，二人都將留級經

驗視為其等眾多生命經驗，在時間的延伸與空間的交錯下，呈顯的一個生命交會

點。最後，藉由研究結果、研究限制與自我省思，提出若干建議。 

 

 

關鍵詞：澳門、留級、學生經驗、敘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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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ur	  school	  days-‐A	  Narrative	  Research	  on	  Macau	  Students	  with	  
experiences	  of	  grade	  retention	  

	  

Cheong,	  Man-‐Ha	  

	  

Abstract	  

  The	  high	  occurrence	  of	  grade	  retention	  has	  been	  a	  difficult	  problem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Macau.	  However,	  there	  seems	  to	  have	  a	  lack	  of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related	  topic.	  Caring	  about	  students	  who	  experienced	  

grade	  retention,	  this	  research	  uses	  narrative	  methodology	  as	  the	  research	  tool.	  The	  

data	  collection	  is	  conduct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e	  purpose	  is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influence	  of	  experiences	  of	  grade	  retention	  on	  students.	  

	  

  There	  are	  two	  research	  subjects	  invited	  to	  the	  in-‐depth	  interviews,	  both	  of	  

them	  were	  students	  that	  experienced	  grade	  retention	  in	  school	  days.	  Based	  on	  the	  

data	  gathered	  in	  the	  interviews,	  the	  author	  interprets	  and	  analyzes	  their	  life	  stories.	  

Subsequently,	  their	  stories	  can	  be	  concluded	  into	  three	  major	  viewpoints:	  1.	  “Cause”:	  

the	  subjects	  lived	  in	  complicated	  and	  complex	  circumstances.	  They	  were	  also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social	  cultural	  thoughts,	  educational	  systems,	  

personalities	  and	  family	  background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se	  factor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needs	  of	  the	  subjects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social	  systems	  

was	  generated.	  Therefore,	  they	  were	  caused	  to	  repeat	  a	  year.	  2.	  “Strategy”:	  Not	  only	  

repeating	  a	  year	  brough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ir	  emotion,	  but	  also	  gave	  pressure	  

to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s,	  even	  pushing	  them	  in	  danger.	  Fortunately,	  acceptance	  

and	  care	  from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s	  well	  as	  important	  life	  supports,	  were	  

crucial	  strategies	  helping	  them	  back	  to	  s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d	  

initiative	  to	  confront	  the	  imposed	  expectations.	  3.	  “Significance”:	  The	  subjects	  

believ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grade	  retention	  was	  a	  significant	  intersection	  of	  their	  

life	  experience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author	  raises	  several	  suggestions	  regarding	  

research	  restrictions	  and	  auto-‐criticism.	   	  

	  

Key	  words:	  Macau,	  Grade	  Retention,	  Student	  Experience,	  Narrative	  Research	  

 



	  v	  

目  次 
誌謝詞 ⋯⋯⋯⋯⋯⋯⋯⋯⋯⋯⋯⋯⋯⋯⋯⋯⋯⋯⋯⋯⋯⋯⋯⋯⋯⋯⋯⋯⋯⋯i 

中文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次 ⋯⋯⋯⋯⋯⋯⋯⋯⋯⋯⋯⋯⋯⋯⋯⋯⋯⋯⋯⋯⋯⋯⋯⋯⋯⋯⋯⋯⋯⋯⋯v 

表次 ⋯⋯⋯⋯⋯⋯⋯⋯⋯⋯⋯⋯⋯⋯⋯⋯⋯⋯⋯⋯⋯⋯⋯⋯⋯⋯⋯⋯⋯⋯viii 

圖次 ⋯⋯⋯⋯⋯⋯⋯⋯⋯⋯⋯⋯⋯⋯⋯⋯⋯⋯⋯⋯⋯⋯⋯⋯⋯⋯⋯⋯⋯⋯⋯ix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取徑 ⋯⋯⋯⋯⋯⋯⋯⋯⋯⋯⋯⋯⋯⋯⋯⋯⋯⋯⋯⋯7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8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澳門留級概況 ⋯⋯⋯⋯⋯⋯⋯⋯⋯⋯⋯⋯⋯⋯⋯⋯⋯⋯⋯⋯⋯9 

第二節 學生留級之成因及其影響  ⋯⋯⋯⋯⋯⋯⋯⋯⋯⋯⋯⋯⋯⋯⋯19 

第三節 留級學生經驗的探究面向  ⋯⋯⋯⋯⋯⋯⋯⋯⋯⋯⋯⋯⋯⋯⋯32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37 

第二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38 

第三節 研究參與人員 ⋯⋯⋯⋯⋯⋯⋯⋯⋯⋯⋯⋯⋯⋯⋯⋯⋯⋯⋯⋯43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47 

第五節 研究歷程 ⋯⋯⋯⋯⋯⋯⋯⋯⋯⋯⋯⋯⋯⋯⋯⋯⋯⋯⋯⋯⋯⋯55 

第六節 研究信實度  ⋯⋯⋯⋯⋯⋯⋯⋯⋯⋯⋯⋯⋯⋯⋯⋯⋯⋯⋯⋯⋯57 

 



	  vi	  

第七節 研究倫理  ⋯⋯⋯⋯⋯⋯⋯⋯⋯⋯⋯⋯⋯⋯⋯⋯⋯⋯⋯⋯⋯⋯59 

第四章 佩兒的故事 

第一節 致，十五歲的我  ⋯⋯⋯⋯⋯⋯⋯⋯⋯⋯⋯⋯⋯⋯⋯⋯⋯⋯⋯62 

第二節 佩兒的故事  ⋯⋯⋯⋯⋯⋯⋯⋯⋯⋯⋯⋯⋯⋯⋯⋯⋯⋯⋯⋯⋯63 

第五章 阿修的故事 

第一節 致，十六歲的我  ⋯⋯⋯⋯⋯⋯⋯⋯⋯⋯⋯⋯⋯⋯⋯⋯⋯⋯⋯95 

第二節 阿修的故事  ⋯⋯⋯⋯⋯⋯⋯⋯⋯⋯⋯⋯⋯⋯⋯⋯⋯⋯⋯⋯⋯96 

第六章 分析與詮釋 

第一節 走進故事：生命發展歷程的端視 ⋯⋯⋯⋯⋯⋯⋯⋯⋯⋯⋯⋯124 

第二節 置身其間：脈絡因素的瞭解 ⋯⋯⋯⋯⋯⋯⋯⋯⋯⋯⋯⋯⋯⋯144 

第三節 回望過去：經驗意義的創塑 ⋯⋯⋯⋯⋯⋯⋯⋯⋯⋯⋯⋯⋯⋯160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171 

第二節 研究限制 ⋯⋯⋯⋯⋯⋯⋯⋯⋯⋯⋯⋯⋯⋯⋯⋯⋯⋯⋯⋯⋯⋯176 

第三節 建議如省思 ⋯⋯⋯⋯⋯⋯⋯⋯⋯⋯⋯⋯⋯⋯⋯⋯⋯⋯⋯⋯⋯178 

後記 

     致，佩兒與阿修  ⋯⋯⋯⋯⋯⋯⋯⋯⋯⋯⋯⋯⋯⋯⋯⋯⋯⋯⋯⋯⋯⋯185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189 

  英文部分 ⋯⋯⋯⋯⋯⋯⋯⋯⋯⋯⋯⋯⋯⋯⋯⋯⋯⋯⋯⋯⋯⋯⋯⋯⋯⋯196 

 

 

 



	  vii	  

附錄 

附錄一 ⋯⋯⋯⋯⋯⋯⋯⋯⋯⋯⋯⋯⋯⋯⋯⋯⋯⋯⋯⋯⋯⋯⋯⋯⋯⋯⋯201 

附錄二 ⋯⋯⋯⋯⋯⋯⋯⋯⋯⋯⋯⋯⋯⋯⋯⋯⋯⋯⋯⋯⋯⋯⋯⋯⋯⋯⋯202 

附錄三 ⋯⋯⋯⋯⋯⋯⋯⋯⋯⋯⋯⋯⋯⋯⋯⋯⋯⋯⋯⋯⋯⋯⋯⋯⋯⋯⋯203 

附錄四 ⋯⋯⋯⋯⋯⋯⋯⋯⋯⋯⋯⋯⋯⋯⋯⋯⋯⋯⋯⋯⋯⋯⋯⋯⋯⋯⋯204 

附錄五 ⋯⋯⋯⋯⋯⋯⋯⋯⋯⋯⋯⋯⋯⋯⋯⋯⋯⋯⋯⋯⋯⋯⋯⋯⋯⋯⋯207 

附錄六 ⋯⋯⋯⋯⋯⋯⋯⋯⋯⋯⋯⋯⋯⋯⋯⋯⋯⋯⋯⋯⋯⋯⋯⋯⋯⋯⋯212 

附錄七 ⋯⋯⋯⋯⋯⋯⋯⋯⋯⋯⋯⋯⋯⋯⋯⋯⋯⋯⋯⋯⋯⋯⋯⋯⋯⋯⋯214 

 

 

 

 

 

 

 

 

 

 

 



	  viii	  

表次 
表 2-1 1987－1997 年澳門學前、小學、中學學生留級率（％） ⋯⋯⋯⋯⋯10 

表 2-2 1999－2014 年澳門學生留級率 (％)  ⋯⋯⋯⋯⋯⋯⋯⋯⋯⋯⋯⋯⋯12 

表 2-3 澳門中學升留級標準舉隅  ⋯⋯⋯⋯⋯⋯⋯⋯⋯⋯⋯⋯⋯⋯⋯⋯⋯⋯17 

表 3-1 主要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44 

表 3-2 次要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45 

表 3-3 訪談時間表 ⋯⋯⋯⋯⋯⋯⋯⋯⋯⋯⋯⋯⋯⋯⋯⋯⋯⋯⋯⋯⋯⋯⋯⋯50 

表 6-1 佩兒生命故事發展表 ⋯⋯⋯⋯⋯⋯⋯⋯⋯⋯⋯⋯⋯⋯⋯⋯⋯⋯⋯⋯125 

表 6-2 阿修生命故事發展表 ⋯⋯⋯⋯⋯⋯⋯⋯⋯⋯⋯⋯⋯⋯⋯⋯⋯⋯⋯⋯136 

 

 

 

 

 

 

 

 

 

 

 

 

 



	  ix	  

圖次 
圖 3-1 研究概念架構圖 ⋯⋯⋯⋯⋯⋯⋯⋯⋯⋯⋯⋯⋯⋯⋯⋯⋯⋯⋯⋯⋯⋯38 

圖 3-2 研究歷程圖 ⋯⋯⋯⋯⋯⋯⋯⋯⋯⋯⋯⋯⋯⋯⋯⋯⋯⋯⋯⋯⋯⋯⋯⋯56 

圖 6-1 佩兒生命故事歷程圖 ⋯⋯⋯⋯⋯⋯⋯⋯⋯⋯⋯⋯⋯⋯⋯⋯⋯⋯⋯⋯133 

圖 6-2 阿修生命故事歷程圖 ⋯⋯⋯⋯⋯⋯⋯⋯⋯⋯⋯⋯⋯⋯⋯⋯⋯⋯⋯⋯140 

圖 6-3 Getzel & Thelen（1972）社會體系理論模式 ⋯⋯⋯⋯⋯⋯⋯⋯⋯⋯⋯151

 



	  1	  

第一章   緒論 

  如你所見，經驗它是個好東西，很好的東西。但是你也看見，它阻礙了一些

東西。丟棄一些東西，又收獲一些東西，人就在這拾拾棄棄中成熟起來。 

（佚名）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敘述研究者在臺求學期間的觀

課經驗，以及與室友的交流對話，從中反思過往的求學及教學經驗，並重新思考

留級的意義，進而指出在留級率高居不下的澳門，瞭解留級學生經驗的重要性，

以及有關學生經驗研究的缺乏；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取徑，承接上述之研究背景

與動機，闡明研究目的，以及採用敘事研究為研究取徑的緣由；第三節則針對本

研究的重要名詞進行釋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好學生？壞學生？ 

  誰是好學生？誰是壞學生？也許，可以有很多種解讀的方式。過往的求學以

及教學經驗告訴我：在老師眼裡，好學生就是成績優異、聰明懂事、乖巧守份、

勤勉向學的孩子；壞學生，則與之相反，成績差、鬆懈散漫、調皮搗蛋⋯⋯總而

言之就是不良少年。這，就是我的經驗。 

  這世間的因緣際會，總是有些道理的。2014年秋，我辭去教職，背起行囊，

離開我的家—澳門，踏上赴臺求學的旅程。在這裡，我遇見了不一樣的人事物，

在我心中盪起圈圈漣漪，更激起了我的反思。碩一上學期，由於擔任老師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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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讓我第一次接觸到日本教育學者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理念，更有機會

進入教學現場，窺探別樣的課堂風景。 

  還記得初次踏入橘子高中二年一班1，眼前的這班孩子，帶給我莫大的震撼：

不整齊的校服，還自由搭配著個人風格，各式各樣的燙染髮型，讓我不自覺地將

他們與壞學生畫上等號。然而，經過兩個月的課堂觀摩，不但改變了我對他們的

觀感，在這些孩子身上，我更看到了不一樣的學習樣態：學習，不再是成績好的

「好學生」的特權！在這裡，學習是師生以及同儕共同建構知識的歷程；在這裡，

每個學生都擁有課堂的發言權，可以發揮所長，暢所欲言。與此同時，他們亦動

搖了我對於「好學生」、「壞學生」的既有想像：那位髮型新潮前衛、成績屬後段

的女生，卻頗具獨立且理性的思辨能力，不但屢屢在課堂上提出批判性問題，刺

激大家的思考，而且對於學習以及人生都有著透徹的了悟；那位忸怩羞怯、不擅

辭令、成績屬中後段的女生，卻善於聆聽組員意見，擷取要點，統整歸納，有時

更能發表出人意表的見解。我不禁想道：這些在課堂上思維活躍，展現驚人潛力

與創造力，卻在考試中拿不到高分的孩子，到底是好學生還是壞學生？ 

  這也令我想起我的學生，在留級制度的篩盤下，他們的學習經驗遭致化約，

變成了成績單上的一個個數字。成績符合標準的，就能夠順利升級，就是聰明用

功的好學生；而那些成績未達標準的，則是懶散叛逆的壞學生，這些壞學生「理

所當然」地要重讀一年，打好學業基礎，甚至要轉換到「適合」的學習環境。這

樣的二分法，該是多麼地方便又一目了然啊！然而，考試成績真的能代表一切嗎？

成績差的學生就是壞學生嗎？以成績來判定學生的好壞，這樣公平嗎？ 

 

	  	  	  	  	  	  	  	  	  	  	  	  	  	  	  	  	  	  	  	  	  	  	  	  	  	  	  	  	  	  	  	  	  	  	  	  	  	  	  	  	  	  	  	  	  	  	  	  	  	  	  	  	  	  	  	  
1該班以學習共同體的教學理念，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國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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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遇見其他經驗之前，經驗，它的確是個好東西，一點一滴的經驗累積，

形構了我的價值信念。而今，它是否亦矇住了我的雙眼，令人如豐子愷筆下的扁

豆秧般，盲目地鑽進竹竿的裂縫裡，出不來了。 

 

貳、  都是為了你好？ 

  列夫‧托爾斯泰曾說：「與人交談一次，往往比多年閉門勞作更能啟發心智。」

在 71203 寢室，我們四個來自不同地區的女生，帶著各自的生活經驗，懷揣著

自己的夢想，相聚於此。在同一個屋檐下，我們暢聊天南地北，訴說生活瑣碎，

相互啟發、學習；在這方寸之地，我們因著文化的差異，不同的學習、生活經驗

交會於此，觸發別樣的體悟。 

 

交會點一 

  電影散場後，與小芝一同搭捷運回宿舍途中，愜意地聊著天。小芝是臺北市

國中國文老師，正在攻讀研究所。或許是我倆有著相似的經驗，頗為投緣。有一

次，我們聊及教學點滴，話鋒一轉，就談到學生成績。我便眉飛色舞地說起曾任

教的學校如何嚴格要求學生，訂下天羅地網般的「升留級標準」；教師如何嚴格、

公正「執法」，題題計較，分分計較；學生又是如何懼怕留級，為區區幾分，苦

苦哀求云云。對於這一切，小芝頗不以為然，甚至覺得難以置信，臺灣老早就沒

有留級制度了2，而我們卻還把它視為提升教育質量的「殺手鐧」！我不甘示弱，

振振有詞地說道：「為什麼不能留級？學生之所以會留級，代表他不夠努力，他

	  	  	  	  	  	  	  	  	  	  	  	  	  	  	  	  	  	  	  	  	  	  	  	  	  	  	  	  	  	  	  	  	  	  	  	  	  	  	  	  	  	  	  	  	  	  	  	  	  	  	  	  	  	  	  	  
2臺灣自 1968 年實行九年國民教育，國民小學畢業即可免試進入國民中學就讀，1984 年修訂成
績考查辦法，規定不符合畢業規定的學生，給予修業證明書，國中留級問題因而消失；而高級中
學及職業學校自 2000 年起，由傳統學時制改為學年學分制，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改以補考或重
修代替留級（單文經、鄭英傑、張建成、廖遠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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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再說了，留級也是為了他好，只有打好基礎，才能有

所進步，學有所成！」 

 

交會點二 

  某日，在宿舍與家家、喬喬重提留級話題，大概是因為小芝的不認同，而心

有不甘吧！家家、喬喬分別來自台南與新北，曾是護士的她們，亦正在攻讀研究

所，為了成為健康教育老師而努力。無獨有偶，像是事前串通好了一般，她們倆

也極力反對留級制度。當我提及擔任導師的那幾年，我是如何在學生哭天搶地、

嚎啕大哭之下，堅定立場，秉公處理，讓未達標準的學生留級，獲得打好學業基

礎的機會。喬喬的一番回應，像箭矢一般，重重地戳刺在我的心上：「你的學生

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向你求救，結果你不單拒絕他，還把她推回火坑。這，實在

是太殘忍了！」「可是，我也是為了他們好⋯⋯」 

  顯然，與室友們的交談，在我心中猶如一石激起千重浪。我開始反覆不斷地

問自己：留級真的是為了學生好嗎？打開記憶的盒子，我想起了那些在我手上接

過留級成績單的孩子，那些曾經被我刻意忽略的臉龐，一一浮現在我的眼前，我

記得那張惶恐不安的臉龐，我記得那雙空洞無神的眼眸，我記得那抹黯然傷神的

背影⋯⋯我的心頭一顫，才驚覺「留級是為了打好基礎」，也許只是菁英教育的

糖衣炮彈；「留級是為了你好」，也許只是大人們的一廂情願⋯⋯ 

  誠如黃武雄（2013）3所言，長久以來，學校教育為了加強孩子們的競爭力，

為他們的未來鋪路，只重視「維生」，只停留於「套裝知識」的傳授，卻忽視了

	  	  	  	  	  	  	  	  	  	  	  	  	  	  	  	  	  	  	  	  	  	  	  	  	  	  	  	  	  	  	  	  	  	  	  	  	  	  	  	  	  	  	  	  	  	  	  	  	  	  	  	  	  	  	  	  
3黃武雄（2013）從人存在的三個原始趣向，即「維生」、「創造」、「互動」，闡釋學校教育之目
的：為了打開經驗世界與發展抽象能力，以便與世界真正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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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知識」的印證及修正。反觀澳門教育，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菁英主義掛

帥的澳門社會，學校教育無疑就是一個個套裝教育。更可怕的是，我們還慣於套

公式地去篩選每一個學生，把留級的責任歸咎於每一個學生，卻沒有反思我們到

底「教」了什麼，學生到底「學」了什麼。我們的學校教育，就是這樣以留級為

重要篩選工具，以「都是為了學生好」之名，行淘汰及犧牲學生之實。 

  經驗，它是個好東西，但我也看見，它阻礙了一些東西，它使我們猶如置身

於濃霧之中，模糊了我們的視線。唯有丟棄一些東西，才能撥開層層的濃霧，窺

探最真實的內在。 

 

參、  想要傾聽他們的聲音 

  經驗，確實是個很好的東西，我們服膺一套教育制度，往往是因為那些成功

的經驗。常聽到同仁們談及甲生留級後成績突飛猛進，乙生轉換新環境後名列前

茅云云。我們就憑著那些短暫的成績進步，以及少數的成功案例，在留級營造的

有效煙幕中，無限地誇大它的好處，更不斷地強化其作為篩選學生的重要手段，

使得留級制度深深地紮根於澳門教育界。 

  直到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0）公佈 2009 年 PISA 國際評估的結

果，指出 15 歲學生至少有 1 次留級經驗的比例，世界各地的平均值為 13%，澳

門則高達 43.7%，位居世界第一。其後，在 2012 年 PISA 國際評估中，澳門以

41.2%再次蟬聯世界冠軍（OECD，2013）。留級這個落後已久的問題，才得到

社會各界的關注，更掀起審視留級制度的熱潮。事實上，留級率居高不下並非新

興的教育問題，早在 80 年代中期，便有學者指出澳門學生留級情況相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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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葡萄牙教育家斌多（M.C. Alves Pinto）（1987）4，以及澳門教育家劉羨冰

（2000）5。可見，高留級率是一個澳門學校教育相當普遍存在，卻鮮少被討論

與反思的現象。 

  這不禁令人想到：長久以來，在留級的篩盤中，該有多少未達學校學術標準

的學生，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簽而需要重讀一年，或被淘汰而苦於找尋適合的

學校，或被排除於教育體制之外而過早投入社會工作？這些孩子是以怎樣的心情

重讀同樣的學習內容？他們又是以怎樣的心情與新同學互動？他們的經驗如何？

他們的感受如何？他們的聲音有被聽到嗎？ 

  以研究者自身的求學經驗、教學經驗以及長期對澳門教育環境的觀察，學生

的聲音往往是被漠視的。此外，留級雖然作為一種篩選性工具，影響澳門教育至

為深遠，但是相關之研究卻為數不多。直至2009年PISA國際評估結果的公佈，

令留級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相關之研究亦越來越多：如檢視留級制度之內涵（許

江雄，2012），分析留級制度功效及學生留級之原因（鄭英傑、賴文輝、何錫標、

蘇敏森、黃金花，2013），探究留級學生之特徵（楊文佳，2011），以教師視角

探討高留級率（澳門中華教育會教育科學研究組，2013；張浩賢、陳志峰，2013），

探求解決留級問題之策略（高勝文，2013；鄧偉強，2013），以及宏觀研究澳門

留級制度（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然而，細探究竟，我們不難發現，就目前

的研究而言，似乎尚未有專門針對澳門留級學生經驗的專題研究。 

  學生，特別是留級學生，作為留級制度的最重要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

理應具有相應的話語權，參與相關問題的討論。是以，本研究憑著對留級學生的

	  	  	  	  	  	  	  	  	  	  	  	  	  	  	  	  	  	  	  	  	  	  	  	  	  	  	  	  	  	  	  	  	  	  	  	  	  	  	  	  	  	  	  	  	  	  	  	  	  	  	  	  	  	  	  	  
4斌多（1987）引用 Bettencourt, M. C 等（1984）的調查、分析，發現 2 所官校留級生的比例分
別佔 32.4%和 38.8%。	  
5劉羨冰（2000）於 1986-1998 年間，追蹤全澳入讀小學一年級的學生。研究結果發現小一學生
遞升至中六這 12 年間，能完成高中課程，順利畢業的僅佔 20.5％，平均每人留級 0.95 次。	  

 



	  7	  

關懷，期望透過探究他們的經驗，傾聽他們的聲音，讓他們的經驗被看見，讓他

們的感受被理解，更能為留級制度的探討，提供新的思考、新的視野。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取徑 

  對於杜威而言，教育、經驗及生活，三者之間是緊密交織的。循著杜威的想

法，教育的研究就是生活的研究，教育的思考就是經驗的思考（蔡敏玲、余曉雯

譯，2003）。本研究起源於對經驗的思考，關注的焦點亦是經驗的探究，亦即澳

門留級學生的經驗，而敘事研究無疑是最適用的研究取徑。 

  敘事研究，透過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連續，以及結合不

同地點的情境，建立了一個「三度敘說探究空間」（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

在這個三度敘說探究空間中，藉由不斷地敘說與探究的過程，我們得以瞭解留級

學生遭逢的經驗世界，傾聽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並且把這些故事再度呈現，

讓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經驗被看見。此外，藉由這些經驗故事的敘說，亦使我們

得以體會留級經驗之於他們的意義，瞭解留級經驗對他們產生的影響。 

  是以，本研究將以「敘事研究」的研究取徑，從三個面向深入探究高留級率

下，澳門留級學生的經驗。即，首先瞭解澳門留級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為何？

然後，循著留級學生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的脈絡，瞭解學生所處的複雜多元脈絡因

素如何影響其留級？並且進一步探究留級經驗對學生當下及隨後學習階段，乃至

生涯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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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壹、留級 

  留級，作為要求成績未達標準或社會情緒發展未成熟的學生，在隨後的一個

學年繼續留在原年級就讀的做法（Jackson, 1975），長久以來，雖然備受爭議，

但仍被廣泛運用為補救學生學業成績低落的方法之一（Jimerson, 2001）。 

  本研究中，留級係指澳門中小學生因學業成績未達學校訂定的最低升級標準，

而必須繼續留在原年級重讀一年。目前，澳門各所中小學，不論公立或私立學校

均訂定了不同的升留級標準，要求或強制未達學校標準的學生留級。 

 

貳、敘事研究 

  何謂敘事（narrative）？Clandinin 與 Connelly 把敘事定義為：「蒐集並說出

關於生命的故事，而且寫下經驗」（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Riessman 認

為敘說分析是以故事本身為研究對象，以說者的第一人稱陳述，瞭解個人在經驗

流中如何賦予條理及次序，使得他們生命中的事件與行動變得有意義，形構他們

對自身生命的認同（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

  本研究係以敘事研究為研究取徑，透過澳門留級學生經驗故事的敘說，瞭解

他們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並且在個人生命經驗的再呈現（representations）過

程中，理解個人賦予留級經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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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瞭解前人的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找到研究問題，提出看問題的新角度，提供

分析資料的新思路，使我們的觸角更加敏銳，更加容易捕捉問題與靈感，亦可以

用來豐富我們已經建構的理論。 

陳向明（2002：118） 

 

  本研究欲探究高留級率下，澳門留級學生的經驗為何，留級對他們有何影響。

因此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概述澳門留級現象，瞭解留級率高居不下的緣由，

以及升留級標準的內涵，建立研究脈絡的基礎；第二節回顧留級相關研究的趨向，

並分析學生留級的形成因素及其影響，從中窺探學生留級的複雜面貌；第三節則

在上述文獻探討的基礎上，釐清並確定本研究瞭解澳門留級學生經驗的重要主題

及面向。 

 

第一節  澳門留級概況 

壹、  澳門留級現象概述 

  澳門，一個南海之濱，珠江口畔的小城，小到世界地圖上幾乎找不到她的位

置。自 1999 年回歸中國，賭權開放後，澳門一躍成為世界第一賭城，聲名大噪。

2009 年 PISA 國際評估結果公佈，澳門以留級率世界第一，再度聞名中外。相較

之下，鄰近的亞洲國家或地區學生之留級率皆低於世界平均值，甚至為零。因為

這些國家或地區，如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台灣及中國內地、香港等，早已基

本取消了強制的留級制度，留級幾乎不再是一個學校教育需要面對的問題。然而，

在澳門，留級制度卻被視為保障教育質量的有效工具（Wong，2013；澳門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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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會，2014），因此居高不下的留級率一直是澳門學校教育難解的習題。回歸

前，斌多（1987）與劉羨冰（2000）分別對澳門官校與私校的留級數字作了記

載。斌多（1987）引用 Bettencourt, M. C 等（1984）的調查、分析，發現澳門

兩所中文官校的留級率分別為 32.4%及 38.8%；而劉羨冰（2000）則統計了 1987

－1997 年間澳門私校的留級數字（包括學前、小學、中學教育）（如表 2-1 所示），

其中留級率最低為 7.1%，最高為 8.6%，平均值為 8.1%。可見，回歸前，不論是

受葡萄牙教育傳統6影響的官立學校，還是由民間團體興辦的私立學校，留級問

題都相當嚴重。 

學年 留級率 學年 留級率 

1987/1988 8.6 1993/1994 8.1 

1988/1989 8.7 1994/1995 7.1 

1989/1990 8.3 1995/1996 8.2 

1990/1991 8.4 1996/1997 8.2 

1991/1992 7.6 1997/1998 8.6 

1992/1993 7.9   

表 2-1 1987－1997 年澳門學前、小學、中學學生留級率（％） 

資源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劉羨冰（2000：18）。 

 

 

	  	  	  	  	  	  	  	  	  	  	  	  	  	  	  	  	  	  	  	  	  	  	  	  	  	  	  	  	  	  	  	  	  	  	  	  	  	  	  	  	  	  	  	  	  	  	  	  	  	  	  	  	  	  	  	  
6 依據 PISA 2009 及 PISA 2012 國際評估結果，葡萄牙 15 歲學生至少有 1 次留級經驗的比例，    
分別為 35%及 34.3%，遠遠高於世界平均值 13%，屬留級率較高的國家。 
Eisenmon（1997）亦指出西歐國家，如法國、西班牙、葡葡牙等留級率較高（引自澳門中華教
育會，2014），大抵是這些國家較為重視學術傳統，對學業考核較為嚴格所致（澳門中華教育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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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後，依據澳門官方現有的教育數字（如表 2-2 所示），1999－2010 年

間，以小學階段而言，留級率最低為 5.2%，最高為 7.3%，平均值為 5.9％，即

每 17 人就有 1 人留級；以初中階段7而言，留級率最低為 13.8%，最高為 16.7%，

平均值為 15％，即每 7 人就有 1 人留級；以高中階段而言，留級率最低為 5.9%，

最高為 8.2%，平均值為 5.8％，即每 17 人就有 1 人留級。在這三個學習階段中，

以初中階段的留級率最高，情況實在令人堪憂。有關該現象，透過澳門中華教育

會（2014）對初中生及高中生進行的訪談，相較於初中生，大多數高中生指出

學習、升學壓力重大，促使其不斷努力學習，而初中生學習壓力不大，且少不更

事，較容易對學習失去興趣與信心，故而亦較容易成績下降，導致留級。這便是

初中留級率高於高中的其中一個原因。另一方面，經過初中階段的層層篩選，那

些學業成就未達學校要求的學生，或被留級，或被退學，在「去蕪存菁」之後，

高中階段的留級率自然亦就大大下降。除此之外，學生的留級與其所處的複雜多

元脈絡因素，亦是息息相關的，如學校課程難易、教師教學方式、家庭背景環境、

社會共同價值等。 

  2009 年 PISA 國際評估結果公佈，在傳媒的渲染之下，澳門各大媒體、報章

雜誌的頭條新聞、斗大標題無不是「冧班之都」（冧班即粵語留級）、「留級率冠

絕全球」⋯⋯留級，這個鮮少被討論與反思的問題，才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並

展開相關的討論，且越趨廣泛，全城掀起了審視留級制度的熱潮。其後，自

2010/2011 學年開始，各學習階段的留級率才開始逐漸下滑（如表 2-2 所示）。 

 

 

	  	  	  	  	  	  	  	  	  	  	  	  	  	  	  	  	  	  	  	  	  	  	  	  	  	  	  	  	  	  	  	  	  	  	  	  	  	  	  	  	  	  	  	  	  	  	  	  	  	  	  	  	  	  	  	  
7 初中階段，即 Junior High School，等同於臺灣的國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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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階段 

／學年 

 

小學 

 

初中 

 

高中 

學習階段 

／學年 

 

小學 

 

初中 

 

高中 

1999/2000 7.3 15.6 7.6 2007/2008 5.9 15.4 7.1 

2000/2001 6.9 16.3 8.2 2008/2009 5.2 13.9 6.6 

2001/2002 7.0 16.7 8.1 2009/2010 5.2 13.8 5.9 

2002/2003 5.9 15.7 7.4 2010/2011 4.2 11.8 4.8 

2003/2004 5.7 14.7 5.9 2011/2012 3.6 11.1 4.6 

2004/2005 5.5 14.9 6.5 2012/2013 3.2 9.4 4.0 

2005/2006 5.5 15.3 7.0 2013/2014 2.5 8.5 3.4 

2006/2007 5.6 15.6 7.3     

表 2-2 1999－2014 年澳門學生留級率 (％)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2）、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5）

及陳志峰（2011）。   

   

貳、  造成澳門高留級率的社會文化脈絡 

  隨著留級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解決留級問題已然成為澳門教育改革的重要

課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絕不能將其看作一個孤立的現象，應將其置入

歷史、文化及社會的時空背景中，循著其發展的脈絡，瞭解留級率如此高居不下

的緣由。茲將造成澳門高留級率的社會文化脈絡分述如下： 

一、以私校為主，自主辦學的教育體制 

  澳門留級率高居不下的根源，在於其以私立學校為主8，缺乏政府有效管理

	  	  	  	  	  	  	  	  	  	  	  	  	  	  	  	  	  	  	  	  	  	  	  	  	  	  	  	  	  	  	  	  	  	  	  	  	  	  	  	  	  	  	  	  	  	  	  	  	  	  	  	  	  	  	  	  
8依據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5）教育統計數字顯示，澳門正規教育學校共有 74 所，其中私立
學校佔 64 所，而且全澳門近 7 萬名中小學生當中，逾 96%的學生就讀於私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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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體制（Wong，2013），而該教育體制則是殖民統治的產物（鄭錦波、黃

綺妮，2014）。葡人管治澳門 150 年，營造出一種「中心—邊緣」的劃分，澳

葡政府只關心葡人與土生葡人的利益與管理，華人則被官方視為外國人（貝磊、

古鼎儀，2006）。這種劃分亦表現於學校教育，澳葡政府設立的公立學校，幾乎

只為葡藉學生提供教育，而對華人基礎教育，則採取撒手不管的政策，任其自生

自滅（劉羨冰，2007）。是以，華人基礎教育的責任，便落到民間社會身上（劉

羨冰，2007；Wong，2013）。民間各種不同理念的團體，如中西慈善團體、氏

族宗親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團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寺廟、巴哈伊教等，

都曾在澳門興辦學校（劉羨冰，2007）。這亦造就了學制的不同，直至 20 世紀

80、90 年代，澳門共有四種學制並存，即六三三的中國學制、四二六的葡國學

制、六五二的英國學制及六五的中葡學制（劉羨冰，2007）。葡萄牙教育家斌多

（M.C. Alves Pinto）（1987）亦曾指出，澳葡政府對華人基礎教育沒有主動採取

相應措施，而是由其他民間團體採取行動，以致難以控制大局，損害了自己的領

導權。 

  在殖民統治時期，那個資源匱乏、免費義務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澳門的華

人基礎教育便在各團體的支持、學生的學費，以及各慈善機構與善心人士的施與

下，茁壯成長（劉羨冰，2007；Wong，2013）。然而，因著各間私校不同的辦

學宗旨與目標，導致了教育體制的混亂，缺乏統一的教育準則，包括教育進度、

課程設計、評量方式、升留級標準、師資要求、學生招收等（Wong，2013；鄭

錦波、黃綺妮，2014）。 

  直到 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澳門正式進入政權交接的過渡期，

澳葡政府才開始關注華人教育的發展，並投入教育資源，如頒布澳門教育制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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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11/91/ M 號法令），訂定教育暨青年司組織架構（81/92/ M 號法令），推行

7 年及 10 年免費義務教育（29/95/ M 號法令，34/97/ M 號法令）等。 

  1999 年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對教育的發展日趨重視，為支援學校改善辦

學條件，完善教師工作環境及專業素養，逐年增加對基礎教育資源的投入，更於

2007/2008 學年全面推行 15 年免費教育。儘管如此，在〈基本法〉9的保障下，

澳門仍然保留以私校為主，自主辦學的教育體制。私校依舊享有辦學自主權，在

沒有劃一的課程設計與評量方式，缺乏統一的公開考試與評鑑下，按照各自的標

準培育人才。可見，特區政府雖然致力於投入教育，卻無法有效地管理、監督，

以及評估各間私校的教育質量（Wong，2013）。「這完全與鄰近地區，甚至世

界不同國家或地區對於基礎教育『中央集權』模式分庭抗禮」（澳門中華教育會，

2014：11）。 

 

二、提高學校競爭力的不二法門 

  在澳門，基礎教育向來沒有統一的課程與公開考試，各間私校皆可依其標準，

自主招收學生；學生與家長亦可依其需求，自由選擇學校。這就養成了澳門家長

獨特的擇校文化：在缺乏客觀參考數據的情況下，長久以來，家長大多依據學校

的「口碑」，如學校聲譽、校風、校友成就、其他家長對學校的認同等，為子女

選擇學校。回歸以來，承襲殖民地遺風，且依照〈基本法〉規定，澳門教育得以

維持舊狀。是以，在自由競爭下，私校必須提升辦學品質，提高競爭力，建立良

好的口碑，才能得以長久發展。 

	  	  	  	  	  	  	  	  	  	  	  	  	  	  	  	  	  	  	  	  	  	  	  	  	  	  	  	  	  	  	  	  	  	  	  	  	  	  	  	  	  	  	  	  	  	  	  	  	  	  	  	  	  	  	  	  
9
〈基本法〉第122條規定，澳門原有各類學校均可繼續開辦。澳門各類學校均有辦學的自主性，
依法享有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各類學校可以繼續從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招聘教職員和選用教材。
學生享有選擇院校和在澳門以外求學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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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殖民統治初期，由於澳葡政府長期的放任不管，官方、民間教育，河水

不犯井水，自成系統。當然，教育資源的投入亦沒有採取公平原則，兩者有著天

淵之別。官方資源充足，與經濟發達地區不相上下；民間資源匱乏，僅依靠學費

及捐款（劉羨冰，2007）。私校為了生存，就必須保證學生來源。是以，「凡能

煥發積極向上精神、奉獻精神，認真辦校的，就會有鞏固的群眾基礎，就有生命

力」（劉羨冰，2007：32）。20 世紀 70 年代，澳門人口出生率下降，學生人數

驟減10，私校陷入激烈的競爭之中，部分學校甚至被淘汰（劉羨冰，2007）。及

至 80 年代，受到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大量移民入境，學生人數激增11，

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至此，私校的生存，不再僅是依賴學生的人數，更需要提

升學生素質，增加學校名氣。有些私校為了增加競爭力，提升學生素質，便以嚴

格的學業成績標準要求學生，留級作為簡單且有效的篩選工具，便應運而生，而

且不少私校相沿承襲，留級制度因而漸漸紮根澳門（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 

  留級，不但具有擇優的功能，而且有一定的懲罰性與阻嚇性（澳門中華教育

會，2014）。是以，不少私校為了增加競爭力與吸引力，便定下嚴格的升留級標

準，而且越是「名牌」學校，其升留級標準越是嚴格（劉羨冰，2005）。 

 

三、深受東方傳統觀念與文化影響 

  澳門作為一個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其教育文化同時受到東方傳統教育思想與

西方宗教教育思想的影響（劉羨冰，1999）。然而，與鄰近華人地區（如中國內

地、香港、臺灣等）一樣，澳門受東方傳統觀念與文化的影響亦是很深的，即重

	  	  	  	  	  	  	  	  	  	  	  	  	  	  	  	  	  	  	  	  	  	  	  	  	  	  	  	  	  	  	  	  	  	  	  	  	  	  	  	  	  	  	  	  	  	  	  	  	  	  	  	  	  	  	  	  
10
全澳學生人數從 1969 年的 59438 人，降至 1977 年的 33935 人，8 年間減少 43%（劉羨冰，

2007：32）。 
11	   1980 至 1985 年間，澳門人口增長率平均每年達至 9%（斌多，19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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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術及應試教育。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研究亦指出，這種重學文化及應

試教育傳統，乃是澳門眾多學校、教師及家長贊同留級制度的觀念性原因。該研

究更進一步指出，鄰近華人地區都經歷過對傳統教育的反思，更積極展開教育改

革，雖然尚未徹底顛覆傳統教育思想，但是，均普遍達成降低留級率或廢除強制

留級制度的社會共識。然而，在澳門似乎尚未形成這般的社會共識。 

 

