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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歷史教育是民族精神教育中不可或缺的一環，也是國民人格教育的

一部份，基於歷史認同的情感得以維繫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凝聚力。然而，

這種歷史認同則建立在「集體記憶」或「共同記憶」的基礎上，一旦記

憶消失，「歷史認同」及民族精神亦將隨之改變。錢穆從歷史與民族精神

兩者密不可分的關係認為「若一民族對其以往歷史了無所知，此必為無

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份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不為其民族有

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世之力量。故欲知其國民對國家有深

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歷史有深厚的認識 1。」李國祁從歷

史教育的功能性及實用性的觀點，強調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性，

在〈歷史教育的目的與使命〉一文中，認為歷史所具有的教育功能有二：

一是對國家文化的體認，二是鑑往知來的史學實用價值；歷史教育的目

的為：(一)加深受教育者對本民族本國家文化的體認。(二)促使受教育者

了解各種史事演變的規律及其因果關係。(三)促使受教育者認清歷史上各

時代所具有的特質與精神。(四)分析史事的得失成敗，以供受教育者遭遇

相同情況時抉擇的參考 2。同時他所強調的歷史教訓、鑑往知來等目的，

                                                 
1 錢穆，《國史大綱‧引論》（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78），頁 2-3。 
2 李國祁，〈歷史教育的目的與使命〉，《近代中國》，3(台北，1997. 09) 頁 41-46。這方

面的討論，又可參考：李國祁，〈我國中學歷史課程及教材之檢討與建議〉，《台灣教

育》，445(台北，1988. 01):頁 4-8；李國祁，〈談中國歷史科教科書編寫的理想與認知〉，

《國立編譯館通訊》，10. 1-34(台北，1997. 01): 頁 18-22；王仲孚，〈國高中歷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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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傳統中國的鑑戒史學可謂相互呼應，而 1945 年以後台灣的歷史教育，

相當強調這種以史為鑑的功能 3。 

  李國祁進一步指出，歷史教育的目的即是要受教者加深其對國家民

族與文化的了解，進而產生認同感，使之能發生鑑戒的功用，認為歷史

教育具有下列四項重大任務：(一)堅定自我，激發國人愛國家愛民族的激

昂情操。(二)樹立勝賢典範，以之作為世人仿效的標準。(三)明辨是非，

建立絕對的社會道德批判。(四)維護傳統，指導思潮，使其發展方向符合

國家民族的需要 4。民國建立以來，各級學校教育皆頗重視歷史教育，而

1945 年以後台灣的歷史教育亦不例外，因為這是形塑國家認同的重要基

礎。因為歷史是國家認同與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因素，因而歷史教育長

期以來皆採用國定本(統編本)。李國祁在〈論中國歷史教科書的編寫〉一

文中即指出，注重民族精神教育的國家，由於視歷史教育為發揚民族精

神重要的一環，故對中學歷史課本的編寫採用國定本方式，如韓國、東

歐諸國及台灣，均採行此一方式 5。台灣地區自 1945 年後，因為重視民

族精神教育，故將歷史、地理、公民、國文等與民族精神有關的學科，

                                                                                                                              
新標準簡介〉，《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5. 5-29(台北，1995. 02)，6-10；王仲孚，

〈歷史認同與民族認同〉，《台灣中學歷史教育的大變動/歷史教育論集二編》，台北：

海學術出版社，2003，頁 3-4。 
3 鑑戒史學來自孔子《春秋》，相關討論可參考：杜維運，《中國史學史》，1(台北：三

民書局，1993)，頁 84-95；白壽彝，《中國史學史》，1(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13-216；進一步發揮鑑戒史學功能的是司馬光《資治通鑑》，相關討論可參閱：陳明

銶(著)，張榮芳(譯)，〈《資治通鑑》的史學〉，《食貨月刊》，12. 4-6 (台北，1982. 08-09): 
頁 164-179；王德毅，〈司馬光與《資治通鑑》〉，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

史學史論文選集》，1(台北，華世出版社，1976)，頁 515-536。 
4 李國祁，〈歷史教育的目的與使命〉《近代中國》，3: 44。 
5 李國祁，〈論中國歷史教科書的編寫〉，《歷史科教學研究》(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93)，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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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課本均採國定本 6，直到 1996 年始有審定本的國民小學教科書

