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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中歷史教育的變革 

    近幾十年來英、美、日、中國及臺灣在高中歷史教育皆發生極大的

變革，影響亦頗深遠。透過對近幾十年來這些國家歷史教學改革的研究，

應有助於我們對於歷史教學、歷史科本質的理解，並接觸與傳統教學不

同的教學模式，擴大我們對於歷史教育的認識。 

 

第一節 英國中學歷史教育的改革 

  1960 年代後期，英國正面臨帝國日益崩潰、經濟日趨惡化的困境，

教育經費受到大幅削減 1，引起不少有識之士提出教育之隱憂，呼籲追求

更有成效的教育目標，培養更能面對挑戰解決困境的專業成員。 

    英國中學歷史科在教育界實用主義與進步教育思潮的衝擊下，被認

為是學校課程中最「無聊又無用」的一門科目，中學高年級學生選修歷

史的比例，以及校外考試選考歷史的學生人數都不斷下降。歷史科在中

學教育成為一獨立科目的地位逐漸發生動搖，不少人主張用「綜合人文

學科」或「社會科」取代「歷史」，尤其新加入的社會科學課程，如「政

治學」、「社會學」等的競爭下，令學生對歷史科感到無趣且對其日後的

工作亦無助益，故而選讀興趣日益低落，造成所謂「歷史科的危機」2。

到了 1970 年代，一方面許多學校中的歷史科必須為作為課程中獨立的科

目而奮鬥，另一方面則出現了更多探索歷史教師如何面對此一新挑戰的

討論。在此一課程改革的風潮中，許多學校中的歷史教師開始重新思考

                                                 
1 C. & D. Roberts，賈士蘅譯，《英國史》(台北:五南，1989)，1117-1136。 
2 周孟玲，〈英國近二十年中學歷史教育狀況及研究成果〉，《歷史教學》10，(天津，1988)； 

M. Price “History in Danger”, in History, no.53（1968）p.34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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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教育問題。1960 年代晚期及 1970 年代前期英國歷史教學所展開的

改革，不僅是歷史科的教學內容上有所變化，更重要的是在歷史教學方

法論上所產生的變革，為歷史科的教育目標建立了理論基礎。 

    英國中學歷史科教育改革的方向主要有二，一是充實歷史教學所涵

括的領域，例如加重現代史、世界史、地方史等與學生現實生活密切關

聯的內容；其次，從歷史知識的本質重新定義歷史教育的內涵，強調歷

史科的中心乃在於發展學生對於歷史探究方法的理解，將各種史料運用

於課堂之中，使學生學習從歷史證據中建構過去。其中後者對英國歷史

教育產生的影響尤為深遠，可以說從根本上改變了英國學校歷史教育的

面貌。 

  此種新的歷史教育觀之所以能推而廣之，所謂「新歷史科」的理念

甚而被一些人形容為歷史教育的「新正統」，學校委員會（Schools Council）

所支持的「學校委員會歷史科計畫 13-16」（Schools Council History Project 

13-16, SCHP〉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這個計畫結合了學院中的歷史教育

學者與學校歷史教師的力量，為歷史教育提出了一套新的理論基礎、課

程大綱及考試方式，並且在實際的教學實驗中取得了相當突出的成果，

因而吸引並指導更多歷史教師在新的歷史教育理念下進行教學改革 3。 

    近年來臺灣正在進行的教育改革的討論及推動，尤其在政治解嚴以

後，歷史科原有的「發揚民族精神」光圈失去了先前的神聖性，歷史科

必須認真回答「歷史科到底能帶給學生什麼」這個回歸教育本質的問題。

                                                 
3 陳冠華，《追尋更有意義的歷史課──英國中學歷史教育改革》(台北:龍騰，2001)，
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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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年來討論歷史教學的文章可以發現，大多數的討論仍是局限在「如