參、  澳門升留級標準的內涵 

  澳門教育受其歷史、文化及社會因素影響，形構其多元自由的教育環境，這

亦導致了欠缺統一教育準則、留級率高居不下等教育問題。關於留級問題，〈澳

門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七條規定，「在幼兒教育階段，除非家長提出申請，

否則不得要求學生留級」；第二十五條亦規定，「對學生的評核，應以有關教育

階段和教育類型所設定的目標及其相關基本學力要求為依據」；「以促進學生的學

習成功為主要目的，並通過多元評核實施」。儘管如此，中小學校仍然享有辦學

自主權，可自行訂定升留級的標準。故此，才出現了「澳門升留級標準共有 123 

種之多」等論述（澳門中華教育會教育科學研究組，2013）。 

  楊文佳（2011）與許江雄（2012）分別整理了澳門 37 所中小學12的留級標

準以及 40 所設有國中課程的私校之升留級標準（如表 2-3 所示）。他們的研究

均發現，各間私校的升留級標準有著共同特性，即以學科性的測驗、考試成績來

評量每個學生的表現，並依據不合格科目的數量，把學生劃分為升級生、補考生、

留級生以及退學生四類。 

	  	  	  	  	  	  	  	  	  	  	  	  	  	  	  	  	  	  	  	  	  	  	  	  	  	  	  	  	  	  	  	  	  	  	  	  	  	  	  	  	  	  	  	  	  	  	  	  	  	  	  	  	  	  	  	  
12 該研究整理之 37 所學校中，22 所學校設有小學至高中課程，1 所學校設有小學及國中課程，
1 所學校設有國中及職業技術課程，13 所學校設有小學課程（楊文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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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澳門升留級標準的內容可見，留級被視為未達學校教育標準的補救性課

程（楊文佳，2011），然而更重要的是，留級以「時間懲罰」的方式，把學生

分配到陌生的班級，營造促進學生自我反省的隔離氛圍，並且通過重複學習所有

科目，讓學生瞭解及服從學校課程與教師權威知識（許江雄，2012）。此外，

經過留級操練依然未達標準的學生，亦失去繼續留在學校的權力與價值，必須接

受「放逐」的懲罰，即退學，去尋找適合個體的生存「空間」（許江雄，2012）。 

升級標準 

各科成績合格，准予升級。 

學年操行達至規定標準，如操行達 C－以上，准予升級。 

獲補考資格者，補考後，各科成績合格，准予升級。 

獲補考資格者，補考後，仍有 1－2 科不合格，准予升級。 

留級標準 

少數不合格科目數量或單位，得參加補考，補考後仍有不合格科目，予以留級。 

不合格科目數量達至規定標準，如 3 科、4 科、5 科等，予以留級。 

不合格科目單位達至規定標準，如 3 單位、4 單位、5 單位等，予以留級。 

學科成績未達規定標準，如任一學科成績未達 30 分或 40 分，予以留級。 

主科成績未達規定標準，如中、英、數成績未達 30 分或 40 分，予以留級。 

學年成績平均分不合格，予以留級。 

出席率不足，予以留級。 

學年考試作弊，不得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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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學標準 

不合格科目數量過多，如 4 科或以上，或學年成績平均分不合格，勸令退學。 

同一年級留級 2 次，勸令退學。 

中學階段留級 3 次或以上，勸令退學。 

注：以「單位」作為升留級標準時，主科佔 2－3 單位，次科位 1 單位，視乎學

校不同而有所差異。 

表 2-3 澳門中學升留級標準舉隅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楊文佳（2011）、許江雄（2012）。 

  此外，Brophy（2006）亦進一步提出留級的五種主要類型：（1）學生自願

留級，因為所處學校並無提供下一階段的學習，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偏遠地

區，學校大多只提供前幾個年級的學習；（2）家長自願讓其子女留級，因為學生

的出席率不足，或是學生需要長時間工作而無法上學，導致其學習不完整，大多

發生在發展中國家；（3）教學語言與學生母語有所不同，學生需重讀較低的年級，

以習得較為流暢的教學語言，促進有效的學習；（4）學生必須通過考試，獲取進

入中等教育或是高等教育階段的資格，考試失利的學生，或是離開教育體系，進

入勞動市場，或是重讀原本的年級，準備重考；（5）非自願性的留級，是由學校

發起的，而非學生或是家長的意思。大多發生在實施義務教育的國家，學校往往

要求或強制學業不佳的學生留級。 

  顯然，澳門的實施狀況較為貼近第五種類型，各間私校希冀透過留級提升或

確保學生的學習能力（鄭英傑等人，2013），進而建立學校品牌，在招生中取得

優勢，使學校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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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結 

  澳門在其歷史、文化及社會脈絡下，形成以私校為主，自主辦學的教育體制。

這使得澳門長久以來缺乏統一的教育準則，私校得以各自為政，按照各自的標準，

設計課程，選擇教材，訂定評量方式，乃至升留級標準。這呈現出一種吊詭的現

象，同樣學術成就的學生，在不同學校有著不同的升留級際遇（楊文佳，2011）。 

  不可言諱，澳門雖是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卻受東方傳統觀念與文化的影響至

深，即重視學術及應試教育。時至今日，大部分家長及社會大眾仍以「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的心態，想要把子女送入名校就讀。在澳門社會共同價值的影響下，

不少私校便奉行以「保障教育質量」、「為學生打好基礎」之名，行篩選及犧牲

學生、追求學校名聲之實的留級制度。在學校訂定嚴格的升留級標準之下，學業

成就未達標的學生，便會被留級，甚至退學。其中，尤以初中階段的留級率最高，

情況最為嚴重。箇中緣由，除了與學生自身的學習興趣及壓力有關之餘，亦與學

校制度、社會氛圍休戚相關。 

  本研究關注的便是在澳門這般的歷史、文化及社會脈絡下，置身於這個教育

體制中的留級學生，他們的經驗如何，他們的感受如何，留級對他們的學習、生

活，乃至生涯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第二節 學生留級之成因及其影響 

  留級，在學校教育有著悠久的歷史。然而，針對上個世紀眾多相關研究的系

統回顧及綜合分析顯示，留級作為提升學生學業成就，以及改善社會情緒適應問

題的手段，其功效是好壞參半的，並無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留級比升級為學生帶

來更大裨益（Jimerson, 2001；Holmes, 1989；Holmes & Matthews, 1984；Ja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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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茲將分別摘述如下： 

  Jackson（1975）較為系統且全面地回顧 1911－1973 年間發表的 30 篇相關

研究（篇名詳見【附錄四】），並試圖從中探究留級對學生學業成就及社會情緒

適應產生的影響。依據研究設計的類型，他把這些研究分為三類：自然的

（naturalistic）、前後測試（pre-post test）及實驗性（experimental）13，並指出

前兩類研究的設計存有較大缺陷，導致研究結果的偏差，實驗性設計雖然最為可

靠，卻又因研究數量的不足，而未能提供明確的結果。是以，他總結道：「沒有

可靠的證據顯示，在學生學業成就及社會情緒適應問題上，留級比升級更有利。」

（Jackson, 1975：627）。 

  其後，Holmes 與 Matthews（1984）綜合分析 1929－1981 年間發表的 44

篇相關研究（篇名詳見【附錄五】），並嘗試從中探析留級對中小學生學業成就

及社會情緒適應產生的影響。分析發現，在學業成就、個人適應、自我概念、學

習態度及出席率等五方面的比較中，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有利於升級學生，留級學

生除了學習態度與升級學生無較大差異外，其他四方面的表現均差於升級學生。

是以，綜合分析的結果指出，留級對學生的負面持續影響遠遠勝於其正面的成

果。 

  隨後，Holmes（1989）在過往分析的基礎上，額外加入 19 篇研究（篇名詳

見【附錄六】），總共使用了 63 篇 1925－1989 年間發表的研究。綜合分析結

果顯示，總體而言，留級對學生造成負面的影響，將導致更低落的學業成就，以

及社會情緒適應失調。而且學生於低年級留級受到的負面影響，並不亞於高年級，

	  	  	  	  	  	  	  	  	  	  	  	  	  	  	  	  	  	  	  	  	  	  	  	  	  	  	  	  	  	  	  	  	  	  	  	  	  	  	  	  	  	  	  	  	  	  	  	  	  	  	  	  	  	  	  	  
13自然的（naturalistic），該設計為最常用的類型，著重於比較在常態學校政策下，留級學生與
升級學生的學習成果；前後測試（pre-post test），該類型設計著重於比較學生留級前後的學習
成果；實驗性（experimental），該類型設計把一群存有留級危機的學生，隨機分配為留級或升
級，一個學期或更長時間之後，比較兩者的學習成果（Jackson,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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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負面影響不僅會持續存在，亦會在隨後的高年級持續增強。此外，僅有 9

篇研究14顯示了留級對學生學業成就的正面影響，然而這些留級帶來的益處，亦

將隨著時間的逝去而消失不見。 

  在千禧年來臨之際，Jimerson（2001）對過去發表的文獻綜述作簡要歷史回

顧之後，綜合分析了 1990－1999 年間發表的 20 篇研究（篇名詳見【附錄七】），

從中檢視留級對學生學業成就及社會情緒適應產生的影響。顯然，其分析發現與

過往研究結論是一致的：沒有可信的證據顯示，相較於升級，留級能為學生帶來

更大裨益。此外，Jimerson 指出教育實踐與綜合研究之間的差距，鼓勵研究人員、

教育專業人士以及立法者放棄對升級與留級的辯論，尋求並實施更有效的替代補

救策略，協助每一個瀕臨學業失敗危機的孩子。 

  綜上所述，有關留級的研究多以量化為主，著重於探究留級的成效（即學生

學業成就與社會情緒適應）及其影響。縱使眾多研究成果表明，留級不太可能實

現其既定的目標，這種做法依然廣泛地被運用於教育實踐。至於留級學生的經驗

如何，學生如何看待他們的留級經驗，似乎仍是未被探究的一環，相關的學生觀

點研究仍是大量缺乏的（Byrnes & Yamamoto, 1985；Jimerson, Anderson & Whipple, 

2002）。而本研究想要探究的便是留級學生的經驗，他們如何面對留級，他們

的感受如何，他們如何看待留級制度，以及留級經驗對他們的學習、生活乃至生

涯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 

  要瞭解教育對學生的影響，我們必需體認到，學生的經驗乃是其成長經驗、

學校經驗以及其他生活經驗間交互作用的結果，更是一個跨越時空的、複雜動態

的經驗歷程（Jimerson, 2001；Byrnes & Yamamoto, 1985）。是以，想要探究學

	  	  	  	  	  	  	  	  	  	  	  	  	  	  	  	  	  	  	  	  	  	  	  	  	  	  	  	  	  	  	  	  	  	  	  	  	  	  	  	  	  	  	  	  	  	  	  	  	  	  	  	  	  	  	  	  
14 作者並未於文章標示這些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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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留級經驗，亦需要瞭解到學生留級乃是諸多脈絡因素匯聚而成的結果，如個

人、家庭、學校、社會等，而這些脈絡因素亦將會影響著留級學生的經驗甚至未

來生涯的發展。故此，本節將分別探討留級的形成因素及其對學生產生的影響，

以從中窺探學生留級的複雜面貌。 

壹、  學生留級的形成因素 

  國內外眾多的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學生留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個人、家

庭、學校、社會等，茲將四個因素分述如下： 

一、影響學生留級因素：個人因素 

  大量研究結果顯示，學生的個人特質，包括性別、族群、年齡、智力、身體

障礙或缺陷等皆可能導致學生留級。就性別而言，男生比女生更容易留級

（Alexander, Entwisle & Dauber, 1994；Anderson, Whipple & Jimerson, 2002；

Cannon & Lipscomb, 2011；McCoy & Reynolds, 1999；鄭英傑等人，2013；楊文

佳，2011）。就族群而言，在多元族群共學的情況下，少數族群的留級率比較

高，如黑人及西班牙裔學生（Alexander et al., 1994；Anderson et al., 2002）。

就年齡而言，研究結果是好壞參半的，有研究顯示學生留級與年齡無關（Sandoval, 

1984），有研究發現年紀較小的學生較可能因為「不成熟」而留級（Cannon & 

Lipscomb, 2011；Jimerson, 1999）。而身體發育遲緩及學習障礙的學生亦更容易

留級（Zill, Loomis & West 1997），事實上他們也很可能在留級後，立即被診斷

為學習障礙（Anderson et al., 2002）。而且較多的適應不良行為，且缺乏自信、

個人魅力、社交能力以及不受同儕喜愛的學生，亦比較容易留級（Alexander et al., 

1994；Jimerson et al., 1997；Sandoval, 1984）。至於智力雖然扮演著等同於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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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的角色，但是留級學生的智力與升級學生卻無顯著的差異（Jimerson, Carlson, 

Rotert, Egeland & Sroufe, 1997；Sandoval, 1984）。 

  另外，頻繁轉校亦會使學生更容易留級（McCoy & Reynolds, 1999），楊文

佳（2011）研究指出，新移民學生遷至澳門時，由於未能立即適應本地學習模

式及要求，比本地學生容易留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他們逐漸融入澳門

教育環境，其學業成就將達到甚至超越本地學生。 

 

二、影響學生留級因素：家庭因素 

  很多研究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教育資源及家庭結構等都影響著學生留級。

根據研究者閱讀文獻資料的發現，上述三者不僅與學生留級相關，更是彼此相互

滲透、交錯影響的。就家庭社經地位而言，留級學生多來自社經地位低的家庭

（Alexander et al., 1994；Cannon & Lipscomb, 2011；Abidin, Golladay & Howerton, 

1971；楊文佳，2011），Alexander et al.（1994）更進一步指出，較高教育程

度往往帶來較高經濟收入，而留級學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大多沒有高中畢

業，這就造成了學生的家庭經濟弱勢，同時導致家庭教育資源的缺乏，進而影響

學生留級。 

  家庭教育資源，包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亦影響著學生留級。Bourdieu 的「文

化資本」，即世代相傳的一般文化背景、知識、性情及技能（何瑞珠，1998）。

生長於上層家庭的學生，文化資本較高，容易獲得較多的資源，更容易受到學校

教育的認可，以及老師的關愛（林俊瑩、吳裕益，2007）。鄭英傑等人（2013）

運用 Bourdieu「文化資本」概念，探究文化資本對澳門學生留級的影響，研究結

果亦發現文化資本越高，學生留級的機率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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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教育而言，家庭社會資本可歸屬為兩類：家庭外的社會資本，即父母的社

會網絡；家庭內的社會資本，即父母與子女的互動，對子女教育與學習的關注、

支持及教導（林俊瑩、吳裕益，2007）。其中，家庭內的社會資本對學生留級

有著重要影響，父母較少投入親子互動，較少關注子女教育的學生較容易留級

（Anderson et al., 2002；Byrnes & Yamamoto, 1985；楊文佳，2011）。 

  此外，家庭結構亦與學生留級有關，學生生長於單親家庭，或是有著眾多兄

弟姐妹的大家庭，皆更容易留級（Alexander et al., 1994；楊文佳，2011）。Blake

（1981）研究亦發現兄弟姐妹越多，家庭教育資源就會被更多地進行分配，從

而影響孩子的學業成就。 

 

三、影響學生留級因素：學校因素 

  留級，通常是校長與教師對學業困難的學生做出的學校層級決定（Bali, 

Anagnostopoulos & Roberts, 2005），參與留級決策過程的教育人員都影響著學

生留級，特別是教師，經常與學生互動，並對學生的學習做出綜合評價，可謂決

定學生留級與否的關鍵人物（Tomchin & Impara, 1992；Tanner & Combs, 1993）。 

  很多研究發現，校長與教師大多贊同留級的做法，皆認為留級有助於提升學

生的學業成就，以及促進學生成長與成熟（Tomchin & Impara, 1992；Tanner & 

Combs, 1993；Range, Holt, Pijanowski & Young, 2012）。Wong（2013）亦指出，

大多澳門教師支持留級的做法，認為留級是為了幫學生打好學業基礎，有些教師

甚至把留級視為威脅學生的王牌，以督促懶惰的學生學習，這就影響著教師評估

學生留級的情況。有的研究還發現，教師的學歷（如碩士或博士）對學生留級並

無顯著影響，然而教師的素質參差（楊文佳，2011），更換頻率，以及填鴨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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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卻影響著學生留級（Bali et al., 2005；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 

  此外，班級規模的大小，學校課程的新舊銜接以及難易度亦影響著學生留級。

莫安夏（1954）研究發現，班級規模大，學生人數眾多，容易造成學生程度參

差不齊，使程度較差的學生留級。Range et al.（2012）研究亦發現，小班教學

是校長與教師一致認為有效防止學生留級的介入方案。再者，中學課程比小學課

程更為艱深，新舊課程間若欠缺較好的銜接，容易造成學生未能順利過渡，產生

學習困難（莫安夏，1954）。值得注意的是，在以私立學校系統為主，缺乏統一

公開考試與評鑑的澳門，學校可以自由選擇教材，設計課程及評量方式（Wong, 

2013）。如果學校選擇高難度且不適合學生的教材，將會影響教師教學的靈活性

及學生的學習，更會導致學生的學業失敗及留級（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

Tomchin & Impara, 1992）。 

 

四、影響學生留級因素：社會因素 

  社會環境亦影響著學生留級。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研究發現，學生留

級與社會環境關係密切，隨著澳門博彩業的發展，經濟急促發展，社會存在眾多

誘惑，如學生流連忘返的遊戲、電腦，毋需高學歷的高薪就業機會（如賭場荷官）

等，都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鄭英傑等人（2013）更指出，澳門的社

會環境造成部分學生教育抱負及部分家長對子女教育期望的低落，導致學生更容

易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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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澳門博彩業的發展，造成產業單一化，使得澳門就業人口大多從事與

博彩業相關的工作15，如博彩、酒店、旅遊、服務、銷售業等。而這些工作均需

輪班，使得父母沒有多餘時間陪伴、照顧子女，造成家庭功能的缺失，從而影響

學生的學習，更可能導致學生因學業失敗而留級（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 

 

貳、  留級對學生的影響 

  留級，對於教育政策制定者、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以及學生而言，都

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而且關於留級功效的辯論亦持續不斷地展開著。長久以

來，有關留級成效的研究多集中於學生的學業成就與社會情緒適應能力（Range 

et al., 2012）。有的研究發現，留級對學生產生正面影響，Alexander et al. （1994）

針對逾 700 位一至三年級孩童，檢視留級對其產生的影響，研究發現留級學生

的學業成就，雖然比同齡及同年級學生差，但是留級確實縮小了留級學生與非留

級學生間的學業成就差距，而且該影響將持續至八年級。Gottfredson, Fink 與

Graham（1994）以六年級與七年級黑人學生為例，檢視留級對其社會心理產生

的影響，研究發現留級學生展現出較高的學校歸屬感與學校適應，以及較少的叛

逆行為。 

  然而，大量縱向研究結果顯示，留級對學生的影響，皆是負面大於正面的，

而且這些正面影響往往是短暫的，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Holmes & Matthews, 

1984；Holmes, 1989；Jimerson, 2001；Jimerson, 1999；Tomchin & Impara, 1992；

Alexander et al., 1994；Range et al., 2012；Martin, 2009；Anderson et al., 2002；

	  	  	  	  	  	  	  	  	  	  	  	  	  	  	  	  	  	  	  	  	  	  	  	  	  	  	  	  	  	  	  	  	  	  	  	  	  	  	  	  	  	  	  	  	  	  	  	  	  	  	  	  	  	  	  	  
15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5a；2015b）就業人口統計數據顯示，全澳 39 萬多就業人口中，從事

博彩及相關服務業者約 9.5 萬人，酒店及飲食業者約 5.8 萬人，批發及零售業者約 4.5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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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berglitt, Appleton, Burns, Jimerson, 2006；Schwerdt & West, 2013；Jimerson, 

Woehr & Kaufman, 2007）。茲將留級對學生學業及心理層面所產生的影響分述如

下： 

一、學業層面的影響 

(一) 未必能有效提升學業成就 

  贊同留級做法的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以及家長等，皆相信留級為學生提供了

一個更好掌握學科內容及基礎技能的機會，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Range 

et al., 2012；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然而，有的研究發現，留級無助於提高

學生的學業成就（McCoy & Reynolds, 1999），而且留級對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

大多只出現於留級之後的學年，未能長久地維持（Jimerson, 1999；Jimerson et al., 

2007）。Jimerson et al.（2007）更指出，這些學業增長將於隨後的 2－3 年逐漸

消失，有些留級學生的表現甚至比能力相當卻升級的同儕更差。 

  目前相關研究對於留級學生學業成就的檢視，多聚焦於學生閱讀及數學能力

的發展。有的研究發現，留級對學生閱讀及數學能力的提升是短暫的，在隨後的

學年將消失不見，甚至更差（Schwerdt & West, 2013；McCoy & Reynolds ，1999）。

Silberglitt et al.（2006）檢視一至八年級留級學生的閱讀能力成長，研究發現留

級並沒有為學生的閱讀成帶來任何優勢。Griffith, Lloyd, Lane & Tankersley（2010）

研究亦發現，留級學生在八年級的閱讀成績比能力相當卻升級的同儕差，且其在

中學的閱讀能力發展率亦較為緩慢。 

  楊文佳（2011）與鄭英傑等人（2013）分別以 PISA 2003 及 PISA 2009 數

據，分析留級對澳門學生相關素養的影響。研究發現，留級對於學生閱讀素養的

影響甚深，學生留級經驗越多，閱讀素養則越低，且留級學生的閱讀素養普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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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升級學生（鄭英傑等人，2013）；不論是小學生還是初中生，留級次數越多，

其在 PISA 測試（數學、閱讀、科學素養及問題解決能力）的表現越差（楊文佳，

2011）。可見，留級未能有效幫助學生提升學業成就，縮小其與同級或同齡學生

的學習差距。 

  此外，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研究指出，留級對學生學業成就的提升是

因人而異的，有的學生確實有所提升，但有的學生卻無變化。而且，那些學生的

學業成就之所以有所提升，大多是因為自身學習意願的轉變，產生了學習的興趣

與熱情。是以，留級後學業成就的提升，歸根究底需要依靠學生自身的努力。 

 

(二) 可能導致日後的輟學行為 

  依據事物發展的規律性，日後的結果都是早期經驗的匯集，學生的留級經驗

亦可能帶來諸多影響，如自尊心、同儕關係、學習投入程度等，可能導致其日後

的輟學行為（Jimerson et al., 2002）。留級作為一種分離的政策干預（Grissom & 

Shepard, 1989），雖然可能提供一些補救的好處，但是長遠來說，留級將學生

置於較高的學業失敗及輟學風險之中（Roderick, 1995）。 

  留級對學生日後的發展影響深遠，不論在哪個年級留級，都將可能導致學生

輟學（Anderson et al., 2002）。留級學生的輟學率可能亦比升級學生高出 2－11

倍（Jimerson et al., 2002），而且留級次數亦影響著學生的輟學行為，Jimerson, et 

al.（2007）指出，學生留級 5－11 次，其輟學的機率遠遠高於留級 1 次的學生。 

Jimerson（1999）研究亦發現，相較於升級學生，留級學生更容易輟學，輟學可

能導致更多有害的後果，包括就業機會少，濫用藥物，偏常行為，甚至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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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門，輟學亦是需要被正視的教育問題。回歸前，斌多（1986）調查及

分析澳門兩所中文官校，除了覺察其高留級率問題外，亦發現這兩所學校該年從

二年級升至三年級的過程中，共有 40 名學生退學。可見，「中葡教育（中文官

校）存在學生留級率高和明顯的棄學傾向」（劉羨冰，2013）。劉羨冰（2000）

亦指出，過高的中途退學及留級數字，不但浪費公帑，而且學業的挫敗戕害學生

的自尊自信，扼殺樂學的動機和生機，是新教育觀的大忌。她更提出了「厭學－

留級－出校－犯罪」四部曲（引自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6）。回歸後，特區

政府致力於改善澳門學生輟學問題，由官方每年的離校生狀況調查可見，輟學率

正逐年降低（詳見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05；澳門教育暨青年局，2015）。然

而，仍然有不少人士撰文呼籲社會正視輟學問題，如梁啟賢（2011），劉異（2011）

等。澳門聖公會（2010）亦發表「澳門失學青少年學習動機」調查報告，指出

留級是許多青少年輟學的原因之一，逾八成半受訪者有留級經驗，三成多已留級

三次以上，而且小學教育程度受訪者的留級次數比中學教度程度平均多出兩次。 

 

二、心理層面的影響 

(一) 形成負面個人感受 

  Anderson, Jimerson & Whipple（2005）指出，有關六年級學生認為最具壓力

的 20 件生活事件，調查顯示六年級學生把留級評為壓力最大的事件，比失去父

母、失明還高。可見，以標準化測驗的分數來決定升留級及畢業，施加給學生莫

大的壓力。 

  對於留級，學生大多作出負面的反應（Roderick, 1995）。雖然，學生在重

讀期間，或許會因為學習內容相同而感覺輕鬆及自信，但是當學生得知留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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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多是挫敗、傷心、失落、恐懼的（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黃益啟，2013）。

因為對學生而言，留級代表的絕不只是其未能掌握課程內容，更是其所處教育環

境的崩壞（McCoy & Reynolds, 1999）。留級，學生多視其為一種懲罰及恥辱，

因為它是一個人學業失敗的見證（Roderick, 1995；聶鍾杉，1958；Byrnes & 

Yamamoto, 1985），從而使其心靈遭受重大打擊，使自尊心、自信心嚴重受挫

（毛彥文摘譯，1936；Roderick, 1995；Jimerson, 2001；Martin, 2009；Martin, 

2011；Jimerson et al., 2007）。 

  值得注意的是，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研究發現，學生第一次留級時，

多會產生上述的負面個人感受，然而，當其有兩次或以上留級經驗時，留級就會

成為一種習慣。 

 

(二) 易被標簽化，影響校園生活 

  留級學生大多因為被貼上「失敗者」或「不合格」的標簽，而倍感焦慮（Jackson, 

1975；Byrnes & Yamamoto, 1985）。Wong（2013）亦指出，澳門教師多把留級

學生視為「無能」、「無希望」的學生。黃益啟（2013）更指出，大馬華人社會，

普遍對留級學生存有「負面的刻板印象」，如「講不聽」、「不愛唸書的壞蛋」等，

不僅被投以「異樣的眼光」，更被不友善地對待。 

  這些標簽化都影響著留級學生，造成其眾多負面的影響，從而影響他們的校

園生活：如降低對學校的歸屬感（Holmes, 1989；Roderick, 1995），出席率較

低（Holmes, 1989；Jimerson, 2001；Jimerson et al., 2007；Martin, 2009），與

同儕互動不佳（Jackson, 1975；Jimerson et al., 2007；Martin, 2011），加劇學

生對學校活動的疏離（如降低課堂投入度、作業完成度以及學習樂趣）（Rode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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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Martin, 2009；Martin, 2011；），以及更多的行為問題（Holmes, 1989；

Jimerson et al., 2007）。毛彥文（摘譯）（1936）亦指出，留級會影響學生在家

中的安全感，如父母對其感到失望，兄弟姐妹的取笑等。 

  此外，留級對學生的影響，不止於求學時期，更影響著其成人早期的發展。

Jimerson（1999）研究發現，學生在十一年級留級，大多可能在高中畢業前輟學，

很少能在 20 歲時獲得文憑，而且更少能在中學畢業後繼續升學。這些學生在 20

歲時，更可能獲得較低的教育或就業評級，只能領取較微薄的薪資。White（2003）

研究亦發現，相較於完成中學教育的年輕人，那些沒有完成中學教育的年輕人更

容易遭遇長時間的失業，從事低薪資、低技能且不穩定的工作，更需要依賴政府

的援助。 

 

參、  小結 

  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造成學生留級的脈絡因素是複雜多樣的，包括個

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因素，這些脈絡因素亦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交錯影

響，且互為因果的。無可置否，留級對學生的影響非常深遠，不僅對學生的學習、

生活、情緒以及人際適應產生眾多負面的影響，更影響著他們成人早期的發展。 

  然而，我們不能以直接的因果關係，認為留級必然導致相關的負面結果。社

會交互作用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個人與經驗是

在不同時空間不斷的交互影響的（Jimerson, 2001）。可見，一個學生的留級，絕

非單一獨立的現象，其受到諸多不同脈絡因素的影響，而這些脈絡因素亦將影響

著他隨後的學業及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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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乃是百年樹人的事業，讓學生留級，重讀該學年，似乎並不能真正解決

學生的低學業成就及社會情緒適應問題，更無法化解影響學生留級的諸多複雜因

素。是以，本研究期望透過敘事研究，更加貼近留級學生的內心世界，經由瞭解

他們的經驗故事，去理解他們留級的緣由，去感受他們的感受。 

 

第三節 留級學生經驗的探究面向 

  也許，留級的本意是積極且正面的，是為了讓那些低成就學生更好地掌握課

程內容，更好地面對下一個階段的學習。然而，眾多研究發現，對於許多留級學

生而言，留級是針對其學業失敗的懲罰，「失敗者」更可能成為他們求學過程中

再也無法抹去的烙印（Byrnes & Yamamoto, 1985；章勝傑、林烘煜，2009）。本

研究憑著對留級學生的關懷，瞭解澳門留級學生的經驗，以及留級對他們的學習、

生活、情緒、人際適應等，乃至個人生涯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透過社會交互作用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的視角，我們可以想像：我們

眼中的這些留級學生，這些孩子看似毫不在乎的外表底下，該是隱藏著多少複雜

跌宕的故事；我們可以知道：留級，乃是一個深深嵌入學生生命的經驗，更是一

個不斷展開、不斷演變的動態歷程。而且這一經歷並非獨立的存在，是個體與眾

多因素及其生命經驗，在不同時空背景中不斷交錯影響，互為因果的醞釀過程。

是以，本研究欲從「留級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為何」，「學生所處的脈絡因素

如何影響其留級」，「留級經驗如何影響學生」這三個面向，探究澳門留級學生的

經驗。茲將三個探究面向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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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留級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為何 

  要瞭解學生的經驗，我們必需體認到，我們看到的任一結果，往往都是個人

早期經驗的匯集（Jimerson, 2001）。周玉連（2010）研究亦發現，高職復學生

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可歸納為四個主要階段，且每個階段都有其重要主題，包括

（1）兒童期是優等生；（2）青少年前期是逐步變調；（3）青少年後期從中輟離

校→投入工作→復學成長；（4）成年早期則是定向實踐。可見，高職復學生的經

驗是一個持續不斷演變的過程，且每一個階段歷程皆是前後相依，環環相扣的。 

  同樣地，一個學生的留級，亦絕不僅是表面呈現的「不合格（flunking）」

（Byrnes & Yamamoto, 1985），我們絕不能把學生的留級經驗視為獨立單一的

表面現象，學生的留級經驗乃是一個跨越時空、複雜動態的歷程。是以，我們應

循著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的脈絡，充分瞭解其每一個階段的重要主題及歷程，

並緊扣每一個階段的前後或相互關係，如學生的求學生涯可為分哪些階段？哪些

階段可能看出學生留級的端倪？哪些階段是關鍵的轉捩點？如此方能更為完整

地瞭解留級學生的經驗。 

 

貳、  學生所處的脈絡因素如何影響其留級 

  在主流文化的視框下，留級學生似乎都被視為無法成功扮演學習者角色的

「壞學生」。學校、教師、家長甚至學生自身，往往都將責任歸咎於學生個人，

這些「壞學生」理應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起責任。然而，上述章節探討的大量國

內外研究成果告訴我們，學生的留級乃是受到其所處於的複雜脈絡因素所影響，

包括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更何況其中更不乏超越學生個人能承受的責任

歸咎，如家庭運作失靈、學校運作失靈等結構性因素（王順民，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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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循著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的脈絡，我們不難發現，

學生在每一個階段都受到這些脈絡因素的影響，而且這些脈絡因素並非獨立存在，

而是相互交錯影響，互為因果的。是以，當我們檢視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時，

亦不能忽略這些複雜多元脈絡因素的影響。這些脈絡因素到底如何導致學生的留

級？又是如何影響著留級學生？哪些脈絡因素的影響較為深刻？都是本研究將

要探究的面向。 

 

參、  留級經驗如何影響學生 

  上述章節探討的大量縱向研究結果顯示，留級對學生的影響非常深遠，不僅

對學生的學習、生活、情緒以及人際適應產生眾多影響，更影響著他們成人早期

的發展，而且這些影響多是負面大於正面的。的確，學生由於留級往往被刻上「不

合格」、「壞學生」的烙印，使其容易產生負面情緒、自信心日漸低落，進而產生

負面的自我認同，從而影響他們的學習與生活，乃至生涯的發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能以直接的因果關係，認為留級必然導致相關

的負面結果。誠如很多中輟學生經驗研究的發現，中輟經驗對學生的生涯發展，

有著積極正向的影響。這些背離主流文化的中輟學生，不但在在非主流文化經驗

中找到正向的自我認同，而且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興趣及人生方向，甚至擁有

比始終待在主流文化的學生更為明確的生涯願景（吳蔓伶，2006；林曉芸，2002；

周玉連，2010）。是以，當我們檢視留級對學生產生的影響時，亦絕不能以直接

的因果關係，認為留級必然導致相關的負面結果，而忽視其對學生當下及隨後學

習階段，乃至成人早期產生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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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結 

  透過國內外文獻的探討，我們可以體認到，學生的留級經驗乃是個體與眾多

脈絡因素及其生命經驗，在不同時空背景中不斷交錯影響，互為因果的結果。而

且留級經驗更是深深嵌入於學生生命經驗中，持續不斷地影響著學生當下的發展，

乃至個人生命的成長與未來。可見，我們要瞭解的不僅是學生的留級經驗，更是

他們的生命故事。 

  是以，本研究欲從三個重要探究面向，瞭解澳門留級學生的經驗，即「留級

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為何」，「學生所處的脈絡因素如何影響其留級」，以及

「留級經驗如何影響學生」。期盼能循著學生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的脈絡，瞭解受

複雜多元因素影響的澳門留級學生經驗，並從中分析留級經驗對學生當下及隨後

學習階段，乃至生涯發展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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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研究方法，即「從這兒到那兒的邏輯計畫，這兒可能被定義為最初的提問，

而那兒則是問題的結論（答案）」。 

Sharan B. Merriam（2009）（引自陳向明，2002） 

 

  本章共分為七節，第一節呈現研究架構；第二節闡明研究方法的選擇；第三

節介紹研究參與人員；第四節說明資料蒐集、分析與處理的途徑；第五節說明研

究歷程；第六節說明研究的信實度；第七節則為研究倫理的考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依據本研究欲瞭解澳門留級學生經驗之關注焦點，以及在不斷地與前

人理論展開對話後，覺察到：留級經驗乃是個體與其所處的眾多脈絡因素，如個

人、家庭、學校及社會，以及經驗過的經驗，如學習經驗、生活經驗，在不同時

空背景中不斷交錯影響，互為因果的結果。更進一步釐清並確定了本研究的三個

重要探究面向，即「留級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為何」，「學生所處的脈絡因素

如何影響其留級」，以及「留級經驗如何影響學生」。在此基礎上，研究者構建了

本研究的概念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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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第二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採用質性之敘事研究方式，探討澳門留級學生經驗，以及留級對其產

生的影響。茲將選擇敘事取向作為研究觀點與方法的緣由詳述如下： 

壹、  什麼是敘事？ 

  依據 Webster's（1991）的解釋，敘事是「故事，敘述，或敘事體」，而「故

事」是「說出發生什麼，或將發生的連貫起來，不管是真實或想像，用寫的或用

說的」（引自林美珠，2000：27）。Riessman（1993）亦認為，敘說是由結果事

件所組織的訴說，說者透過敘說事件的序列，把聽者帶入過去的時間或世界裏，

並提出一種觀點，建構一種意義（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是以，透過敘事

我們得以瞭解個人的生活經驗，並在經驗的再呈現過程中，理解這些經驗創塑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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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敘事是瞭解經驗的方式 

  對杜威而言，經驗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更是連續的。是以，我們在瞭

解個人的經驗時，不僅要以個體的方式，而且要將之置於其存在的社會情境中，

更加要體認到，經驗是帶有歷史性的，處於改變中的，並不斷向前延展的（蔡敏

玲、余曉雯譯，2003）。那麼，我們該如何瞭解這樣的經驗呢？ 

  Lieblich 等人認為「人們天生就是說故事的能手」（吳芝儀譯，2008：9），

敘事是一種天性，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敘事似乎是一種再普遍不過的活動（王

智勇、鄧明宇譯，2003）。Bateson 亦認為，人們是透過故事彼此溝通的，人們

的經驗亦是以故事形式被記錄或傳遞的（引自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透過

故事的敘說，在個人與社會的互動，過去、現在及未來的連續，並結合不同地點

的情境而建立的「三度敘說探究空間」中，我們得以瞭解不同個人體驗其週遭世

界的方式，及其建構的生命經驗（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進而瞭解個人的

內在世界。可見，敘說是呈現及瞭解經驗的最佳方式。 

 

二、敘事是經驗的再呈現 

  Riessman 認為，研究者無法直接進入另一個人的經驗，然而透過與研究參

與者的談話、文本、互動及解釋，便可以瞭解並將其生命經驗再呈現

（representation）（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她更進一步指出，（1）個人乃

是世界的一部分，以自然的態度經驗這個世界，當其在意識流裏關注傾聽，在未

經反思的基本經驗中，選取其所關注的某些經驗，便使某些經驗具有了意義，從

而主動地建構了真實。（2）當個人把其關注的經驗進行某種程度的條理化及觀點

縫補，藉由說與聽而產生了敘說，並在敘說的過程中，建構了這些經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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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者以錄音或錄影方式，經過一個不完整、部分及具有選擇性的詮釋過

程，將敘說的經驗以某種文本呈現。（4）研究者仔細地對轉錄的訪談逐字稿或謄

本進行分析，把一系列的談話加以剪裁、編輯與賦予新的型態，並試圖理解其意

義以及創造戲劇性的張力，使其轉變成一個混合性的故事。（5）每個分析的文本

都具有多重聲音，開放給多種閱讀方式的讀者，建構不同的意義與詮釋，甚至對

於相同的讀者而言，一個作品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下，可以引起不同的解讀。 

  此外，Riessman 亦指出，經驗再呈現的所有方式皆為有限的描述。那些我

們無法直接到達的基本經驗，其意義本身是模糊的，是流動且具脈絡性的，它出

現於人們的互動過程之中，而研究者所能做的，便是試圖透過談話與文本，呈現

訴說者選擇、增添、捨去的不完整的真實（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 

 

三、敘事是經驗意義的詮釋 

  Crossley（2000）指出，「敘事心理學假設人類的經驗與行為都是有意義的」

（朱儀羚等譯，2004：15）。Riessman 亦認為，「個人經驗賦予意義的主要方式，

是將經驗轉換成敘說的形式」（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8）。可見，形成敘說

的不只是人們過去的行動，同時亦包含著個人是如何理解這些行動，也就是賦予

意義（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 

  透過經驗的敘說，研究者得以傾聽、轉錄、分析這些經驗，瞭解並再現這些

經驗，更從中探討這些經驗對於這些個人所具有的意義。即 Bruner（1990）所

說的，「主角是如何解釋事件的？」（引自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經驗是連續的，更是暫時的。誠如 Geertz 與 Bateson

言，世界是改變的，生活是即興的，改變就是生活的特質（引自蔡敏玲、余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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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2003）。可見，我們此時此刻在此地敘說的經驗，乃是特定且暫時的。是以，

Clandinin 與 Connelly 指出，我們不僅要關注此時此刻所經驗到的生活，亦要關

心在連續性中被經驗到的生活，更要將其置於一個較大的脈絡，才能為其賦予意

義，而且這個意義是會與時改變的（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 

 

貳、  為什麼是敘事？ 

  經驗，是教育研究的起始點與關鍵詞（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本研究

乃是源於對留級學生經驗的關注，期望探究留級學生的經驗。透過上述的探討可

見，敘事分析無疑是瞭解個人經驗，再度呈現這些經驗，理解這些經驗創塑意義

的最佳方式。本研究更期望藉由留級學生的故事，呼喚社會對這些「壞學生」的

理解，呼喚曾有留級經驗的學生心靈深處的共鳴。 

一、對學生留級經驗的關注 

  Bickman 與 Rog（1998）認為，敘事研究乃是探討「真實生活問題」（real-life 

problems）的「真實世界評量工具」（real-world measures）（引自蔡敏玲、余曉

雯譯，2003）。Clandinin 與 Connelly 亦指出，敘說探究總是環繞著某種特定的

好奇，某種研究的疑惑而被建構出來，即研究問題，然而敘說探究帶有較多再度

尋求、重新塑形的意味，並無界定且解決問題的意味（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 

  本研究便是建基於研究者對過往教學經驗、生活經驗的思考，並從中引發對

澳門教育問題的反思，即留級率高居不下。在澳門重視學術及應試教育的社會氛

圍，以及私校為主、缺乏政府有效管理的教育體制下，留級成為學校篩選及淘汰

學生的手段。而研究者關心的焦點便是留級學生的經驗，即在澳門這般的教育體

制下，被迫留級的學生之經驗探究。期望循著他們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的脈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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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探究並再現他們的留級經驗，並進一步瞭解留級經驗之於他們的意義，以及留