出現，高中的歷史、地理、公民、國文，則遲至 1999 年始開放審定本；

因此，從 1995 年到 2001 年，是台灣歷史教科書改變的關鍵年代，特別

是 1993、1994、1995 這三年分別發布的小學、國中、高中課程標準，頗

具關鍵性 7。 

  歷史教科書開放為審定本（即「一綱多本」），起因於對台灣本身教

育問題的深刻反省及隨之而來的教育改革運動，首先是 1980 年代發起的

校園民主與言論自由運動，要求學生自治、教授治校，隨後關心中小學

教育的民間團體紛紛成立，提出各種教育改革理念，例如「人本教育基

金會」倡議教育的目的在使學生得到自由而充分的發展，「教師人權促進

會」呼籲保障教師權益、維護教師尊嚴、尊重學術自由，「主婦聯盟教育

委員會」主張尊重父母教育權、建立家長會的組織與功能。學者則於報

章媒體嚴厲批評教育當局的威權心態與官僚作風，指責國家不當介入教

育事務使教育淪為政治的工具，種種訴求凸顯人民的權利，種種非難挑

戰國家的權力 8。 

到了 1990 年代，民間教育改革團體體認到修訂教育法令的重要，民

                                                 
6 杜正勝，〈歷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台灣心‧台灣魂》，頁 152。杜正勝指出 1945 年

以後台灣的歷史、地理、公民、國文課本一定是部編，其目的即在加強意識形態的控

制。 
7 1993-1995 年所頒布的課程標準，和此前各次修訂的版本，有極大差異，相關討論可

參閱：彭明輝，〈台灣的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第三節“台灣歷史教科書的內容及其

演變”有較詳細的討論。收入：彭明輝，《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台北，麥田出版社，

2001)，頁 222-257。 
8 楊巧玲，〈評析教育基本法有關人民學習權及受教權的理論與實務〉，教育基本法相

關議題研討會計畫書，2000.06/15-16。
http://www.nknu.edu.tw/~edu/new-eduweb/08Learning/learning%20thesis/learning%20the
sis-5/learning%20thesis-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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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教育改革運動進入法案推動期，包括大學法修正案、家長會設置辦法

草案、師範教育法修正案、教師法草案。1992 年適逢國民大會召開憲改

會議，民間教育改革團體提出教育憲改意見書，主要訴求包括教育自由

化與排除管制、反對教育的文化霸權與意識型態控制、教育上權利的主

體是人民而義務的主體是國家、反對國家主義教育、國家在教育上的角

色是保障與監督。之後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的串連行動更形蓬勃，1994 年

的「410 教育改革全民大結合運動」正式提出制定教育基本法的訴求，

410 教改運動結束後成立「410 教育改造聯盟」，繼續推動制定教育基本

法的工作，隨後教育部召開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明訂 1994 年至 1996

年間為改革的規劃期。1996 年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之四大教

育改革理念：（一）教育鬆綁（二）學習權的保障（三）父母教育權的維

護（四）教育專業自主權的維護 9。並依此進行改革之規劃。 

在歷史教科書的編寫理論方面，杜正勝指出，「過去以大中國主義為

主體而編撰的教科書，台灣人宿命地忍受，不曾反抗或抱怨，而今不過

是要讓台灣青少年認識他所生活的土地的歷史和文化，卻引來這麼大的

反彈，我想只有結合過去歷史教育所塑造的意識形態和現在台灣政治黨

派的鬥爭，才比較容易理解 10。」杜正勝的論點，在長期以中國史為「國

史」、「本國史」的台灣，引發了極大的爭議 11。杜正勝對台灣的歷史教

育長期以中國為主題表達強烈不滿，他指出：「中國歷史悠久，台灣的歷

                                                 
9 參見教育部提供之網址：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2/#all
（2002.11.21）。 

10 杜正勝，〈歷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台灣心‧台灣魂》，158-160。 
11 在這次認識台灣教科書的爭議中，許南村所編《認識台灣教科書評析》（台北:人間

出版社, 1999），可以代表部分統派文化人士和學者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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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育是從五十萬年前的“北京人＂講起的，這麼漫長的歷史中當然不