何以較生動活潑的方式讓學生容易吸收多一點的歷史知識」的取向中，

來討論課程取材內容、活動教學、聯考試題等；或是討論「歷史知識」

領域上要多元化，如文化史、鄉土史、婦女史等。然而，若僅限於此，

則即使真正能令學生多記得一點「歷史知識」卻還是不能回答歷史科之

不受重視的核心問題所在：歷史有什麼用？怎樣的歷史科對學生而言才

是有意義的？學校中的歷史科除了使學生記得許多過去的「事實」外，

還可能提供學生些什麼？換句話說，我們目前的考量仍然停留在問題的

淺層，要談作為推動改革、解決問題、提升教學品質的基礎，則仍有待

更深入的專門研究。 

    在目前各國對歷史教育的探討中，英國歷史教學界目前的研究成果

中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近三十年來，英國歷史教學界不僅出現了「新歷

史科」（New History）的呼聲，更已在學界研究者與學校教師的配合之下，

建構起一套從歷史教學的哲學基礎一直到課堂教學模式的新架構，並且

在英國的學校教學中發揮日益強大的實際影響（甚至已有人稱之為「新

正統」）4。因此，透過對近三十年來英國歷史教學改革的研究，應有助

於我們對於歷史教學、歷史科本質的理解，並接觸與傳統教學不同的教

學模式，擴大我們對於歷史教育的認識。 

    

第二節 美國中學歷史教育的改革 

  美國是一個由眾多族群所組成的國家，二十世紀初起，「美國化」

                                                 
4 陳冠華，《追尋更有意義的歷史課──英國中學歷史教育改革》，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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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ization）一直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使命。在長期建構國族認

同、民族融爐(melting pot)的過程中，非歐洲移民族裔的形象長期在「維

護美國主流社會」的意識形態下被排擠打壓，導致違反民主平等精神的

種族隔離政策不斷上演。1960 年代美國民權運動勃興，「美國化」這種

涵化其他族裔以符合基督教─白人社會價值的觀念受到挑戰；強調透過

保存各種異質文化，豐富社會內涵的「多元文化論點」，逐漸取代過去「同

質化」的社會建構論，並成為美國晚近的重要教育課題 5，同時影響了國

內歷史教育的課程改革。 

  歷史教育具有反映族群集體記憶與意識的特質，在多元文化的教育

課題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當各個族裔積極透過教育自主、口述歷史、

文本書寫等方式找回自己的文化傳統與尊嚴時，引發了主張美國自由、

民主共同體價值的保守人士的不滿。從九○年代初期以降的幾次美國歷

史科課程標準辯論來看，許多往來交鋒的砲火十分密集地落在教材的「意

識正確」與「合適性」歧見上。例如具備多元文化色彩的歷史教育究竟

觸動哪些深層因素，使得共識不易達成？其次，歷史教學在議題的取捨

與呈現方式上應該採用何種方式？此外，多元文化在歷史教育上的具體

措施又有哪些
6？ 

  以 1980 年對美國各州所做的課程研究SPAN結果而言，此時期的歷

史教學順序大致為該州史地、美國史地、世界史地、美國史、世界史，

                                                 
5 洪雯柔，〈美國種族/族群問題與多元文化教育〉，《中等教育》， 50.4，(台北：心理

1999.08) ，頁 70-71。 
6 李維修，〈美國中小學歷史課程標準的「多元文化」爭論：以意識形態、課程繁簡與

課堂實踐為中心〉，《台灣歷史學會通訊》，13.14 合刊，(台北：稻鄉，2002.05)，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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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受到社會擴展論的影響，十到十二年級則以闡揚美國的民主政體與