級經驗對他們生命產生的影響。而敘事無疑是呈現及瞭解該經驗的最佳方式，在

「三度敘說探究空間」中，我們可以更加貼近這些留級學生，在經驗的再呈現過

程中，理解這些經驗被賦予的意義。 

 

二、藉由故事呼喚理解與共鳴 

  Lieblich 等人認為，敘事研究常用於呈現社會中遭受歧視的少數群體特性或

生活風格，以及呈現他們未被聽見的聲音（吳芝儀譯，2008）。本研究期望的便

是，透過敘事分析的方式，傾聽留級學生的聲音，再度呈現他們的故事，讓更多

的人看見他們的經驗，讓更多的人感受他們的感受。 

  Clandinin 與 Connelly 亦指出，在「三度敘說探究空間」中，研究者與敘說

者是置身其間的（in the midst）—於沿著時間、地點、人與社會的向度（蔡敏玲、

余曉雯譯，2003）。是以，研究者與敘說者共構的故事，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

的一部分。本研究期望的便是，藉由留級學生故事的敘說，不僅讓更多的人看見

他們的故事，而且能喚起曾有留級經驗的學生心靈深處的共鳴，為留級制度的探

討，提供新的思考、新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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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參與人員 

  社會科學主要是人對「人」（或者說包括人在內的社會現象）的研究（陳向

明，2002），茲將本研究參與人員的角色分述如下： 

壹、  研究參與者 

  如何選取研究參與者？質的研究重視選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資訊量

的研究參與者，以對其內在經驗獲得較為深入細緻的理解（陳向明，2002）。茲

將本研究選取研究參與者的標準與過程，以及研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分述如下： 

一、研究參與者的選取標準與過程 

  依據本研究之動機、關注焦點以及相關文獻探討的結果，留級經驗乃是深深

嵌入於學生生命經驗中的，而且持續不斷地影響著他們的生命經驗。是以，本研

究決定採用立意取樣法，邀請曾經有過留級經驗的成人參與研究。茲將研究參與

者的選取標準分述如下： 

(一)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故研究參與者需願意接受訪談，且能夠將個人的經

歷與想法用語言表達出來； 

(二) 依據澳門教育數字顯示，小學、初中及高中這三個學習階段，以初中階段的

留級率最高，是以，本研究之參與者需具有初中階段的留級經驗； 

(三) 學生的留級經驗受諸多因素的影響，如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等因素，是

以，本研究依照性別、家庭社經高低等選取研究參與者，選取兩位研究參與

者，其中男生、女生各一位，家庭社經地位高低各一位。 

  確定選取標準後，研究者嘗試由身邊的朋友著手，尋找適合的研究者參與者。

在一番思量及交涉之後，確定了本研究的兩位參與者—佩兒、阿修。佩兒，是研

究者的好朋友，去年暑假我們曾一起討論澳門的留級狀況，席間她透露曾經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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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級經驗，即初中二年級，當時研究者與佩兒便已商量好，之後可能會邀請她參

與研究。另一位研究者參與者，阿修，是研究者於工作場合認識的前輩。當時，

我們一群夥伴在談論澳門留級狀況，有夥伴還分享了他們的留級經驗，正好經過

的阿修亦加入討論，並分享了自身的留級經驗，他曾於小學四年級及初中二年級

留級，令研究者印象十分深刻。於是，研究者便邀請他們參與研究，亦獲得他們

的欣然同意。是以，研究者與佩兒及阿修一同展開敘說的旅程，去感受他們的生

命故事。 

 

二、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有兩位主要研究參與者—佩兒、阿修，基於研究倫理考量，研究中均

以化名方式呈現，且僅列出與本研究相關之基本資料。佩兒，現為澳門私校中學

教師，生長於勞工家庭，父親是建築工人，且自佩兒幼年便長期在外地工作，經

常不在家，母親則是鐘點清潔人員，家中有兩個姐妹，佩兒是姐姐，有個小五歲

的妹妹。小學時，父母離異，自此姐妹倆便與母親一起生活。另一位研究參與者

阿修，現為澳門某機構研究助理以及學院兼職講師，他的父親曾任酒店大堂副經

理，母親則是公務員，於懲教局教授視覺藝術相關科目，家中有三兄弟姐妹，阿

修排行第三，上有一個哥哥與一個姐姐（如表 3-1 所示）。 

化名 性別 學歷 職業 工作年資 留級次數 

佩兒 女 大學 私校中學教師 4 1 

阿修 男 碩士 機構研究助理、兼職講師 3 2 

表 3-1 主要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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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了可以更加深入瞭解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故事，研究者亦邀請了二人

的家人或同儕參與研究，從旁觀者角度，描述研究參與者求學歷程的行為表現，

尤其是留級時期的行為表現。在與二人進行深度訪談後，研究者便與佩兒的母親

進行了訪談，並透過交友軟體與她初二留級時期的同學詩詩進行非正式訪談。至

於阿修，由於他轉校後，與過往的同學失去聯絡，則僅與其母親進行了訪談（如

表3-2所示）。 

化名 性別 學歷 職業 

佩母 女 小學 鐘點清潔人員 

修母 女 大學 公務員 

詩詩 女 大學 行政文員 

表 3-2 次要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貳、  研究者 

  Lieblich 等人指出，在敘事研究的過程中，每一段經驗故事的敘說，皆會受

到敘說的情境脈絡、不同的聽眾，以及敘說者與傾聽者之間的互動等影響。敘事

研究有賴於研究者以自我覺察與自我規訓來持續檢視文本與其詮釋，而且故事的

詮釋更是相當個人的、偏頗的與動態的（吳芝儀譯，2008）。是以，在本研究中，

身兼經驗故事傾聽者與詮釋者雙重角色的研究者，對於留級學生經驗故事的訴說、

分析、詮釋至關重要。茲將研究者的相關背景及自我省察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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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者相關背景 

  研究者大學時期就讀於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中文專業），曾修習「諮商理論

與技巧」、「教育心理學」、「教學社會學」等課程；研究所期間則曾修習「教育社

會科學研究法」及「質性研究」。對於訪談時所需的技巧，如傾聽、發問、具體、

澄清、摘述等，都具有基本的掌握與熟悉，亦具備與研究參與者建立基本關係的

能力，如真誠、關懷、同理、尊重等。 

  此外，在修習「質性研究」課程時，研究者亦曾以敘事取向為研究方法，瞭

解一個澳門留級學生的經驗故事，對敘事研究有了基本的瞭解；在確定以敘事取

向為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後，研究者便更廣泛地閱讀有關敘事分析的書籍與論文，

期望對敘事研究有更多、更深入的瞭解。相信這些理論與實務上的經驗，能夠讓

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建立信任關係與良好互動，一同去感受他們的經驗故事。 

 

二、研究者自我省察 

  研究者的自身經驗與專業學習，都將有助於本研究的進行。然而，研究者作

為重要的參與人員，「我」的價值觀、立場等，都將影響著敘說者與「我」共構

生命故事的歷程，亦影響著「我」對這個生命故事的分析與詮釋。是以，研究者

必須思考並釐清，「我」如何看待留級？「我」如何看待留級學生？ 

  在研究者的生命經驗當中，從未有過留級的經驗，卻有著執行留級的經驗。

作為澳門教育體制中的一名前線教育工作者，研究者曾經那麼地認同留級制度，

認為學業成績不能達到學校標準的學生，理所當然地要被留級，才能打好基礎，

面對他們往後的學習。因緣際會之下，研究者辭去教職，來臺攻讀研究所，遇見

了不一樣的人們，看見了別樣的課堂風景，引發了對學習意義的思考。從而，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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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研究者深藏於內心深處的記憶，想起那些被迫留級的學生。面對留級，他們是

那麼地惶恐不安，懼怕被退學，他們是那麼地努力，渴求著升級。而當時的我卻

是那麼地鐵面無私，忽視這一切，這令現在的我心生愧疚，這個心結便成為了研

究者探究留級學生經驗的動力來源。 

  此外，在修習「質性研究」課程時，研究者曾訪問過一位熟識的留級學生，

那次訪談中，那位女孩說的一句話，至今還不時回盪在我耳邊，「你沒有留過級，

你不會懂的！」這大概就是指導教授對研究者提醒的用意吧，「心很熱，但頭腦

要很冷靜！」是以，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必須時刻提醒自己，並非關注留級學

生的角色，不是去批判他們的對錯，而是將其視為獨特的個體，以真誠關懷的心，

去傾聽他們的聲音，去瞭解他們的生命經驗。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旨在瞭解澳門留級學生的經驗故事，是以，「如何進入研究參與者過

去的世界，瞭解其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如何閱讀、詮釋及分析他們的經驗

故事，使其變得有意義？」，都是研究者在資料蒐集與分析時，應該思考的重要

問題。茲將本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分述如下： 

壹、  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為主要資料蒐集方式，以開放式訪談，去傾聽留級學生

的生命故事，並輔以研究者撰寫之訪談札記，以及相關檔案文件，如研究參與者

歷年成績表、寫給留級時期自己的一封信，以期更瞭解留級學生的經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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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把研究參與者視為有個人思考的主體，藉由面對面的言語交換，研

究者嘗試進入他們的觀點，引發其提供資料，表達意見或想法，從而瞭解他們的

主觀經驗（謝臥龍主編，2004）。McAdams（1993）亦指出，敘事或故事「一直

都在心裡面，是一套隨著時間遞轉演變的心理架構，這套心理架構以整體的、目

標導向的方式貫穿整個生活，訪談正可以協助我們找出敘說的輪廓，發現早已存

在於敘說者心中之真理的蛛絲馬跡。」（引自吳蔓伶，2006） 

(一) 訪談大綱 

  本研究分三個階段進行深度訪談，期望瞭解留級學生的經驗，以及留級經驗

之於他們的意義（詳見【附錄一】）。茲將訪談大綱三個階段的設計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建立經驗脈絡 

  訪談的第一階段，旨在盡可能地瞭解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期望透過下列

引導語，啟動研究參與者敘說從最早記憶開始，到現今階段的故事。 

引導語：我們都經歷過學生時代，那時的我們總覺得漫漫歲月，可以好好蹉跎。

一轉身，才驚覺我們的學生時代已然逝去，我們已經來到成人的世界。

也許，我們都在懵懵懂懂中成長，在忙忙碌碌中生活著。然而，那些我

們經歷過的一個個片段、一個個分鏡，終將組成我們活過的故事，不管

是喜悅還是悲傷，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現在，我將邀請您化身為導

演，來談談您從最早記憶開始，到現今階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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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留級經驗的細節 

  此階段的訪談，旨在協助研究參與者重構其經驗的具體細節。本研究的關注

焦點乃是學生的留級經驗，是以，此階段的訪談將聚焦於研究參與者的留級經驗，

並期望以下列引導語，啟動研究參與者的敘說能量。 

引導語：現在，讓我們把鏡頭拉近，來到您留級的那段時間。請您說說那時的您

所遭逢的經驗故事。 

 

第三階段：經驗意義的反思 

  此階段的訪談，是建基於第一及第二階段對過去生活及當前生活經驗的思考。

是以，研究者以分岔路的引喻，並扣緊前二階段中所提及的脈絡內文，協助研究

參與者進行經驗意義的省思。 

引導語：還記得小時候玩的一種遊戲嗎？在紙上畫出地圖，圖上有一條一條岔路，

分別通往不同目的地。從入口開始，做成捲軸的地圖每拉長一些，就會

露出新的岔路，隨著卷軸不斷展開，必須不斷從岔路中做出選擇，直到

最後抵達終點。我們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嗎？每一個交叉路口，都是一

個關鍵的抉擇，亦都深深影響著未來。回顧您的生命故事，留級經驗對

過去、現在、未來的您有著怎樣的意義呢？ 

 

(二) 訪談時間表 

  研究者自 2016 年 4 月中旬開始，返回澳門進行研究資料的蒐集，並依據訪

談大綱與每位研究參與者進行三次的深度訪談，瞭解他們的生命經驗、留級經驗

的細節，以及對留級經驗意義的省思。茲將訪談時間表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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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與者 階段 時間 地點 

 

佩兒 

第一階段 2016/04/15 18:30-20:30 咖啡廳 

第二階段 2016/04/27 18:30-20:40 咖啡廳 

第三階段 2016/04/29 18:30-20:00 咖啡廳 

 

阿修 

第一階段 2016/04/21 20:30-22:00 教育中心 

第二階段 2016/05/04 20:30-22:00 教育中心 

第三階段 2016/06/02 20:30-22:00 教育中心 

表 3-3 訪談時間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二、訪談札記 

  每一次訪談結束後，研究者都會撰寫訪談札記（詳見【附錄三】），記下對研

究參與者的印象與感受，訪談過程中的重要事件，研究者的感想、疑慮以及發現

等，從中檢視訪談的過程，更可作為後續資料分析時的補助參考。 

 

三、檔案文件 

  研究者亦參閱了研究參與者提供的歷年成績表，從中瞭解他們求學歷程中的

學業成就表現，特別是留級前後的學業成就表現，並從中瞭解他們就讀學校的升

留級標準，以及他們被學校留級的原因。此外，在訪談結束後，為了更深入地瞭

解留級經驗之於研究參與者的意義，在徵得他們同意下，研究者邀請他們，以現

在的自己之角度，書寫一封信給留級時期的自己，穿越時空，與過去的自己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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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資料整理與分析 

  誠如 Denzin（1994）所言，在質的研究中，沒有任何「客觀存在」可以為

自己說話，「客觀存在」之所以有「意義」，乃是經過研究者的分析與解釋（引自

陳向明，2002）。是以，在資料蒐集之後，研究者需要對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

茲將本研究的資料整理與分析方式詳述如下：

一、資料整理 

  在進行資料分析前，研究者將訪談的錄音內容謄為逐字稿，並以電郵寄送給

研究參與者，請他們對內容的正確性提出檢視與修正。再依據資料類型、人物、

日期對研究資料（逐字稿與訪談札記）進行編號，如（訪佩，20160415），即代

表 2016 年 4 月 15 日訪問佩兒的逐字稿。至於訪談札記，則以（訪談札記，

20160415）代表研究者於 2016 年 4 月 15 日撰寫的訪談心得。 

  而在資料分析中，逐字稿的引用則加注行數，如（訪佩，20160415，20-23），

即代表 2016 年 4 月 15 日訪問佩兒逐字稿的第 20 行至第 23 行。 

 

二、資料分析與詮釋 

  Riessman（1993）認為，敘說分析的取向能夠明顯地展現出人類的行動與

想像（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那麼，我們如何進行敘說分析，如何解釋這

些主角的解釋呢？Lieblich 等人（1998）以「整體（holistic）vs. 類別（categorical）」

及「內容（content）vs. 形式（form）」這兩個向度，來閱讀、理解、分析及詮

釋敘事材料，並提出四個敘事分析的模式（吳芝儀譯，2008）。茲將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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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內容 

  該模式把敘事材料視為一個整體，以生命故事所呈現的內容為焦點。當研究

者使用故事的個別段落時，仍是根據其餘部分所顯示的內容或故事的整體脈絡，

來分析這個段落蘊含的意義。 

 

(二) 整體－形式 

  該模式同樣關注完整的生命故事，但是聚焦於生命故事的劇情或結構，研究

者要在故事的整體進展中，發現其高峰或轉捩點。即每個故事都可依據其劇情發

展的基調，或進化，或退化，或穩定來指認其特徵。 

 

(三) 類別－內容 

  該模式較近似「內容分析」，關注的乃是敘事各個部分所顯現的內容。研究

者明確定義研究主題的類別，並將所需的敘事材料抽離出來，分割為較小的內容

單元，再聚集到各個類別當中。 

 

(四) 類別－形式 

  該模式則關注生命故事的不同段落或類別所顯示的形式面向，聚焦於每個獨

立敘事單元的敘事或語言學特徵。研究者透過敘說者口語表述的修辭、文法等，

瞭解其認知功能及情緒表達的性質與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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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用「整體－內容」與「整體－形式」的模式，進行敘事材料的分析。

茲將兩個模式分述如下：  

(一) 運用「整體－內容」模式分析生命故事的重要主題 

  本研究關注的焦點是澳門留級學生的經驗，運用「整體－內容」模式，研究

者把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故事視為一個整體。首先對敘事材料進行反覆不斷地閱讀，

以開放的態度對敘事材料進行理解、分析以及詮釋，形成對二人生命故事的整體

印象。從而以時間為主軸，敘說二人的生命故事（分別呈現於第四、五章）。 

  然後，多次仔細地閱讀敘事材料，逐一檢視二人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瞭解

他們如何發展成現在的樣貌，從中擷取他們生命故事的特徵或重複被敘說的主題，

再依據研究者對二人生命故事的理解、分析以及詮釋，歸結出二人生命故事的重

要主題。 

  接著，研究者以時間光譜為經，以故事發展為緯，整理出二人生命故事發展

表的雛型，呈現研究參與者和他人、時間及空間交錯而成的生命故事的「重要主

題」、「主題事件」、「背景脈絡」，以及「自我感受」。 

  最後，研究者將生命故事發展表的雛型，以電郵寄送給二位研究參與者，請

他們對內容的準確性進行檢視，詢問他們是否符合，能否從中看見自己，並提出

修正建議。經過來來回回的討論與修正後，研究者與二位研究參與者共同整理並

完成了二人的生命故事發展表（如表 6-1，表 6-2 所示）。 

 

(二) 運用「整體－形式」模式找出生命故事的結構與進展 

  本研究關注的另一個焦點，便是留級經驗產生的影響。運用「整體－形式」

模式，研究者聚焦於研究參與者生命故事的結構與進展。首先對敘事材料進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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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不斷地閱讀，並參照二人的生命故事發展表（如表 6-1，表 6-2 所示），循著

他們生命故事發展的脈絡，以故事發展的重要主題為線索，找出其生命故事中的

高峰、轉捩點或低谷。 

  然後，研究者以二人的自我感受作為目標狀態，並以此作為縱軸，分為正向、

持平與負向三個向度，正向即對該階段經驗有著正面愉悅的感受，負向即對該階

段經驗有著負面挫折的感受，持平則是對該階段經驗的感受，不苦不樂；以時間

作為橫軸，分為小學、國中、高中、大學、工作或研究所五個階段。 

  接着，研究者將二人生命故事的重要主題，以電郵寄送給他們，請他們標示

出自我感受最差的事件，並以此作為度量基準，估量他們每個階段生命故事的正、

負、平價值象限。從而描繪出他們生命故事歷程圖的雛型，再以電郵寄送給二人，

請他們對價值象限的向度，生命曲線高低起伏的準確性進行檢視，並提出修正建

議。經過來來回回的討論與修正後，研究者與二位研究參與者共同整理並完成了

二人的生命故事歷程圖（如圖 6-1，表 6-2 所示）。 

  最後，研究者重新閱讀敘事材料，對二人的生命故事進行理解、分析以及詮

釋，歸結出二人生命故事的敘事結構。Frye（1957）指出，敘事結構（narrative 

categories）猶如四季演變般，可以分為四個類別，即喜劇（Comedy）、羅曼史

（Romance）、悲劇（Tragedy），以及諷刺劇（Irony and Satire）。喜劇（Comedy），

敘說英雄的誕生或復活，亦即研究參與者敘說生命故事時，呈現其衝破重重難關

或困境，最終迎來美好的結局；羅曼史（Romance），敘說英雄的成長與勝利，

亦即研究參與者敘說生命故事時，呈現其在追求理想的冒險旅程中，經過一連串

的掙扎與奮鬥後，最終願望成真，取得勝利；悲劇（Tragedy），敘說英雄的災難

或死亡，亦即研究參與者敘說生命故事時，呈現哀傷、絕望的情緒，受盡磨難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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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諷刺劇（Irony and Satire），則敘說英雄死亡之後的世界，亦即研究參與者

敘說生命故事時，呈現對社會現狀的批判與諷刺。 

  綜上所述，本研究便是如此進行資料之蒐集與分析詮釋，以達到瞭解澳門留

級學生經驗，以及留級對其產生的影響之研究目的。 

 

第五節 研究歷程 

  本研究源於研究者來臺求學期間遭逢的經驗與過往生活經驗的對話，在這跨

越時空的經驗之旅中，研究者遇見了過去的行動—執行留級制度，更遇見了那時

被留級的學生，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留級的意義，並引發對留級學生經驗的關注。

茲將本研究之研究歷程簡述如下：（1）在形成問題意識之後，確定了研究之主題

與目的；（2）沉浸於相關的國內外文獻，在來來回回的閱讀過程中，逐步釐清了

本研究探究留級學生經驗的重要面向及研究方法；（3）透過身邊親朋好友，尋找

適合的研究參與者；（4）確定正式研究參與者後，透過開放式訪談，與研究參與

者一同訴說、重述、再體驗他們的故事；（5）邀請研究參與者書寫一封信給留級

時期的自己；（6）把訴說的經驗轉謄為逐字稿；（7）採用 Lieblich 等人「整體－

內容」及「整體－形式」的模式，進行敘事材料的閱讀、理解、分析以及詮釋，

整理出每位研究參與者的生命故事發展表及生命故事歷程圖；（8）撰寫留級學生

的經驗故事（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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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經驗 

理解經驗 

分析經驗 

詮釋經驗 

  

 

 

 

 

 

 

 

 

 

 

 

 

 

 

 

 

 

 

 

圖 3-2 研究歷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相關文獻

閱讀 

尋找研究參與者	  

形成問題意識	  

	  

撰寫經驗故事	  

確定研究主題及面向

相關文獻

閱讀 

轉錄經驗	  

研究參與者訴說經驗	  

邀請研究參與者寫信給留級時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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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信實度 

  我們如何評估敘事研究？Lieblich 等人認為，一般常用的規準，如信度

（reliability）、效度（validity）、客觀性（objectivity）以及可複製性（replicability），

與敘事取向的本質是相互抵觸的（吳芝儀譯，2008）。Riessman 亦指出，與傳統

實在論者（realist）的觀點有所不同，敘事研究並非過去所發生事件的一個正確

記錄，或是反映外在世界的一面鏡子（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敘事取向乃

是從詮釋性的觀點出發，堅信敘事材料就如同現實（reality）本身，可藉由非常

多樣的方式來閱讀、理解與分析，獲致多個不同的敘事研究報告，彰顯研究材料

的豐富性，以及不同讀者對於敘事材料的敏銳覺察（吳芝儀譯，2008）。 

  是以，Lieblich 等人提出評估敘事研究的四個規準，即，（1）廣度（width）：

證據的綜合全面性，指訪談或觀察的品質，以及其分析和詮釋的品質。在敘事研

究報告中引述受訪者的言詞，且提供可選替的解釋，可讓讀者自行判斷與詮釋這

些證據；（2）一致性（coherence）：對不同部分的闡釋，組成了一個完整且有意

義的圖像。一致性可從內在與外在來評估，內在指故事的各個部分如何整合在一

起，外在指以現存的理論與先前的研究來加以檢驗；（3）洞察力（insightfulness）：

在呈現故事與分析時，有革新性與原創性。當閱讀他人生命故事分析時，是否能

引起讀者對自身生命有更大的理解與洞察；（4）精簡性（parsimony）：以少量概

念來提供分析的能力，且能展現優雅的美學吸引力（吳芝儀譯，2008）。 

  Riessman 亦提出四種探究敘說研究有效性的方式，即，（1）說服力

（persuasiveness）：指這個解釋是否有道理或能否讓人信服。當其他的解釋都已

經加以考量後，而理論的宣稱又能受到研究參與者陳述的支持與證明，說服力便

會增加；（2）符合度（correspondence）：研究者可將結果給予研究參與者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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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者的再建構被視為適切的再呈現時，符合度便會提高；（3）連貫性

（coherence）：文本的連貫性須盡可能地深厚，應涵蓋總體、局部及主題這三個

層級。總體連貫性指敘說者藉由訴說所要達到的整體目的，局部連貫性指敘說者

嘗試在敘說中影響敘說本身，而主題連貫性則指在訪談中不斷出現的一些重要的

特定主題；（4）實用性（pragmatic use）：指一個具有未來導向、集體性質及具

有社會建構特性的標準。研究者可以提供相關的訊息，讓其他人能夠決定研究成

果的信賴度，如描述解釋是如何形成的、呈現進行的過程、說明如何轉換再呈現

的過程，以及提供基本資料給其他研究者。（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 

  依據上述各項規準，本研究將運用研究參與者檢核、旁觀者檢證及同儕審查

等三個策略增加信實度，茲將分述如下：  

壹、  研究參與者檢核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將研究資料與初步分析結果，如生命故事發展表、生

命故事歷程圖等，送回研究參與者檢視，徵詢他們研究者的詮釋是否「說得通」，

能否從中看見自己。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避免研究者錯誤詮釋研究參與者所說與

所做的意義，以及他們對於發生事件的觀點（顏寧譯，2011），而且可以使研究

結果更貼近他們的經驗意義，他們的觀點，從而提升研究的符合度與說服力。 

 

貳、  旁觀者檢證 

  在研究過程中，邀請研究參與者的同儕、家人加入研究，從旁觀者立場，描

述研究參與者求學歷程的行為表現，尤其是留級時期的行為表現，從而使深度訪

談資料與間接資料得以相互印證，以提升研究的符合度與說服力。研究者與佩兒

的母親進行了訪談，並透過交友軟體與她初二留級時期的同學進行對話。至於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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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由於他轉校後，與過往的同學失去聯絡，則僅與其母親進行了訪談。 

 

參、  同儕審查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除了每個月參加指導教授主持的研究生團體晤談，與

研究同儕分享研究進度及初步詮釋外，亦會廣泛地與熟識的班上同學交流、討論，

從而得以由不同的角度來閱讀及檢視研究文本。同儕給予的建言，有助於研究者

反省自己的研究過程，審視經驗故事的情節及情境脈絡，釐清分析、詮釋的盲點

與漏洞，從而提高研究的一致性與連貫性，增加研究的說服力，更可以檢核研究

的實用性。 

 

第七節 研究倫理 

  誠如 Stake（2005）所觀察的，質性研究者乃是世界私人空間的客人（引自，

顏寧譯，2011）。是以，質性研究者不只需要隨機應變，更必須遵守嚴格的道德

原則與倫理規範（陳向明，2002），包括知情同意、尊重隱私與保密、研究者角

色，以及故事的所有權。茲將各個面向分述如下： 

壹、  知情同意 

  基於自願與不隱蔽原則，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將向研究參與者提供訪談同

意書（詳見附錄【二】），充分說明本研究之內容與目的、預期所需時間，以及未

來研究成果發表形式等，並告知其擁有之權益，如自由決定參與研究、隨時撤銷

同意權等，務求令研究參與者清晰地瞭解本研究狀況，自由選擇是否參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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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尊重隱私與保密 

  質性研究者得以進入他人的生活，傾聽他人的故事，並透過他人的眼睛窺探

世界（陳向明，2002）。是以，研究者應盡最大能力，確保研究參與者的身心不

因研究而受到任何傷害（楊孟麗、謝水南譯，2003）。在研究開始之前，研究者

主動向研究參與者許諾研究資料將絕對保密不外流，承諾使用匿名方式處理相關

的人名及學校名稱。而且必要時將刪除敏感性材料，研究參與者亦可決定相關資

料的揭露程度（陳向明，2002；楊孟麗、謝水南譯，2003）。 

 

參、  研究者角色 

  誠如 Peller（1987）所言，敘事研究者無法直接進入他人的經驗世界，研究

者所能做的僅僅只是再現（相對的是解釋）研究參與者的世界，這是無法完全中

立與客觀的（引自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是以，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

將隨時自我反省、自我檢視，撰寫訪談札記，從而認清自己的觀點與立場，以瞭

解自己是如何分析、解釋、再呈現研究參與者訴說的經驗故事。 

 

肆、  故事的所有權 

  無庸置疑，作為研究者與「作者」，研究者理應擁有研究報告文本的所有權。

然而，研究報告中呈現的經驗故事，亦是基於對研究參與者個人經驗的詮釋與創

作。是以，這兩個經驗故事的所有權亦應當是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共同所有的。

因此，故事如何敘說？說或不說？在公開文本前，研究者都應以研究參與者為首

要考量，尊重他們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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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佩兒的故事 

  不放棄 不逃避 

擁抱那陣陣苦痛 

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粗鄙的砂粒終將凝成美麗的珍珠 

散發著圓潤的光暈 

記於訪佩翌日，20160430 

 

  在流淌著美妙韻律，瀰漫著咖啡清香的咖啡館；在閒適寧靜，飄散著淡淡書

香的教育中心，我與佩兒、阿修一起回訪他們的生命經驗，依循著他們一路走來

的跡印，一同感受著他們獨特而珍貴的生命經驗。在故事的流轉之間，我遇見了

他們，而他們亦在故事中遇見了過去、現在、未來的自己。如果生命故事能夠串

連、堆疊出一個人的人生，如果在生命的故事裡，一個人能夠獲得成長，那麼，

現在的佩兒與阿修又是如何理解過往、發現現在、想像未來的呢？我就是在這樣

的思維下，思量著如何再呈現他們的故事。 

  同樣地，身為研究者，我掙扎於如何做到既能表現我的聲音，又能在表徵他

們的聲音時，創造出也能對讀者說話、對讀者的聲音反思的研究文本。是以，基

於上述的考量，我將分兩章（即第四、五章）來敘寫佩兒與阿修的故事。為了更

好地呈現現在與過往的他們在故事中的相遇，且幫助讀者更快地進入他們的經驗

世界，每章第一節均為現在的他們寫給過往留級的自己的一封信，為故事拉開序

幕；第二節則呈現他們的經驗故事，回望他們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而且在敘寫

故事時，儘可能地嵌入他們的聲音，以避免過多我的理解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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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致，十五歲的我 

十五歲的我： 

  你好嗎？心情怎樣？還停留在留級的擔憂下嗎？別要慌，一切將會好起來的。相信

我，也就等於相信你自己。 

  我知道你已經明白到自己的留級原因，不要再埋怨老師、父母了。我知道如果可以

重來，你一定不會花這麼多時間在網上世界，會努力溫習，不抄襲別人功課。自己的成

績要自己顧，因為未來還有更多的難關等着你！自己的路，跪着也要把它走完。你不是

天資聰慧的孩子，不要想着走捷徑，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 

  你知道嗎？你未來的朋友圈會完全不一樣，你的職業是你最討厭的老師，結婚對象

是你最不喜歡的類型……很諷刺，對不對？你最重視的朋友，可能會把你出賣，所謂「日

久見人心」，真正的知心好友要用時日去證明，別急着交出真心，否則你會傷心；當老

師是因為你要幫助更多像你一樣的孩子，了解更多平凡且不顯眼的孩子的心，希望更多

單親的子女得到照顧；而愛情就像水一樣，既能載舟，也能覆舟，不要只愛你的男朋友，

反而把愛你的母親拒諸門外，甚至苛待你的妹妹，這樣的話你必定會後悔！你未來的丈

夫，不是你的初戀對象，不是你理想的類型，但他會對你很好，待你如公主般照顧，所

以千萬不要為現在的男朋友付出太多，最後只會落得悲慘的下場，還是努力讀書吧！這

時候，知識才是你最大的資本！ 

  留級，可能對現在的你來說，是一個污點，但對現在的我來說，可說是一個經驗，

也是一個重生的機會。將來的路會更難走，不要因為這次跌倒而灰心、失意，慢慢地你

會找到方向，會遇到伯樂，不會再迷失了！你要學會愛自己、愛家人！一切都會好轉

的……                                 

二零一六年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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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佩兒的故事 

壹、 班上的開心果 

「從小四開始就會很喜歡表現自己，上課時會開很多玩笑，去引起他人的注意。」（訪

佩，20160415，16-17） 

 

  談及求學歷程，佩兒的敘說起於小學四年級，那時的她，是個活潑多言、喜

歡表現自我的孩子，總是在課堂上提問，開玩笑，所以老師與同學都很喜歡她。

然而，誠如她在信中寫到的，自己並不是個天資聰慧的孩子，她的成績並不好，

特別是英文科，總是追不上，但是英文老師還是會想方設法地教導她們。她還記

得老師很愛跟她開玩笑，在教授文法時，曾把她當成示例，向同學說明「big」

一詞的最高級。 

老師也很疼我，很喜歡我，很喜歡跟我開玩笑，但是我的英文學的很差。即使

英文老師用很多方法去引發我們⋯⋯我只記得一些片段，好像是時式，類似

big bigger biggest，老師就說我的嘴巴很長，是最長的，用開玩笑的方式找我們

3 個人出去，有點像是開心果的感覺。（訪佩，20160415，17-21） 

  慢慢地，在這和樂融融的大家庭中，曾經因為成績不太好而倍感心虛的佩兒，

因著老師的理解與關愛，同學的接納與認同，漸漸地發覺，自己原來是班上的開

心果，「之後小五、小六都是處於，我自己覺得⋯⋯自己越來越覺得自己可以帶給別

人歡樂」（訪佩，20160415，33-34）。 

  然而，小六那年，年幼的佩兒面臨著雙親離異、家庭破裂的危機。那時候，

父母因為感情出現裂痕，竟鬧著要離婚，期間更有親戚來到家中勸和。當時年幼

的佩兒，聽著大人們的談話，心中滿是悲傷與不解。畢竟，對於一個孩子而言，

 



	  64	  

父母離婚意味著那最堅固的堡疊從此一分為二，亦隱藏著對未來的不安與懼怕。

這無疑在佩兒的心中留下一道傷口，縱使已過去良久，傷口已然癒合，然而想起

這段回憶，還是令人隱隱作痛。 

我不記得妹妹去了哪裡，但我就記得我去洗澡，那時我大哭，就是表哥說你們

不要以為她們聽不懂，她們聽得懂的。現在想起來還眼紅紅，我就馬上衝進去

⋯⋯其實，都已經過去了，沒什麼⋯⋯（哽咽，哭泣）我就去廁所哭，其實現

在想起來，好像已經沒什麼，那時候就會覺得很不開心，為什麼要弄成這樣。

（訪佩，20160415，82-86） 

  終究，父母還是離婚了⋯⋯父母離婚後，由於家境不甚寬綽有餘，一家四口

仍然擠在同一個屋簷下，卻已是形同陌路，「他一間房間，我們三個一間，但是平

時就沒有交集」（訪佩，20160415，147）。然而，贍養費及生活習慣問題，常常成

為父母吵架的導火線，母親亦常常向佩兒與妹妹抱怨父親：不付贍養費，生活習

慣不好等。  

判決書上寫明了我爸要照顧我跟妹妹，但是他沒有，沒有照顧過，沒有給過錢，

印象中是沒有的。（訪佩，20160415，139-140） 

比如去完廁所，弄濕地板，也沒有拖什麼的，我爸就是很不愛乾淨，會穿鞋進

房，我媽就又會罵一番，他們兩個是完全不和的，就會埋怨當初為什麼會跟他

在一起，不停地埋怨，以往的經歷，我媽就會不停地埋怨⋯⋯（訪佩，20160415，

177-180） 

  所幸，小學六年級的導師非常友善，在瞭解家裡狀況之後，不但給予佩兒很

多的關愛，而且主動協助母親申請學費津貼，減輕經濟負擔。「她特別疼我，所

以，到初中的時候，可能有一個錯覺，以為自己很開心，可以帶給（別人）很多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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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佩，20160415，236-237） 

  也許，因為小學老師對家庭狀況的理解與關心，對這個活潑、喜於展現自我

的女孩的包容與關愛，使得樂天開朗的佩兒，仍然相信自己可以扮演好開心果的

角色，帶給老師與同學們歡樂。

 

貳、 失落的開心果 

「初一的時候，是希望別人可以注意到自己，希望同學或是在學校可以開心一點。」（訪

佩，20160415，182-183） 

 

  升上初中之後，也許是經歷了父母離婚，也許是在破碎的家裡找不到快樂，

校園生活儼然成為佩兒的生活重心。為了獲得師長的關注，同儕的認同，她更加

努力地在眾人面前展現自己最好的一面，期望再度成為大家的開心果，就像小學

的時候一樣。 

到了中學，因為在家中沒什麼開心的事，一回到家，媽媽就會埋怨爸爸是一個

怎樣的人，要麼就一直罵他，要麼就是很容易吵架⋯⋯（訪佩，20160415，173-175） 

小學時，我算是開心果，是別人把我變成那樣，但到初中時，我是自己開始想

方法，希望引起別人的注意。（訪佩，20160415，183-185） 

 

初中不再是小學 

  只可惜，弄巧反成拙，曾經小學老師眼中的活躍分子，同學心中的開心果，

卻變成初中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同學心中的麻煩精。「可能是上課會問一些奇怪

的問題，阻礙教學進度，老師們也不太喜歡我」（訪佩，20160415，183-185）。佩兒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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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意識到，初中課堂與小學課堂是完全不一樣的，那些玩笑話，不再是帶動課堂

氣氛的潤滑劑，而是阻礙課堂順利進行的絆腳石；愛發問，喜歡刨根究底亦變成

一種毛病。 

  這些奇奇怪怪的問題，大抵就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比如說刷牙，為什麼我吐出來的泡泡，掉進去之後，水會散開，不會跟泡泡黏

在一起？」（訪佩，20160415，439-440）「水盆有水漬，不是一滴一滴水那種，

是一片依附在⋯⋯你沖過水之後，不是一滴一滴那種，是表面有一層很薄的水。

（訪佩，20160415，445-446） 

為什麼那層不會和泡泡黏在一起？一定不是張力，沒有水面，為什麼？（訪佩，

20160415，454-455） 

  畢竟在那個年代，中學老師比小學老師更為重視學生的成績，而成績一直在

中下水平游移，喜歡問這些「無聊問題」的佩兒，自然而然地，就被老師視為問

題學生，無法獲得老師的喜愛。初一那年，成績單上，「自律」那一欄的評分，

就赫然寫著「F」，因為導師認為「我很多嘴，自律差，太調皮」（訪佩，20160415，

198），「到現在還是一個污點，還是一個 F，初一的時候，自律是 F」（訪佩，20160415，

195-196），「我記得見家長的時候，別人沒有收到投訴，但老師就跟我媽說我放學後經常

在街上流連，不回家」（訪佩，20160415，183-185）。 

  初二那年，佩兒還是不受導師喜愛，被導師視為成績差，與壞學生為伍的學

生。「她就在見家長的時候說我壞話，叫我出去，跟我媽聊，我媽又很如實地告訴我。

類似是說我拍拖，都還沒有拍拖，那時候還沒有拍拖，然後就說我是不是認識男孩子，

拍拖」（訪佩，20160415，325-327）。「我覺得那個老師是掰的，她不知道，而且她說

我成績差，說我認識的朋友不好，這樣的話，我到現在也不會跟學生說，我覺得這樣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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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她怎麼知道那個朋友好不好，就說那個朋友不好」（訪佩，20160415，328-331）。 

  此外，同學們亦無法認同佩兒的表現，對於她在課堂發問，皆不以為然，認

為那是裝單純、耍白目的行為，不但阻礙課堂進行，而且讓人覺得很厭煩。 

初一的時候，同學其實不太喜歡我，會覺得我很煩，就是上課很煩，又很無知，

很單純的樣子。（訪佩，20160415，219-220） 

上課，也只是上課問問題，或一些奇怪的問題，又不是聰明的那種，會不停地

阻礙上課⋯⋯或者同學覺得我很煩，或者很白目那種，問一些人人都知道的問

題，很討厭的那種⋯⋯（訪佩，20160415，249-251） 

  然而，樂天開朗、後知後覺的佩兒，直到某次參加學校軍訓時，在睡夢中被

同學以臭襪子捉弄，才驚覺原來一直以來同學們都不喜歡她，都把她當成笑料。 

我還記得去軍訓，初一，那時候我生日，有 3 天，其中一天是我生日，才開始

感受到自己被人欺負。怎麼被欺負，其實沒有太多，但是可以感受得到。她們

會圍在一起笑，笑我，我不太記得，有點模糊，我在睡覺的時候，有個同學，

我不知道真假，但是那隻襪子她有穿過，肯定是，她就在我睡覺的時候，掛在

我面前揚來揚去，我聽到聲音，但沒有睜開眼⋯⋯（訪佩，20160415，238-243） 

因為還沒睡醒，當有意識的時候，才發現好像是我，在講我，之後就假裝睡覺，

或是轉身，就避開，也不是放在我臉上，就是掛在面前⋯⋯才開始意識到可能

同學們不喜歡我那麼招搖⋯⋯（訪佩，20160415，245-247） 

  佩兒這才發覺，初中再也不是小學，這是一個與小學截然不同的世界，小學

的那一套，在初中的教室裡是行不通的，她再也不是班上的開心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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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網絡新世界 