可能充斥現代中國政黨的影子，但正如以國民黨做近現代中國史之主

軸，過去五十年台灣的歷史教育是以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作為歷史教育

之主軸的。因此過去五十年台灣的歷史教育便充滿著大中國主義，甚至

窄化成大漢沙文主義。從小學到大學，台灣史沒有自己的地位，只附屬

於中國史系統中，在呼應大中國主義或大漢沙文主義時，順筆提到而已

12。」因此，1994 年新修訂的《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增訂了「認識台灣」

的必修課程時，所引發的爭議自然不言可喻。可見歷史教育在解嚴之前，

受到政治的威權體制，國家擁有主導、控制教育範疇的權力，所反映在

歷史教科書的許多層面，例如大中國歷史觀、黨化教育、以及統編本制

度……等等。 

從 1929 年教育部公布中小學課程暫行標準以降，迄民國 1995 年止，

高中課程標準歷經十一次之修訂，本文以下分析中所謂「舊版」係指 1983

年修訂之課程標準而言。所謂「新版」係依據 1995 年教育部頒訂之「高

級中學歷史課程標準」（以下簡稱「新課程標準」）13而言。此次修訂之原

因與目的，「新課程標準」修訂經過即加以說明：「近年來，我國政治、

經濟、社會各方面，均有巨大轉變，而知識進展亦有一日千里之勢，故

                                                 
12 杜正勝，〈歷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台灣心‧台灣魂》，頁 153-154；這種順筆提到的

標準模式是，明朝內政與開拓一章有一節“鄭成功抗清與台灣的開發”，晚清外患一

章有一小節講“甲午戰爭和台灣割讓”，最後便是“復興基地的建設”，講中華民國在台

灣；杜正勝，〈歷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台灣心‧台灣魂》，頁 154；彭明輝，〈台灣

的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第三節“台灣歷史教科書的內容及其演變”有進一步的分

析。 
13 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臺北：教育部，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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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高中課程標準實有再修訂之必要，以應實際需要 14。」故而「教育

部有鑑於社會的轉型發展，配合開放多元化社會之需求，以及引導社會

邁向二十一世紀，乃同時對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和高級中學之課程標準

一併加以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的修訂目的如下： 

1. 配合社會變遷與教育發展需要，改進現行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2. 研訂高級中學教學科目、教學節數、各科教學目標、教材綱要及

實施方法，以全面改進高級中學課程教材教法，增進教學效果，

以達成教育目的 15。 

 高中歷史教科書在前述教改背景下，自 1999 學年度起即由統編本 

開放為「一綱多本」之審定本，各版編著者雖皆依據 1995 年部頒之課程

標準，然仍因編寫理念不同，內容之差異性難以避免。目前新編高中歷

史教科書即有六版：三民、大同、正中、南一、建宏、龍騰，實有必要

加以探討。其次，所謂「舊教材」與「新教材」在課程標準上或主題內

容上有何不同？在政治解嚴後，教科書的編著者在心態上是否亦能隨之

鬆綁？吾人是否可以從中發現轉變的軌跡？以及對此後之大學入學測

驗、高中歷史教育有何影響等等，皆值得吾人密切觀察加以研究者。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國內有關中小學教科書的研究，從 1965 年至 1983 年，研究生之論

文非常少，只有 3 篇。從 1984 年至 2003 年（近二十年），總計有 272 篇，

                                                 
14 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標準》，頁 859。 
15 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標準》，頁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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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數量言，明顯呈現逐年增加之趨勢，前十年（1984-1993）有 37 篇，

1994 至 1998 年的五年裡有 46 篇，最近五年（1999-2003）則有 189 篇，

尤其最近二年（2002-2003），每年均有 50 篇以上，顯示近年來國內教科

書研究之數量已大幅成長，此現象應與教科書開放政策引發的討論有密

切關係。 

    藍順德將 1984 年至 2003 年的 272 篇論文分為教科書內容分析研究

與教科書發展過程研究二大類，其中教科書內容分析之研究有 169 篇，

已超過總數之六成，而教科書發展過程之研究則有 103 篇（佔 37.87%）， 

顯見國內博碩士論文教科書研究，以內容分析之研究佔大多數，而發展

過程之研究則較不受重視。從研究的年代看，前十年（1984-1993），絕

大多數為教科書內容分析之研究（31/37 ， 83.78%），1992 學年以後，

教科書發展過程之研究才逐漸出現，最近四年（2000-2003）更呈現大幅

成長，且兩方面研究數量之差距有縮小的現象。169 篇中分析教材內容

者有 91 篇（佔內容分析研究的半數以上），討論教科書內容之政治意識

型態者有 34 篇（佔五分之一），其他依次為教學設計（15 篇），性別意

識型態（15 篇），圖文編排（8 篇），語文運用（6 篇），族群意識型態

（5 篇）。從研究的年代看，在 1991 學年以前，可以說完全集中在教材

內容分析和政治意識型態研究二方面；1992 學年起，開始出現教科書圖

文編排設計之研究；最近五年，研究的廣度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包括教

學設計、語文運用、性別與族群意識型態等主題。研究廣度的擴張，代

表教科書的研究已逐漸受到重視，將成為教育學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領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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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關於教科書發展過程之研究計有 103 篇，依研究主題分，數