主流價值為主 7。除了 1987 年加州出現以歷史為主要脈絡的「歷史─社

會科學」課程標準，有別於這個傳統外，歷史與社會科之間的關係大抵

未有重大的改變。社會科議題經常受到學科派別演進與社會思潮的影

響，但在各州實際訂定課程標準以前，這些要素並不算正式的影響教育

體系。 

  至 1994 年，柯林頓總統簽署八○年代晚期布希政府時代擬議的「公

元兩千年方案」(Goal 2000 Act)，將美國整體教育推向一個重要里程碑。

此方案導源於八○年代《危機中的國家》一書所帶來對美國教育成效不

見起色的反省：「(教育)追求卓越所費甚多，平庸的代價更大」8。因此，

該方案強調核心學力的培養與世界水準的教育，展開了各州訂定課程內

容標準與教育改革的風潮。各州標準出現的早晚雖然不大一致，但均以

提高學生的整體學力程度標準為第一要務 9。其次，對過去教材不適當性

的檢討與反思精神，藉著此標準的訂定而突顯出來。然而標準帶有規範

性，1960 年代以降，族群自主呼聲與多元文化觀點是否正式進入課堂，

成為討論的焦點。 

  1992 年，美國全國人文學科促進會與教育部之教育研究與改進處委

託美國加州大學洛杉磯分校國家歷史課程中心(NCHS)擬定「美國歷史科

國家課程標準」10，以應公元兩千年方案強調學科能力的發展 11，從題材

                                                 
7 黃博仁，〈美國社會科教育的發展〉，《國教世紀》， 27:5 (1992.4)，頁 6。 
8 林寶山，《美國教育制度及改革動向》(台北:五南，1991)，頁 127-134。 
9 劉慶仁，《美國教育改革研究》(台北：國立教育資料館，2000)，頁 1-15。 
10 目前最新版的美國國家歷史標準可在 UCLA 的 http://www.sscnet.ucla.edu/nchs/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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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新標準納入許多過去未能成為歷史主流的題材，例如：黑人、美

洲原住民、婦女、亞洲、中亞與回教文明等等，帶有濃厚的多元文化史

意涵。 

  課程標準發表後，來自各界的評價正反互見。多元文化論者大致認

為這是一次挑戰傳統的勝利，一部分人針對標準中介紹的歷史面向過於

廣泛(從舊石器時代文化到東方的竹文化無所不包)、太重觀念學習、未顧

及學生的學習能力 12。特別是歷史界保守人士認為標準中的敘述，降低

了歐美文明的主流地位與領導性，因此予以猛烈抨擊 13。 

  1996 年UCLA推出該課程標準的修正版，增加保守人士強烈要求

的，重要歷史事件的細緻內容；增加關於歐洲移民、工業現代化動機的

正面解釋。並把標準中所列課堂討論的議題移出教科書之外，以免這些

討論議題造成學生的負擔 14。 

  傳統的社會科課程會將公民價值、社會生活能力與社會科學知識作

為社會科教育的主軸；美國社會科評議會 NCSS 版的 1994 年社會科標

                                                                                                                              
閱。該網站並提供參考教學單元；經由附費下載的機制，教師們可以取得與該中心

合作的專家教師的作品，在課堂上應用。 
11 公元兩千方案以加強分科能力為主，範圍包含藝術、公民與政府、經濟、英文、外 

國語文、地理、歷史、數學、體育、自然、職業教育等學科，因此起初社會科並未

被囊括進入課程討論的核心。在 94 年 4 月，美國社會科協會 NCSS 方推出自己的社

會科標準。見陳麗華，〈美國社會科課程標準評析〉，《台北市立師範學院學報》， 29 
(1998)，頁 86。這份社會科標準也就是我們所熟悉的九年一貫課程社會領域暫行綱

要的前身。 
12 世界日報，〈美國史課程新標準引起的爭議〉，1994 年 11 月 2 日。教育文獻資料庫 

DB19940078c1。 
13 參見 Gugliotta, G.,World History Teaching Standards Draw Critics( Washington Post,  

1994)保存於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10/009.html 。 
14 李維修，〈美國中小學歷史課程標準的「多元文化」爭論：以意識形態、課程繁簡與 

課堂實踐為中心〉，《台灣歷史學會通訊》，13.14 合刊，(2002.05)，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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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設定了十個主題軸：1. 文化 (Culture)。2. 時間、連續、及變遷 (Time, 

Continuity, & Change)。3. 人、地方、及環境 (People, Places, & 

Environments)。4. 個人發展與自我認同 (Individual Development & 

Identity)。5. 個體、群體、和機構 (Individuals, Groups, & Institutions)。

6. 權力、權威、及管理 (Power, Authority, & Governance)。7. 生產、分

配、及消費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 Consumption)。8. 科學、科技、