  初一那年，家裡添置了第一台電腦，佩兒正式踏入這個新奇而有趣的世界，

亦深深陷入這片泥沼中，無法擺脫，無法逃離。聽歌，玩交友軟體，網絡遊戲⋯

⋯慢慢地侵佔著她的課餘生活，課業早已被拋諸腦後。 

就開始上網，認識朋友，ICQ 什麼的，以前很流行，電腦也很大台那種，剛剛

上網，就每天上網，接觸網絡世界，開始真的成績變差，我覺得是因為這樣，

而且很喜歡聽歌⋯⋯（訪佩，20160415，265-267） 

  然而，這不僅是對網絡世界的著迷，更是緊追同儕步伐的執著。「我想跟上

她們的步伐，我才會做這些事」（訪佩，20160415，277）。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跟上同

學們的腳步，才能與同學們有共同的話題，才不致被遠遠地拋離。 

想找到跟她們一樣的共通點，想跟那群朋友一起，但是她們有些東西，我並沒

有，比如她們會玩 ICQ，會穿得很潮之類的，我覺得我跟不上她們的步伐的話，

我可能就會一直這樣。（訪佩，20160415，272-274） 

  漸漸地，佩兒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而這個網絡新世界卻變得越來越大，大

到讓她忘卻最初的目的。她拋開想要融入同儕的羈絆，投入在新世界中，發現了

更多的新事物，認識了更多的新朋友。當然，也就越發無法逃離，深陷其中了。 

後來，我發覺少了那樣的東西，真的開始接觸之後，我就不再去在意她們的想法，

已經不在乎她們怎麼對我，就開始玩 ICQ，真的去認識網友，也有認識男生。（訪

佩，20160415，277-280） 

  就這樣，深陷網絡泥沼的佩兒，在初一結束那年，迎來了第一場留級的震撼

教育。那一年，全年級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同學需要留級，留級生竟可以組成一個

班！學校還特別安排了一位非常嚴厲的老師來教導這班留級生。這次經歷確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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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令佩兒感受到留級的可怕，因為她差一點點就要碰到留級病毒，成為眾人眼

中的失敗者；因為她差一點點就要被安排到恐佈的初一丁班，接受嚴厲的教導。

幸好，幸好，從第二學期才開始急起直追的佩兒，成功地逃過了這場「浩劫」，

得以繼續升讀初二。 

初一到第二段，因為只有一、二段而已，第二段才發覺在追成績，我有說過是

因為玩網絡遊戲，因為剛剛接觸互聯網嘛。然後，真的讓我確切感受到留級的

恐怖就是，我有說過，差不多全級的人留了，就是升上初二時才發現，原來全

級人留級，可以留一個班，留到一個班好像叫丁班，初一丁，就是全班都是留

級生。那班人就要給一個很嚴的老師管，就會覺得，「死啦，留級這麼恐怖，

死啦，怎麼辦」。（訪佩，20160429，28-33） 

  然而，這次震撼並沒有在佩兒心中留下過多的痕迹。就像她在信中寫到的，

當時的她，對於未來的人生，還沒有任何的想像，還沉浸在網絡世界中，還想著

跳過努力，走捷徑⋯⋯自然也就沒有專心學業，也不知道自己適合怎樣的學習模

式，傚仿著成績較優異的同學的學習模式，結果只取得了低分。 

但是，那時候（初一），還是覺得是玩玩而已，沒有想人生方向，就是覺得

留級，原來都蠻多人會留，那時候就沒有想⋯⋯沒有說想跟她們一起留，但

是就覺得幸好自己可以升班，有這個想法。（訪佩，20160429，28-33） 

其實，你問我讀書，我真的不記得自己讀了什麼。我真的可以⋯⋯好像真的

不讀書⋯⋯看到別人好像⋯⋯比如有一個人她很厲害，考試那些，她有溫習

可以考第一，沒有溫習也可以考第七，而且是全級，很厲害，很厲害！我跟

她也是朋友，也是新生，後來我就學她那樣溫習，就是她睡我也睡，結果我

只有 33 分，她有 70 幾分，那份測驗卷就一直欠（家長）簽名，欠到見家長

 



	  70	  

的時候，那個科任老師走上來找我媽簽名，說我沒有簽名⋯⋯成績很差，那

年就留級了⋯⋯」（訪佩，20160415，295-301） 

  就這樣，初二那年，佩兒依循著固有的學習模式，期望通過留級的關卡。然

而這一次，幸運女神並沒有再次降臨，她終究無法通過，她留級了⋯⋯ 

 

參、 重讀初二的失敗者 

「留級對我來說是失敗的一個象徵。」（訪佩，20160429，24-25） 

「就好像病毒那樣，你不要碰，你不能碰的，你一碰就失敗了。」（訪佩，20160429，27） 

 

得知結果的倉惶無措 

  暑假前夕，派發成績單之前，對於一眾在合格邊緣遊移的學子而言，無疑是

莫大的煎熬。當然，佩兒也是其中一員。考試成績出來了嗎？那一科的平均分合

格嗎？我今年可以升級嗎？這些疑問，這些不安，一直在她的腦中徘徊⋯⋯ 

然而，真的知道害怕，害怕留級，就是考完試，真的害怕，不知道成績出來，

拉不拉到平時分，升班試，就是定生死了，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所以那時候

知道害怕了。（訪佩，20160429，52-54） 

  終於，按捺不住的佩兒，鼓起了勇氣，與一位朋友走向教員室，詢問導師最

終的結果。本以為導師不會提早透露，沒想到，「她還是笑著跟我說，我到現在還

記得她的樣子，你 X 個單位升班，你 X 個單位留級」（訪佩，20160422，634-635）。是

的，佩兒留級了，因為有兩個科目以 0.8 分之差，未能合格，無法達到學校的升

留級標準，她留級了。關於得知留級結果的心情，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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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你問我，真的是一片迷茫，空白，那個腦袋⋯⋯『死了，怎麼辦？』

因為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留級，死了，怎麼跟家人交代，之後我會怎麼辦，

就會跟朋友們分開了，認識新朋友，會不會認識到呢，因為跟下面那屆完全沒

有來往的嘛，怎麼辦啊？想完之後，怎麼跟媽媽說，這個是最大的難處。（訪

佩，20160429，55-59） 

第一刻就想怎麼跟媽媽說，第一刻不是想明年怎麼辦的，第一刻想的是，怎麼

跟媽媽說。為什麼我會這樣？因為媽媽整天都在咒我，你不怎樣怎樣就一定留

級了，你不怎樣怎樣就一定留級了，的確，我之後很努力地讀，真的留級了。

怎麼辦啊，怎麼跟她說？（訪佩，20160429，592-597） 

  導師的回答，有如晴空霹靂一般，讓佩兒無所適從，一方面苦惱於如何向母

親開口，一方面憂心於如何認識新朋友。終於，在一陣倉惶無措之後，佩兒決定

不直接告訴母親留級的消息，而是趁著導師正式通知母親之前，在家中預告留級

的結果，提前為母親做好心理準備。 

我真的有印象，我是沒有跟媽媽說的，沒有說，但是我就成天跟媽媽做心理準

備，「唉，應該不行了，應該不行了」，就是成天都說。然後，我媽就成天說我。

（訪佩，20160429，59-61） 

  結果，該來的，還是來了。導師打電話來了，在操場的某個角落，導師約見

母親，向母親說明了留級的原因，五個單位（Units）不合格。早就有心理準備

的母親接受了這般的結果，雖然，「她又沒有出聲說我是失敗者，但是她的語氣上，

讓我感覺到，『你這樣怎麼辦啊，浪費了一年時間』」（訪佩，20160429，67-69）。「又遲

一年出來找工作做了，遲一年出來賺錢⋯⋯遲一年，什麼都遲一年」（訪佩，20160429，

65-66），因為對母親來說，留級不只浪費時間，還浪費金錢，而且遲了一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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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了很多⋯⋯ 

  然而，佩兒亦因此鬆了一口氣，因為最恐懼的時刻，已經過去了；最可怕的

低谷，似乎也已經熬過來了。畢竟，留級是自己沒有努力的結果⋯⋯ 

其實，低谷都是怕被媽媽知道，是最害怕的，但是當媽媽知道之後，她接受了

嘛，接受了，我也沒得不接受，我就唯有接受，我也沒有說哭得很厲害那種。

的確是因為自己沒有溫習，自己不好嘛，追不回那些成績。（訪佩，20160429，

71-74） 

 

不堪其擾的暑假 

  終於，學子們朝思暮想的美好暑假開始了！然而，對於佩兒來說，卻是厄運

的開始。除了母親日日夜夜的嘮叨之外，學歷不高的母親覺得自己無法好好地教

導佩兒，便尋求親戚的協助，請他們來家中為佩兒做輔導工作，教導讀書為何物，

讀書所為何事的道理，傳授學習、解題的良策⋯⋯這都讓佩兒不甚其擾，想要逃

離家庭，逃離這些緊箍咒。 

因為媽媽就是每天從早到晚都說我，一直說你浪費了一年那些，但是我都無補

於事，我在家裡沒事做，我沒理由溫習啊，所以我就沒事做，純粹放假。就是

每天上街，不想留在家裡。（訪佩，20160422，61-64） 

還會叫親戚上來家裡，跟我聊天，比如我歷史讀的不好，教我怎麼讀，為什麼

要讀書。很老實，我那時真的不記得他說了什麼，總之我就想快點聽完他說話，

左耳入右耳出那樣，我沒有聽到他說話，他就一直說，在我身邊教我。我媽就

是覺得自己教不好我，於是找人來教我，她會這樣，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歡在家。

（訪佩，20160422，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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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就坐在家裡的沙發，聽他在那邊說說說，其實我在看電視，沒有聽他

說話，他會不斷好像教化我那樣，找了身邊好多人出來，告訴我，留級之後，

要好好把握時間那些。（訪佩，20160422，92-95） 

  此外，暑假期間，舉凡回鄉探親，親戚聚會，母親都會提及佩兒留級的事情，

或是憂心要浪費一年，或是苦惱不知如何教導。「看到人就說，我媽，將我的羞家

事說出去，茶餘飯後傾談的一個話題」（訪佩，20160422，81），「返鄉下也是，總之，親

戚，好像異類那樣，唉，留級啊，會留級的嗎？因為大陸沒有留級的」（訪佩，20160422，

76-77）。總之，留級這件事，亦讓佩兒成為親戚之間茶餘飯後的話題。所以，對

於親戚聚會，她「可以避開就避開，不在家裡，一在家裡就會說我，一有親戚吃飯，

飲茶，就不去，就算真的去，也會找人不停地說我，我就成為一個茶餘飯後的話題啦，

就這樣過了暑假」（訪佩，20160422，97-99）。 

  而且，這個話題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消逝而消失，就算是初二以後，親戚朋友

相聚，還是會舊事重提，詢問佩兒就讀的年級，這些在她看來，都是挖苦，都讓

人很煩惡。 

有時候出去見親戚朋友，你初幾，初三啊，不是應該是高幾了嗎？就是會故意

勾起，你應該幾歲讀幾年級那樣。（訪佩，20160422，327-329） 

對啊，今年才初三而已，留過級嘛，本來跟誰誰誰同級的嘛」，你明不明白？

親戚，同齡的兄弟姐妹那些。（訪佩，20160422，332-334） 

  就這樣，在留級的那個夏天，佩兒渡過了一個如此痛苦不堪的暑假。或許，

因為這樣，也讓她心中滿滿的自責與愧疚，慢慢地消散，對母親的責罵亦漸漸地

麻木，甚至覺得厭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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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鋼索上遊走，建立新形象 

  開學的第一天，佩兒跟隨著班級隊伍，步入既熟悉又陌生的教室，熟悉的是

環境，陌生的是一張張新面孔。很快地，大家都挑選好座位，佩兒就坐在大家挑

剩的座位上，第一排。此時的佩兒有如行走於鋼索之上，一步一步，都是小心翼

翼的，深怕走錯一步，就會跌回那個萬丈深淵，永遠無法翻身，永遠無法讓老師

與同學瞭解真正的那個自己。 

初二留級那年，算是慢慢摸索，這班人，同級的人是怎樣。然後希望在老師面

前改變一個新的印象，這一年大多是這樣過。你說特別的，就⋯⋯不敢太出眾，

怕⋯⋯留班，別人又不熟悉你，你可以做什麼，真的是初三才表現真性情，初

二是不太敢輕舉妄動，都是恭恭敬敬，不希望在這一年還讓人覺得我死性不改

這樣。其實我不是壞什麼，就是不讀書，讀書差而已。（訪佩，20160422，178-183） 

  所幸，導師很友善，不但沒有忽視她這個留級生，而且總是關心她的感受，

憂心她的學習進度，更撇除對留級生的固有印象，欣賞她的優點，看見她的美好，

這都讓佩兒感受到絲絲溫暖。 

初二，留級那年的老師，其實算是不錯的，會關心我的感受，經常會問我。

（訪佩，20160415，388-389） 

她會特別關顧，就是說明不明白這樣問我，她也會想知道我跟不跟得上成績

這樣。（訪佩，20160422，142-143） 

在班上雖然我是留級生，但是她不會忽視我，或者說都希望我跟其他人打好

圈子、關係那樣，她應該是努力地撇開對我的偏見。（佩，20160422，155-157） 

她都算是去欣賞我，從欣賞的角度去看我，現在回想起來。（訪佩，20160422，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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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有時候，太過溫熱的關心，亦是一種負擔。對佩兒而言，導師的關心

便是如此。「其實關顧得多，也是一種偏見，不管怎樣都怕我不會什麼的，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我一定不會，我可能也會，但是她就是會不停地重複重複，有時候，她也會控制

自己不再問我」（訪佩，20160422，158-160）。 

  至於同儕方面，開學的第一天，坐在後面的那位同學便主動與她攀談，那是

一位活潑開朗的女孩，對於佩兒經歷的「初二」相當地好奇，想要瞭解關於去年

的一切，「想知道今年跟去年的分別在哪裡啊，學的東西有什麼不同啊，或者是去年的

老師是怎樣教的這些」（訪佩，20160422，21-22），倆人就這樣打開了話題。慢慢地，

佩兒也就加入了這位同學的朋友圈。這些住在同一區域的朋友們，放學後經常一

起聊天，一起吃零食，一起做分組報告，一起溫習測驗考試，其樂也融融。 

都是她的朋友圈裡面的人，她本身有朋友圈，都是那堆人。通常都是放學一起

吃東西，坐在一起吃零食，一起做功課那樣，慢慢就開始聊天，慢慢地變好朋

友。（訪佩，20160422，229-231） 

多數是一起分組，做某些東西，就會去別人家裡，但不會講功課上的東西，會

聊天，會很開心地閒聊，會弄東西吃。（訪佩，20160422，260-261） 

通常這一批人都是住在同一區的，一起玩這樣，她們不會把我當成外人，不熟

的人，都會聊天，一起溫習，大家一起討論，那個畫面還蠻融洽的。（訪佩，

20160422，262-264） 

  而班上其他的同學，起初也只是把佩兒當成去年經驗的分享者，「去年是怎

樣的？」「通常會出什麼題目？」「數學是不是要買圓規？」然而，在佩兒大方提

供去年的某些資訊，分享去年的眾多學習經驗之後，漸漸地，大家亦嘗試著去瞭

解這個留級生，接納她，與她交往，並把她當成班級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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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那時候身邊的人，有主動去瞭解我，然後慢慢地，因為我這個人也蠻⋯⋯

怎麼講蠻樂觀的，不害羞，也會主動打開一些話題。（訪佩，20160422，13-15） 

班上也不會特別標簽我是一個留級生，她們不會，很多時候也不會說放我自己

一個人，我在那裡也開始找到自己的朋友圈。特別開心的是，她們不會帶歧視

的眼光，都會接受我，我覺得她們不會抗拒我。（訪佩，20160422，268-271） 

  就這樣，佩兒依靠著分享去年的學習經驗，以及她樂天開朗的性格，漸漸地

融入這個新的班級，並試圖在老師及同學面前建立新的形象。雖然，她還沒有真

正擁有她最為重視的朋友圈，但是，這對當時的她而言，大概也是一種持續往前

的動力。 

 

在背後支撐的一股力量 

  事實上，在留級的那個暑假，在陰錯陽差的之下，佩兒與好友的朋友展開了

人生第一場戀愛。雖然，因為這樣，導致當時最好的朋友與她決裂。然而，這場

愛情來得是那樣地及時，家庭背景與她相似的男朋友，不但能夠同理她的心情，

更成為她心靈的寄託，陪伴著她走過最難過的時光。 

因為認識了一個男朋友，之後就⋯⋯那個情況，我覺得我算是找到了一些寄託

吧，不會再去想留級這件事，秘密地拍拖，就把記憶力分散了，不會說太不開

心，但是中間真的把注意力分散了。（訪佩，20160422，57-60） 

  尤其是與去年的舊朋友漸漸疏離，新朋友卻還未能真正熟絡的困境下，男朋

友無疑成為佩兒唯一的救命稻草，一方面分散了她對友情的執著，一方面亦給予

心靈莫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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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那時候認識朋友，真的⋯⋯就是認識就認識，但不是

交心的，然後慢慢地，上面那屆的人就疏遠我，那時候真的唯有靠那時候的男

朋友。（訪佩，20160429，88-92） 

我好像慢慢放輕在友情上面，因為那邊我得不到任何的結果，就是新朋友又進

不了圈子，我上次不是跟你說，可以做報告嘛，但是我是沒有，怎麼說呢，我

是沒有正式打進去的，就是很難的，真的很要好的，沒有，真的是上初三才開

始有，所以初二的時候，我真的沒有特別，或者是硬是撞進別人的朋友圈，就

純粹是朋友。（訪佩，20160429，93-97） 

  此外，投入愛情的佩兒亦發覺，原來時間可以如此短暫，再多的時間原來也

可以不夠用。為了兼顧學業與愛情，她終於做出了改變，不再沉浸於網絡世界。

加上男朋友的課業亦十分繁重，需要花較多的時間在課業上，受到男朋友的影響，

「他不算是口頭上幫助我，但是我現在自己回顧，他的角色，其實都是幫我調整我的時

間表」（訪佩，20160429，147-148）。慢慢地，佩兒的作息時間表也隨之作出調整。 

第一次，剛剛拍拖，就慢慢將我的重心放在那個人身上，將其他東西，我已經

減少了很多，不會說成天上網，上網 ICQ 都是跟他聊，沒有說⋯⋯已經沒有

說花太多時間去別的地方。（訪佩，20160429，104-107） 

你想想看，他溫習，我不溫習，我做什麼呢，所以，有時候他溫習，我也溫習，

如果明天有測驗，見不到，那其實我第二天也有測驗，大家都各自有事情要忙。

（訪佩，20160429，125-127）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倆有著共同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快點畢業。這就意味著

誰也不許留級，要一起每年升級，順利畢業！這也成為佩兒努力學習的動力，支

撐著她衝破重重難關，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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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又不可以再留班嘛，因為他跟我是差一年，但是他本身跟我同年嘛，就

是他初三，但是我還是初二，我又很想跟他一起畢業啊，你明不明白，我們有

一個方向，就是一起快點畢業。但他永遠都是大我一年，那我沒理由再讓自己

留級嘛，不多不少，不算是他教會我，但是我自己因為這個，所以自己會改變。

（訪佩，20160429，123-164） 

  誠如佩兒在信中寫到的，留級，對初二的她而言，是一個人生的污點，她成

為了一個失敗者。接踵而來的迷茫與不安，更讓她倉惶失措⋯⋯為了不想再嚐失

敗的滋味，她小心翼翼地經營著與同儕的關係，努力地在老師建立全新的形象，

改變過往的學習模式，認真投入學業，終於，在重讀初二那年，第一次全科合格，

順利升讀初三。 

 

肆、 調適，穩定，再出發 

「初三一定是最開心的，因為已經經歷了留級的情況，升上去之後，成績又開始追得上，

好像是從頭再來，重新洗牌那樣。」（訪佩，20160415，420-421） 

 

 公投的班長 

  對佩兒而言，順利升讀初三，是一種莫大的喜悅，亦是一個蛻變新形象的開

始。「初三算是蠻開心的，就是有一個新的形象上去，是升級的，而不是留級的，所以，

初三是特別開心的」（訪佩，20160422，215-217）。是的，她再也不是留級生了，她可

以全新的形象面對新的學年了。 

  此外，經歷去年一整年的摸索，以及與新同學的磨合之後，佩兒與同屆的同

學亦日趨熟絡，更不需要再憂心找不到朋友，因為她擁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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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那年，因為真的比較冷漠，那些人，就沒有特別多的回憶，但是初三就因

為已經熟了，這班人⋯⋯我覺得初二那年，反而是給了我一個契機，去認識她

們，一個新的朋友圈。（訪佩，20160422，499-501） 

就算我有些什麼舉動也不會太討厭，對這一屆的人來說，我不算是個討厭的人，

不會排擠我，看起來反而是一個很樂觀的人。（訪佩，20160415，414-416） 

  而且，經過一年的相處，老師、同學對佩兒也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她不但

得到了同學的認同，而且也獲得了老師的信任。那一年，全班同學投票，選她做

班長。然而，令佩兒倍感欣喜的是，隨班升級的導師竟然尊重同學們的意見，答

應讓成績不太好的她擔任班長。 

經過初二之後，初三同學們選我做班長，她是沒有問題，就是她覺得我可以，

但是又不敢給什麼我做，就是她也不會忽視同學跟我的關係，不會說不讓我做，

說她成績也不太好，只是中間而已，都選她做班長。她就是好啊，不如你就負

責什麼吧，她也會給些事情你做，當時很開心。（訪佩，20160422，198-202） 

  雖然，最後導師只安排了一項比較清閒的工作給她，每天交班級點名簿到校

務處。但是，對佩兒而言，同學的認同，導師的信任，像是給她打了一劑強心針。

原來大家已經對她有所改觀，特別是老師們，經過去年之後，老師師對她的形象

亦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原來自己也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學生。 

初三我才覺得，應該她在初二那年覺得⋯⋯可能對我改觀，或者原來在老師面

前，我是一個這樣的人，所以初三才會（同意讓我當班長）⋯⋯（訪佩，20160422，

208-209） 

有責任感，也是那時候才發現，原來自己可以有責任感，就是那年當班長，之

後高一就當風紀。（訪佩，20160415，4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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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投入的高中生活 

  如果說高中是一首快活的青春奏鳴曲，那麼，佩兒的高中生活也是如此。高

中時期的佩兒，雖然成績也不算很好，但是，靠著她的樂天與毅力，總算是可以

「步步高升」。 

到高一成績也不算很好，就是剛剛好，就升上高二。高二也是剛剛好，又是數

學，西方歷史那本書很厚，經常要背，開始背書也背得不太好，通宵溫習那種，

就沒有再留級，但都是剛剛好升上去。（訪佩，20160415，507-509） 

  雖然，她沒辦法如願進入理科班，但是文科班多姿多彩的課程亦令她樂在其

中，美術課、舞蹈課⋯⋯都讓鍾愛術科的她如魚得水。就算是如今回顧，佩兒的

眼中依舊閃爍著雀躍不已的光芒。大概是當年那些術科填補了佩兒因家庭經濟不

充裕而無法參加才藝班的遺憾吧！ 

那時候也沒有後悔讀文組，因為好開心，有很多我喜歡的東西，我喜歡術科。

我現在發現我喜歡術科，但是沒有專科，因為家裡沒什麼錢，不可能去學什麼

彈琴、畫畫、唱歌，連歌詠團也沒有。（訪佩，20160415，493-496） 

我術科成績很高，都是 80 幾分，雖然你可能也有，但我自我感覺很良好，就

覺得喜歡術科。（訪佩，20160415，503-506） 

  此外，佩兒還很積極地參加校園生活，比如高中三年都擔任風紀，高三那年，

還做了風紀隊長；高一，參加排球校隊，雖然能力不及隊友，只能當後備；高二、

高三參加拉拉隊比賽，利用課餘時間不懈地練習，只為了呈現最好的表演⋯⋯ 

我們有拉拉隊比賽，每一級組一隊，我們就會出去比賽這樣，很開心。真的是

放學就留下練，還會自己編。（訪佩，20160415，531-533） 

高二、高三真的會跟同學去一個空地練舞，練健康舞，就是拿健康舞的動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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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拉拉隊，打氣，比賽，其實經常會贏。因為有些人編舞，會編舞，我們其中

一份子，都蠻開心的。（訪佩，20160415，541-544） 

 

選讀寧靜大學教育系 

  終於，佩兒迎來了人生一個很大的抉擇—報考大學，當時的她想報讀社工系

或者教育系，「因為我這個人很愛說話，所以就選了社工，或是老師」（訪佩，20160415，

545-546）。而且受高中 P 科老師影響，不僅令她對 P 科產生興趣，亦萌生了來臺

灣升讀大學的念頭。那位年輕的女老師，在臺灣修畢大學後，回到澳門從事教職，

跟她們分享了眾多在臺的生活趣事，這讓佩兒非常嚮往臺灣的生活。 

她影響我很大，而且她說了很多在台灣生活的事，讓我喜歡去台灣，很喜歡台

灣的生活，那裡的生活好像不錯。（訪佩，20160415，561-562） 

  只可惜，在臺灣大學聯合招生考試中，佩兒未能順利考取理想的科系，被編

入了先修班，最後，考慮到經濟因素，她便決定留在澳門升學。當時，她同時考

取寧靜大學教育系與致遠大學社工系，其後因為教育系有貸學金優先申請權，她

便決定選讀寧靜大學教育系。 

當時媽媽說她沒什麼錢，很窮，去讀書負擔很貴，而且我堂哥去讀，用了很

多錢，整天到處逛，所以有先例就覺得你不要去，你去就是浪費錢。（訪佩，

20160415，563-564） 

我就考到了兩邊，即致遠大學和寧靜大學。到最後，因為澳門有那個⋯⋯現

在也有⋯⋯叫助學金還貸學金，貸學金，那時候還沒有說社工可以申請，沒

有說社工比較容易申請，但是教育比較容易申請，所以我就選了教育，貸學

金，可以借錢⋯⋯（訪佩，20160415，58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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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佩兒來說，經過重讀初二的洗禮，不僅洗去了老師們對她的偏見，亦洗去

了同學們對她的不理解，讓她可以全新的形象，更堅定的心，展開往後的中學校

園生活，邁向更遠的大學之路。

 

伍、 走近留級，瞭解留級 

「我自己想，留級不是只有我一個，還有千千萬萬個我都是這樣的情況，而且很多人⋯

⋯」（訪佩，20160422，529-530） 

 

留級衍生的問題 

  大學時，因緣際會之下，佩兒成為教授的研究助理，參與留級成效的研究。

那時候，正值 PISA 國際評估在澳門受到熱切關注之際，讓佩兒意識到，原來澳

門的留級率竟那麼高，留級的人那麼多，自己原來只是這千千萬萬個澳門留級生

的一員而已⋯⋯自己的命運，也許不是最糟糕的⋯⋯ 

以前中學就覺得全世界好像塌下來，留級啊，會被媽媽罵，罵得很慘，然後還

有人差過我。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自己都不算是最惡劣的狀況。（訪佩，

20160422，569-571） 

  同時，佩兒還關注到留級衍生而出的問題，留級把學生停滯在某個階段，有

些人一次又一次地留級，就被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原點，無法繼續往前，成為超齡

學生；留級令中輟問題更加嚴重，有多少人無法「熬」過來，選擇退出教育體制？

那些光鮮亮麗的升學數字，到底是遺忘了多少輟學離校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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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留級是需要注意，但是，留級造成的問題，就是很多學生沒有書讀，或者留

了很多次級都還要繼續讀，就是留到很大年紀還在讀初一初二，浪費了很多時間在

那裡。（訪佩，20160422，529-530） 

我這時候才真的感受到，其實我不是最慘的，我還可以留，而我到最後算是比較成

功，就是自己覺得是⋯⋯不會說一蹶不振，但是有更加多人中間走了，流失的那些

人數，其實他們去了哪裡呢？或者他們現在怎麼樣？沒有人再問了，大家都只是關

注升學。（訪佩，20160422，529-530） 

 

是學校的問題？還是體制的問題？ 

  研究助理的工作，亦讓佩兒更進一步地瞭解到，留級問題之所以這麼嚴重，

一方面與學校、老師對留級的態度關係甚密，因為他們大多認同留級的必要性。

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名校，名校老師大多贊同學生需要留級，他們普遍認為學生跟

不上，就應該要留級。當然，佩兒的母校亦是如此。 

偏向是多數名校的老師是會想要學生留級的，反而是其他不是傳統名校的老師

是會不想學生留級的，覺得留級沒有必要，很少數的，基本上是覺得留級有必

要。對，他們會覺得跟不上，硬是升上去也是不行。（訪佩，20160422，519-522） 

那時候，都有想這些問題，覺得名校是否就是那些殺手呢？就是名校把他趕出

去，名校的升學率高，留級率也很高，有像這樣的想法。（訪佩，20160422，

555-557） 

  而老師或家長認為學生不應該留級，大多只有在一種狀況下才會成立，即學

生只因為一個科目不合格就要留級。「通常不希望留級的老師或家長會覺得，他只是

某一科留級，很可惜，只是局限於這個個案而已。如果是全面差的話，他也覺得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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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級。」（訪佩，20160422，522-524） 

  另一方面，則與澳門獨特的教育體制有關。在澳門，每間學校都享有辦學自

主權，沒有統一的升留級標準，這就造成各間學校的升留級標準差異甚大，鬆緊

不一。 

但是，很難改變，因為澳門的教育體制就是這麼奇怪，就是每間學校各自為政，

又放手給學校教，教青局也沒辦法管那麼多，所以澳門的留級率就是多。（訪

佩，20160422，557-559） 

而且還是每一間學校的標準都不一樣。如果有辦法全部拿到⋯⋯我記得那時教

授也有說過，如果有辦法拿到全澳這麼多間學校的學生手冊，看看他們的升班

標準，一定是各有不同，大開眼界。（訪佩，20160422，564-566） 

  大學時期的佩兒，對澳門的教育體制，以及留級問題已經有較為全面的瞭解。

這使得佩兒的眼界更為開闊，她瞭解到：留級，不只是她個人的經歷，更是眾多

澳門人的經歷，她並不是失敗者，畢竟她已經「熬」過來了，更為重要的是，留

級並不全然是學生的問題，更是學校，乃至教育體制的問題！ 

 

陸、 投身教職，分享過來人經驗 

「當老師是因為你要幫助更多像你一樣的孩子，了解更多平凡且不顯眼的孩子的心，希

望更多單親的子女得到照顧。」（佩信，20160614，11-13） 

 

留級生教師 

  從佩兒的敘說，我們可以發現，對於從事教職的她而言，留級並非難以啟齒

的糗事，而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我現在回看留級這件事，我不會覺得很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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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說出來，反而是轉換態度，教他們」（訪佩，20160415，779-780）。因為經歷過，

所以更能明白與理解留級學生的心情；因為是過來人，所以更能傾聽他們的聲音，

給予適時的支持。 

  此外，佩兒還不時地提醒自己：不要成為自己厭惡的那種老師。面對每一個

學生都應一視同仁，避免以主觀偏見或固有印象去看待他們，避免用主流的標準

（即學業成績）來評斷他們。十根手指各有長短，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性格不

同，能力不同，長處亦不同，我們應該以欣賞的眼光看待他們，看見他們的美好。

但到出來工作之後，發覺其實對我來說，看著學生，我就不會再做那些以前老

師對我做的事，例如用固有印象去定死一個人是怎樣的人，雖然有時候也不排

除會有這個可能，但是希望儘量努力去改變，多看看，多欣賞他好的那一面。

對我教書來說，我反而覺得這個收獲比我的教學技巧更多，不是教學上有得著，

反而是跟學生聊天，瞭解他們的時候更多。（訪佩，20160415，624-629） 

  在佩兒的教學生涯中，每一年她都會遇到留級生，不管是即將要留級的學生，

還是已經留級的學生，她都盡自己所能地與他們傾談，跟他們分享自己的經驗。

當然，有些學生會感到詫異，原來老師也留過級啊⋯⋯比如那位總是因為數學不

合格而需要留級的 F 同學，佩兒是這樣跟他說的： 

當時我也有跟他聊天，聊聊留級是怎樣的，跟他說其實我也有留過級，跟他解

釋說其實留級這件事要怎麼去面對。未來的事情是很難決定的，我就跟他說我

的經歷，也沒有說很多，就只是說我留過級，最後出來工作。留級只不過是浪

費了一年時間來讀書，但是這一年可以讓你重新洗牌，讓你重新去建立自己的

形象，或者是重新去面對自己的學習，認識新的朋友，我有告訴他。其實，他

自己也有說，是他留級之後，才認識了一些好朋友，他跟我的狀況有點像。（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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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20160415，645-651） 

  此外，佩兒還嘗試讓這些學生瞭解澳門特殊的教育體制，讓他們明白也許不

是他們的資質不好，只是學校的升留級標準太嚴苛。「留級不代表什麼，反而是你

的心態，還有你怎麼去努力，你要珍惜這個機會」（訪佩，20160415，759-760）；轉換學

校未必是個不好的選擇，很多人轉校之後，都找到了能夠發揮所長的舞台。不管

是留級或轉校，最為重要是，找到自己的問題癥結點，瞭解自己真正想要的。 

我有叫他們想，轉校是不是真的不好呢，其實不是的，因為澳門的體制就是比

較奇怪的，因為歷史原因，學校各自為政的情況太嚴重，每個學校都有它獨特

的教學模式、風氣、標準。（訪佩，20160415，750-753） 

我有叫他們除了心裡接受留級之外，還會叫他們想想自己是否真的適合這間學

校，他們要去找出自己的問題，尤其是那些 X 科不好的。因為這裡的 X 科是

這麼高的話，你想留下來是要得到什麼，是為了什麼留在這裡。（訪佩，20160415，

763-766） 

  對佩兒而言，她是執行學校留級制度的一員，亦是存在於這個教育體制的一

員，更是這個社會的一員。然而，她終究只是一員而已，她無法改變教育的體制，

更改學校的升留級標準，改變家長的觀念，所以，她決心做自己可以做得到，做

得好的事情。即以過來人的身份，跟留級學生分享經驗，適時給予鼓勵、關懷及

協助。 

 

對留級，對教育體制的省思 

  投身教職的這些年，在教育現場的觀察，亦讓佩兒對留級有了更深的體悟。

首先，她認為留級是一種汰弱留強的規則。學校為了唯持教學素質，就會設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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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關卡，學生則必須想方設法通過關卡，才不致被淘汰。等到驗收教育成果的

時間到了，即大學公開考試結果出來之後，光鮮亮麗的升學數字自然會證明這個

方法是正確的，可行的。是以，學校為了保住聲譽，對學業成就的標準只會越來

越高，學生的負擔亦只會越來越重。 

他們要保住他們的質素，唯有就是，給學生很多難關，讓學生去跑，跑一輪

之後，到大學啦，有成績了，就證明他這個方法是可行的，那就繼續，越來

越多這些。（訪佩，20160422，912-914） 

如果某樣東西試行，對學生考公開考試是很大幫助的，於是這樣東西就只會

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希望得到多些合格率，或者大學入學成績好一些。（訪

佩，20160422，915-917） 

  其次，她認為留級會消磨學生的意志，特別是學業成就要求可能會逐年增加，

更是讓留級生百上加斤。她敘說了一個留級學生的故事： 

比如好像 T 同學那樣，就轉去 T 學校嘛，那他其他科是不是也很差呢？是他

不讀而已，但是 X 科他真的是差了，X 科他本來底就是差的，但是其他科他

不讀而已，是因為留級留到他沒有心思嘛，就是啊，我覺得留級是在折磨人，

留級是在折磨他，你將他的成功感減低了。（訪佩，20160429，454-458） 

也許他第一年留，都只是想要追回 X 科而已，那第二年又留了，開始磨蝕了

他的志氣，然後就 X 科也追不到，其他科也不行了，那之後再留級就是其他

科也都不行了，還可以有心嗎？」都沒有心思了，就是反正他也是不行了，其

他方面可能唱歌開心，就將情感、注意力投放在那邊，那他⋯⋯那你想想看他

怎麼會一直升上去呢？就唯有轉換環境⋯⋯（訪佩，20160429，468-472） 

 

 



	  88	  

  最後，她認為留級是極不公平的，在私校各自為政的澳門，每間學校的升留

級標準不一，收生標準亦是參差不齊。當某些具競爭力的學校把「不符標準」的

學生趕出該校之後，勢必就有某些競爭力較弱的學校吸納這群學生，久而久之，

便會劃分出學校之間的等級，亦全把學生進行分類：名校生、一般學校生。  

對我而言，留級這個東西，在整個澳門來說，就已經是不公平。因為每間學校

的收生標準，學生的質素已經不一，你還要訂一個那個學校的分數線，去規限

學生升不升班，不升班就留級，再留級就踢出學校，那樣永遠有一班人越來越

厲害，有一班人是越來越差。（訪佩，20160429，411-414） 

  同樣地，這樣的分類，亦是社會階層的分類。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

社會階層，這就造成家庭教育資源的差異，特別是文化資本上的。成長於社經地

位較高家庭的學生，當然比那些較低的學生擁有較多的資源，享有較好的教育。 

我可不可以用社經背景去說呢，好像某學校那樣，某學校的社經地位本來收回

來就是高的，你很難差到哪裡去的，本身家人不是律師，就是什麼議員那樣，

那你進去，本來家庭環境好，家人又有學識，你自然教的小朋友都有質素啦，

那你教出來，你那間學校只收這樣的人，那你那間學校的學生永遠都是比較資

優一點的，那些學生會差到哪裡去。（訪佩，20160429，402-406） 

  而且，當面對留級時，來自較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似乎有更多的選擇，

比如出國升學，到一個全新的環境重新開始。 

留級啊，最好升班啦，我會送他去別的地方唸書，我已經在幫他找學校了，就

是社經地位可能高些，經濟能力許可，送他去其他地方讀書，我看過好幾個都

是這樣。像是 J 同學、C 同學啊，現在都去了英國讀書，他們都是留級的，但

是也過得很開心啊。我覺得是他的爸媽，是家人幫她改變了那個環境，就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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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家長的觀念改變不了大環境，就幫他改變環境，就是幫那個學生改變環境。

（訪佩，20160429，502-507） 

  對佩兒而言，老師曾是中學時期她最討厭的一群。或許是命運的安排，多年

以後，曾經的留級生成為了一名中學教師，曾經的污點變成了一種學習經驗，讓

她可以更加貼近留級學生，看見這些平凡且不顯眼的孩子的不安、徬徨及無助，

適時地伸出援手，傾聽他們，理解他們，協助他們。 

  同時，一直處於澳門教育體制的佩兒，亦更加瞭解到主流教育理念吞噬了這

些學習弱勢孩子的成就感，這些無法翻越升留級標準高山的孩子，或需要一直原

地踏步，或被學校淘汰，轉換新的學習環境，或被磨蝕了意志，中途輟學⋯⋯作

為一名教師，她既是以關懷學生為起點的留級反對者，又是學校制度的執行者與

依從者，身處夾縫之中的佩兒，只能從留級學生的心理層面著手，關心他們的身

心狀況，給予適時的輔導，幫助他們渡過難過。 

 

柒、 留級的意義

「留級，可能對現在的你來說，是一個污點，但對現在的我來說，可說是一個經驗，也

是一個重生的機會。」（佩信，20160614，18-19） 

 

留級，是重新洗牌，是重生 

  當我們談到留級的意義，離開校園，投入工作四年的佩兒，思索片刻之後，

說出了一個詞語，「重生」。對她而言，留級就是重新洗牌，給予她一個重生的

機會。關於「重生」，包涵著兩層意義：第一，重新結識朋友，重新建立朋友圈。

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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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最關心的就是朋友，我不留級，我真的認識不了現在這班好朋友，所以

我覺得我不後悔，對。（訪佩，20160429，610-611） 

重生就是會覺得認識了新的朋友，而且會有好朋友，不是那年看到的，是之後

看到的。說真的，如果我沒有留級，我可能認識不了現在這些好朋友。（訪佩，

20160429，178-180） 

不留級，我可能繼續被人欺淩，言語上的欺淩啊，或者分小圈子啊，因為我在

沒留級之前都不是太開心，反而留級之後，我覺得認識到朋友，是開心的，有

時候有成功感的。（訪佩，20160429，604-608） 

  第二，改變學習態度，改變作息習慣。佩兒在敘說時，聯想到了留級之前的

自己，那時候的她，在學習上總是懶懶散散的，總是抱持著僥倖的心理，初一那

年，僥倖升級，初二那年，無法繼續僥倖下去，留級了。然而，「我初二不留，初

三也會留，就是拖不了很久，我自己看我的學習態度。」（訪佩，20160429，648-649）

所以，留級，讓她重新檢視自己的學習態度，以及學習模式，當她體會到自己的

錯誤之後，便決心做出改變，讓自己重新歸零、重新學習。 

就是我知錯了，我知道自己有錯了，要改了，才有今天的自己。那我的錯就是

我不肯讀書，所以如果你硬要我勉強升上去，以僥倖的心，一直都會這樣，始

終有一天我也會留級的，只不過是今天留，還是下年留的事而已嘛。（訪佩，

20160429，638-641） 

 