量最多的是教科書使用之研究（42 篇），佔有四成以上，其他依次為教

科書選用（24 篇），教科書評鑑（13 篇），教科書市場機制（10 篇），

教科書審查（6 篇），教科書編輯（5 篇），教科書政策（3 篇）。教科書

發展過程之研究以教科書使用及選用為主流，應該與國內教育類科研究

所及在職專班之研究生大都為現職教師或準備擔任教職者，對教科書之

使用及選用問題較為熟悉或關心有關 16。 

    以歷史學科而言，過去學者有關中學歷史教科書之研究多偏重於國

中歷史教科書 17，例如：高鵬飛，〈淺談新編初中中國歷史第一冊插圖及

其運用〉，袁筱梅，《國中歷史教科書中人物的選擇與撰述──以秦漢史

為範圍》，陳莉婷等，〈從歷史教科書中附圖看其在歷史教學中的作用一

以新編國中歷史等一冊初版為例〉，馮國華等，〈新版國中第一冊歷史人

物評價問題一以秦始皇、漢武帝為例〉，張元，〈從具體描述到深入解釋

──國中、高中歷史教學的區隔〉等篇，多為研究國中歷史教科書且偏

重歷史人物。以藍順德〈二十年來國內博碩士論文教科書研究之分析〉

一文中的統計來看，從 1984 年到 2003 年與高中歷史教科書相關的國內

                                                 
16 藍順德，〈二十年來國內博碩士論文教科書研究之分析〉，《國立編譯館館刊》，32.4
（台北，2004.10）：3-4。 

17 例如：高鵬飛，〈淺談新編初中中國歷史第一冊插圖及其運用〉，《中國歷史教學》，（台

北：1996.2）。袁筱梅，《國中歷史教科書中人物的選擇與撰述一以秦漢史為範圍》，

台北：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0.6。16.陳莉婷等，〈從歷史教科書中

附圖看其在歷史教學中的作用一以新編國中歷史等一冊初版為例〉，《歷史教育研究

報告》，台北：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班，1999.8 編印。馮國華等，〈新版國

中第一冊歷史人物評價問題一以秦始皇、漢武帝為例〉，《歷史教育研究報告》，台北：

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班，1999.8 編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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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論文不過 4 篇，加上近二年的二篇總計不過 6 篇 18，其他的期刊

論文或相關著作對新版（即審定本）高中歷史教科書之研究亦僅只探討

部分內容或說明編纂歷史教科書之經過 19，例如王仲孚，〈談新編高中歷

史第一冊的編寫經過〉、〈談中學歷史教學中的人物評價問題〉，李國祁，

〈論中學歷史教科書的編寫〉，李孝悌〈我對高中歷史教科書的一些想

法〉，張元、周樑楷編，《方法論：歷史意識與歷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 國

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等篇屬之；研究高中歷史教科書相關內容的有劉

新圓，〈高中歷史新課程綱要的來龍去脈〉，針對高中歷史新課程綱要

的修訂有詳細的說明；陳穎盈〈台灣地區五十年來高中中國史歷史課程

                                                 
18 例如：陳境圳，〈兩岸高中歷史教科書中有關一九一二年至一九四九年間的比較研究〉

（台北：私立淡江大學中國大陸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未刊稿）；陳盈穎，〈台灣  
地區五十年來高中中國史歷史課程的演變與中國史教科書的編輯〉（台北：國立台 
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未刊稿）；林淑惠，〈台灣政治民主化對

高中歷史教科書人物選擇的影響:以中國現代史為例〉（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

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3 未刊稿）；陳建宏，〈高中歷史課程中的宗教史教材教

法 : 以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為中心〉（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3 未刊稿）；彭德全，〈"審定本"高中歷史教科書比較研究 : 關於"國共關係

"教材部分〉（中壢：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未刊稿）；扶志

凌，〈教科書內容多元化與意識型態關係的探討:以審定本高中歷史教科書第二冊為

例〉（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5 未刊稿）。  
19 參見：王仲孚，〈談新編高中歷史第一冊的編經過〉，《中等教育》， 36. 2（台北： 

1985.4）。王仲孚，〈談中學歷史教學中的人物評價問題〉，《歷史科教育研究》，

1995.12。李國祁，〈論中學歷史教科書的編寫〉，《歷史科教學研究》，（台北：1993）。
武玲玲，〈高中中國近現代史教學如何在初中基礎上深化和擴展〉，《歷史教學問題》，

（台北：1995.4）。張元、周樑楷編，《方法論：歷史意識與歷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

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新竹：國立清華研究所，1998。……等等。彭師曾撰文以

宏觀的眼光勾勒 1945-2000 年 55 年來台灣的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的大略面貌，