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9. 全球關係 (Global 

Connections)。10. 公民理想與實踐 (Civic Ideals & Practices)。加州標準

則於 K-12 的三個階段中，以三種明顯與歷史學密切相關的能力─時序觀

念與空間思考、探查、證明與觀點、歷史性的解釋─作為培養分析能力

的中心。 

  美國由於早期國族建構與強調建立同質性社會的結果，白人優勢文

化與社會主流價值相互結合，造成反多元文化論者挾「國家社會」完整

性以自重的情形。九○年代初期的課程標準爭議，便是兩派人馬針鋒相

對的結果。其次加州標準與國家標準的比較，則突顯歷史究竟應該教概

念或事實的問題，此部分仰賴教學者的行動研究，作為未來的參考。 

    最後，多元文化除了找回不同族裔的自我意識外，最後仍需建立一

套共識，否則多元文化的倡議最後終將陷入在反對「誰同化誰」的爭論

中。紐約羅徹斯特州的多元文化教育計畫中，曾提到多元文化觀的教育

是：「課程發展中的多元文化觀點，旨在推廣不同文化中正確、包容和不

含偏見的教材。其內容包括與所有文化相關的事實、事件、價值系統和

觀點。過去一般教科書題綱中被忽略的或者錯誤的說辭，均需列舉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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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多元文化的最終訴求除了應建立正確、包容和不含偏見的價值中立

負載族群記憶與認同價值的歷史教育，在發覺差異、諒解與寬容之後，

有責任提醒學生藉由交換彼此族裔蘊含的獨特價值，不斷孕育、豐富明

日的社會主流 16。  

    台灣九年一貫課程社會領域暫行綱要及 95 年普通高級中學暫行綱

要「歷史」課程綱要中作為核心能力之「時序觀念」、「歷史理解」、「歷

史解釋」、「史料證據」之制定，顯然即受上述美國社會科審議會制訂的

全國性課程標準十大主題界定社會科的內涵影響 17。 

 

第三節 日本中學歷史教育的改革 

  近代國家為塑造國民之民族或國家認同，歷史教育通常扮演最重要

的角色，戰前日本學校中的皇國思想與軍國主義教育是顯著的例子。戰

後，駐日盟軍將日本發動對外侵略戰爭之起因歸諸於軍國主義者，因此

從佔領初期即開始全面排除軍國主義與效忠天皇的教材。盟軍佔領結束

後，日本學術與教育界的左派勢力依然強大，歷史教育的內容基本上還

是強調和平與尊重人權的教育。然而，日本國內右派人士對於這種歷史

                                                 
15 B. T. Gallagher, “Teaching (Native) America”. Nation, 2000, (270)22. EBSCO 線上文 

獻。 
16 李維修，〈美國中小學歷史課程標準的「多元文化」爭論：以意識形態、課程繁簡與 

課堂實踐為中心〉，《台灣歷史學會通訊》，13.14 合刊，(台北：稻鄉，2002.05)，頁

68。 
17 美國社會科協會 NCSS 方推出自己的社會科標準。見陳麗華，〈美國社會科課程標準 

評析〉，《台北市立師範學院學報》， 29 (1998)，頁 86。這份社會科標準也就是我們

所熟悉的九年一貫課程社會領域暫行綱要的前身。「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參

考：教育部網頁 http://www.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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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歷史教科書的內容相當不滿，不斷提出批判，要求增加培養民族

自尊心與自信心的歷史教育內容，此為日本內部對立衝突的根源。另外，

日本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相關的論爭延續不斷，亞洲各國的抗議與批

判則為重要的外部因素。 

  1995 年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部藤岡信勝為首所組成的「自由主義史

觀研究會」，其成員以學者、作家、媒體工作者與保守政黨之右派人士為

主，他們在成立時宣稱：戰後左翼學者強調反戰和平之歷史教育理念是

「自虐史觀」，讓接受這種教育的日本下一代無法以身為日本人為榮。因

此，他們主張要以「自由主義史觀」來修正現行日本歷史教育之內容 18。 

  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所揭櫫的主張為：第一，明治維新以後的「日

清」戰爭、日俄戰爭、亞洲太平洋戰等基本上都是不得已而發動的「祖

國防衛戰爭」；第二，戰前日本對亞洲各國沒有任何戰爭責任，教科書中

必須刪除南京大屠殺、從軍慰安婦等內容；另外，該團體也讚揚戰前「教

育敕語」，批判日本憲法第九條否定戰爭權使日本人無法自立，提議修改

憲法並要求全面修改教科書內容。然而，以上這些主張，皆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受日本侵略之亞洲各國所無法忍受的論點。 

  1996 年 12 月，以該研究會成員為主又成立一個名為「新歷史教科

書製作會」新團體，該會計劃編寫符合自己觀點的新教科書，提供中學

社會科中教授歷史與公民課程之用。2000 年 4 月，製作會撰寫之新「歷

史」與「公民」教科書二冊，以「扶桑社」出版之名義提送文部省審查。

                                                 
18 城丸章夫‧松島榮一，《「自由主義史觀」病理──続近代史の真実とは何か》(東京： 

大月書店，1997) ，頁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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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過程中，日本國內出現強烈批判的聲浪，不久包括韓國的歷史學會