留級，是自我恐懼 

  當然，留級的經驗亦為佩兒帶來一些的負面影響，特別是高中時期與大學畢

業前夕。即使重讀初二，順利升讀初三之後，她的人生像是被重新洗牌一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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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中學生涯中亦沒有再留過級，留級似乎沒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然而，

從佩兒的敘說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有一種無形的壓力一直籠罩著她⋯⋯那是一

種恐懼，總覺得自己是留級生，能力不逮，害怕自己不合格，害怕會再次留級。

對我來說，我覺得自己留過級，永遠都是中下，就是在這一級裡面，我永遠都

是中下的份子，我沒有找到自己的長處，科目上面找不到自的長處。（訪佩，

20160429，257-259） 

我不知道他們（老師），我自己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標簽我是留級生，但是我自

己有自己標簽自己，我自己覺得，就是我自己有時候都會有意無意。（訪佩，

20160429，264-266） 

不過我就很怕再留級，就是自己會很怕再留級，我心想很辛苦，因為身邊都有

一些二留的案例，二留就是兩次留級的，所以很怕跟她們一樣，很怕留到不能

再留，要被退學，很怕，很怕再跟不上那樣。（訪佩，20160429，251-254） 

  而且，在升學競爭的壓力下，不論是老師，或是同學都對分數相當敏感，每

一次派發測驗卷、考試卷，都是一個驚險萬分的旅程，同學們都深怕取得低分，

影響升留級，而老師們，特別是導師則會把握每一次機會，提醒大家專注於自己

的成績，避免讓自己留級。 

高中那時，真的辛苦一些，而且那些老師成天都會說留級，留級，說我們會留

級，留級那樣，成天恐嚇我們會留級。（訪佩，20160429，293-295） 

雖然他們沒有恐嚇我們，但是不停地說，只剩下一次測驗啦，之後只剩下考試

拉（分數）啦，拉不了就 1 個單位啦，你看看自己多少個單位，多少個單位就

留級了。（訪佩，20160429，3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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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無疑加劇了佩兒內心的恐懼，因為雖然她每年都順利升級，但是，「所有

東西都危危乎那樣升（級）的，很多東西都是勉勉強強升上去，尤其是高一，高一、高

二，我真的怕留級」（訪佩，20160429，270-271）。對於佩兒而言，她已經適應了當時

的環境，擁有了固定的朋友圈，再次留級是她完全無法想像的事情，重生的機會，

一次就足夠了！ 

我不想⋯⋯那時候不想再重新再適應一班新的同學。（訪佩，20160429，314） 

就是在那個舒適圈裡面，我不想再動，所以就很擔心，而且那時候，高一開始

找到好朋友了嘛，都不想分開，不想跟他們分開，所以高一、高二是最怕留級

的。（訪佩，20160429，320-322） 

  此外，大學畢業前夕，即大學四年級那年，尋找教職的佩兒，亦因為中學成

績單上的留級與操行不合格，而擔心找不到教職。因為在她看來，這些都是她失

敗的證據。 

因為留級跟那個 F，初一的 F，一個拿操行 F，我哭得很厲害，就是很怕沒有

人請我，大四那時候，對，就是沒地方請，不收我。（訪佩，20160429，339-341） 

哇，又留級，人家是 6 排分數，我有 7 排分數，然後第一排還要有一個 F 的操

行，那時候，有自己鑽牛角尖，就哭了很久，怕沒有人收。（訪佩，20160429，

348-350） 

  所幸，這些都只是虛驚一場，在面試的時候，校長雖然看著她的成績表，卻

對留級與操行不合格毫不關心。最後，還錄用了她。 

真的想得太多，我記得面試的時候，校長看那些影印本，看到留級也沒什麼，

沒有提到，提都沒有提過，那個 F 提也沒有提過。（訪佩，20160429，355-356） 

所以，校長好像沒有看，校長好像把焦點不是放在留級這件事。（訪佩，2016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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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359） 

  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迹，留級之於佩兒而言，亦是如此。留級經驗，對她而

言，是一次生命的重新洗牌，一次重生的機會，是她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一環。不

論是好是壞，因著這些生命經驗的累積，才形構了現在的她。 

 

邁向學生輔導之路 

  談到對未來的期許，佩兒期望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關心、協助更多

的留級學生。同時，在教育現場，她觀察到部分學生已經漸漸對留級感到麻木，

而且有越來越多瀕臨留級危機的學生，這些從未留過級的學生，輕視留級的影響，

對留級毫不在乎，在他們身上留級的阻嚇性似乎不再奏效，更遑論懲罰性了。更

甚者，有些學生認為留級是更好的選擇，是休息一年的好時機，因而荒廢學業。 

就是他們有些人已經慢慢地將留級輕視了，沒有以前我們那代那樣，老師每

天說，嚇你留級就會怎樣怎樣，不是有很多人怕的，就是學生會怕，但是已

經有一部分是不怕了，我已經看到有一部分人是已經不怕了。（訪佩，20160429，

424-427） 

現在很多人會濫用這個，留級而已，現在有些人沒有留過級，講得很輕巧，

聽別人留級的經驗會覺得留級更好，他會亂用這種思想，就荒廢時間留一年。

（訪佩，20160415，781-783） 

接受不了自己留級的人，我對他的幫助可能會比較大，將會留級那些，我都

不知道怎麼幫他，他自我放棄，自我放棄那些，我現在還沒想到辦法，所以，

我現在想繼續讀書，我想讀輔導。（訪佩，20160415，79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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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這樣的狀況，佩兒發現到，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也許，她可以撫慰那

些留級學生受挫折的心靈，教導他們如何調適心情，重新再出發，但是，面對這

群樂於在留級邊緣徘徊，對留級不以為然的學生，她卻無從著手，不知如何是好。 

有鑑於此，為了協助更多的學生，未來她想要繼續攻讀輔導研究所，期望學習更

多相關的輔導技能，協助這群瀕臨留級危機的學生。讓他們明白，青春是寶貴的，

一去不復返，世界是那麼大，有太多地美好在等待他們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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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阿修的故事 

高高低低 曲曲折折  

起起伏伏 兜兜轉轉 

驀然回首 

生命本是持續不斷的累積 

人生總有自己的那條曲線 

記於訪修當日，20160602 

 

第一節 致，十六歲的我 

十六歲的我： 

    也許，這就是最好的安排，也是最好的經歷。 

    你會想像到未來一年你要面對很多熟悉但已經不再同班的同學，你可以用最愉快的

心情去做你喜歡的事，好好享受你在學習時候的經歷，讓這些都化成你未來的回憶，縱

使多年之後你依然記不起在學校內的人與事，但這一切依然是你的最好經歷。 

    在這段時間中，好好感受你在家中的快樂時光吧，未來你的忙碌可以說是你生活的

一部份，這是我未來的真實情況，也是我想告訴你的。 

    你現在的學校是你人生中最長生活的地方，但不一定就是你最快樂的地方，如果可

以就與你的老師們多交流吧，他們會是你人生中最值得想起的人，因為你知道他們真的

在關心你的學習，縱使你可能不再記得他們的名字及樣貌，但你會記得那時候不用考慮

太多就到同學家中玩耍的景象。現在看來不是那麼特別的一回事，但我深信，那時候的

你是最純粹的。 

  記得，不要再用早餐錢去買玩具，真的要好好食早餐，因為你未來還有更多的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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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我知道我不能夠同你說太多了，因為你還是很小，不知道我已經歷過的事，而且

你現在應該不想再看下去了，因為你一直都不會看很長的文字和讀書。最後，我只是想

說，我現在的人生很美好，縱使有很多不值得開心的事情發生，然而，在未來的日子里

我都慢慢的走過來了，所以你也是可以的。 

二零一六年的你 

 

第二節 阿修的故事 

壹、 轉校適應不良導致留級 

「那時候，去到沒多久就覺得壓力很大，第一次留級就是在小四。」（訪修，20160421，

20-21） 

 

  透過阿修的敘說，我們不難發現，他認為他的生命中出現了不少的轉折，這

些轉折或大或小，甚至可能改變他的人生軌迹。阿修的第一個轉折點發生在小學

四年級，那個年代的澳門，有著眾多的銜接學校，完成小三課程的他便轉到了星

河學校。在那裡，他展開了一段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學習歷程，一切不再像過往那

樣輕鬆、自在⋯⋯「小三以前上學都還好，都蠻好的，輕鬆，開心，但是，一下子就

由那間學校去到星河學校，差距就很大了」（訪修，20160421，11-13）。 

  轉到新環境沒多久，阿修就因為對課程內容感到難以適應，而倍感壓力。尤

其是英文科，該科分類眾多，閱讀、聆聽、文法⋯⋯這些突如其來的轉變，讓他

無所適從，英文科的成績便總在合格邊緣徘徊。結果，他還是因為英文科不合格

而面臨求學歷程中的第一次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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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到星河學校的整個經歷真的不是太舒服，為什麼呢？因為它英文很多，

作文一個分數，閱讀一個分數，（聆）聽一個分數，文法等等又一個分數，我

們那時候真的有 10 本英文書，沒有誇張，真的有 10 本。（訪修，20160421，

13-16） 

  談及這次留級的經過，阿修說，那「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過程」（訪修，20160421，

22）。那時候，學校的升留級標準並沒有那麼地清晰，當時成績不佳的阿修，便

被學校要求修讀暑期課程。他與父母便誤以為成績不好，修讀暑期課程就可以順

利升級，因為暑期課程並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修讀的。孰不知課程結束時，還需要

再進行一次英文考試，結果又是不合格，又是差了一點點。雖然，父母亦針對這

個問題到學校關說，然而校方仍然以打好英文基礎為由，讓他留級。 

怎麼知道考試就⋯⋯它讓你再考一次英文，誰知道又是過不了，又是那種分數，

57、58 分左右，又不是 59 分，算了，讓你過，又不是說 50 分，你一定不行了！

（訪修，20160421，34-36） 

那時候是去談，當然談結果也是說讓他留（班），我記得那時候是覺得我基礎

不太好，英文方面基礎不太好，就說還是留一年吧。（訪修，20160421，38-40） 

  留級之後，看著同年級的朋友們順利地升級，而自己卻需要重讀一年，對於

當時年幼的阿修而言，心中不免大感難過、落寞。而且，星河學校從小學五年級

開始，便會分英文部與中文部，更有英文部比中文部優越的風氣。那時候，對於

有些順利升級的同學而言，留級的阿修，當然就差了一截。 

那時候，你說現在想起來，有沒有不開心，當然是有的！因為，為什麼，你看

著同期的同學升上去了⋯⋯（訪修，20160421，41-42） 

有些同學會，有些升了班，我記得小四的時候有，就是有些是你留級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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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是說你，就是有一種你差一點，就是有點像這樣。（訪修，20160504，

239-240） 

  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留級亦讓年幼的阿修渡過了輕鬆、愉快的一年。

因為課程內容大多已經學過，而且各科測驗、考試的卷子與去年極為相似，只需

重溫去年的卷子即可，所以，對阿修而言，那年的學習變得輕鬆起來，課餘的玩

樂時間亦多了起來，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轉校以前。 

第二年讀小四，因為那些東西學過了，很自然地，你就會輕鬆一點，去做其他

事，那時候我有踢球，對，反而覺得比較輕鬆，反而比較像是玩多一點。而且

老師出的卷子跟之前的，差不多都一樣，我每次測驗就重新溫習之前的卷子。

（訪修，20160421，43-46） 

  對阿修而言，小四留級是無法適應課程難度大增的後果，是為了打好英文基

礎的結果。縱然心中有一種被留下來的難過，縱然心中有一種跟不上同學們的落

寞，然而，面對已經學過的內容，已經考過的卷子，他又再次找回了從前的輕鬆，

更得到了自在玩樂的滿足。 

 

貳、 無法升級的試讀生 

「因為成績一直都不是太好，或者是找到另外一個目標吧，練武也不錯，也蠻舒服的，

蠻開心的。」（訪修，20160421，85-86） 

 

試讀小六、初一 

  順利升上小五之後，英文科仍然困擾著阿修，他的英文成績還是游移於合格

邊緣，總是阻撓著他順利升級。果然，小六、初一他始終沒有順利升級，他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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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總是差了那麼一點點，學校只給予他試讀的機會，因而他亦成為暑期課程班的

常客。 

我從小四升小五很順利，小五升小六，我又差了一點，也是英文，其實我圍繞

著的，都是英文。（訪修，20160421，50-51） 

記得每一年都要上夏令班，那時候成績好像差一點，也不是很差。（訪修，

20160421，62-63） 

 

被迫參加補習班 

  試讀小六那年，為了讓阿修可以順利升級，父親便要求他參加補習班，期望

提升他的英文成績，不致於再度留級。那個年代的澳門，經濟幾乎停滯不前，補

習班尚未像現今如此興盛，只有少數的私人中小型補習班，名額更是一位難求。

然而，阿修卻無法接受父親的這番美意，「那時候是不願意去的，是非常不願意去」

（訪修，20160504，140）。 

我記得我是非常不願意去的。但是，也沒有辦法，因為我爸要我去，就說你英

文這樣不行了，升不了班什麼的，一定要去。主要是補英文，其他的也有，那

時候是不太想去的，但是沒有辦法。（訪修，20160504，140-143） 

  對阿修而言，補習班不但佔用了他的課餘時間，而且成效亦不太大。補習班

的「老師」大多是高年級的哥哥姐姐，是團體式的，有時更混著不同年級的學生。

在阿修的敘說中，補習班的「教學」的目的是督促大家做好功課，溫習測驗、考

試，而「教學」的方式則是有問有答，不問不答。為了趕快逃離補習班，他便常

常應付那些哥哥姐姐，有時隨便說說今天的功課，做完就離開，有時故意隱瞞明

日的測驗，逃避溫習。當然，他的成績並沒有因為補習而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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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當然是想趕快走啦，隨便跟他說今天有什麼做，做完就走了這樣，當時都

不太好，補習的狀況也不太好。（訪修，20160504，145-146） 

有時候去到補習社，比如明天有這個測驗的，我都故意沒有說，那就沒有溫習

了，自己本身又不會，第二天就死定了，有派卷子回來，就說唉呀，我突然間

測驗啊，對啊，就是這樣，就是為了逃避那種溫習，因為不想去，這樣的感覺。

（訪修，20160504，356-358） 

  就這樣，一直試讀的阿修，在學海中載沉載浮，輾輾轉轉來到了初二。那一

年，他迎來了求學歷程中的第二次留級。那時候，除了力有不逮的英文科之外，

數學課程更一分為二，變成代數與幾何，「那時候我幾何很好，代數不行」（訪修，

20160421，78），而且分數距離合格線較大，不再像以往那樣只差一點點，可以擁

有試讀的機會，所以，那一年，他再度留級了。 

那之前初一是數學一科而已，幾何是 ok 的，但是代數就不行，而且我的分數

是有點差距的，好像代數是有點 40 幾，50 分這樣，你會覺得說會留級，不會

說，「唉呀，差一點點」，就好像我之前所說的，50 幾，57，58，差一點點而

已。（訪修，20160504，155-158） 

 

推開另一扇窗—接觸武術 

  小學畢業那年，阿修遇見了他人生的另一個轉折點，他接觸武術，學習武術，

並且愛上了這項運動。那時候，適逢澳門回歸之年，政府正籌備大型表演，母親

參加了社團的武術班。提早放暑假的阿修，在家閒來無事，便陪著母親去練習。

曾經對母親多次提及習武樂趣而無動於衷的他，在第一次現場觀看母親練習之後，

竟對武術產生了興趣。「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她學，就蠻有趣的，因為小六升初一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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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夏令班，不如就在這裡學吧，這樣就學了 2 個月，暑假 7、8 月，然後就跟著繼續學」

（訪修，20160421，62-63）。於是，那個暑假裏，阿修便跟著母親一同練習武術，

並漸漸地投入其中。 

  對阿修而言，英文科一直是他的弱項，他的成績一直游移於合格邊緣，讓他

一直無法順利升級，只能試讀。及至初二，數學的課程內容難度增加，這無疑是

雪上加霜，他終究還是留級了。然而，興趣的培養，為他推開了另一扇窗，當時

的阿修還不知道，武術，在他往後的生活中竟有著那麼重要的意義。 

 

參、 留級，是危機，也是轉機 

「初二那年很明顯地，就覺得我不可以再這樣下去了，因為我已經留第二年了。」（訪

修，20160504，435-436） 

 

留級，面對父母是難關 

  回想初二留級的情形，阿修說，「當時拿成績表，自己都有點意料中的事」（訪

修，20160504，158-159）。因為在經歷平日測驗多次不合格，而且分數離合格線相

距甚遠之後，阿修的心裏早已預料到自己即將再度留級，即使學年尚未結束，成

績表還未派發。 

  儘管如此，當確定留級消息時，他的心中雖然不免難過，但更因為不知該如

何跟父母交代而覺得有壓力。因為，對阿修而言，這次留級與小四留級的狀況是

不一樣的。小學留級是他與父母都始料未及的，突如其來的消息令大家都難以接

受，更讓他覺得大感傷心。除此之外，只因 1，2 分之差，就要留級，更讓母親

亦為他打抱不平，認為是課程內容太難了，學校應該給他嘗試的機會。感受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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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持的阿修，心中的壓力自然亦就減少了許多。 

因為當時那個制度沒有那麼明顯，我家人也不知道，就會變成是家人也會覺得

為什麼不讓他試試，這樣也不讓他試試，變成說那種壓力不是很大，家人也會

覺得說未必關你的事，是內容太難了，有一點這樣的感覺，我媽會是這樣。（訪

修，20160504，170-173） 

  然而，這次留級卻使他不知該如何面對父母，似乎再也沒有任何「借口」，

何況父母因為兄長成績不佳而多次留級、轉校，對他的期待，只剩下順利升級。

這都令他覺得有壓力，不知該如何是好。幸好，父母在一聲嘆息之後，很快就接

受了這個結果。 

（父母）對成績的要求也沒有很多，也不會說我留級，可能因為哥哥留過級，

所以變相對我們的要求也不會很高，應該是這樣。希望可以升到班，但不會要

求很高。（訪修，20160504，400-402） 

當時是有壓力的，家人⋯⋯但是，也不是說很大，也不會罵我怎麼樣，就是『唉，

留級』，也不是說不舒服的，但是，你說很責罵那種，其實很少，我印象中很

少。（訪修，20160504，149-151） 

  當父母「欣然」接受留級事實之後，對阿修而言，最大的難關也就過去了。

雖然在父母面前，他仍然維持著留級生失意的模樣，但是他已經漸漸對留級釋懷。

因為當時他的生活中不再只有學習，「可能我當時已經把整個重心放在武術上面」（訪

修，20160504，160-161），「好像人生當中找到了一些興趣，學習對於我來說，好像不是

太重要」（訪修，20160504，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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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心的移轉—武術 

  彷彿乘坐時光機般，留級之後，阿修似乎又回到重讀小四那年，學過的課程

內容，考過的測驗、考試卷，學習再度變得輕鬆起來。加上留級之後，父親同意

讓他退出補習班，屬於他的課餘時間亦再度回歸，他終於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了。 

會想說很輕鬆，有想去做很多其他事情，比如小四的第二年，我去踢足球，

參加足球隊，就是會覺得我有很多時間去做其他事情，會有這樣的感覺。（訪

修，20160504，411-413）   

  與小學不同的是，初二的他，已經不再是那個滿足於自在玩樂的小孩子，他

已經擁有自己的興趣—武術。課業壓力減輕了，他便可以花更多地時間專心練習

武術。「那時候，武術在我生命中的意義，不知道為什麼開始有點大，佔的比重有點大」

（訪修，20160421，128-129），武術便成為了他生活的重心。每天放學之後，他都

會前往距離住家需半個小時車程的練習場地，每天都進行 2、3 個小時的練習。

至於學習，似乎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當時，就是不斷地重複，放學之後，就練習，就將重心放在那裡。至於說學習，

因為內容學過嘛，所以變相就沒什麼壓力，反而助長了我去做其他事。（訪修，

20160504，206-215） 

 

最純粹的美好—師生、同儕關係 

  誠如阿修在信中寫到的，「他們會是你人生中最值得想起的人，因為你知道他們

真的在關心你的學習，縱使你可能不再記得他們的名字及樣貌」（修信，20160624，10-11）。

他在星河學校的學習生活，並不是他最快樂的所在，然而，在這裡他遇見了最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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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真摯的情誼。在阿修的敘說中，他在星河學校學習的那些年，曾遇到多位友

善的老師，而開朗健談的他，亦樂於與老師們談天說地，自然而然地，便建立了

良好的師生關係。 

  即便是留級之後，老師們仍然對他一視同仁，並沒有因留級而標簽他，相反

地，老師們給予他的，更多的是關懷，以及對他學習狀況的憂心。 

態度其實就是，不會覺得你特別好，也不會覺得你特別不好，標簽你，有的老

師是關心的，因為我跟老師還蠻好的。（訪修，20160504，472-473） 

  那一句句熱切的「阿修，你最近如何？」，「阿修，努力呀！」，那些在運動

場上談天說地的美好時光，那年因為最後才得知他轉學消息而不開心的老師⋯⋯

每一幕彷彿都歷歷在目，每一句都猶在耳邊蕩漾⋯⋯ 

  阿修還清晰地記得，那一年，國文老師推薦他參加朗誦班際朗誦比賽。這對

阿修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因為「以前我們覺得有機會去朗誦的，一定是成

績很好的學生，對啊，在我們學校，好學生才會去的」（訪修，20160504，324-325）。但

是，國文老師卻肯定了他的朗誦能力，給予成績不佳的他展現的機會，讓他站在

全級同學面前朗誦。雖然，最後他沒有獲得任何獎項，但是，對他而言，能夠參

加比賽已經是很大的快樂了。 

因為一直以來補習成績都不好嘛，英文是不合格的，其他成績也不是很好，但

是，有一個老師在這方面給你機會，覺得很開心。（訪修，20160504，328-330） 

  至於同儕方面，大概是大家不在一起上課的關係，阿修與已經升讀初三的同

學慢慢地疏離，只跟極少數的同學還有互動。像是那位成績總是名列前茅的同學，

從不介意他是留級生，亦不曾提及成績，他倆總是坐在午後的籃球場看台上，聊

好玩有趣的事，聊最近的電視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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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跟班上新同學的相處，剛開始，阿修是有些不知所措的，「我有點不知道怎

麼跟他們說」（訪修，20160504，270-271），也曾覺得自己「留了級，比他們年紀大了

一點，但是尷尬，也不覺得很尷尬」（訪修，20160504，268-269），大概是那時候已經

進入青春期中期，「會有點要面子，會覺得留級好像不是太 會覺得自己低了別人

一級」（訪修，20160504，417）。 

  然而，漸漸地，阿修發現班上也有像他一樣的留級生，這讓他覺得自己不是

孤單的。而且同學們亦不會刻意標簽留級生，加上阿修開朗健談的個性，大家都

很願意去瞭解他，接納他，與他交往。慢慢地，這位大哥哥便融入其中，受到大

家的喜愛。 

沒什麼啊，我很喜歡跟人聊天，所以沒有說有什麼障礙，不知道，因為你留過

級，年紀大一點，變相來說，同學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哥哥這樣，但是，也不

是差很多年紀。那時候，有些人也蠻喜歡我的，記得去一些活動也蠻開心的，

有點像是哥哥的那種感覺。（訪修，20160504，294-297） 

 

萌生轉校念頭，轉學揚才學校 

  重讀初二，讓阿修的學習生活變得輕鬆自在，不但不用再承受沉重的學習壓

力，而且可以盡情投入武術練習，發展自己的實力。但是，與此同時，這次留級

亦讓阿修重新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況，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 

  首先，阿修思索的是迄今為止自身的學習狀況與能力，是否能夠應付往後的

學習內容。經過一番分析之後，他發現自己在星河學校的成績越來越差，英文科

更一直是他的弱項，今年他又因為代數與英文不合格而留級。而且升讀初三的同

學更告訴他，初三增加了化學、物理等科目，「以前的觀念就是星河學校理科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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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學，物理很難很難的」（訪修，20160421，121）。這不禁讓阿修想道： 

我現在都是剛剛好，英文一直是剛剛好，如果我再讀初三，假使我升得了，讓

我從初三升到高一，我到高一都未必行，又留？（訪修，20160421，116-117） 

  況且，依照學校的升留級標準，那時候的阿修已經沒有多餘的留級機會了，

假使他再度留級，就有可能面臨被退學的命運。這不禁讓他萌生了轉校的念頭，

因為自己不能再這樣「留」下去了。 

好像是我不可以再留多一次了，還是說一個年級或是一個階段只可以留 2 次，

好像是這樣。（訪修，20160504，436-442） 

  然後，阿修又考量到自己未來的發展。事實上，那時候的他，對於自己的未

來發展，已經有了相當篤定的方向—報讀體育學院，從事武術相關的工作。 

想多做一些武術的事情，那時候已經在想將來大學要讀什麼，有，那時候已經

有想了，我不想留在澳門讀，想去其他地方讀，讀體育。（訪修，20160504，

466-468）

  透過阿修的敘說，我們可以發現，星河學校恰好是一間比較重視學生學業成

就，而忽視課外活動的學校。還記得那一年，阿修決定報名參加學界武術比賽，

其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令他深深體會到學校對發展學生體育專長的不重視，讓

他對學校的做法頗為不滿，甚至覺得反感。 

  在星河學校參加校外各類比賽都是需要自行報名的，那時候，早已自行做好

健康檢查，填妥報名表格的阿修，萬事俱備，只欠學校蓋章，就可以順利前往教

育局報名。然而，當時體育部老師以其表格形式與另一位同學的不同為由，不予

蓋章。眼看今日便是報名截止日，心急如焚的阿修，急中生智，把自己那份沒有

蓋章的報名表格，訂在那位同學的後面，一併送往教育局，成功蒙混過關，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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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賽。 

  結果，阿修在該次比賽中獲得了人生第一面金牌。其後，校長便在早會上，

公開表揚他，然而學校態度的轉變，只讓阿修感覺到些微的開心，更多的是不滿。 

那年我拿到第一個金牌，拿了獎之後，學校對你很好，你會覺得反差很大，覺

得報名的時候，又不見你幫我報。（訪修，20160421，169-170） 

  而結業禮上，在比賽結束良久以後，學校在從未知會他的情況下，頒發了所

謂的體育獎給他，更讓他覺得有點莫名其妙。對他而言，比賽已經過去，他亦即

將轉校，這一切已經沒有意義了。「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對這件事，就會覺得我都

要走了，現在才給我，完全就是這種感覺」（訪修，20160421，183-184）。 

  這一年，阿修遭逢了他人生的第三個轉折點，他決定轉學到比星河學校聲譽

低一層的揚才學校，「我們那時候也會將學校分等級」（訪修，20160421，240），因

為成績不佳，無法轉去上層或同層的學校，便決定轉向低一層的。而且揚才學校

一方面有武術隊，「它是專門有一個隊給你練，以前曾經請過老師回來教」（訪修，

20160421，280），有助於他練習武術；一方面以培養學生考取內地學校為主，有

助於他考取體育學院。加上，當時的女朋友亦想轉校，倆人商量之後，便決定一

齊轉學到揚才學校。 

  就這樣，阿修便告訴了家人轉校的意願，對於他即將轉至較低一層的學校，

「家人也沒有意見，好像沒什麼太大的意見」（訪修，20160504，460），姐姐因為瞭

解他的學習狀況，亦認為揚才學校是適合他的，還鼓勵他，「你與其把時間放在

你本身差的東西或是不喜歡的東西上，你不如過了它（英文）就算了」（訪修，20160504，

530-531）。然而，父母卻擔心他即使轉學到揚才學校，亦無法升讀初三，因為當

時他的英文還是不合格，而補考的結果卻還未出爐，假如他在星河學校沒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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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就會影響到他在揚才學校的就讀情況。所以，這亦讓阿修非常地擔心，即

使當時他已經就讀揚才學校的暑期課程，並且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當時都蠻怕

的，就是在這個點上面。最後 ok 了，升班了，就很開心，終於可以走了，也可以過去

升班了這樣」（訪修，20160602，59-60）。所幸，補考還是成功通過了，他順利地升

上了初三。就這樣，阿修轉學揚才學校，在星河學校七年的學習生涯劃下了句點。  

 

肆、 轉校，展開全新旅程 

「心情，就是覺得接受一個新的生活，真的是一種新的生活。」（訪修，20160504，502） 

 

  當我們談及離開星河學校的心情時，阿修說，那天，「有個很深的印象，走

的時候，都望望學校，那時候自己想，我會再回來的，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是的，

我會再回來的。當然，一直都沒有回去過。」（訪修，20160421，222-224） 

  事實上，對於這間讀了長達七年之久的學校，阿修並沒有太多的感情，或許

是「在那邊讀壓力大，我經常受打擊」（訪修，20160504，505），當他離開星河學校時，

「應該不是傷感，但是，有點覺得，我現在離開這個地方，這麼久，又不會覺得很不捨

得，那時候反而是覺得可以面對一個新的地方，一個新的生活，有點那樣的感覺，轉校

了」（訪修，20160421，236-238）。 

 

如魚得水，醉心武術 

  來到揚才學校之後，一切皆如阿修想像的那樣，在這個全新的環境中，他展

開了一段全新的旅程。回想在揚才學校四年的學習生涯，阿修說道：「最好的時

間，可以說是在那裡產生（訪修，2016042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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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阿修的敘說，我們可以發現揚才學校是一間極為重視學生運動專長發展

的學校，願意給予運動員訓練的空間與時間。每天早上，一般學生均需在 8 點上

早讀課，但是運動員可以豁免上早讀課，待 8 點半正式上課才進教室。所以，四

年來，阿修每天都會提早回學校練習，放學以後又可以繼續練習，與武術隊的師

兄弟互相切磋，練習武術成為他每天最開心的時刻。 

每日在揚才學校最開心的時間，就是放學之後練武術，每天早上早點回去練武

術。（訪修，20160421，292-293） 

由初三到高三那段期間，每天做的事就是，練武術，今天回去練一下什麼動作，

一直在那⋯⋯而且當時揚才學校有武術隊，就可以接觸一些，我的武術會以外

的武術。（訪修，20160421，340-342） 

  對阿修而言，來到揚才學校之後，真是如魚得水，遂心快意。大抵每天早晨

因夢想而醒來，夜晚因補充明日所需能量而入睡，就是如此吧！ 

 

轉校之後的適應期 

  當然，來到新環境的阿修，亦經歷了一段適應期，畢竟這兩間不同辦學團體

開辦的學校，不管在制度上，還是文化上都不盡相同。阿修仍然清晰地記得，轉

學初期，進教室習慣敲門，不會講「報告」的尷尬。「進教室門口，老師要叫你講

報告，但是那時候呢，很深刻的是，我進去，就敲門，但是他又不用我敲門，老師那時

候是班主任，就說你不用報告嗎？『報告什麼，不會報告』」（訪修，20160504，564-566）。 

  他亦喜歡放學後的教室奇景，同學們不各自回家，反而繼續留在教室裏閒聊，

做功課。這與星河學校放學後，空無一人的教室形成強烈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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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星河學校放學就是放學，全走了，真的是一個教室裡沒有人。但是，在揚

才學校放學了，那些人不知道在那裡干什麼，在教室聊天，有些真的在做功課

的。那時候，我反而覺得這種風氣蠻好的，反而是喜歡揚才學校，那些人喜歡

留下來。（訪修，20160504，301-304）  

  適應課程內容的差異，阿修還記得，「我初三去的時候，它是物理、化學一起

來的，但是揚才學校初二已經有化學了，但我是沒有讀的。對，那時候，一下子，化學

學少了一年，物理是大家一起學的，但化學少學一年」（訪修，20160421，312-314）。然

而，儘管少學了一年化學，阿修還是適應得很好，他在物理、化學科總能取得優

良的成績。對阿修而言，這與教師教學有著密切的關係，他認為可能是「揚才學

校更多地是他會重複性地說一樣東西」（訪修，20160421，322），老師慣於一遍又一遍

地幫學生重溫已學的內容，而「星河學校的感覺是⋯⋯可能教不會怎樣重複吧」（訪

修，20160421，329），老師只教一遍，不再重複。顯然，揚才學校老師的教學方式

比較適合他。 

  當然，這亦阿修瞭解到每間學校的文化、課程設計、教師教學等，都有其各

自的特色，既來之，則安之吧！就這樣，樂天開朗的阿修，漸漸地習慣揚才學校

的學習生活，成為當中的一份子。 

 

從「努力無效」到「努力有回報」的轉變 

  人們常說勤能補拙，努力學習，一定會有回報。然而，在阿修過往的學習經

驗中，努力似乎總是沒有收獲。他還記得在星河學校時，不管他怎麼努力溫習英

文默書，不斷地背誦、默書，找英文較好的哥哥姐姐模擬測試，就算在家裏都做

好萬全的準備，結果還是不合格。這些挫敗讓他飽受打擊，甚至讓他產生了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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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 

那時候，你會覺得溫不溫習都一樣，那種打擊是很大的。（訪修，20160421，

360） 

默來默去，只有 30 分，你是完全覺得我讀來干嘛？其實，不用默書，你直接

會生詞，那部分留空算了。那時候，是會有這樣的心態。（訪修，20160421，

365-366） 

  轉校之後，阿修發現揚才學校設定的英文科標準比較低，「我記得那時候我在

星河學校，打開英文書，只有幾個字是認識的」（訪修，20160421，349），「但是，到了

揚才學校就是，只有幾個單詞是不會的」（訪修，20160421，350-351）。 

  阿修記得有一次，他忘記早上要英文默書，到了教室發現同學們都在埋頭苦

讀，才驚覺那天竟然要默書！他只好臨時抱佛腳，沒想到過了兩天，派發默書卷，

竟然有 70 幾分！這樣的結果，除了讓他覺得驚訝之餘，亦加強了他的自信心，

更使他重新相信努力是有回報的。 

但是，去到揚才學校，你就會覺得，咦，原來你溫習一下，可能會更高分，所

以，那時候，由初三升高一，是覺得 OK 的，你有努力，是覺得 OK。在星河

學校，那種打擊，你溫不溫都是一樣，那樣的感覺。（訪修，20160421，372-374） 

  轉學之後，曾經飽受英文科打擊的阿修才發現，過去的那些歲月中，星河學

校無形中為他打下不錯的基礎，使他能輕鬆應對揚才學校的學習內容。而在揚才

學校的學習，更讓他找回一點成就感，願意重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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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班長，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 

  對阿修而言，他人生的第四個轉折點，發生在高二，那時學校試行能力分班，

覺得自己成績不差的阿修，竟被分至提高班。當時，身為學校傑出校友的姑姑，

見他心有不甘，便提議不如請學校幫他換班。但是，當時的他並沒有馬上答應，

想著先回去開學看看情況吧。 

  那年，阿修的導師，「她是有名嚴格的，是全校有名嚴格的。但是，很奇怪的，

真的很奇怪，那時候我們第一次見面，她就說叫我做班長」（訪修，20160421，405-407）。

突如其來的消息，讓阿修當下沒能跟導師提出換班的想法。結果，阿修在經過一

番仔細的思考之後，覺得自己之所以想換班，只是覺得純粹不甘心而已，「其實

我的成績也不是真的特別好，只不過是心理面子問題而已」（訪修，20160421，413-414）。

「我記得那時候放學之後，就想要不要提出轉去其他班呢，不是因為這個榮耀，而是覺

得我是不是可以試試其他東西呢」（訪修，20160421，408-409）。於是，他決定留在原

班，接受新的挑戰，嘗試新的事物。 

  其後，阿修便擔任班長，雖然導師為人嚴格，但是對他十分信任，照顧有加。

那一年，導師因為職務繁多，總是非常忙碌，偶爾還會帶著他開會。阿修與導師

不僅合作無間，而且在她身上學到了很多課本以外的知識。還記得，那次他欠交

書法功課，為了讓其他同學引自為戒，導師當著全班的面說他身為班長，沒有以

身作則，罰他明天多交一份書法功課。沒想到，下課後，導師把他叫到辦公室，

語重心長地說：「唉，阿修，你要知道你是班長，你怎麼可以這樣呢？你都不交，你想

想那其他人也不用交了，你要以身作則才行，明天記得寫回，不用再寫一篇給我，可以

了」（訪修，20160421，438-440）。導師的舉動這不僅讓阿修覺得暖心，而且讓他覺

得印象深刻，他又學到了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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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在導師的教導下，阿修渡過了充實的高二，來到了高三。一開始，

導師要他擔任體育科代表，選了兩位成績優秀的班長，然而，由於男班長是內地

移民，不諳廣東話，同學們亦不諳北京話，造成了雙方溝通不良的問題。那時候，

作為體育科代表的阿修，便主動幫助女班長處理班務。 

  到了第二學期，正值報考大學，填寫志願的繁忙之際，而導師卻因為懷有身

孕，身體不適，常常告假不在學校。「第二段就找我一起做班長，三個班長，很少見

的，不過有事我們 2 個處理」（訪修，20160421，473-474），漸漸地，導師缺席的次數

越來越多，一堆班務都無人處理，「她不回來，就沒有人理，那我就去她位置看，究

竟今天有什麼，如果有高考聯招什麼時候報名，就拿那份東西進去，貼在黑板上」（訪

修，20160421，486-488），請同學們趕快上網報名。那時候，他幾乎成為班主任的

代理人，處理班上的事務。當然，他亦因此跟同學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所以，

那時候，又是另外一種體會，也覺得蠻開心的⋯⋯（訪修，20160421，493） 

 

錯過聯考，體院夢碎 

  終於，到了高三，對阿修而言，他似乎距離武術夢想越來越近了！那時候，

他報讀廣雅學院與精武體育學院，但是他的心裏早已屬意精武體育學院。所以，

在大學聯考前，他做了很多的準備，托關係見院長，參加學院的特長考試，取得

優異成績，考取武術教練員證書。而且，他還在模擬考中取得不錯的分數，可謂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只要順利參加大學聯考，他就可以成功考取精武體育學院，

實現夢想。 

那時候報了廣雅學院，考體育，但是報廣雅學院是想說次要的，為什麼呢，為

什麼廣雅學院次要，廣雅學院那時候很難的。因為我沒有想要讀廣雅學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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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去體精武育學院。（訪修，20160421，548-550） 

那時候很忙，早上溫高考聯招，下午去做兼職，晚上去上武術課，那時我考

了澳門注冊教練員了，武術教練員。（訪修，20160421，555-557） 

  然而，當阿修以為自己走在極為篤定的道路上時，他又遇到了一個轉折點。

就在大學聯考前夕，他突患急性心肌炎，在醫院躺了 1 個多月，錯過了大學聯考。

等到他身體漸漸回復時，已經是 8 月份了。心焦如焚的阿修，便嘗試請求精武體

育學院通融通融，給予入學的機會，只可惜學院以其缺席聯考，被作零分處理為

由，不予錄取。 

  無奈之下，阿修便只能求助母校，期望申請明德大學，當時他心想，「我心

想明德大學也好，也 OK，我記得我畢業的時候，平均分是 80 幾分，又是特長生，沒問

題了」（訪修，20160421，580-581）。沒想到，當時明德大學已經收足學生人數，就

算阿修苦苦請求，該校亦只給予就讀預科班的機會，心有不甘的阿修，只好放棄

明德大學。當時，他便把心一橫，詢問導師愛智大學是否還有學位，最後，在母

校的極力推薦下，愛智大學以保送生的資格，錄取了他。「因為我那時候心裡想，

我寧願去一間大學讀大學一年級，將來如果我重考體育，拿一年級的資格去考，是不是

比讀預科去考容易呢？」（訪修，20160421，594-596）所以，他決完選讀愛智大學，

而且還選了一個較特別的科系—公共事業管理系。 

  那一年，阿修的人生出現了極大的反轉，原本極為篤定的道路，分明就已經

在他的眼前，只等待著他一步一步往前邁進。只可惜，天意弄人，突如其來的疾

病，打亂了他原本的計劃，讓人無所適從⋯⋯所幸，在母校的協助下，他還是順

利地升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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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踏上哲學之道 

「其實在我的學習路上，導師或是老師，在中學包括大學，老師對我的影響很重要。」

（訪修，20160421，632-633） 

 