參見：彭明輝，〈台灣的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1945-2000）〉，《現代中國史學會與

歷史思想研討會》，（台北：2001.05）：23-27。李孝悌〈我對高中歷史教科書的一些

想法〉，清華歷史教學第九期，1-3；劉新圓〈高中歷史新課程綱要的來龍去脈〉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EC/094/EC-B-094-006.htm  （2006/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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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變與中國史教科書的編輯〉對歷史課程的長期演變與中國史教科書

的編輯著力頗深；武玲玲，〈高中中國近現代史教學如何在初中基礎上深

化和擴展〉，強調國高中課程內容的銜接與擴大；彭明輝，〈台灣的歷史

教育與歷史教科書（1945-2000）〉，以宏觀的眼光勾勒 1945-2000 年 55

年來台灣的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的大略面貌。本文從政治與歷史密不

可分之關係，探討高中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之間的關係與演變，焦點

集中於高一下冊本國近現代史部分。鑒於目前新編高中本國史下冊審定

本中的六版教科書，因編寫理念不同，在外部結構及主題內容有較大差

異，在政治立場上尤為突出，特擇取中國近現代為研究主題，加以比較

分析，藉此檢視其是否與部頒之高中歷史課程標準相符，觀察新舊教材

轉變之軌跡，及其對歷史教育之影響。 

 

第三節 研究侷限及研究方向 

    有關教科書研究的分類架構，Weinbrenner提出教科書研究應包含三

類：（1）過程導向研究（process-oriented research）：研究教科書完整生

命週期，包括設計、核准、傳播、採用、使用以及廢止；（2）產品導向

研究（product-oriented research）：研究教科書文化與意識型態層面及教

學工具層面；（3）接受導向研究（reception- oriented research）：處理教

科書對師生和各種社會團體的影響。Johnson 則將教科書研究分為教科

書的意識型態、使用和發展三類。周珮儀則將教科書研究依其主題分為

內容分析、評鑑與選擇規準、編輯與發展、運用四類。藍順德依國內教

科書研究之實際情況，將 272 篇論文分為教科書內容分析研究及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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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過程研究二大類。內容分析研究部分，依其主題區分為教材內容（內

容屬性）、教學設計（教學屬性）、圖文編排（物理屬性）、語文運用（可

讀性）、意識型態（包括政治、性別、族群）等七類 20。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參考上述之分類架構，依據教科書的特性以內

容分析法為主。從外部的結構量化分析，去比較各版本在標題綱要、提

綱、注釋、大事年表等方面之差異。從實質內容的分析比較各版本間在

課文內容、歷史評價、圖片內涵、研究與討論等方面之異同。然而內容

分析法亦有其限制，僅能就教科書已有的內容作分析，無法針對教科書

的外在影響因素加以探討，如欲了解教科書市場之流通、佔有率，高中

師生對教科書之反應如何等，則須進一步採用其他研究方法，如問卷調

查法、深度訪談法、語義分析法等等。本文限於時間限制，僅採用問卷

調查法分析高中師生對「一綱多本」的課程、教材以及對學測、指定考

科影響之看法。 

    自 1999 學年度起，新編高中歷史教科書即由統編本開放為「一綱

多本」之審定本，各版編著者雖皆依據 1995 年部頒之課程標準，然仍

因編寫理念不同，內容之差異性難以避免。本文針對 2000 年新編高中

歷史下冊教科書六個版本（三民、大同、正中、南一、建宏、龍騰）與

1983 年之舊版加以探討，在課程標準上或主題內容上分析其之異同，在

政治解嚴後，觀察教科書的編著者在心態上是否亦能隨之鬆綁？藉此發

現歷史教育轉變的軌跡，以及對此後之大學入學測驗、高中歷史教育有

                                                 
20 Weinbrenner、Johnson 周珮儀文章，轉見藍順德，〈二十年來國內博碩士論文教科書

研究之分析〉，《國立編譯館館刊》，32.4（台北，2004.10）：3。 



12  歷史教育與時代聚焦的轉變：以 2000 年高中歷史教科書下冊為例的討論  

  

何影響等等。同時透過本文之研究，希望能對當前台灣地區之歷史研究

與歷史教育提供不同面向之省思，所提相關建議作為日後教育主管機關

之參考與採納。 

    本論文架構為：第一章緒論，說明本文研究動機、主要研究方向及

研究侷限。第二章各國高中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的變革，透過各國高

中歷史教育的內容，以做比較研究。第三章新舊版高中歷史內部外部結

構之探討，觀察新舊版本內容上的差異。第四章「一綱多本」對歷史教

學及大考之影響，第五章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