等學術團體與中國外交單位都陸續發表聲明抗議，日本的教科書問題再

度演變成國際性爭端。 

  《新歷史教科書》內容最受鄰國非議的焦點是：肯定「大東亞戰爭」、

模糊了「南京大屠殺」的史實以及否定「強制徵用(連行)從軍慰安婦」等，

這些都是近現代史所留下的包袱。其論述的焦點並不是在討論歷史的真

相，而是針對八○年代亞洲各國的批判，以民族主義式論述來對抗，激

發讀者的同仇敵愾。此後，日本右派人士批判現行教科書的基調，不再

是以反共觀點批判教科書之左傾，而是以民族主義立場強調教科書是要

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另外，教科書的爭論更牽動日本憲法第九條「放棄

戰爭」條款是否要修改之、「戰後民族主義」的反對和平理念能否堅持等

憲政外交與基本國策的問題，教科書問題的國際化正是日本歷史教育糾

葛不清之癥結所在。 

  八○年代歷史教科書問題告一段落後，日本文部省對高中小各級學

校教育課程進行大幅的修訂，最後在 1989 年公告「新學習指導要領」，

確立了新的學校課程架構。變動最大的是高中課程的部份，其改革之重

點包括：改社會科為「地理歷史科」與「公民科」，「世界史」必修、重

視近現代史等。根據新課程的規定，高中生修習「地理歷史科」必須在

「世界史A」(2 學分)、「世界史B」(4 學分)中選一科，另外在「日本史A」

(2 學分)、「日本史B」(4 學分)、「地理A」(2 學分)、「地理B」(4 學分)中

選擇一科，共計兩科 4 學分以上，其中日本史與世界史分科中「A」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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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近現代史部份，比以前增加了選修的時數 19。 

  另外，根據新學習指導要領說明，「地理歷史科」之教學目標是：培

養主體意識以適應國際社會，而其分科之一的「世界史」與「地理」之

教學目標則是：「培養具有日本人的自覺與適應國際社會生活之資質」，

而「日本史」之教學目標在於：「培養具有日本人資質與國民之自覺以適

應國際社會」20。根據新課程的說明，以上教學目標是在回應「國際化」

的呼聲，所以特別注重「適應國際社會」。但是，不可忽視的是，實際上

在強調國際化之同時，也同時具有強烈的「我族」意識，並強調國民要

有「做為日本人的自覺」。總之，這次課程的改革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強

化做為日本人的民族自覺」為最主要的教學目標，與戰後社會科以「培

養具有民主主權者意識」之目標已有很大的不同 21。 

  日本教科書否認對外侵略之史實，固然令人難以忍受，但是韓國與

中國的強烈批判，不但無法使日本有所改變，甚至還會刺激日本更激烈

的反彈。在批判日本教科書時韓國曾出現反省本國歷史帶有強烈民族主

義色彩的問題，但是中國學界在批評之餘，似乎未見檢討本國的教科書

問題之論述。近代國家之間來往頻繁，歷史教科書已經不能再閉門造車，

唯有展開國際性的對話，才能徹底消弭各國家因歷史教育所引發對立與

衝突 22。 

  目前，日本與韓國之間，針對兩國關係史與近代史教育已經建立對

                                                 
19 何義麟，〈日本歷史教科書問題之演變─擺盪在國際考量與本國中心之間─〉，《台  
   灣歷史學會會訊》，13.14(台北：稻鄉，2002.5)，頁 75。 
20 臼井嘉一等共著，《新しい中等社会科へのいざない》，頁 183-187。 
21 臼井嘉一等共著，《新しい中等社会科へのいざない》，頁 178。 
22 近藤孝弘，《国際歷史教科書対話》(東京：中央公論社，1998)，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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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管道，如果東亞地區能擴大進行歷史教育問題的國際性對話，台灣到