放棄體育之路 

  輾輾轉轉，阿修來到愛智大學，但是，他依然心繫體育，他在心裏暗暗地對

自己說：「我讀一年而已，再考體育」（訪修，20160421，609）。抱持著試讀一年的心

態，阿修半投入地參與大學生活，參加學生社團、進行武術表演⋯⋯很快地，一

心想要重考體育系的阿修，再度面臨重要的抉擇，「要不要報大學聯考呢？」因

為，他的身體誠實地告訴他，他不再適合做大量的常規性運動了，經過一番痛苦

的思考、掙扎，他終於做出了決定，放棄體育，「後來真的打消念頭，就是那時候，

算了，不如留下繼續讀」（訪修，20160421，620-621）。 

事實上我的身體告訴我，我不能再做體育了，不是病不好，是因為心臟影響到

其他位置，是不可能再做規律性的大量運動了，訓練。（訪修，20160421，617-619） 

  做好抉擇，把心安定之後，阿修便開始盡情投入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嘗試

一切的新鮮事物，選課、聽講座、社團活動、武術表演、戀愛⋯⋯每一天都充實

而有意義。「如果你說要怎麼去形容，我想正常的大學生活都在裡面了，社團的，拍拖

的，學習的，找自己興趣的」（訪修，20160504，18-19）。 

  從阿修的敘說中，放棄，似乎被說很輕鬆，對樂天知命的他而言，「人生是

不斷積累下去的」（訪修，20160602，20），每個生命中的遭逢，都有其意義。放棄，

也許是另一種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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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倫理學，攻讀哲學碩士 

  大一時，阿修選修公共倫理學，教授的一個問題觸動了他，「中國人罵人常說

『你沒有良心，你的良心被狗吃掉了』，她就問了，那什麼是良心呢」（訪修，20160504，

120-121）？課後，阿修便開始翻閱教授推介的書籍，漸漸地對倫理學產生了濃厚

的興趣。而學期結束的考試結果，更讓阿修信心倍增，在大多數同學都不合格，

或剛好合格的情況下，他竟然取得良好的成績。這使他萌生了繼續研讀倫理學的

念頭。 

當時對這科已經很有興趣，而且我上這堂課是所有境外生之中，最高分的！（訪

修，20160421，625-626） 

那時候的滿足感很大，覺得說這科也 OK，就有萌生一點覺得說，是不是將來

也可以再讀呢？（訪修，20160504，126-127） 

  沒想到大二時，教授離校擔任訪問學者，這株剛發芽的小幼苗亦漸漸枯萎。

「大二的時候，就沒有見過我導師，因為她去了做訪問學者，不在愛智大學，有一年沒

有見過她，也慢慢打消這個念頭，就也沒有再看這些書」（訪修，20160504，127-129）。 

  及至大三，「我選讀選修科，重遇我的導師，就跟她聊性別上的問題，最特別的是

什麼呢？我讀倫理學，其實最主要是我接觸了女性學」（訪修，20160504，20-22）。那時

候，內地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還不廣泛，「當時很多學生都不會講這些的，但是我跟老

師就會講」（訪修，20160504，24-25），而且越聊越投契，漸漸地便建立了親密的師

生關係。 

  終於來到大四，阿修又再度面臨抉擇，「要不要繼續攻讀碩士呢？」那時候，

苦惱的阿修，便詢問導師的意見。「我導師很特別，她跟其他導師有點不同」（訪修，

20160504，30），「我跟她說我想讀碩士，她沒有一下子說，那你讀吧，去報名吧」（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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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4，32），反而，安排他去旁聽研究所的課。那時候，有很多同學都去旁聽，

「最後剩下的，只有我一個，繼續留下來聽」（訪修，20160504，38），結果，阿修便

決定繼續攻讀研究所。 

  下定決心之後，那一年，阿修搬進了單人宿舍，推掉所有武術表演，全心全

意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哲學基礎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說是

零基礎，他要學習的內容還很多。所幸，由於是原校升讀，學校提供考生考試範

圍，那一年，阿修便專心溫習，「從來沒有看如此多的書，那年開始就看了很多書，

之前都沒有，就是也會看，但就是翻一下，『哦，不錯』，真正看書的時間應該是那時候」

（訪修，20160504，45-47）。皇天不負苦心人，他順利通過入學考試，考入倫理學

碩士班。回想起當時考試的情景，阿修說： 

最滿足的是，當時考的時候，寫很多，那種感覺是很滿足的，填滿了所有題目，

自己是覺得 OK 的。（訪修，20160504，56-57） 

考那份卷子自己很滿意，這個是人生當中考試最滿意的一次，在那個時候出現。

（訪修，20160504，60-61） 

  進入研究所後，阿修便每天泡在圖書館裏，與書籍為伍，不斷拓展自己的學

問，豐富自我的學理世界。 

 

加入高校澳門學生聯合會 

  碩一暑假時，適逢 X 地區高校澳門學生聯合會成立之際，應學弟的邀請，

有著豐富學生社團經驗的阿修，便加入聯合會的籌備工作。由於學業繁忙，不想

擔任聯會職務的阿修，最後勉強答應擔任公關部部長。孰不知，就在就職典禮前

夕，聯會內部因為理事長人選而產生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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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間學校都不喜歡對方的代表，這樣就很難選一個理事長出來，任何一個做，

另一個都不滿意這樣（訪修，20160504，77-78）。 

  結果，大家就提議邀請經驗豐富且年紀稍長的阿修，擔任理事長。「真的是

半推半就，就在選理事長的前兩天呢，三間學校的發起人，都是我的學弟妹就來找我，

就說希望我做第一屆」（訪修，20160504，77-79）。就這樣，陰錯陽差之下，阿修擔

任第一屆理事長。 

  聯會成立之後，便迎來第一個重大活動—全國高校論壇，阿修便帶著成員們，

以嚴謹的學術標準，策劃該次活動，力求提高論壇的品質。結果，活動不但非常

成功，而且大受好評，聯會亦因此而穩定下來。當時的阿修，或許還不知道這對

他的未來有著重大的影響。 

  很快地，活動成功的消息，便在澳門各個青年社團之間傳遞，而身為理事長

的阿修在社團間的知名度亦大大增加。其後，他便廣泛地參與澳門青年社團活動，

更因此進入現任公司工作。 

澳門有很多青年社團就知道了，然後呢，為什麼說對我影響很大呢？就是後來

就做了 A 聯主席，Y 協會做理事，就是因為這個，我有做 X 聯理事長，因為

這個而來的。直至到現在，我在 F 中心做，都是因為 X 聯。（訪修，20160504，

99-102） 

  人生中，總會遇上不得不放棄的時刻。對樂天知命的阿修而言，坦然地接受

命運的安排，從容地放棄，或許亦是一種重新啟航的力量。放棄體育之路的阿修，

遇見了對他影響至深的導師，順利踏上了哲學之道，加入學生聯合會，參與青年

社團活動，投入現任的工作⋯⋯都印證了他說的那句話：「其實，你的轉折是為

了做下一樣事情，很有安排，就是有這樣的感覺」（訪修，2016060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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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留級的意義 

「我會覺得是一種安排，或是一種轉折，或者給我一種可以去思考其他事，或者思考我

下一步應該做什麼，思考的空間。」（訪修，20160602，43-44） 

 

留級，是一種安排 

  當我們談及留級的意義，已經離開校園，投入工作將近三年的阿修，首先談

起他的人生觀，或許是他的生命中出現過眾多的轉折，使他在大學或高中時期就

已經體悟到：生命本是持續不斷的累積，人生總有自己的那條曲線，而每一個轉

折點都是意義非凡的安排，留級更是如此。 

人生是不斷積累下去，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會有這件事情，有一個轉折點，

其實就是要告訴我，其實你的轉折是為了做下一樣事情，很有安排，就是有

這樣的感覺。（訪修，20160602，21-22） 

  對阿修而言，留級是一種安排，小四留級是為了讓他在小六暑假（1999 年

夏）遇見武術，他說： 

我會跟很多事情連結在一起，如果我小四沒有留級，那到我小六就未必會去

學武術了。（訪修，20160504，427-428） 

如果我沒有留級，那就應該是初一，初一的考試沒有那麼早，而且我又要上

夏令班，變成我就學不了了。（訪修，20160504，430-432） 

  而初二留級則讓他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自己的興趣上，讓他可以專心練習武

術，更為重要的是，給予省視現狀，思考未來的空間。「第二次留的時候，或者是

給了我一個很大的轉折點就是，死了，我再這樣留，不行了，所以，之後就轉去另外一

間學校，因為再這樣留，不行。」（訪修，2016060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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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在這樣的人生觀下，當阿修面對留級時，亦能夠自我排解，他說： 

如果用目的上，就是結果上能夠走到現在這個結局，對於我來說是好的，所以，

我會覺得之前的安排都是好的，再早一點，可能回到中學時期，會覺得我成績

跟不上，我自然地留級了，那我留級就可以做其他事。（訪修，20160602，35-38） 

我自己覺得更多的是我去自己調解，那你留級了，怎麼辦呢，我可以多做一些

武術的事，就是會想之後應該怎麼做。（訪修，20160602，39-41） 

 

留級，是被他人提醒的回憶 

  對阿修而言，留級，雖然是求學生涯的一個回憶，人生經驗的一個累積，但

是，隨著時光的消逝，它早已被深深埋在記憶深處，只在他人偶然提醒之下，才

會被重新召回。「變相來說，是他們的感覺，讓我去記起這件事，多於我自己去記起這

件事」（訪修，20160602，122-123）。 

  就讀大學時，被問及為什麼比同學年長；投入工作時，因為比新鮮人年長，

被問及是否曾有工作經驗；參加社團活動時，驚覺同伴都是出身名校，都是名列

前茅的「尖子」⋯⋯都一再地提醒阿修，原來自己曾經有過兩次留級經驗啊！ 

跟同年級的人，大學的時候，讀碩士的時候，都會有，因為我大他們 2 年嘛，

就會變成為什麼你大我 2 年呢？或者是我剛剛回來工作的時候，別人他讀完碩

士也只是 25，26 歲而已，我已經 27，28 歲，人家就會覺得你為什麼，會覺得

奇怪，會覺得你是不是工作了 2 年，才去讀的。（訪修，20160602，105-108） 

  而大家在知道原由之後，通常都少不了兩種反應：第一，留級在大多數人心

中都是負面的，使得眾人難以將現在的他與留級連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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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樣應該是，對那個人的判斷覺得是好的時候，可能對留級的印象始終是負

面的，所以，他們會覺得認識的我，好像是不錯的，就覺得我這個人好像都有

讀點書，想不到你會留級，會給我這樣的感覺，所以，變相他們會有一個落差，

為什麼你留過級，但是你現在也蠻好的。（訪修，20160602，154-157） 

  第二，則是好奇留級的原因，好奇他對留級浪費時間的看法。 

也有人會問，你那時候為什麼會留級啊，他們會覺得奇怪，就會有追問，你為

什麼留級，因為什麼呢？（訪修，20160602，160-161） 

有的人會提說，那不就浪費了一年，我說，不會啊，如果我不浪費一年，可能

我就不會去練武術，不會轉校，就是我覺得沒有問題啊。（訪修，20160602，

163-165） 

  就這樣，在阿修的生活中，留級雖然早已變成回憶，深埋心中，但是身邊的

人偶爾依然會勾起那些過往的回憶。 

 

平常心是道 

  對阿修而言，生命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累積，而過程中總會出現大大小小的轉

折，每一次的抉擇都將帶領他走向不同的世界。小四留級的輕鬆自在，小六暑假

遇見的武術，初二留級對武術的全身心投入，轉學揚才學校展開的新旅程，高二

擔任班長的充實學習，擦肩而過的體育學院，與碩士導師的遭逢，踏上重新學習

的哲學道路⋯⋯這些生命中的環節，環環相扣，造就了如今的阿修。 

  或許，正是這樣的生命經歷，亦讓阿修明白，生命沒有絕對的篤定，使他抱

持著平和的心境，從容看待生命中的每一次遭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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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析與詮釋 

  分析、評估與詮釋的過程，既不是終點，也不是機械化的。它們總是逐漸顯

現出來，不可預期且永無止境。 

Denzin & Lincoln（1994）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留級率下，澳門留級學生的經驗，以及留級對他們有何影

響。前兩章敘說了兩位留級生的生命故事，呈現他們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二人

的生命經歷高低起伏，雖是各有殊異，然而透過他們生命故事的敘說，可見留級

經驗乃是個體與其所處環境、眾多脈絡因素以及生命經驗，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不

斷交錯影響而產生的結果，影響著學生當下的發展，乃至個人生命的成長與未

來。 

  是以，本章的分析與討論將依據研究的關注焦點，從三個重要面向探析二人

的留級經驗。第一節以敘事分析中的「整體－內容」及「整體－形式」模式，循

著二人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的軌跡，首先呈顯他們生命故事中的重要主題，然後藉

由研究者與二人共構的生命故事歷程圖，瞭解他們生命故事的結構與進展。16第

二節聚焦於二人所處的環境與脈絡因素，以兩個不同的視角－社會交互作用模式

（transactional model）與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探究影響二人留級的多元、

複雜的脈絡因素。第三節則探討留級經驗對於二人的意義與影響，不管是過去、

現在，乃至未來。 

 

	  	  	  	  	  	  	  	  	  	  	  	  	  	  	  	  	  	  	  	  	  	  	  	  	  	  	  	  	  	  	  	  	  	  	  	  	  	  	  	  	  	  	  	  	  	  	  	  	  	  	  	  	  	  	  	  
16第一節的分析模式參酌自周玉連（2010）《許自己一個未來—高職復學生求學生涯發展之敘事
研究》，並依據本研究之個案作調整。周玉連以「整體—內容，整體—形式」之模式對高職復學
生的生命發展歷程進行全面、深入且細膩的探析，而本研究因同欲探究學生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
故參酌其分析模式，以期能深入地瞭解留級學生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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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走進故事：生命發展歷程的端視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故事，都是個人與他者、時間及空間交錯而成的動態歷程。

如果生命是一場電影，透過你我的運鏡，眾多鏡頭剪接而成的，將會是怎樣的故

事？如果以電影的譬喻，本研究的兩位留級生，他們的生命故事，在時間的延伸

與空間的交錯下，上演著一幕幕怎樣的情節；在他們的生命故事裏，我們又看見

了怎樣的風景？茲將首先呈顯二人生命故事中的重要主題，然後藉由二人生命故

事的歷程圖，瞭解他們生命故事的結構，以及他們的求學發展歷程。 

壹、 佩兒的故事分析 

  佩兒的故事是一個關係的故事。她的生命故事發展，從兒童時期至成人早期，

每一個階段都關注於人際關係的發展，比如與父母、妹妹、同儕、老師以及男朋

友的互動關係，這些關係形構了她的生活網絡。她學習著在每一段中扮演適當的

角色，恰如其分地經營關係。 

  尤其初中以後，曾是開心果的她，面臨著人際關係的崩解，學業的失敗，留

級的挫折，她的世界亦日漸崩壞。留級之後，她覺知到同儕、師長對其行為的反

應產生變化，憑著樂天開朗的個性，男朋友的支持，她重新理解自己的角色地位，

不斷地自我調適，扮演好屬於自己的角色，以符應大家的期望。 

一、生命故事的重要主題 

  縱觀佩兒生命故事的發展（詳見表 6-1），在她的生命故事中，呈顯了三個

重要主題，即「人際關係的發展」、「符應角色期望」與「省思教育體制」，展

現出她生命故事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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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題事件 背景脈絡 自我感受 

10-11 歲 

（小四至

小五） 

同儕

關係 

、 

師生

關係 

班上的 

「開心

果」 

• 小四英文成績不佳 

• 喜歡表現自己，愛

在課堂上開玩笑 

• 老師愛跟她開玩笑 

• 因成績不太好而感

到心虛 

• 覺得自己是開心

果，可以帶給別人

歡樂 

12歲 

（小六） 

親子

關係 

不快樂的

家庭生活 

• 小六時父母離婚 

• 離婚仍然同住的父

母經常吵架 

• 母親常在她和妹妹

面前埋怨父親 

• 對父母離婚無法理

解 

• 在家中不快樂 

13-14 歲 

(初一至 

初二) 

同儕

關係 

、 

師生

關係 

失落的 

「開心

果」 

• 得不到老師的喜

愛，覺得自己被導

師針對 

• 得不到同學的認

同，被同學捉弄 

• 認為老師對她有偏

見，覺得委屈 

• 被同學欺負，覺得

自己很悲慘 

符應

角色

期望 

沉浸網絡

世界 

• 為跟上朋友的腳

步，接觸網絡世界 

• 沉浸網絡新世界，

荒廢學業 

 

15 歲 

（重讀  

初二） 

符應

角色

期望 

留級， 

重新建立

新形象 

• 從導師口中提早得

知留級消息 

• 隱藏真性情，小心

經營在老師與同學

心中的形象 

• 希望快點畢業，努

力學習，不許自己

再留級 

 

 

 

• 留級後倉惶失措，

不知該如何向母親

交代 

• 想要改變自己過往

的形象 

• 瞭解努力學習的重

要性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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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題事件 背景脈絡 自我感受 

 

16-19 歲 

(初三至 

高三) 

同儕

關係 

、 

師生

關係 

穩定朋友

圈，投入

校園生活 

• 初三時，同學選她

當班長，獲得導師

認可 

• 進入文科班，鍾愛

術科 

• 高一加入排球

校隊，高二、

高三參加啦啦

隊比賽 

• 因順利升級而開心 

• 有了固定的朋友

圈，不再憂心沒有

朋友 

• 覺得老師們對

她有所改觀 

20-23 歲 

（大學  

時期） 

省思 

教育

體制 

參與研

究，瞭解

留級問題 

• 擔任研究助理，參

與留級成效的研究 

• 驚覺澳門留級與中

輟問題嚴重 

• 學校、教師及家長

大多認同留級 

• 原來很多人留級、

中輟，自己的情況

並不是最糟的 

• 教育體制導致留級

率高居不下 

24-27 歲 

（從事  

教職） 

省思 

教育

體制 

體悟留級

制度的 

本質 

• 體會到學校訂定的

學業成就標準只會

越來越高 

• 認為留級是汰弱留

強的規則，不但會

消磨學生的意志，

而且是極不公平的 

學生

輔導 

輔導   

留級生 

• 分享過來人經驗，

傾聽學生的聲音 

• 發覺越來越多學生

輕視留級，甚至想

要留級 

• 可以用自己的經驗

幫助留級學生 

• 自覺能力不足，繼

續攻讀研究所進修 

表 6-1 佩兒生命故事發展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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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際關係的發展 

1. 親子關係 

  佩兒在敘說的一開始，便提及手足關係與自己在家中的定位。事實上，她是

家中的二女兒，因為哥哥少年夭折，被父母視為長女；與相差 5 歲的妹妹關係較

為疏離，大年初一出生的「福星妹妹」機靈聰明，成績好，她則是調皮搗蛋，成

績較差。 

  當她敘說小學記憶時，談及父母的婚姻關係，常年在外地工作的父親，與母

親因感情產生裂痕，經過一番吵鬧後，協議離婚。離婚後，因經濟關係而依然同

住一個屋簷下的父母，經常吵架，令年幼的她產生焦慮、不安的心理，甚至有所

埋怨。 

  而親子關係方面，從佩兒的敘說可見，母親可謂母兼父職，她是在母親的陪

伴、教育下成長的，她與母親之間的互動，大多是分享校園生活的點滴。然而，

她卻沒有特別提及與母親的若干回憶，相反地，她用了不少篇幅敘述離婚之後，

母親對父親的怨懟，留級之後，母親對她的嘮叨、碎念。是以，在家中她感受到

大量的負面情緒，鮮少有歡樂的時刻。 

  對於常年在外工作而缺席其成長過程的父親，佩兒的心情是錯綜複雜的。相

較於母親，她敘述了不少與父親的回憶，比如小學時，對於沒有父親教她做數學

題的埋怨；與父親在臥室吃冰品，看電視的快樂回憶；對父親沒有盡教養責任的

怨懟等⋯⋯這或許亦反應出她對父愛的渴求。是以，在家庭得不到快樂的佩兒，

便把重心移至校園，期望在學校獲得師長的關注，同儕的認同，收獲更多更多的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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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儕關係 

  在眾多關係當中，佩兒最為重視的就是同儕關係。誠如柯爾曼（Coleman，

1961）所言，對青少年而言，無法得到同儕的認可，其嚴重性如同無法得到父

母的認可（引自黃德祥、林重岑、薛秀宜譯，2007）。顯然，對於佩兒而言，

同儕的認可遠比父母與師長的認可重要。升上初中的佩兒，為了得到同儕的認可，

她延續小學的行為模式，在課堂上表現自己；她為了跟上同儕步伐而沉浸網絡遊

戲與交友，荒廢學業。結果，未能完全瞭解同儕文化的佩兒，無法得到同儕的認

同，更遭到捉弄、排斥。   

  留級後，進入新班級的佩兒，最為關切的，仍然是自己能否被同儕接納。在

尚未習得同儕文化時，她小心翼翼地觀察、摸索，學習自我適應，盡力融入其中，

以獲取同儕的認同。終於，成功經營新形象，擁有穩定朋友圈的佩兒，重新展開

她的校園生活。 

 

3. 師生關係 

  師生關係，亦是佩兒較為重視的關係。在她的敘說中，曾提及各個學習階段

的老師，可見老師對她的生命故事發展有著頗大的影響，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

面的。在她的敘說中，提及篇幅較多的是初中老師，當她在敘述留級前的老師時，

尤其是導師，都是較為負面的，她認為老師們不喜歡她，覺得她發問是搗亂，阻

礙課堂進度，導師更是對她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見，讓她覺得委屈、不甘。 

  留級後，她覺知老師們對學生課堂行為的期望，便學習著符應角色要求，嘗

試改變自身的行為。而初二留級那年的導師撇除對她的固有印象，沒有為她貼標

簽，更是給了她莫大的正增強，引發她持續積極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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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至大學畢業，從事教職，佩兒亦十分重視自己與學生的關係。過往與老師

的互動經驗令她瞭解到一位好老師應具備的特質：一視同仁，不為學生貼標簽；

有耐心，有愛心；以欣賞的眼光看待每一個孩子。此外，過往的留級經驗亦讓她

更能明白與理解留級學生的心情，期望能傾聽他們的聲音，給予適時的支持。 

  佩兒處於父母婚姻破裂，手足關係較為疏離的成長背景脈絡，在家庭找不到

快樂的她，便把快樂的源頭轉向學校。為了得到同儕的認可，沉浸網絡世界，導

致她荒廢學業，最終留級。留級後，她小心觀察、摸索，習得同儕文化，瞭解角

色期望，逐步得到同儕與老師的認可，重新開啟全新的校園生活。

 

(二) 符應角色期望 

1. 團體角色期望 

  人際關係的發展，亦影響著佩兒的角色認同，在不同的學習階段，不同的同

儕團體中，理解自己的角色地位，以及被賦予的期望，不斷地自我調適，扮演好

屬於自己的角色。亦即帕森士（Parsons）在分析社會體系時，提出的「角色」

與「角色期望」概念，角色代表個人在社會團體中的地位與身份，亦包含社會團

體賦予個人行為的期望（陳奎憙，2001），而角色期望則是「個人在一個既定

情境裏，他自己以及別人所期望他做的事情構成對那角色的期望」（李錦旭譯，

1987），這些期望將指引著個人的行為模式。 

  在佩兒的敘說中，小學時期的她，活潑多言，喜歡表現自我，老師亦很喜歡

這樣的她，總是會跟她開玩笑，讓她意識到自己是師長、同儕眼中的開心果，能

夠帶給身邊的人歡樂。是以，這樣的期望便指引著佩兒繼續做好開心果的角色，

在班上逗大家開心。升上初中以後，面對新的情境，未能理解自己角色地位的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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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無法被師長、同儕所接納，這就讓受傷的佩兒發現，在小學教室中受歡迎的

行為並不適用於中學，原來中學有中學的規則。 

  留級之後，進入新班級的佩兒，便重新理解自己的角色地位與被賦予的期望，

比如同儕期望她是去年經驗的分享者，她就大方提供資訊，分享學習經驗，從而

逐漸建立穩定的人際關係；師長期望她是上課認真聽講，不阻礙教學進度的學生，

她就讓自己收斂一些，下課問問題，以期得到師長的認同。可見，佩兒的生命故

事發展亦是她的行為社會化的歷程。在周圍環境的不斷影響下，在跌跌撞撞的生

活經驗中，逐步適應，成為符合社會要求的成員。而她最為重視的人際關係的發

展，無疑成為她行為社會化歷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這些不同的人際關係，形

構了她的生活網絡。而一次次關係的疏離與建立，都讓她重新去理解自己的角色

地位，在不同的情境中，履行角色義務，符應賦予的角色期望。 

 

2. 制度角色期望 

  對佩兒而言，符應角色期望是她成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尤其是在求學

時期。除了需要符應團體的角色期望外，她亦需要符應制度的角色期望，即留級

制度，她必需達到學校設定的升留級標準，否則就要留級，更甚者，將會被勸令

退學。 

  留級，對大多數學生而言，是可怕的，對佩兒而言，亦是如此。初一那年，

深陷網絡泥沼，荒廢學業的佩兒，從第二學期開始急起直追，僥倖逃過留級的魔

爪。可惜好景不常在，初二那年，佩兒因為成績徘徊於合格邊緣，不合格單位（unit）

達五個而留級。經歷過留級的洗禮，承受挫折苦痛，嚐過失敗滋味的佩兒，為了

不再重蹈覆轍，為了不再淪為這個制度下的失敗者，她不斷地鞭策自己，改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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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學習態度與模式，勤奮努力地學習，期望達到學校的學業成就標準，穿過學

校設定的層層篩子，符應學校對學生的角色期望，順利畢業。 

 

(三) 省思教育體制 

  或許，是與留級有著不解之緣，中學時期的佩兒，迫於升留級的壓力，在留

級的篩盤中苦苦掙扎，終於順利畢業；升讀大學後，就讀教育系的佩兒，偶然成

為研究助理，參與留級成效的研究。有所不同的是，大學時期的佩兒，已然不是

那個屈服於留級制度，為符應制度期望而奮鬥的中學生。抽離中學學習環境的佩

兒，在研究工作中，漸漸對留級制度，對澳門的教育體制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

瞭解，這促使她更進一步思考澳門留級率高居不下的問題。在那個PISA國際評估

開始在澳門大行其道，留級問題倍受社會關注的時代，她覺知到：留級是眾多澳

門人的共同經歷，自己只不過是千萬個澳門留級生的一員而已。同時，留級不只

是學生的個人問題，更與學校訂定的升留級標準，澳門的教育體制息息相關。 

  大學畢業後，佩兒投身教職，走進教育現場，走近學生，讓她對留級制度，

對教育體制有了更深切的瞭悟。她瞭解到：留級是學校保障「口碑」的手段，是

一種汰弱留強的，極不公平的制度。而這種主流社會思想卻不曾被質疑，不論是

學校，教師，還是家長，都將學生的留級直接歸因為個人不夠努力，都認為學生

學業成就未達標準，被留級乃至被勸令退學是理所當然的。 

  此外，身處教育現場的佩兒，更深深地覺知到留級對學生產生的負面影響，

它不但吞噬了學習弱勢學生的成就感，而且磨蝕了他們的學習意志。然而，作為

一名澳門教師，佩兒的處境是矛盾兩難的，她一方面無法認同這個噬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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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又是該制度的執行者與依從者。游移於夾縫中的佩兒，只好以過來人的身

份，給予留級學生支持、鼓勵，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二、生命故事的結構 

  佩兒的故事屬於羅曼史（romance）的劇情發展，呈現了為前進心中的目標，

勇敢地面對生命中的一切挑戰，努力拼摶的歷程。為了重新變回「開心果」，積

極表現自我，卻不被接納；為了努力跟上同儕腳步而深陷網絡泥沼，因荒廢學業

而留級。即使屢遭挫敗，她還是迎難而上，苦心經營新形象，發奮努力學習，最

終成功擁有穩定的朋友圈，順利升級，順利畢業。大學畢業後，投身教職，輔導

留級生，驚覺現今越來越多學生輕視留級，對留級不以為然，便決定繼續攻讀研

究所，學習更多的輔導技能。可見佩兒的羅曼史將一直持續下去。（詳見圖 6-1）。 

(一) 小學時期 

  小學時期，佩兒處於較為變動的時期，從小四因英文成績開始不佳而心虛，

可見曲線圖有些微下降，然而，很快地因為老師與同儕的接納與認同，令她覺得

自己是班上的開心果，曲線便快速向上爬升。直至小六家庭產生鉅變，父母離婚，

讓她感覺家庭沒有快樂，然而由於在班上始終是開心果，她的自我感覺仍然是正

向的。是以，該時期的曲線只有些微下降。 

 

(二) 初中時期 

  初中時期，可謂佩兒生命故事發展中變動最大的時期。那時候的她，正處於

由小學至初中的轉換時期，未能理解自己角色地位而無法被師長、同儕所接納，

曾經的開心果變成問題學生，曲線因而呈急速下降的趨勢。而初二的留級，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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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佩兒學業的失敗，更意味著她人際關係的崩壞，曲線便持續下降，跌入她

生命的最低處。其後，在重讀初二那年，憑著樂天開朗的個性，以及男朋友的支

持，她重新進行自我調適，小心經營人際關係，逐漸建立新形象，得到師長、同

儕的認可，並且慢慢改變自己的學習態度與模式，成績突飛猛進，順利升讀初三。

初三那年，佩兒更當選班長，擁有穩定的朋友圈。是以，曲線呈逐漸、穩定地向

上爬升的趨勢。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學    投入教職 

圖 6-1 佩兒生命故事歷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 高中時期 

  步入高中時期後，人際關係穩定的佩兒便盡情地投入校園生活，雖然她的成

績還是不太好，有時亦會擔心再度留級，但是憑著她堅持不懈的努力，總也算是

「步步高升」，順利畢業。是以，該時期的曲線以小波動來呈現她既正向樂觀，

又難免擔驚受怕的複雜心情。 

     

     

     

正 

負 
英文學不好 

班上的開心果 
父母離婚 

失落的 

開心果 

留級 投入 

校園生活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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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建立 

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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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四) 大學時期 

  大學時期的佩兒，脫離了充滿升學壓力的中學，步入生命階段中較為穩定的

時期。期間擔任研究助理，參與留級成效研究，亦讓她對留級，對澳門教育體制

有了更為全面、深入的瞭解。直至大四那年，準備應徵工作時，因為中學成績單

上的留級與操行不合格，擔心找不到教職。幸好，校長對留級與操行不合格毫不

關心，錄用了她，她才放下心頭大石。是以，該時期後期的曲線在呈現些微下降

之後，便迅速回升。 

 

(五) 投入教職 

  成為教師之後，佩兒以過來人的身份，跟留級學生分享經驗，適時給予鼓勵、 

關懷及協助。同時，她亦觀察到對現今的學生而言，留級已經漸漸失去阻嚇性，

他們輕視留級，對留級不以為然。面對這些瀕臨留級危機的學生，她覺得束手無

策，便決定繼續攻讀研究所，學習更多的輔導技能。由於尚未知道後續的故事情

節將如何發展，該時期僅以平穩、正向的曲線來呈現。 

  綜上所述，佩兒的這段羅曼史（romance），呈現了四個較為顯著的圖形：

小學時期是班上的開心果，尤其是高小時期，可謂她人生的高峰期；初中時期經

歷人際關係的失敗，學業成就的失敗，她生命跌入最低處；高中時期處於既全身

心投入校園生活，又擔心自己一有疏忽再度留級的矛盾緊張狀態，呈現出小波浪

的曲線；進入大學時期後，及至投入教職時期，則是呈現出平穩、正向的曲線，

生命階段步入穩定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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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阿修的故事分析 

  阿修的生命故事讓人印象深刻，跌宕起伏，充滿了戲劇性的轉折，那些意想

不到的、大大小小的轉折都不禁令人驚詫，而他那堅定的意志力與豐沛的生命力，

以及面對生命轉折的淡然，卻又不禁令人讚嘆、佩服。 

  在這段生命故事的發展中，每一次轉折都是危機，亦是契機。阿修總是能以

淡定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創造一個個向上的轉折。小四轉學適應不良後，意想不

到的留級，卻讓他經歷了重讀小四的輕鬆自在；小六、初一連續兩年的試讀，屢

屢經歷學業的挫敗，卻因為小六暑假遇見的武術而有所釋懷；初二再度面臨留級，

卻亦讓他得以投入興趣的發展，並重新省視自身的學業狀態，毅然決定轉學揚才

學校，開啟全新的校園生活，展開對夢想的追求；高三突患疾病，錯過大學聯考，

與夢想中的體育學院擦身而過，卻讓他輾轉來到到愛智大學；大一時，出於身體

狀態的考量，被迫放棄體育，卻讓他與碩士導師遭逢，對倫理學產生濃厚的興趣，

踏上哲學之道。 

一、生命故事的重要主題 

  縱觀阿修生命故事的發展（詳見表 6-2），在他的生命故事中，呈顯了兩個

重要主題，即「興趣與夢想」與「生命的轉折與出口」，展現出他生命故事的獨

特性。 

 

 

 

 

  

 



	  136	  

時間 主題 主題事件 背景脈絡 自我感受 

10-11 歲 

（小四至 

重讀小四） 

遭遇

學習

挫折 

 

 

第一次轉

校，因英

文不合格

而留級 

• 小四轉校，英文科

分類眾多，跟不上

學習進度 

• 參加暑假課程，英

文考試仍然不合

格，被要求留級 

• 轉學後，課業壓力

大增，覺得辛苦 

• 因為微小的分數差

距留級而難過 

找到

出口 

留級後，

輕鬆自在

的生活 

• 重讀小四，課業壓

力減輕，玩樂時間

大增 

• 留級後，因為學習

較輕鬆而覺得快樂

自在 

10-15 歲 

（小五至

初二） 

遭遇

學習

挫折 

 

成績欠佳

的連續試

讀生 

• 順利升讀小五 

• 英文成績仍然徘徊

於合格邊緣，試讀

小六、初一 

• 小六至初二被迫參

加補習班 

• 討厭補習班，逃避

學習 

 

追尋

興趣

與  

夢想 

初次接觸

武術 

• 小六暑假學習武術 • 喜歡武術，產生興

趣 

16 歲 

（重讀  

初二） 

遭遇

學習

挫折 

第二次 

留級  

• 因為英文與代數不

合格而再度留級 

• 留級後，不知如何

向父母交代 

• 留級是預料之中，

父母接受後，放下

心頭大石，重返快

樂 

找到

出口 

萌生轉校

念頭 

• 考量自身學習狀況

及未來發展，決定

轉校 

• 離開原校，沒有不

捨，反而覺得可以

展開新生活 

追尋

興趣

與  

夢想 

再次留級

後，醉心

武術 

• 留級後，生活重心

移轉至武術，醉心

練習 

• 學業壓力減輕，全

心身投入武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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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題事件 背景脈絡 自我感受 

17-20 歲 

（初三至

高三） 

追尋

興趣

與  

夢想 

展開 

追尋體育

之夢的 

旅程 

• 醉心武術 

• 成績變好，包括以

往不合格的英文 

• 高二、高三皆擔任

班長 

• 報考體育學院，實

現體育之夢 

• 每日練習武術是最

開心的時刻 

• 努力有回報，有溫

習就可以得高分 

• 學習課外知識，覺

得很開心 

• 相信自己一定能夠

考取體育學院 

21-24 歲 

（大學  

時期） 

遭遇

生命

轉折 

突患疾

病，體育

夢碎 

• 錯過聯考，與體育

學院擦身而過 

• 身體無法負荷大量

運動，放棄體育 

• 決定試讀一年大

學，重考體育學院 

• 無奈放棄體育 

追尋

興趣

與  

夢想 

遇見生命

導師，轉

讀倫理學 

 

• 大一時，修習公共

倫理學 

• 大三時，重遇導

師，接觸女性學 

• 大四時，決定報考

倫理學研究所 

• 盡情投入大學生活 

• 對倫理學產生濃厚

興趣 

• 感恩遇到良師益友 

25-30 歲 

（研究所

至 

工作） 

找到

出口 

投入社團

工作 

• 碩一暑假，擔任學

生聯合會理事長 

• 積極參加青年社團

活動 

• 進入社團工作 

• 誤打誤撞之下，擔

任學生聯合會理事

長 

• 獲得工作機會，感

謝很多人的幫助 

表 6-2 阿修生命故事發展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 興趣與夢想 

  在阿修的敘說中，找到興趣，追求心中所想是他少年時期以後較為重視的。

這個經歷小四留級，試讀小六與初一的少年，在小六的暑假，閒來無事，陪伴母

 



	  138	  

親去練習武術，在一旁看著看著，便「一試成主顧」，對武術產生濃厚的興趣。

對於一個少年而言，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對一樣事物燃起熱情，如此著迷，從此

以後，武術在他心中的份量自然亦越來越大。同樣地，從武術中獲得的自信，亦

漸漸填補了學業成就的挫敗。 

  直至初二那年再次留級，重讀已學過的課程內容，重考已做過的考試題目，

讓他的學業壓力減輕許多，他便花費更多的時間專心練習武術。那一年，他獲得

了人生中的第一面金牌，武術在他生命中的意義變得越來越大，它不再只是興趣，

更成為心中的夢想。 

  轉學揚才學校後，在那片支持學生進行體育運動的土地上，如魚得水的阿修，

便全身心地投入武術運動，同時亦更堅定了他的體育夢想。高三那年，他決定報

考體育學院，為了實現體育之夢，積極地進行眾多準備，如參加學院的特長考試，

考取武術教練員證書⋯⋯ 

  在阿修的生命故事發展中，除了武術以外，讓他產生濃厚興趣的，當數倫理

學。大一時，修習公共倫理學，那個「良心是什麼」的問題，引發他對人類道德

生活的思考；大三時，修習女性學，由於對性別問題的關注，常與教授討論，因

而建立了親密的師生關係，這就燃起了他求知的慾望，想要更加探究倫理學。是

以，原本就讀與倫理學風牛馬不相及的公共事業管理系的阿修，便毅然決定報考

倫理學研究所，進入道德哲學的世界。 

  對於有些人而言，興趣也許只是興趣，或是生活的調劑品，更遑論變成人生

的夢想。然而，在阿修的生命故事發展中，興趣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夢想。

他的生活中缺少不了興趣，他的夢想總是因為興趣而來。因為興趣，因為夢想，

讓他的人生變得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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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命的轉折與出口 

  在阿修的敘說中，尤其是高中時期以後，不時地透露著一種淡然的生活哲學，

這種「淡」並非淡而無味，而是豁達、從容的淡定。他相信生命本是持續不斷的

累積，人生總有自己的那條曲線，而每一個轉折、每一個阻礙都是意義非凡的安

排，他相信終會找到新的出口。在他的生命故事中，興趣與夢想就是那個新的出

口，同樣地，亦是下一個階段的轉折。  

  他的這段生命故事，轉轉折折，折折轉轉，每轉折一次，他的生命軌迹就產

生變化，每轉折一次，他的人生體悟就有所不同。細數這些轉折，我們發現他的

生命故事中，共有七次重要的人生轉折：小學轉校、第一次留級、學習武術、第

二次留級、中學轉校、突患疾病錯過大學聯考以及轉讀倫理學。這些生命中的環

節，環環相扣，造就了如今的阿修。亦即 Jimerson（2001）提及的，我們瞭解到

的學生經驗，不管任一結果，往往都是個人早期經驗的匯集。學生的經驗乃是其

成長經驗、學校經驗以及其他經驗間交互作用的結果，更是一個跨越時空、複雜

動態的經驗歷程（Jimerson, 2001；Byrnes & Yamamoto, 1985）。 

  在阿修生命故事的發展中，小學四年級轉校是當時澳門銜接學校制度的結果；

在小四第一次留級是轉學後適應不了課程內容，適應不了英文科學業成就標準瞬

間提高所致；小六暑假接觸、學習以及愛上武術是意想不到的興趣培養，其後更

變成了他的生活重心，他的夢想；初二第二次留級是多年來學業挫敗累積的結果，

更是生活重心轉移他處，對學業不再關心的結果；初三那年轉校是多年來挫敗學

習經驗的告別儀式，亦是決心實現體育夢想，展開全新校園生活的見面儀式；突

患疾病錯過大學聯考，輾轉來到到愛智大學，其後因為身體狀況不佳被迫放棄體

育，亦是為了下一次的遇見；轉讀倫理學是遇見人生最重要導師，受其引導，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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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探究倫理學熱情的結果。 

  可見，阿修的生命故事是在建構生命中的興趣與夢想，亦是一個瞭解自我的

歷程。在曲曲折折之間，他嘗試探索生命的無限可能，在轉轉折折之中，尋找下

一個新的出口。當然，夢想不一定都能夠實現，在夢想破滅時，他選擇了放棄，

豁達淡然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尋找另一個興趣，等待下一次相遇。 

 

二、生命故事的結構 

  阿修的故事屬於喜劇（comedy）的劇情發展，呈現出以淡定自若、樂觀積

極的態度，去面對生命中的每一個轉折、每一個障礙，並且成功將危機化為轉機

的歷程。他的生命故事中出現了七次大大小小的轉折，但是他總是把這些經驗視

為獨特的經歷，相信那就是他生命的曲線（詳見圖 6-2）。 

 

     

     

     

          小學       國中     高中     大學      研究所 

圖 6-2 阿修生命故事歷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正 

負 

轉校 

不適 

接觸武術 

留級 

醉心武術 

轉校， 

展開新生活 

放棄武術 

轉讀倫理學 

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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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學時期 

  小學時期，阿修處於較為變動的時期，小四轉校，面對新的學習環境，新的

課程內容，年幼的他無法良好地適應，尤其是分科眾多的英文，令他倍感壓力，

可見，曲線呈急速下降的趨勢。結果，那一年他便因為英文不合格而需要修讀暑

期課程，原以為如此便能順利升級，孰不知暑期課程結束時要進行考試，仍然不

合格的他被要求重讀一年，導致了他眾多負面的情緒，該處的曲線便跌入低處。 

  留級後，他發現課業壓力亦減輕不少，面對學過的課程內容他可以很輕鬆自

在，也擁有更多玩樂的時間，可見曲線又再度平穩地向上爬升。試讀小六的暑假，

他接觸了武術，對武術產生了濃厚興趣，是以，曲線上升至該時期的最高點。  

 

(二) 初中時期 

  升上初中的阿修，成績還是不太理想，再度試讀初一，儘管如此，由於生活

中漸漸有了武術的存在，吸引了他的關注，所以曲線仍然維持不變。直至初二再

度面臨留級，雖然是意料之中，但是難免讓他心生不快，更苦於不知如何向父母

交代，故此曲線開始下降。 

  留級後，與小四的時候一樣，課業壓力減小的阿修，便花費更多心力練習武

術，更因自身學習狀態及未來發展的考量，萌生了轉校的念頭，期盼展開全新的

生活，此處的曲線便呈現上升的趨勢。轉校後，阿修慢慢適應新的校園生活，並

如願地加入武術隊，醉心武術，是以，曲線圖便逐漸上升到他人生的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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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中時期 

  步入高中以後，阿修進入一個正向而平穩的時期，曲線圖呈現最高峰的時期。

因為揚才學校的學業成就標準較低，使他能夠較為輕鬆地應對，而且更讓他嚐到

努力就有回報的甜頭，重新建立學業上的自信心。如此一來，他更能每天集中精

神練習武術，與武術隊的師兄弟切磋武藝。此外，高二、高三他還擔任班長，不

但得到同學的認可，老師的賞識，而且學習到更多課外的知識。是以，該時期便

以高峰、平穩的曲線呈現。 

  直至高三大學聯考前夕，一心覺得自己可以順利考取體育學院的阿修，因突

患疾病而錯過考試，與體育學院擦身而過的他，在老師的幫助下進入愛智大學，

所以，曲線開始呈下降的趨勢。 

 

(四) 大學、研究所時期 

  進入大學以後，原本只想試讀一年，重新報考體育學院的阿修，卻因為身體

不適合進行運動訓練而放棄體育的夢想，所以，該處的曲線持續下降，跌入人生

中的另一個低點。其後，經過一番自我調適，樂觀積極的他，選擇淡然地接受命

運的安排，投入愛智大學的校園生活，可見曲線又逐漸向上爬升。 

  與此同時，投入多姿多彩大學生活的阿修，在修課時，遇到了他人生中最重

要的導師，讓他對倫理學產生濃厚的興趣，燃起了追求知識的熱情，便決定研究

所轉向探究倫理學。是以，該時期的曲線呈現出一個平穩、正向的趨勢。 

  綜上所述，阿修的這段喜劇（comedy），呈現了五個較為顯著的圖形，他

不斷地遭遇生命的難題，卻也不斷地積極面對，化險為夷：小學時期，由於轉校

適應不良，英文不合格而意外留級，跌入人生的第一個低處；初中時期，對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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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濃厚興趣，更越發著迷，爬升至人生的第一個高峰期；高中時期，學業、興

趣兩者良好兼顧的他，進入最高峰時期；大學時期，突如其來的疾病，不但令他

錯過體育學院，而且要放棄體育夢想，他又跌入人生的第二個低處，所幸後來他

遇見了碩士導師，遇見了倫理學，他的生命又再度燃起熱情與希望。 

 

參、 小結與討論 

  縱觀佩兒與阿修的生命故事，儘管二人遭逢的故事情節不盡相同，呈顯的生

命曲線圖亦各有曲折。他們的生命故事，或是理解角色期望，善盡角色職責的歷

程；或是歷經眾多曲折，探索自我的過程。然而正因為如此，走進他們的生命故

事，我們才能看見學生生命經驗的獨特，瞭解各個生命經驗間的動態流動、交互

作用，體悟到學生生命經驗的複雜性。 

  至於留級經驗，當我們嘗試從整體生命發展歷程的視角出發，走進二人的生

命故事，端看他們的留級經驗，可見他們的留級，不僅是表面呈現的「不合格

（flunking）」（Byrnes & Yamamoto, 1985）。重視人際關係發展的佩兒，從高

小時期便開始成績不佳，在經歷家庭鉅變後，進入青春期的她更為重視與同儕關

係的發展，學業幾乎不是她關注的焦點，於是在初二那年留級；而重視尋找興趣

的阿修，自高小時期轉校後，便遇上了他的天敵—英文，其後屢次因為英文不合

格而試讀，甚至二度留級。 

  那麼，在他們的「不合格（flunking）」背後，到底有著怎樣錯綜複雜的脈

絡因素，我們將於下一節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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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置身其間：脈絡因素的瞭解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隨著視角遠近高低的不同，呈現的

面貌亦會有所不同。那麼，如果我們以不同的視角來瞭解留級學生所處的脈絡因

素，又會呈現怎樣的面貌呢？ 

  透過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可見造成學生留級的脈絡因

素是複雜多樣的，主要有四個方面：個人、家庭、學校以及社會。而且通過社會

交互作用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的視角，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學生的留級，

絕非單一獨立的現象，不僅受到個人所處複雜脈絡因素的影響，更是個人與其眾

多經驗在不同時空間不斷交互影響的結果。 

  此外，人們在一起行動因而創造了社會。帕森士（Parsons）認為，在社會

中人們與他人產生交互關係，從而構成了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並反映出

共同價值、規範與目的（陳奎憙，2001），而家庭、班級、學校、社區、國家

等，都可以被視為社會體系。同樣地，人一出生便生活在既存的社會體系裏，他

們的行為亦受到這些共同價值、規範與目的的限制。本研究關注的留級學生亦是

如此，他們也是處於複雜多元的社會情境之下，受到諸多脈絡因素的影響。 

  是以，本節試以兩個不同的視角來瞭解留級學生所處的脈絡因素。首先，以

社會交互作用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的視角，從個人、家庭、學校以及社會

等四個方面，瞭解影響佩兒與阿修留級的複雜脈絡因素；然後，以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的視角，把學校視為一個社會體系，把學生的升、留級視為一種社會行

動（social action），以社會體系的理論模式，探究影響佩兒與阿修留級的重要脈

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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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視角一：社會交互作用模式 

  交互作用或交道（transaction）17，「必定使人聯想到連續性（continuity）、

歷程（process）、境況（situation）、事件（event）、脈絡（context）等，更會

聯想到『互動』（interaction）」（引自李日章譯，2005：19）。杜威告訴我們，

經驗是連續性的，是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 (transaction) 的結果。同樣地，學生

的留級經驗，亦是他們與周遭的人、事、物互動、相互影響而形成的結果。茲將

就個體與環境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個體方面結合個人與家庭因素，環境方面則結

合學校與社會因素進行分析： 

一、個體方面 

(一) 個人因素 

  透過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可見學生的個人特質，包括

性別、族群、年齡、智力、身體障礙或缺陷等皆可能導致學生留級。本研究中，

在佩兒與阿修身上，在二人的敘說中，這些個人特質似乎沒有產生較為明顯的影

響。然而，仍然有兩項個人特質值得我們去注意： 

1. 智力方面 

  過往研究顯示，智力雖然扮演著等同於學業成就的角色，但是留級學生的智

力與升級學生卻無顯著的差異（Jimerson et al., 1997；Sandoval, 1984）。本研

究中，智力或者潛能卻跟留級有著一定的關聯。特別是在阿修的敘說中，在他的

求學生涯中，英文科一直是他的弱項，他總是學不好英文，小四留級，試讀小六、

初一，初二留級，都是因為英文科不合格。可見，英文科的潛能深深影響著他的

留級。 

	  	  	  	  	  	  	  	  	  	  	  	  	  	  	  	  	  	  	  	  	  	  	  	  	  	  	  	  	  	  	  	  	  	  	  	  	  	  	  	  	  	  	  	  	  	  	  	  	  	  	  	  	  	  	  	  
17	   李日章（譯）（2005）將「transaction」一詞譯為「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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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格與傾向方面 

  本研究中，透過二人的敘說中，我們可以發現過往研究鮮少提及的個人特質，

深深地影響著他們的留級，即個人性格與傾向。特別是在佩兒的敘說中，從小學

四年級開始，她便是一個性格活潑多言，喜歡表現自己，期望獲得師長、同儕關

注的孩子。特別是小六經歷父母離異、家庭破裂以後，在家中找不到快樂的她，

更加重視與同儕、師長的關係。可見比起學業成就，佩兒較為關注人際關係的發

展，尤其是同儕關係的發展。然而，升上初一以後，喜歡在課堂上表現自己的佩

兒，卻沒能像小學那樣受到師長、同儕的喜愛。最終，為了擠進同儕圈，深陷網

絡遊戲與交友軟體，荒廢學業，留級。這就與 Alexander et al.（1994）、Jimerson 

et al.（1997）以及 Sandoval（1984）的研究結果相符應：缺乏個人魅力、社交

能力以及不受同儕喜愛的學生，比較容易留級。 

 

(二) 家庭因素 

 誠如文獻所言，家庭社經地位、教育資源以及家庭結構都影響著學生留級，

而且三者是相互滲透、交錯影響的。本研究中，透過二人的敘說，可知他們的成

長背景迥異： 

1. 佩兒 

  誠如 Alexander et al.（1994）指出，較高教育程度往往帶來較高經濟收入，

留級學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大多沒有高中畢業，這就造成了學生的家庭經

濟弱勢，同時導致家庭教育資源的缺乏，進而影響學生留級。佩兒生長於勞工家

庭，父母受教育程度較低，均為小學程度，父親是建築工人，母親則是鐘點清潔

工人。小學六年級後，父母離異，母親以微薄的收入獨自撫養兩姐妹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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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社經地位較低，亦導致家庭教育資源的缺乏。在佩兒的成長過程中，是

缺乏文化資本的，家庭較少提供世代相傳的一般文化背景、知識、性情及技能。 

而且母親終日為生計忙碌奔波，早已身心俱疲，與女兒的互動自然較少。更因為

教育程度低，難以教導女兒的學習，因為社經地位低亦無法提供課外補習。 

  此外，在與佩兒母親的訪談中，當我們提及佩兒的留級時，佩兒母親是這樣

說的： 

    就是我們夫妻之間的事，有時候聽得多，吵起架來，沒有心思（讀書），就躲在房

間裡哭，我知道她哭，妹妹也哭的。就是回來就吵，上街又說不能去，所以成績一

直這樣的很低，勉勉強強，就是很緊。（訪佩母，20160430，27-30） 

  可見，父母婚姻關係的破裂，亦影響著佩兒的學習，影響著她的留級。 

 

2. 阿修 

 阿修則生長於中產家庭，父母教育程度較高，分別為高中與大學。父親曾任

酒店大堂經理，母親則是公務員，於懲教局教授視覺藝術相關科目。相較於佩兒

而言，阿修的家庭社經背景較高，家庭教育資源亦較為充足。從事教育工作的母

親，十分關注子女的教育與學習，經常與子女互動，給予支持與教導。 

  可見，以留級而言，家庭因素對佩兒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家庭社經地位低、

家庭教育資源缺乏對她的留級造成了一定的影響。這也反映在留級後，家庭的輔

導與補救方面。相較於佩兒母親的不知所措，不間斷地責罵，阿修母親給予他眾

多的關懷與安慰，為了提升他的學習成績，在那個補習社尚未普及，補習社名額

一位難求的年代，父親更為他安排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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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方面 

  眾所周知，學生不是一張白紙，每張紙上都寫滿了他們的生活經驗、學習經

驗。這些來自不同家庭，個人特質迥異的個體，當他們進入社會，與周遭的人、

事、物產生互動、相互影響，又會碰撞出怎樣的經驗？

(一) 學校因素 

  留級，通常是校長與教師對學業困難的學生做出的學校層級決定（Bali et al., 

2005）。本研究中，在佩兒與阿修的敘說中，教育者對留級的態度與教材難易

度，對他們的留級產生較為明顯的影響。 

1. 教育者對留級的態度 

 誠如 Wong（2013）指出，大部分澳門教師支持留級的做法，認為留級是為

了幫學生打好學業基礎，有些教師甚至把留級視為威脅學生的王牌，以督促懶惰

的學生學習。在二人的敘說中，校長、教師亦大多認同留級的做法，認為學生學

業成就未達升留級標準就應該留級。佩兒亦提及高中時的導師，總是以留級來督

促他們學習，威嚇他們偷懶就要留級。 

 

2. 教材難易度 

  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與 Tomchin	  & Impara（1992）指出，學校選擇高

難度且不適合學生的教材，將會影響教師教學的靈活性及學生的學習，更會導致

學生的失敗及留級。然而，在以私立學校系統為主，缺乏統一公開考試與評鑑的

澳門，學校可以自由選擇教材，設計課程及評量方式（Wong，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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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人的敘說中，可見他們都就讀於澳門名校，對學業成就標準較高，選擇

的教材難度也比較高。從阿修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他初三轉校到低一層級的

學校，學業成績便迅速地爬升，就連長久以來最弱的英文科也是。 

 

(二) 社會因素 

  過往的研究指出，學生的留級與社會環境關係密切。如澳門中華教育會

（2014）指出，隨著澳門博彩業的發展，經濟急促發展，社會存在眾多誘惑，

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興趣；鄭英傑等（2013）指出澳門的社會環境造成部分

學生教育抱負以及部分家長對子女教育期望的低落，導致學生更容易留級。本研

究中，在佩兒與阿修身上，在二人的敘說中，這些社會環境因素似乎沒有產生較

為明顯的影響。然而，二人留級時期的社會脈絡仍然值得我們去注意： 

1. 經濟與教育發展 

  本研究中，二位研究參與者的求學生涯橫跨澳門回歸前後兩個時期。阿修小

四留級那年，澳門正處於政權交接過渡期的後半段18，中葡雙方就澳門政權交接

做多方面磋商。雖然澳門自 90 年代以來，經濟發展緩慢且持續衰退（趙大英，

1999），但是自 1991 年頒布了〈澳門教育制度〉19（第 11/91/M 號法令）後，

近代澳門教育逐步走上普及化、公共化及法制化的道路（黃素君、吳娟、孫旭花，

2010），逐步實施免費與普及的基礎教育。直至 1997 年，澳葡政府頒佈核准並

規範第二階段普及傾向免費教育的法令（第 4/97/M 號法令），於 1997/1998 學

年開始，將免費教育擴展至初中教育，真正落實了十年免費基礎教育。 

	  	  	  	  	  	  	  	  	  	  	  	  	  	  	  	  	  	  	  	  	  	  	  	  	  	  	  	  	  	  	  	  	  	  	  	  	  	  	  	  	  	  	  	  	  	  	  	  	  	  	  	  	  	  	  	  
18	   1993 年 3 月 3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正式頒佈，澳門進入後過渡期
（吳志良、楊允中、馮少榮合編，1995）。 
19 該法令明確澳門基礎教育乃是為實踐教育機會均等，將在官立學校與入網私立學校推行由小 
  學預備班、小學直至初中，為期十年的免費與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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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阿修與佩兒初二留級的時間則較為接近，當時正值澳門回歸初期，賭權開

放，博彩旅遊業迅速發展，澳門經濟發展態勢良好。特區政府財政日趨穩健，對

教育的發展亦日趨重視，為支援學校改善辦學條件，完善教師工作環境及專業素

養，逐年增加對基礎教育資源的投入。 

 

2. 留級狀況 

  本研究中，在二位研究參與者的求學生涯中，PISA 國際評估尚未在澳門興

盛，留級高居不下仍然是澳門學校教育難解的習題，社會各界對留級問題的關注

亦較少。阿修小四留級那年，依據劉羨冰（2000）的統計，澳門私校的留級率

最低為 7.1%，最高為 8.6%，平均值為 8.1%，即每 12 人就有 1 人留級。 

  而阿修與佩兒初二留級時，更是初中留級問題甚為嚴重的時期。依據澳門官

方現有的教育數字，初中階段的留級率最低為 13.8%，最高為 16.7%，平均值為

15％，即每 7 人就有 1 人留級。 

 

3. 教育體制 

  澳門的教育體制是殖民統治的產物（鄭錦波、黃綺妮，2014），不論是回

歸前或者回歸後，始終不變，即以私立學校為主，自主辦學，缺乏政府有效監控

及管理的教育體制。是以，佩兒與阿修在其求學生涯中，自始至終都處於這樣的

教育體制之中。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私立學校享有辦學自主，在沒有劃一的課

程設計與評量方式，缺乏統一的公開考試與評鑑之下，私立學校便施行以「保障

教育質量」、「為學生打好基礎」之名，行篩選及犧牲學生、追求學校名聲之實

的留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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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視角二：社會體系 

  「所謂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乃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產生比較穩

定的交互關係所構成。」（陳奎憙，2001：167）是以，學校可以被視為一種社

會體系，而身處其中的學生所表現的社會行為，皆是由社會體系衍生而出的。 

  那麼，個人在社會體系中所表現的社會行為，涉及哪些因素的影響呢？Getzel 

& Thelen（1972）的社會體系理論模式（如圖 6-3 所示），認為個人在社會體系

中表現的社會行為，受到制度與個人這兩方面的影響（引自陳奎憙，2001）。

制度即角色期望，受到社會文化思潮、習俗或價值的影響；而個人則指人格特質

與需求傾向，受到個人有機體結構、體質與潛能的影響。故此，在學校社會體系

中，學生的升、留級亦是受到制度的角色期望與個人的人格特質與需求傾向這兩

方面的影響。而本研究關注的是留級學生，以下將聚焦於學校眾多制度之中的留

級制度，即升留級標準，並以學校制度規範與學生個人情意這兩方面，探究影響

佩兒與阿修二人留級的重要脈絡因素。 

 

圖 6-3  Getzel & Thelen（1972）社會體系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引自陳奎憙（200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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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制度規範 

  Getzel & Thelen（1972）認為，任何社會制度都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都

必定具有濃厚的文化色彩，是以，制度中的角色期望亦必須符合社會文化思潮、

習俗或價值（引自陳奎憙，2001）。而依據帕森士（Parsons）的觀點，在文化

系統中，所有社會成員共享的價值是最為重要的部分（引自李錦旭譯，1987）。

那麼，佩兒與阿修所處的學校，其留級制度如何？又是怎樣受到社會共同價值的

影響？以下，研究者將就佩兒與阿修的敘說作分析與討論。 

(一) 佩兒 

  在佩兒的敘說中，她就讀於澳門名校，「口碑」相當不錯，每年都有眾多家

長爭相報名入學考試，期望子女能夠擠進該校就讀。無他，該校的校風質樸，教

學嚴謹，重視學生的學業成就發展，以及各種能力的培養，辦學成就獲得社會各

界的肯定。然而，誰又知道這些肯定的背後，隱藏著多少淚水與汗水。在佩兒的

記憶中，自國中開始，她的生活便充斥著眾多的測驗、考試，學校在開學之前，

便早已有系統地將這些測驗、考試都安排好。而且各科教材難度較高，來源亦是

五花八門，比如香港、內地、學校自編教材等。 

  學校還訂定了明確且嚴格執行的升留級標準：各科成績以100分為最高分，

60 分為合格，三個或以上單位（unit）不合格者不得升級，而且不設補考。此外，

整個中學階段（包括初中與高中）留級超過兩次者，或同一年級留級兩次者，均

即予勸令退學。關於單位（unit），主科如中英數為兩個單位，其餘均為一個單

位。初二那年，佩兒因為成績徘徊於合格邊緣（有些科目甚至只有 0.8 分的微小

差距），不合格單位達至五個單位而留級。佩兒亦曾感慨有同學留級後，轉到一

般學校，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擺脫「失敗者」的名稱，成為班上的佼佼者，而

 



	  153	  

自己留級後卻仍然留在學校，辛辛苦苦，戰戰兢兢，只為能夠順利升級畢業。 

 

(二) 阿修 

  在阿修的敘說中，他小四那年轉學，便是轉到澳門名校。該校較為重視學生

學業成就的發展，尤其重視英文能力，作文、閱讀、聆聽、文法等分類眾多。而

且對學生的學業成就要求相當高，只要一個科目不合格便無法順利升級。但是，

學生就讀暑期課程，學校便會給予補考機會，補考合格者便可以試讀下個學習階

段，補考仍然不合格者則要留級。此外，同一年級留級兩次者，即予勸令退學。

而轉學後，無法適應的阿修，英文總是徘徊在合格邊緣，那年便因為英文不合格

而被學校要求就讀暑期課程，結果補考仍然不合格（與合格線相差 1-2 分），便

留級了。其後，更連續試讀了兩年。及至初二，由於數學課程難度增加，分拆為

幾何與代數兩科，因為代數與英文不合格，阿修便再度留級。 

  初二留級以後，考量到自身的學習能力，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阿修決定轉

去一般學校就讀。其後，他的學業成績整體有所提升，包括總是學不好的英文科，

他不但擺脫了總是徘徊於合格邊緣的狀態，而且大步大步地超越了合格線。 

  透過佩兒與阿修的敘說，可見二人均就讀於澳門名校，由於澳門以私校為主、

自主辦學的教育體制，兩校的課程內容及升留級標準皆不儘相同。然而，卻存在

著共同的特性，即重視學生學業成就，課程內容難度較一般學校高；而留級均被

視為未達學校教育標準的補救性課程，而且都是以學科性成績來評量學生的表現，

並且依據不合格科目的數量來決定學生的升、留級，以及退學。 

  可見，學校對於學生的角色期望，即高學業成就，學生沒有達到期望標準，

便無法獲得學校的認同，必須接受相應的懲罰—留級。同樣地，學校亦期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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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級，讓學生奮發向上，努力學習，達到學校的教育標準，而留級之後，仍然無

法符合標準的學生，就必須退學，另覓適合的學習環境。這就體現了帕森士

（Parsons）提出的，學校是一個「社會化的媒介」（agency of socialization），

它的功能是個人的社會化與扮演角色的安置（引自李錦旭譯，1987）。意即學

校可以透過制度進行人格社會化，以留級制度約束學生，使其能夠履行學校的角

色期望，並在此過程中把「重視學業成就」的價值內化在個人人格內。學生為了

不被留級，就「需要」履行角色期望，也就是米爾斯（C. Wright Mills）摘要帕

森士（Parsons）觀點所說的「社會所期望的變成個人所需要的」（引自李錦旭

譯，1987：95）。這一點在佩兒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至於扮演角色的安置，也就是「選擇」與「分類」。依據帕森士（Parsons）

的看法，教育的選擇就是區別分化，學校依據學生的「能力」與「成就」，評量

學生成就的優劣，使學生獲得差異的酬賞，分配不同的教育機會，進入不同的成

人角色世界（周新富，2013）。而留級制度則是澳門學校慣用的分類手段，把

學生置於層層篩子的最上層，一層一層地篩選，順利通過的學生就是合格者，可

以繼續升學；而無法通過的學生則會被區分出來，或重讀一年，打好基礎，或被

直接去除—退學。學生只有通過層層篩子，才能順利畢業。 

  如此一來，依照成就的高低來區分學生，必然會造成學生教育成就的差距。

帕森士（Parsons）認為這種差距是由於能力、家庭取向與個人動機所致，將會

造成個人社會階層高低的差別。而教育的功能便是將這種不公平合法化，經由社

會化的過程，傳輸「成就」與「機會均等」的意識形態，讓因教育成就差距而形

成的階級地位不公平是可以被接受的（引自李錦旭譯，1987）。是以，學校只

需要提供每一個學生均等的機會，公平公正地對待每個一學生，就可以依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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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就高低，對其進行分類：高成就者與低成就者，或是升級生、留級生、補

考生及退學生。 

  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研究曾指出，澳門眾多學校、教師及家長皆贊同

留級制度，是受到重學文化及應試教育傳統的觀念影響。然而，透過社會體系的

視角，我們可以發現，重視學業成就與應試教育固然是澳門社會的共同價值，但

是，除此之外，是否亦隱藏著「成就」與「機會均等」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成就

的價值，藉由留級制度的區分，被強化在學生身上，使他們履行角色的期望，從

而使這種共同價值得以永久維持下去。

 

二、學生個人情意 

  Getzel & Thelen（1972）認為，身與心的發展是緊密聯繫的，要瞭解一個人

的人格特質與需求傾向亦必須考慮其生理因素，如有機體結構、體質與潛能（引

自陳奎憙，2001）。而依據帕森士（Parsons）的觀點，個人／人格系統即動機

或需求，他認為「人們最想要的是，被呼應、被愛、被贊同以及被尊重」，他更

認為當人們對他人肯定的需求勝過一切時，角色期望將可得到履行（引自李錦旭

譯，1987：95-96）。那麼，佩兒與阿修二人無法履行制度中的角色期望，即留

級，又是受到怎樣的特質與傾向的影響？以下，研究者將就佩兒與阿修的敘說作

分析與討論。 

(一) 佩兒 

  在佩兒的敘說中，她從小學開始，便已經得知留級，而且身旁的人都一再地

警戒她，「千萬不要留級，你留級了，就是失敗者」。然而，她並不以為然，一

來沒有料想到自己會留級，二來她較為重視人際關係的發展，尤其是同儕關係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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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關係，初中以後則轉為重視同儕關係。她生長於一個勞工家庭，父親常年在

外工作，母親忙於生計，與小她 5 歲的妹妹關係較為疏離。然而，她自小就是個

活潑多言，重視他人眼光，期望得到眾人關注及認同的孩子，是以，校園生活一

直是她生活的重心。及至小六那年，家庭產生鉅變，父母離異，家庭的不快樂，

令她更加重視經營校園內的人際關係。 

  小學時期，雖然成績不佳，但是作為開心果的愉悅經驗，令佩兒認定自己的

角色地位便是在課堂上開玩笑、提問題的開心果。升上初中後，她便依葫蘆畫瓢，

但是，卻因此而阻礙教學，無法獲得老師們的關愛，同學亦無法認同她的行為。

那時候，佩兒認識了一群朋友，喜好玩樂，而且在那個網絡剛開始普及的年代，

網絡遊戲、交友軟體在同儕之間引起風潮，為了趕上時代潮流，追上同儕的腳步，

佩兒進入了網絡世界，其後更深陷其中。對於學習則提不起太太的興趣，還參照

同儕的學習模式，結果導致多科成績不合格，最終留級。 

  眾多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對師長、父母的依賴則會逐漸降低，而較為重視

與同儕的互動關係，集中於同儕團體的參與及接納（黃德祥等譯，2007）。由

此觀之，我們便更能瞭解初二時期，正值青少年時期的佩兒為何如此在乎同儕關

係的發展了：一是源於同儕團體對青少年的重要性；二是源於個人的性格，期望

得到關注與認同；三則是家庭的破裂影響其自我概念。是以，她便集中於同儕關

係的發展，期望從中得到認同，得到正向能量，因而忽視了學業成就表現。 

  此外，Chen（1997）與 Berndt, Hawkins, & Jiao（1999）都認為同儕團體的

樣貌或友誼型態，將影響著青少年的行為，如果與重視學習的學生交朋友，其教

育結果亦會變好，甚至擔任班級領導角色（引自黃德祥等譯，2007）。而佩兒

所在同儕團體卻較為重視玩樂與社交活動，當然也就無法使她的教育結果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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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佩兒處於個人、同儕及家庭交織的複雜脈絡之中，使得她的個人需求

傾向與制度中的角色期望產生衝突，即個人需要與學生角色期望不符，從而無法

履行制度中的角色期望，學業成就達不到學校訂定的標準，因而留級了。 

 

(二) 阿修 

  在阿修的敘說中，他的求學歷程中有兩次留級經驗，小四因為英文不合格而

留級，初二則因為英文與代數不合格而留級，英文科一直是他的弱項。就算是從

星河學校轉到精武學校後，整體科目成績有所爬升，雖然不致於不合格，但是英

文仍然是他最不擅長的，直至現在亦是如此。而當時就讀的星河學校卻非常重視

英文科，對學生的英文要求亦比較高。在阿修的記憶中，當時學習英文是相當痛

苦的經驗，每一次默書，他都得逼著自己把課本的內容塞進自己的腦袋，期盼能

把它們全都一字不差地刻在腦海裏。好不容易背得滾瓜爛熟了，為了確保萬無一

失，還邀請英文較好的哥哥姐姐進行模擬測試。沒想到，最終還是不合格，只能

取得默寫生詞那部分的分數，而課文的部分，總是在七扣八扣下所剩無幾。經歷

多次受打擊的經驗後，他的信心與鬥志亦慢慢地被磨蝕了，讓他對英文再也提不

起興趣。 

  關於興趣，亦是阿修敘說中很重要的關鍵詞，他曾談及報考倫理學研究所時，

自學幾乎零基礎的哲學，無他，就是非常有興趣，想要瞭解更多。那麼，為何他

願意自學艱澀的哲學，而無法學好英文？以阿修的歸結，大抵與他的學習方式有

關，他喜歡觀察事物，喜歡具思考、理解性的內容，卻不擅長背誦。而中小學的

課程內容卻大多是背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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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自從接觸武術之後，阿修便十分鍾愛武術，願意把心力都花在練習上。

在獲得多個獎項後，慢慢建立自信心的他，便想要繼續把武術發展為自己的特長。

雖然，當時父親與姑姑等親人都不支持他的想法，認為成績不好的他，應該以學

業為重，但是，他卻獲得母親的大力支持，因為她認為每個孩子的才能都應該得

以發展。於是，武術就慢慢地佔據阿修的生活。當然，對他而言，學業成就也就

不那麼重要了。結果，在連續試讀兩年之後，初二那年阿修再度留級了。 

  是以，阿修處於個人與家庭脈絡之中，使得他的個人需求傾向與制度的角色

期望產生衝突，即個人能力及需要與學生角色期望不符，從而無法履行制度中的

角色期望，學業成就達不到學校訂定的標準，因而留級了。 

 

參、 小結與討論 

  不論是社會交互作用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的視角，還是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的視角，學生的留級經驗都離不開個體與環境的交互影響。透過社會交

互作用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的視角，從個體到環境，從個人、家庭、學校

以及社會等四個方面，我們瞭解到佩兒與阿修置身於錯綜複雜的脈絡情境之中，

其留級經驗亦是受到眾多經驗以及脈絡因素影響的。我們不該純粹地把留級歸因

於學生的不努力，而是要瞭解學生的留級，乃是受複雜脈絡因素影響的個體，與

所處環境交互影響的結果。 

  誠如 Gregory & Chapman（2007）的比喻，「每個學生的頭腦都如指紋般獨

特」（引自湯仁燕，2010），每個學生的經驗，包括生活經驗，學習經驗，乃

至留級經驗，不亦是如此嗎？每一個獨特的個體，因著他們成長背景、個人特質

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經驗。然而，對佩兒與阿修而言，置身於澳門的教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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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制於澳門的留級制度，即使二人的經驗迥異，是否也無法逃脫共同的留級

命運？ 

  透過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的視角，我們發現佩兒與阿修的留級，主要

是制度中角色期望與個人人格需要不符所造成的。二人所處的學校社會系統，在

澳門社會共同價值的影響下，即「重視應試教育」、「成就」與「機會均等」，

學校不但以留級制度對學生進行社會化，使其履行角色期望，而且以留級制度作

為篩選機制，依據功績主義（meritocracy），以學生的學業成就為標準，讓學生

在公平機會的競爭下，對學生進行選擇與分類。 

  而二人所處的複雜個人脈絡，如個人的性格、能力、興趣，家庭的環境、親

子關係及教育方式等因素，都影響著他們的個人人格需求。當他們的個人人格需

求，與學校角色期望不符時，他們便要接受懲罰—留級。 

  這不禁帶給我們一些思考，讓每一個學生享有均等的教育機會，是否意味著

使他們得到公平的對待？是否意味著使他們的潛能得到發展？在澳門，學校給予

每個學生相等的教學，再以他們的學業成就為依據，以留級的篩選制度，把他們

進行分類、選擇，是公平的表現，即使是不公平的，也是被社會所接受的。因為

學校已經給予每個學生相等的教育機會，使每個學生都有機會學習，有機會成功，

如果有學生不成功，不論如何，都是個人的因素，與任何人無關。這就與社會達

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20的理念不謀而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

淘汰。學校正是在這樣的理念下，藉由留級制度來淘汰劣質的不適者，留下優質

的適者，如此學校的辦學成就才能不斷提高，才能增加競爭力，得到永續的發展。 

	  	  	  	  	  	  	  	  	  	  	  	  	  	  	  	  	  	  	  	  	  	  	  	  	  	  	  	  	  	  	  	  	  	  	  	  	  	  	  	  	  	  	  	  	  	  	  	  	  	  	  	  	  	  	  	  
20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十九世紀末，由斯賓塞（Herbert Spencer）首先提出，
在達爾文演化理論的基礎上，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維運用於人類社會（Hofstadter, 
1955）。 

 



	  160	  

  此外，透過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的視角，我們亦發現學每個學生都有

獨特的人格需求（周新富，2013），因著他們所處的脈絡因素不同而有所不同。

學校教育除了關注於人格的社會化，以制度規範來約束學生，達至社會化及選擇

的功能以外，亦應該重視角色的人格化，調節制度中的角色期望，適應學生的個

人人格需求，使每個孩子都可以適性發展。這也是 Jimerson（2001）所提出的：

研究人員、教育專業人士以及立法者是否亦應該放棄對升級與留級的辯論，尋求

並實施更有效的替代補救策略，協助每一個瀕臨學業失敗危機的孩子。 

 

第三節 回望過去：經驗意義的創塑 

  如果人生是一條通往遠方的道路，我們皆踏入其中，展開生命的旅程。然而，

沿途中我們將邂逅怎樣的風景，遭逢怎樣的事物，遇見怎樣的分岔口呢？諸如種

種，又有著怎樣的意義呢？而當我們回望這趟生命的旅程，又會有怎樣的體悟呢？

本研究關注的其一個焦點便是，在高留級率下，澳門學生生命旅程中的留級經驗，

對他們有著怎樣的影響，怎樣的意義。以下，研究者將把佩兒與阿修的留級經驗

置於時間軸上，往前回溯留級經驗對他們的學習、生活、情緒以人際關係產生怎

樣的影響；當事過境遷，回望過往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留級經驗對現在的他們

而言，又有著怎樣的意義。茲將就這兩方面的影響與意義作分析及探討： 

壹、 留級對學習生涯的影響 

  透過第二章國內外文獻的探討，可見留級對學生的學業及心理層面都產生了

一定的影響，那麼留級對佩兒與阿修又有著怎樣的影響。他們二人又是如何面對

留級的，留級後如何面對新的班級，如何進行自我調適，如何在經歷重大的變動

後，逐漸回復穩定的狀態。以下，研究者將就佩兒與阿修的敘說作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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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對留級事實 

  對於留級，學生大多作出負面的反應（Roderick, 1995），而且當學生得知

留級事實時，多是挫敗、傷心、失落、恐懼的（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黃益

啟，2013）。對於佩兒與阿修二人而言，亦是如此。 

(一) 佩兒 

  回想初二的留級經驗，對佩兒影響較大的莫過於得知留級消息時的倉惶無措。

對她而言，得知自己即將留級的消息是悲傷失落的，而且帶來極大的衝擊。一是

消息來得太突然，她沒有料想到導師會提早告知留級結果，二是同行的同學，成

績與她不相上下卻順利升級，而自己卻只差一點點，無法僥倖過關，她形容那種

感覺，「就覺得全世界好像塌下來」（訪佩，20160422，569）。 

  隨之而來的，便是驚慌、害怕，讓她驚慌的，是不知該如何跟母親交代；讓

她害怕的，是會被母親責罵。佩兒在憶述當時的情形時，提到那時為了不讓母親

接到導師的電話，為了不讓母親得知她留級的消息，她還掛起家裡的電話，更一

直地給母親打「預防針」，有意無意地在母親面前提到自己可能會留級。因為她

知道，對母親而言，留級不只是學業的失敗，還浪費了時間、浪費了學費，早點

畢業就可以早點工作賺錢。然而，在阿修的敘說中，則沒有明顯地體現這一點，

或許是家庭環境不同的緣故。 

  結果，導師的電話還是來了，在校園一隅導師會見母親，母親取得成績表，

得知留級的事實。在母親不停歇的責罵聲中，她的驚慌、害怕亦隨之轉為煩厭、

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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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修 

  在阿修的例子中，得知小四留級的結果，對於他與家人而言，都是相當震撼、

衝擊的，一是大家都不清楚學校的升留級標準，以為就讀暑期課程就能夠升級，

二是他的英文科成績，不管是學年的還是暑假課程的，距離合格都只有微小的差

距，大家都覺得學校應該網開一面。是以，對阿修而言，當下的心情自然是挫敗、

失落的，更是難以接受的。所幸，家人都能夠予以理解，明白留級是轉學後，課

程內容太難，適應不良所致。 

  阿修的第二次留級，發生在初二，依照他的敘述，在得知留級結果之前，他

心中早有預料，父母應該亦是如此。因為他從小四轉學後，成績就一直不太好，

英文成績更是一直徘徊於合格邊緣，加上參考平時不理想的測驗成績，留級是預

料之中的。既然如此，當他得知結果時，比起小四那年的衝擊、挫敗，心中自然

多了一份淡然。與佩兒的經驗相似，初二留級的阿修，在得知留級事實後，最擔

心、懼怕的，亦是不知該如何跟父母親交代。阿修在憶述當時的情形時，提到那

時為了躲避父母的責罵，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刻意隱藏自己淡然、不在意的心情，

在父母面前表現出沮喪難過的情緒。結果，父母見狀，亦不再苛責太多，「欣然」

接受，他心中的大石也就落地了。 

  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研究曾指出，學生第一次留級時，多會產生負面

的個人感受，然而，當他們有兩次或以上留級經驗時，留級就會成為一種習慣。

在阿修的例子中，我們亦看到了一點這樣的傾向，第一次留級對他造成了重大的

打擊與挫折，而第二次的留級雖然不能稱作習慣，但是確實多了一份淡然，少了

一份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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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留級後的學習生活 

  留級後，面對新的班級，因著個人人格需求的差異，佩兒與阿修二人的學習

生活亦不儘相同。然而，從佩兒與阿修的敘說中，我們發現兩個共同的關鍵，讓

他們的學習生活回復穩定，即尋找生活重心的支撐點，以及老師、同儕的接納與

關懷。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二人經歷留級變動，逐漸回復穩定狀態後，對於留

級的應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一) 佩兒 

  在佩兒的例子中，她最為重視的便是重新建立人際關係。她面臨著跟眾多留

級生一樣的問題：害怕被貼上「失敗者」或「不合格」的標簽（Jackson, 1975；

Byrnes & Yamamoto, 1985），擔心被教師視為「無能」、「無希望」的學生（Wong，

2013），加上她過往失敗的同儕及師生關係，讓她倍感焦慮不安。而此時此刻支

撐著她的，則是愛情的力量，尤其在與舊朋友漸漸疏離，新朋友卻還未能真正熟

絡的困境下，男朋友分散了她對友情的執著，成為了她心靈的寄託。而且為了兼

顧學業與愛情，她亦做出了頗大的改變，她不再沉浸於網絡世界，調整作息時間，

改變學習態度與模式，結果成績迅速爬升，第一個學期還擠進全級前 35 名。可

見，留級後學業成就的提升，歸根究底需要依靠學生自身的努力（澳門中華教育

會，2014）。對佩兒而言，愛情陪伴著她渡過關難，是她生活重心的支撐點，是

她努力學習的動力，支撐著她衝破重重難關，勇往直前。 

  佩兒亦決心改變以往不受歡迎的行為，慢慢摸索同儕文化，瞭解老師的期望，

小心經營同儕及師生關係，為自己建立全新的形象。所幸，老師與同儕都沒有為

她貼上「失敗者」或「不合格」的標簽，都很友善地對待她。老師們撇除對留級

生的固有印象，接納她，關懷她；同儕亦願意瞭解樂天開朗的她，接納她，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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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很快地，佩兒便融入班級，回復穩定的校園生活。 

 

(二) 阿修 

  阿修的例子與佩兒的有著頗大的反差。誠如澳門中華教育會（2014）的研

究指出，學生在重讀期間，會因為學習內容相同而感覺輕鬆及自信，這就是阿修

的真實寫照。對阿修而言，不論是小四還是初二留級，重讀期間的學習生活都因

為學習內容相同，而變得輕鬆自在，讓他多出更多的餘暇時間。有所不同的是，

初二留級的他，已經找到生活重心的支撐點—興趣。自從小六暑假接觸武術之後，

它便慢慢佔據阿修的心靈，成為生活的重心，填補了學業失敗的挫敗感。同時，

亦讓他逐漸從知識學習中抽離出來，逐漸確定生涯發展的目標。 

  在阿修的敘說中，雖然他對不重視體育的星河學校毫無歸屬感，對學習亦不

再那麼感興趣，然而開朗健談的他卻收獲了最純粹、真摯的情誼。他真切地感受

到老師們的關懷，不但沒有因留級而給他貼上標簽，反而給予眾多的鼓勵與關懷；

他切實地感受到同學們的接納，不但沒有標簽他是留級生，而且把他當成大哥哥，

願意去瞭解他，接納他，與他交往。所以，他也能很快地融入班級，回復穩定的

校園生活。 

  透過佩兒與阿修二人的敘說，可見，留級確實會對學生的心理層面產生影響，

形成負面的個人感受。然而，相較於過往研究指出，學生多視留級為一種懲罰及

恥辱，因為它是一個人學業失敗的見證（Roderick, 1995；聶鍾杉，1958；Byrnes 

& Yamamoto, 1985）。本研究中二人，在得知留級事實時，較為在意的是如何

向父母交代，而留級之後的學習生活，較為在意的則是如何融入新的班級，二人

皆因此而倍感焦慮不安。至於，對留級的看法－視為一種懲罰與恥辱，則沒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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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提及。另外，透過二人的敘說，可見在他們留級之後的學習生活中，並沒有明

顯地因為留級而被老師、同學標簽化。相反地，二人在留級後，都獲得老師、同

儕的接納與關懷，使他們得以回復穩定的狀態。 

 

(三) 回復穩定的應對方式 

  當二人在經歷留級的變動，並且逐漸回復穩定的狀態後，對於留級，他們的

應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伍德（Woods）（1979）提出，學生對學校教育的反應，

有八種類型，即「迎合」、「順從」、「儀式主義」、「機會主義」、「退縮主

義」、「殖民地化」「不妥協」及「反叛」（引自李錦旭譯，1987）。 

1. 佩兒 

  佩兒屬於殖民地化的類型，她接納學校制度的部分角色期望，因為她不想再

度面對失敗，她害怕再度留級，被退學，更不想再重新建立朋友圈。她關心「合

格」、「升級」、「避免受罰」，所以努力學習，達到學校的學業成就標準。可

見，學生時代的佩兒順服了這樣的留級制度。然而，在選擇與分類的洪流中，即

使她力爭上游，卻始終逃脫不了升留級標準的束縛。 

  直至她成為一名大學生，因緣際會下，對澳門教育體制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開始省思留級制度；直至她成為一名教師，批判澳門教育體制，批判留級制度，

卻也只能被迫遵循制度，在夾縫中尋找幫助學生的方法。 

 

2. 阿修 

  阿修則屬於反叛的類型，他以自己的目標替代學校的目標。再度留級之後，

他心中就有了另外的盤算—脫離現處的制度。誠如傅佩榮（2007）所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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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快樂秘訣就是選定目標，選定目標為自己的人生而努力，努力彩繪自己的一

片天，追求夢想，努力實踐」。最後，為了實現夢想的阿修，便轉學到重視體育

發展的精武學校，而且該校對學生的學業成就要求較低，讓他覺得自己可以比較

輕鬆地應付學業，讓他看到努力會帶來成功的可能性。 

  可見，面對學校教育的壓力，學生並非被動地照單全收，而是具有能動性去

對抗的。至於反應方式的不同，誠如陳奎憙（2001：203）所言，「一個人的行

為是個人人格與社會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佩兒與阿修因著所處情境、能力、

經驗等脈絡因素的不同，形構了不同的人格需求，因而產生了不同的行為模式。 

 

貳、 留級經驗意義的反思 

  形成敘說的，不只是人們過去的行動，同時亦包含著個人是如何理解這些行

動的，也就是賦予意義（王智勇、鄧明宇譯，2003）。對佩兒與阿修而言，留

級經驗有著怎樣的意義，他們又是如何解釋留級經驗的。以下，研究者將就二人

的敘說作分析與討論。 

一、佩兒 

  回顧初二的留級經驗，佩兒是這樣說的：「初三一定是最開心的，因為已經經

歷了留級的情況，升上去之後，成績又開始追得上，好像是從頭再來，重新洗牌那樣。」

（訪佩，20160415，420-421）可見，對她而言，留級是重新洗牌，是一個重生的機

會。事實上，在留級之前，她就面臨著人際關係的崩壞，而留級正好讓她可以脫

離那個被排斥，被欺淩的困境，重新開始。留級後，她重新整理自己的交際圈，

結識新朋友，建立新的朋友圈，並在初三認識了至今仍然真心相待的知己好友。

而且，留級亦讓她重新檢視自己過往的學習態度，讓她瞭解到自己的錯誤，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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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決心改變學習態度與作息習慣。對於學習，她不敢懈怠，亦不再心存僥倖，而

是踏踏實實地付出努力。 

  大學畢業以後，她投身教職，她深深瞭解澳門的教育體制，瞭解留級是個汰

弱留強，只會消磨學生意志的，極不公平的制度，然而，她卻成為了執行該制度

的一員。但是，她亦明白終究自己只是一員，無法改變些什麼，她能做的就是在

教學上，提醒自己避免以主觀偏見或固有印象去看待學生，避免用主流的標準（即

學業成績）來評斷學生；盡自己所能地輔導留級學生，向他們分享自己的留級經

驗，傾聽他們，鼓勵、關懷他們，協助他們走出險霾。是以，曾經是恥辱的留級

經驗，因而變得份外珍貴。 

 

二、阿修 

  回顧中小學學習生涯中的兩次留級經驗，阿修是這樣說的：「我會覺得是一

種安排，或是一種轉折，或者給我一種可以去思考其他事，或者思考我下一步應該做什

麼，思考的空間。」（訪修，20160602，43-44）可見，對他而言，認為留級是一種安

排。生命就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累積，而在他生命中出現的轉折，或大或小，每一

個都是意義非凡的安排。留級之於他，亦是如此的意義。攤開迄今為止的生命地

圖，通往遠方的道路佈滿分岔口，小四留級這個分岔口，就是為了讓他在澳門回

歸之際，小六暑假之時遇見武術，讓他的生活因武術而變得美好。 

  而初二留級的分岔口，則是為了讓他可以有更多的餘暇時間，讓他可以盡情

投入興趣，讓他可以專心練習武術。更為重要的是，給予他省視現狀，思考未來

的空間，才有了後來的轉校決定。轉學後，才能展開全新的旅程，好好享受校園

生活，追尋夢想。縱然他最終與體育學院擦肩而過，卻亦因此讓他遇見了碩士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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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踏上哲學之道。諸如種種，皆讓阿修領悟到，生命本是一種安排，留級亦是

如此。 

 

參、 小結與討論 

  透過佩兒與阿修的敘說，我們可以看到，留級經驗會為學生當下的學習、生

活、情緒以人際關係帶來巨大的變動，特別是得知留級結果時的衝擊、挫敗以及

不知如何向父母交代的焦慮不安。而留級之後，二人藉著老師、同儕的接納與關

懷，以及生活的重要支撐，或愛情，或興趣，逐漸地從變動中回復穩定狀態。可

見，對二人而言，留級為他們帶來的影響，相較於學業成就，更多的是心理層面

的影響，即形成負面個人感受。在他們留級之後，並沒有被老師或同儕標簽為「失

敗者」或是「無希望的學生」，相反地，卻是給予關懷，接納他們。而幫助他們

逐漸回復穩定狀態的，亦是心靈上的撫慰，或是師長、同學的關懷，或是心靈支

柱的寄託。 

  此外，面對學校教育制度，他們的應對方式亦有所不同。佩兒的順服，讓我

們瞭解留級制度對學生，對教師的束縛；阿修順利升讀初三後的對抗－轉學，亦

讓我們瞭解學生對學校制度並非被動地照單全收，而是具有能動性，去這些強加

在他們身上的角色期望。 

  至於，回望留級的意義，在佩兒與阿修的敘說中，當二人回溯過往的生命發

展故事，留級經驗之於二人的意義並不是負面消極的，而且他們亦已經與該經驗

和解。對阿修而言，他看待生命的角度，使他淡然地看待留級經驗，將之視為眾

多生命經驗的一環；而對佩兒而言，留級經驗的意義則是正向積極的，生命軌道

的改變，讓她收獲正向、真摯的友誼，而且讓她瞭解「合格」、「升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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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決心奮發努力。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二人自身已經對留級經驗釋懷，澳門社會大眾對

留級卻仍然抱持著負面消極的態度，認為留級生就是壞學生，就是失敗者，更會

投以異樣的眼光。諸如佩兒在家庭聚會時，常受到一眾親戚的調侃，「今年幾年

級了」，「不是應該幾年級了嗎」，「對，留過級嘛」；而阿修則是在大學與工

作場合，因為年紀比同儕稍長，常被問及原因，眾人得知他曾經留級，都投以難

以置信的眼神，難以將他與壞學生連結在一起。 

  杜威認為，經驗是連續性的，經驗可以產生其他經驗，亦可以導致進一步的

經驗產生（引自莊明貞，2008）。學生的留級經驗亦是如此，是其眾多生命經

驗的連續，而個人與經驗更是在不同時空間不斷交互影響的（Jimerson, 2001）。

是以，留級經驗不只為學生當下的學習生涯帶來巨大的變動，亦會影響著他們日

後的生涯發展。 

  同樣地，世界是改變的，經驗亦是暫時的。是以，經驗被賦予的意義也是暫

時的，是會與時改變的，比如在留級當下，把該經驗視為生命污點的佩兒，從事

教職後，卻將之視為珍貴的經驗。可見，經驗既是連續的，也是暫時的；意義既

是過去的，也是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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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After the Game Is Before the Game. 

（結束，正是另一個開始。） 

Sepp Herberger 

 

  本研究旨在以「敘事研究」的研究取徑，探究高留級率下，澳門留級學生的

經驗，以及留級對他們產生的影響。透過兩位留級生的生命經驗敘說，瞭解他們

的求學生涯發展歷程，理解他們所處的複雜多元脈絡因素，以及探究留級對他們

的影響及意義。本章將依據前述的故事敘說，以及分析與詮釋，提出研究的結論、

限制，以及建議、省思。 

 

第一節 結論 

  高留級率，向來是澳門教育懸而未解的難題。澳門教育深受其歷史、文化及

社會脈絡的影響，形構了以私校為主，自主辦學，缺乏政府有效監控及管理的教

育體制。在社會文化思潮傾向於重視智育的應試教育、「成就」與「機會均等」

的情況下，學校便以留級作為篩選機制，以學業成就為標準，對學生進行選擇、

區別分化。本研究關注的，便是置身於該教育體制中的留級學生的經驗，他們為

何留級，留級對他們產生怎樣的影響。是以，本研究將以該經驗的「生成」、「應

對」以及「意義」為核心，提出研究的結論。茲將三個面向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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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留級經驗的生成 

  不論是社會交互作用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的視角，還是社會體系（social 

system）的視角，我們都可以發現：學生的留級經驗，乃至其他生活經驗都離不

開個體與環境的交互影響。是以，一個學生的留級，絕不僅是表面呈現的「不合

格（flunking）」（Byrnes & Yamamoto, 1985），每一個受到諸多複雜脈絡因素

影響的個體，皆是處身於環境之中，與周遭的人、事、物產生互動、相互影響。

茲將以個體與環境兩個方面作分析如下： 

一、個體方面：個人人格需求與所處脈絡因素 

  每個學生都有獨特的人格需求（周新富，2013），因著他們所處的脈絡因

素不同而有所不同，如個人的性格、能力、興趣，家庭的環境、親子關係及教育

方式等因素。本研究的兩位研究參與者亦是如此。佩兒處於個人、家庭、同儕及

師長交織的複雜脈絡之中，生於勞工家庭，年幼經歷父母婚姻的破裂，疏離的親

子、手足關係，使得喜歡表現自己、渴望被關注的她，把生活重心轉向校園。升

上初中後，不受老師喜愛，乃至老師眼中「問題學生」的她，便十分重視同儕關

係的發展。可見，她的個人需求傾向於人際關係的發展，造成個人需求與角色期

望不符，因而留級。 

  至於阿修則處於個人、家庭與學校交織的複雜脈絡之中，面對高難度的英文

課程，死記硬背的內容，總是力有不逮，屢遭打擊，磨蝕了他的信心與鬥志。接

觸武術後，讓他重建自信，在母親的大力支持下，全心練習武術，萌生體育夢想。

可見，他的個人需求傾向於興趣的發展，而且個人能力未達學校規定標準，造成

個人能力及需要與角色期望不符，因而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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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方面：制度角色期望與個人人格需求的衝突 

  從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敘說，可見二人的求學生涯橫跨澳門回歸前後兩個

時期。然而，儘管回歸後，澳門教育隨著經濟的高度發展而發展，進入高速發展

時期，如全面落實免費基礎教育，增加基礎教育資源投入，支援學校改善辦學條

件，提高教師專業素養等，留級率仍然高居不下。二人初中留級時，正是 PISA

國際評估尚未在澳門興盛的時代，亦是初中留級問題甚為嚴重的時期。依據澳門

官方現有的教育數字，初中階段的留級率平均值為 15％，即每 7 人就有 1 人留

級。 

  本研究發現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留級，主要是制度角色期望與個人人格需求不

符所造成的。二人在其求學生涯中，自始至終都處於以私立學校為主，自主辦學，

缺乏政府有效監控及管理的教育體制之中。而且所處的學校社會系統，在澳門社

會共同價值的影響下，即「重視應試教育」、「成就」與「機會均等」，學校對

學生的角色期望，即高學業成就。同時，學校為了將這種共同價值強化在學生身

上，便藉由留級制度，「公平地」對待每個學生，以「成就」評量學生的優劣，

把學生分為升級生、留級生、補考生及退學生。從而，實現學校教育社會化及選

擇的功能。 

  而佩兒與阿修二人的個人人格需求，即人際關係與個人興趣的發展，顯然與

學校制度角色期望相悖，自然無法達到學校規定的學業成就標準，當然亦無法獲

得學校的認同，便受到相應的懲罰—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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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留級經驗的應對 

一、留級經驗對學生的影響 

  透過兩位研究參與者的敘說，我們發現留級為他們帶來的影響，相較於學業

成就，更多的是心理層面的影響，即形成負面個人感受，尤其是得知留級事實時

的衝擊、挫敗以及不知如何向父母交代的焦慮不安。透過本研究兩位研究參與者

的經驗敘說，我們從整體生命發展歷程的視角出發，檢視二人的生命故事歷程圖，

發現二人經歷留級的曲線皆是他們人生的低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在留級之後，亦沒有被老師或同儕標簽為「失敗

者」或是「無希望的學生」，相反地，卻是對他們展開心胸，接納他們，給予關

懷與鼓勵，使他們逐漸回復穩定狀態。反而是澳門社會大眾對於留級仍然抱持著

負面消極的態度，認為留級生就是壞學生，就是失敗者，更會投以異樣的眼光。

諸如佩兒在家庭聚會時，常受到一眾親戚的調侃；阿修在大學與工作場合，常被

問及年紀比同儕稍長的原因，更因為曾經留級，被眾人投以難以置信的眼神。 

 

二、留級學生的應對方式 

  留級，確實會為學生當下的學習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動，然而學生亦是具能動

性的，能夠自我調適，逐漸回復穩定狀態。從本研究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敘說，

我們發現老師、同儕的接納與關懷，以及生活的重要支撐與寄託，是協助二人回

復穩定的關鍵。如佩兒便是在男朋友的支持、老師的關懷及同儕的接納下，快速

地融入新的班級；而阿修亦是獲得了老師、同儕的接納與關懷，並且已經找到生

活重心的支撐點—興趣，才得以回復穩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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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學生在經歷留級的變動後，面對學校教育制度，他們亦並非被動地照單全

收，而是具有能動性，去對抗這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角色期望。本研究的兩位研

究者，他們的應對方式便是截然不同的。佩兒屬於殖民地化的類型，她接納學校

制度的部分角色期望，獲得她從該制度所能掘取的。同時佩兒的順服，亦讓我們

瞭解留級制度對學生，對教師的束縛，直至她成為一名教師，批判澳門教育體制，

批判留級制度，卻也只能被迫遵循制度，在夾縫中尋找幫助學生的方法。而阿修

則屬於反叛的類型，他以自己的目標替代學校的目標，轉校追求體育夢想。 

 

參、 留級經驗的意義 

  透過兩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敘說，我們發現當二人回溯過往的生命發展故事，

都將留級經驗視為其生命故事發展的一個情節，留級經驗之於二人的意義並不全

然是負面消極的。對阿修而言，他「平常心是道」的人生觀，使他淡然地看待留

級經驗，將其視為眾多生命經驗的一環；而對佩兒而言，留級經驗的意義則是正

向積極的，留級讓她收獲正向真摯的友誼，而且讓她瞭解「合格」、「升級」的

重要性，決心奮發努力。 

  可見，對二人而言，留級經驗可謂他們生命電影中，眾多鏡頭之中的一個，

是他們眾多生命經驗在時間的延伸與空間的交錯下，呈顯的一個生命交會點。在

留級當下，確實為他們所處的社會關係，如親子關係、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等，

帶來眾多緊張與壓力，甚至產生危機。如今，當他們回望過往的生命歷程，留級

經驗之於他們的意義，亦只是滄海一粟，或是他們生命旅途的一個分岔口，或是

豐富了他們的生命經驗，或使他們的人生得以重新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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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壹、 研究方法的限制 

  採用敘事研究的取徑，進行留級學生經驗的探究，確實是一個適當的選擇，

卻也有它的限制。當我循著訪談大綱的三個階段：求學歷程的回顧、留級經驗細

節的瞭解以及留級經驗意義的反思，與佩兒、阿修重新回顧過往的生命發展歷程。

或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或許是早已遺忘了某些痛苦的記憶，對於求學時代的留

級經驗，二人的記憶均有些模糊不清。尤其是阿修，在他轉校之後，逐漸與原校

的老師與同儕失去聯絡，對於在星河學校七年求學光陰的記憶（包括留級經驗），

亦越來越模糊不清。 

  可見，採用敘事研究，確實有著時間上的限制，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已經

沉澱的經驗，亦可能被敘說者改編；那些過往痛苦的經驗，亦可能被敘說者省略。

這或多或少都影響著訪談資料的有效性，影響著研究的結論。 

 

貳、 研究參與者的限制 

  本研究的兩位研究參與者均為個性較為正面、力爭上游的人，都成功熬過了

留級的變動。在周遭人們，諸如老師與同儕的關懷及接納下，快速地融入新的班

級，重新找到生活重心的支撐點，回復穩定狀態。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佩

兒與阿修那樣，經歷留級經驗，不但沒有受到打擊，一蹶不振，反而憑著其生命

的復原力，走過那段過往，更因此增加挫折容受力，迎接未來的挑戰。那些因為

留級經驗而承受巨大打擊，最終因經受不住而淪為社會邊緣人的學生，那些留級

經驗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值得我們去關心，去思考，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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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者自身的限制 

一、沒有留級經驗的研究者，影響文本分析與詮釋 

  研究者作為執行留級制度的澳門教育工作者，本身卻沒有留級經驗，在離開

教職之前，曾經那麼地認同留級制度，認為學業成就不能達到學校標準的學生，

理所當然地要被留級。然而，當我來到師大攻讀研究所後，在這裡遭逢的人、事、

物，引發了我對學習意義的思考。我才赫然醒覺，留級根本就是汰弱留強的，極

為不公平的制度。在學生的求學生涯中，難道只有分數，難道只該有分數？於是，

我展開了探究留級學生經驗的研究。然而，在與佩兒、阿修進行訪談時，在整理

與分析研究資料時，我卻發覺沒有留級經驗的我，沒辦法較好地同理他們的感受。

那些他們遭逢的社會關係危機，佩兒對留級的恐懼，努力苦讀只為了升級；阿修

忽略學業，投入武術的懷抱，甚至因此轉學⋯⋯對我而言，都是那麼地陌生，亦

影響著我敘說故事的方式，影響著我分析他們經驗故事的思維模式。這些研究限

制都影響著研究文本的建構。 

 

二、研究者的訪談技巧，影響資料蒐集 

  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為主要資料蒐集方式，以開放式訪談，去傾聽留級學生

的生命故事。然而，礙於研究者的訪談技巧未臻成熟，在訪談過程中，未能較為

完全、深入地呈現研究參與者面對留級時，複雜的心理歷程，諸如過程中的轉折

點，如何產生向上的力量等。這些在研究文本中，無法完全呈現出來的重要主題，

亦影響著研究文本的建構，以及研究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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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如省思 

壹、 故事之境，故事之外 

一、身處故事之境的體悟 

  每當我們在路上行走，突遇傾盆大雨時，總會尋找躲避之處，看著眼前大雨

瓢潑而下，等待雨過天晴。這便是長久以來，我與留級學生關係的真實寫照。作

為一名執行留級制度的澳門教育工作者，沒有留級經驗的我，站在屋檐下絲毫不

曾被大兩淋濕的我，曾經那麼地認同留級制度，認為學業成績不能達到學校標準

的學生，理所當然地要被留級，才能打好基礎，面對往後他們的學習。 

  透過本次研究的進行，本是遠距離地觀察雨勢，等待雨停的我，第一次撐起

傘步入雨中，才發現大雨中薄霧環繞，令人不小心便會迷失其中，卻又如仙境一

般，給人以柔美的感覺。這便是當我靠近留級學生，傾聽他們生命故事的體悟。

學生的留級不只是表面上的不合格分數，他們處於複雜多元的脈絡情境，時時刻

刻受到諸多脈絡因素，以及過往生活、學習經驗的影響，其中更有著超越他們個

人能承受的責任歸咎，即這個不公平、汰弱留強的教育體制。 

  走進留級學生的故事，亦讓我對他們有所改觀，成績不好的他們並非人們眼

中的「無能」、「無希望」的壞學生。他們或許是迷失了方向，或許是另有專長，

讀書不是他們的強項，他們和我們一樣，擁有一顆堅定火熱的心，就算面對挫折，

還是懷抱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仍然不放棄追求自己的夢想。是以，這趟進行研

究的旅程，與留級學生生命故事的遭逢，對我而言，亦是一段自我省思、自我改

變的學習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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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處故事之外的緣由 

  與此同時，處身故事之境的我，亦不禁在想：為什麼現在的我能夠靠近留級

學生？為什麼過去的我卻總是游移於故事之外，冷眼旁觀？難道僅僅因為我是研

究者，因為我必須完成研究嗎？ 

  回溯這 2 年來的研究歷程，每一步，每一個腳印，從問題意識的形成，研究

主題及面向的確定⋯⋯這個我與兩位研究參與者共構生命故事的歷程。我不禁回

想起展開本次研究的初衷－我為什麼要做這個研究？ 

  2 年半前的我，辭去教職，來臺攻讀研究所。跳離舒適圈、抽離固有脈絡情

境的我，決心儘量放下過往，敞開胸懷，猶如孩童般迎接這個新世界的一切。因

緣際會下，我獲得擔任老師課程助教的機會，讓我得以接觸佐藤教授的「學習共

同體」教育理念，看見了別樣的課堂風景，引發了我對學習意義的思考－怎樣才

是好學生？怎樣才是壞學生？這就喚起我內心深處的記憶，想起那些因為學習成

績未達學校標準而被迫留級，甚至被迫退學的學生。面對留級，他們是那麼地惶

恐不安，懼怕被退學，他們是那麼地努力，渴求著升級。而當時的我卻是那麼地

鐵面無私，深信「留級都是為了打好基礎」，「學業成績不理想被留級是應該的」，

不曾懷疑這都是菁英教育的糖衣炮彈！ 

  是以，置身於澳門脈絡情境中的現場教師，在升學壓力、工作壓力（諸如教

學、行政、家長及同事等方面）的影響下，如何抽離固有脈絡情境，避免受繁重

壓力影響，思考學習的意義，省思教育體制與留級制度是一大挑戰。唯有如此，

才能摒除對留級學生的固有印象，設身處地，去瞭解學生遭遇的困難，而非「一

刀切」地下定論，「一定是你不夠努力！」如此，才能走近留級學生，才能在學

生得知留級事實時，遭遇重大的衝擊、挫敗，陷入不知如何向父母交代的焦慮恐

 



	  180	  

懼情緒之中，適時給予關懷、鼓勵與理解，協助他們面對挫折。班導師更可以在

告知學生留級事實之前，針對學生的個人狀況，比如性格、心理狀態等，擬好適

合的告知方式，降低留級對學生的傷害。 

  而造成學生在得知留級事實時，倍感衝擊、惶恐無措，大抵是留級為他們所

處的社會關係，帶來眾多緊張與壓力，甚至產生危機的緣故。是以，教師亦可以

多關注學生重視的社會關係，諸如親子關係、師生關係與同儕關係等，定期追蹤、

瞭解留級學生在班級的處境，尤其是與同儕的互動關係。並且尋求家長、教師的

通力合作，共同尋找使留級學生獲得較為正向適應的良策，給予關懷、鼓勵與支

持，協助他們重新適應，讓其回復穩定狀態。 

 

貳、 經驗的連續，生命的累積 

  在展開本次研究的過程中，我常在想：假如我曾經留級，現在的我回想起那

段過往會是怎樣的心情？現在的我又會如何對過去的我，乃至未來的我，談論那

個學生時代的留級經驗？在與佩兒、阿修一同回溯過往生命故事的歷程中，他們

似乎告訴了我答案。 

  對於他們而言，生命就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累積，而留級經驗只是他們人生積

木中的一小塊，是他們生命電影中眾多鏡頭之一，是他們眾多生命經驗在時間的

延伸與空間的交錯下，呈顯的一個生命交會點。 

  誠如 Dewey（1997）所言，經驗是連續性的（continuity），是交互作用的

(transaction)，「經驗的連續性原則意謂著每一種經驗它既從過去的事物中吸納

（takes up）了某些東西，同時也藉由某種方式修改（modifies）了未來經驗的性

質。」（引自吳木崑，2009）同樣地，學生的留級經驗亦是如此，現在的留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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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受到其過去眾多生活、學習經驗的影響，而現在的留級經驗亦會修正其未來

的經驗。 

  是以，對學生而言，在他們漫長的生命旅程當中，在他們的學生時代中，顯

然地，存在的不只是一個個測驗、考試的分數。相較於分數，他們的學習生活中，

充滿了夢想，充滿了許多更為重要的學習經驗與生命體驗，諸如親密的親子關係，

與老師的美好回憶，純粹、真摯的友誼，個人專長的發展等。然而，在澳門社會

「重視智育，分數掛帥」的文化思潮下，在「成就」、「機會均等」的價值觀下，

我們的學校教育卻把學生視為一件件「產品」，只顧著以學業成就篩選「不合格」

的學生，卻沒有想過學校教育應該如何發掘每一個學生的潛能，給予每一個學生

發揮所長的舞台，去豐富每一個學生的生命經驗。 

  杜威認為，「生長就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歷程，教育的作用就是導引學生

往有價值的方向去發展（吳木崑，2009）」。歐陽教（1985：173）更進一步

的指出： 

杜威的教育即生長，並不是盧騷式的「任其生長」；也不是唯智主義式的揠苗

助長；……卻是要佈置「一個特別環境（學校），使青少年在這理想環境中，

利用環境去實行間接的教育，」這就是「導其生長」，向好的方向生長。 

引導學生創造有價值的經驗，往好的方向發展，這才是教育者應該擁有的態度，

這才是教育的本質。而非為了保證所謂的「質量」，把不合格的「產品」丟棄，

我想這是澳門眾多學校教育機構都須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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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重回教育現場的體悟－未來何去何從 

一、回到澳門教育現場 

  結束這段研究的旅程後，我展開著另一段旅程，重新回到澳門的教育現場。

透過對留級學生經驗的深入探究，讓我對這群孩子有了更多的理解，讓我更加瞭

解教育工作責任之大，學生輔導工作之重要。我想當我重新面對學生，尤其是留

級學生，將會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寬容。而如何走近留級學生，傾聽他們的心聲，

給予適時的關懷、鼓勵與支持，是我未來教學路上必須要學習的，亦是必定要行

動的。 

  與此同時，我亦時刻提醒自己適性教學的重要性，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

個體，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有著太多的不同：學習起點、學習形態、思考方式、

文化背景、興趣愛好等，諸如種種都影響著每一個孩子的學習。教師應該去瞭解

每一個孩子，因時因地因人地進行調整與設計，發展符應自身脈絡、適合所在班

級的教學模式。 

 

二、澳門教育何去何從？ 

  當我重回澳門教育現場，我亦再次感受到外在環境的衝擊，我發現作為一名

教育工作者做好教學工作，做好學生輔導工作，在大環境的變遷下猶如泥菩薩過

江，只能不斷地修補、補救。在一波波的改革浪潮下，澳門教育在短短數年間，

已經發生眾多的變化，亦即將面臨更多的挑戰。如 2015 年頒佈第 10/2015 號行

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21，PISA 2015 國際評估結果公佈，

	  	  	  	  	  	  	  	  	  	  	  	  	  	  	  	  	  	  	  	  	  	  	  	  	  	  	  	  	  	  	  	  	  	  	  	  	  	  	  	  	  	  	  	  	  	  	  	  	  	  	  	  	  	  	  	  
21 基本學力要求指學生在完成幼兒、小學、初中及高中各教育階段的學習後，所應具備的基本 
  素養，既包括基本的知識、技能、能力；亦涵蓋情感、態度及價值觀的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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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學年將首次舉行澳門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22等，都一再考驗著學校的

辦學質量。 

  這不禁令人擔憂，這些鉅大的改變，尤其是標準化測驗在澳門的越趨流行，

是否將令學生的學習壓力百上加斤，是否將令原本的高留級率狀況雪上加霜，加

劇學校實施留級制度，以升留級標準篩選不合格的學生，以保證學校的教學質量。

澳門教育將何去何從？我想這將是全社會應該關注，且必須關注的問題。 

 

肆、 未來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的兩位研究參與者，如今皆已離開校園，投入工作。二人在初中經歷

留級變動，都能夠成功渡過，並且順利地在澳門教育體制中畢業，目前均在事業

上或學業上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回望迄今的生命發展，對於求學時代的留級經

驗，二人都有了別樣的解讀，留級之於他們的意義亦有所不同。留級經驗被他們

視為其生命發展故事的一個情節，留級經驗之於二人的意義亦並不全然是負面消

極的，甚至是正向積極的。然而，那些無法撐過留級變動，或中途輟學，或提早

進入社會工作的學生，他們的經驗如何，他們又是如何看待留級的？這是本研究

未能涉及的，亦是未來研究可以深入探究的。 

  每個人都有其生命復原力，讓他們重新積極地面對生命中每一次不如人意的

遭逢，每一個挫折失敗的經驗。本研究中，佩兒便是在男朋友的支持、老師的關

懷及同儕的接納下，快速地融入新的班級，而阿修亦是獲得了老師、同儕的接納

與關懷，並且找到生活重心的支撐點—興趣，才得以回復穩定狀態。是以，未來

有志進行留級學生研究的研究者，在研究主題的設定上，可以更進一步探討學生

	  	  	  	  	  	  	  	  	  	  	  	  	  	  	  	  	  	  	  	  	  	  	  	  	  	  	  	  	  	  	  	  	  	  	  	  	  	  	  	  	  	  	  	  	  	  	  	  	  	  	  	  	  	  	  	  
22	   四高校聯合入學考試，簡稱四校聯招，為澳門本地首個公開考試。 

 



	  184	  

在面對留級挫折時，是如何回復穩定狀態的，有哪些重要因素的影響，有哪些主

要的回復模式，都是未來研究可以深入探究的。 

  此外，本研究中，在佩兒的生命故事中，我們可以看見她作為一名澳門教師，

身處矛盾兩難之境。曾經遭遇留級、參加留級成效研究的她，一方面深深瞭解這

個汰弱留強的體制，認為留級是不公平的、噬人的制度；另一方面，她亦是這個

體制中的一員，必須遵循制度規定，執行留級制度。最終，她唯有從另一個角度

切入，以過來人的身份，給予留級學生關懷、鼓勵與支持，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是以，未來有志進行澳門留級研究的研究者，亦可以進一步瞭解置身於留級制度

的澳門教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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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致佩兒與阿修 

我親愛的朋友們： 

  好久不見，你們最近好嗎？ 

  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間本次研究已將近尾聲。我何其有幸，能夠邀得你們

兩位，與我一同走過這趟研究的旅程！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回想我們一同走過的這段旅程，我想起了這樣一段話： 

假如人生不曾相遇，我還是那個我，偶爾做做夢，然後，開始日復一日的奔波，

淹沒在這喧囂的城市裡。－佚名 

如果不曾與你們相遇，如果沒有你們一次次真真切切的生命故事分享，我想我不

會有機會如此靠近留級學生的世界。傾聽你們的生命故事，讓我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對於每個人而言，學生時代都是最純粹、最真摯的，亦是建立友誼，發展志

趣的黃金時期。只可惜我們都生長在這個充滿競爭、重視績效的社會之中，我們

都置身於這個適者生存的教育體制之中，我們都被要求考取高分，進入名校就讀，

我們都不得不在理想與現實的天秤中，尋找最佳的平衡點，或捨棄心中所想，或

接受命運的安排。 

  然而，每一次傾聽你們生命故事的分享，又讓我猶如置身生命故事的小劇場，

那些活靈活現的生命經驗，都讓我充分地感受到生命的溫度、力量與可能性。佩

兒，你知道為什麼我會為你取這個名字嗎？因為在我眼中，你就是那顆閃亮雪白

的珍珠（Pearl）。那些發生在你身上的過往，讓我不禁聯想到「沙粒成珍珠」

的故事，你以樂天開朗的性情，奮發向上的毅力，衝破層層險阻，最終如粗鄙的

沙粒凝成美麗的珍珠般，散發著圓潤的光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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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對教學的熱情，對學生的關懷、理解與支持，尤其是對留級學生，都讓

我打從心底地佩服，卻也讓我汗顏不已。因為我從你身上看到了自己，我憶起自

己從事教職的那些年，總覺得自己盡心盡力，做好了自己的職責，然而在遇見了

你的故事之後，我發覺那些努力，不過是盡了所謂的責任而已。而你卻是真心真

意地走進了那些孩子的心裏，帶著這份理解與包容，這份愛無比珍貴！謝謝你，

用你真真切切的生命故事，為我上了震撼而珍貴的一課。 

  同時，我似乎亦能感受到你作為一名澳門教育工作者的矛盾心情，我們都置

身於這個汰弱留強的教育制體，我們都深深體認到這樣的篩選制度是多麼的不公，

多麼的噬人，卻又無力扭轉局勢，我們終究只是其中的一員⋯⋯然而，你始終以

那樂觀積極的態度，去做好力所能及的事情，關心、愛護每一個學生，尤其是留

級學生，你像大姐姐般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經歷，協助他們渡過難關。謝謝你，讓

我明白到：重要的不是我們置身怎樣的體制，怎樣的環境，而是我們將前往何方，

我們對未來有何期盼。 

  修哥，你總是充滿著哲學的思維，學問精深，善於思辯，這便是我為你取名

阿修（Hugh23）的緣由了。或許正是如此，面對那曲曲折折，充滿跌宕起伏的生

命故事，你才能那麼地淡然自若吧。或許正是如此，你早已看透生命的本質，生

命本是持續不斷的累積，每個人的生命總有自己的那條曲線。謝謝你，讓我深刻

地體會到命運的無常，我們的生命中沒有絕對的篤定；你那面對無常命運的淡然

自若，亦讓我學到「平常心就是道」的道理，謝謝你為我上了一堂如此寶貴的生

命課程！ 

 

	  	  	  	  	  	  	  	  	  	  	  	  	  	  	  	  	  	  	  	  	  	  	  	  	  	  	  	  	  	  	  	  	  	  	  	  	  	  	  	  	  	  	  	  	  	  	  	  	  	  	  	  	  	  	  	  
23 Hugh，源於德語，有理性、智力、靈魂的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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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對武術的熱愛，對夢想的熱情，那份純粹，更是觸人心弦。在傾聽你的

敘說時，我彷彿看到了那個在操場上為夢想而揮灑汗水的背影，那個畫面美極了！

我想那時候的你，一定是最快樂、最幸福的。謝謝你，讓我更深刻地明白：每個

人都擁有各自的夢想，為夢想而努力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我的學生們，那些孩

子們，對他們而言，亦是如此吧！在他們的生命中，除了成績單上的那些分數，

除了大人們加諸在他們身上的種種標準，還有眾多更有意義的生命經驗。

  佩兒，修哥，我親愛的朋友們，謝謝你們！謝謝你們帶領我飛越時空的長河，

不只帶領我感受你們的生命故事，更帶領我體悟生命的意義；謝謝你們陪伴我走

過這段學習的旅程，讓現在的我，看見過去的我，描繪未來的我。在你們身上學

習到的種種，我希望他日亦能夠讓我的學生有所得益，謝謝你們！ 

 

                                                  你們的朋友 

                                             敏霞 

                                                 2017.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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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第一階段：建立經驗脈絡 

引導語：我們都經歷過學生時代，那時的我們總覺得漫漫歲月，可以好好蹉跎。

一轉身，才驚覺我們的學生時代已然逝去，我們已經來到成人的世界。

也許，我們都在懵懵懂懂中成長，在忙忙碌碌中的生活著。然而，那些

我們經歷過的一個個片段、一個個分鏡，終將組成我們活過的故事，不

管是喜悅還是悲傷，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現在，我將邀請您化身為

導演，來談談您從最早記憶開始，到現今階段的故事。 

 

第二階段：經驗的細節 

引導語：現在，讓我們把鏡頭拉近，來到您留級的那段時間。請您說說那時的您

所遭逢的經驗故事。 

 

第三階段：經驗意義的反思 

引導語：還記得小時候玩的一種遊戲嗎？在紙上畫出地圖，圖上有一條一條岔路，

分別通往不同目的地。從入口開始，做成捲軸的地圖每拉長一些，就會

露出新的岔路，隨著卷軸不斷展開，必須不斷從岔路中做出選擇，直到

最後抵達終點。我們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嗎？每一個交叉路口，都是一

個關鍵的抉擇，亦都深深影響著未來。回顧您的生命故事，留級經驗對

過去、現在、未來的您有著怎樣的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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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同意書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的研究生張敏霞，指導教授為臺師大

教育系卯靜儒教授。目前正進行「致我們的學生時代—澳門留級生之敘事研究」，

本研究旨在希望透過您的經驗分享，深入瞭解您的留級經驗，以及分析留級對您

產生的影響。期望讓更多人聽見您的心聲，明白您的感受與需求，並為教育政策

制定者、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其他學生以及社會大眾，提供豐富有力的

參考。 

  茲將訪談進行方式、資料處理方式及研究參與者權益分述如下： 

1. 訪談過程中，為保持訪談完整與記錄清晰，希望您能同意在訪談中進行錄音。

若訪談中，您有不希望被錄音的經驗或想法，您有權利隨時中斷錄音。 

2. 訪談過程中，您所提供的任何有關資料，研究者承諾不隨意公開，且將只供

本研究分析使用，絕對不會移作其他任何用途。 

3. 在研究報告撰寫或成果呈現時，對於您的基本資料，研究者將以匿名方式呈

現，以保障您的隱私與權利。 

  若您同意以上有關本研究之目的、訪談進行方式、資料運用及保密原則，並

同意接受訪談，請於同意書簽署欄上簽名。感謝您的參與，對我的研究提供了極

大的協助，並祝您工作順利，心想事成！ 

 

研究生：張敏霞 

聯絡方式：XXXXXXXX 

日期：2016 年 X 月 X 日 

                                                                      

同意書簽署欄 

本人        已經瞭解並同意以上敘述內容，我同意接受訪談，並保有

隨時終止研究之權力。 

                      

                          簽名：            

日期：201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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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札記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訪談省思記錄 

一、訪談對象狀況描述 

 

 

 

 

二、訪談過程重要事件 

 

 

 

 

三、研究者感想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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