底能扮演何種角色呢？這一點應該也值得我們思考。八○年代以後，隨

著台灣民主化的進展，日本與台灣之間由「日華」關係轉變為「日台」

關係，兩國關係論述悄悄地隨之改變。另一方面，隨著本土化落實，日

本右派勢力與部分台灣民族主義者結合，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相關論述大

量出現。1990 年代以後許多主張台灣獨立之人士開始涉入日本教科書論

爭。結果，「後藤新平促使台灣現代化說的太過份，至少也可以說奠定台

灣產業化」、「受戰前日本教育者之台灣人具有日本精神(奉公守法、勤勞

節儉等)」等，這些論點都成為日本右派人士吹噓的材料。何義麟指出各

國歷史教科書是否面臨相同的問題，亞洲各國在批判日本的同時是否曾

檢討過自己的歷史教科書呢？另外，由於台灣史有部分必須放在中國史

或日本史甚至世界史的脈絡來觀察，因此在編寫台灣的歷史教科書時，

除了要避免日本右派人士的利用之外，亦有來自中國的抗議與批判，這

兩點應為教育界不可忽視的「國際考量」23。 

 

第四節 香港地區中學歷史教育的改革 

   歷史教育在香港一向未受重視，一般中學開設兩門歷史科目：一是

中國歷史科，一是世界歷史科。隨著香港社會經濟的進步、政治形勢的

發展及公民意識的提高，近年來歷史教育的重要性逐漸受到注意。 

    值得注意的一個新方向是，香港本地歷史開始受到注意。世界歷史

                                                 
23 何義麟，〈日本歷史教科書問題之演變─擺盪在國際考量與本國中心之間─〉，《台灣 

歷史學會會訊》，13.14(台北：稻鄉，2002.5)，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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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在 1993 年正式把香港史列入，作為『亞洲現代史』卷的其中一組，

學生可在中國、日本、印度、東南亞、香港五組之中，選考其中兩組。

教育署曾安排十多家學校在初中階段試辦香港史課程，並從 1998 年起正

式列入初中世界歷史科課程內，進一步推廣本地史的教學。不過，也有

不少聲音質疑香港史附設在世界歷史科內是否適當的問題。 

    香港地區中國歷史科的教育都過分重視政治史，尤其是治亂史的講

授，而對於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演進的歷史，則甚少關注。在對中國近

代歷史的論述上，這缺點尤其顯著。學者林啟彥即指出，大陸及香港地

區多數的歷史教科書，都擺脫不了一種強調滿漢種族矛盾的史觀，或者

是譴責封建王朝而提倡革命鬥爭史觀所產生的歷史解釋的影響，姑且把

這種史觀概括名為「否定的史觀」。他粗略地看過坊間一兩種中學歷史教

科書對十九、二十世紀中國歷史的描述，結果總會發現總體的印象和結

論是，要讀者對近代以來所有當政的政府產生一種離棄和討厭的心理狀

態，對他們一切施政的措施很少做正面的評價，使人覺得他們的管制一

無是處。對清廷、對北洋政府、對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政府，無不如

此 24。 

  歷史研究之能夠推陳出新，主要在於：一是新材料的發現；二是新

視野的出現。自覺與不自覺囿於舊視野和舊觀念，會阻礙學生對歷史的

認識和增加對歷史理解的困難。陳萬雄亦認為當前中國大陸的歷史教育

存在四大觀念上的迷障：㈠是大漢本位主義和中原王朝正統序列的歷史

                                                 
24 林啟彥，〈二十一世紀中國歷史教育改革芻議〉，《通古今之變──中國歷史教學通論》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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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歷史教科書內容仍侷限於根深蒂固的漢族本位主義和中原正統朝代

序列的思考模式，缺乏用更廣闊的視野，去考察和理解幅員達 960 萬平

方公里的當前中國的整體歷史；㈡是政治史導向的歷史觀，現在在中學

仍特重治亂興衰史，也是政治導向的歷史價值觀的影響，重心人物都屬

帝王將相或文人雅士。中學歷史教育必須要由文化史主導取代政治史的

主導，因文化史是多元的，是綜合的，適宜培育多元的現代價值觀；㈢

是朝代興替的學習編排形成的歷史循環發展觀，朝代興替的學習分期

法，承襲傳統的二十四史，容易導入循環的歷史發展觀，使學習者難於

萌發社會發展不斷進步的觀念，在紛雜的史事中迷失，見不到每個時代

歷史大輪進步的滾動；㈣是封閉的國史觀，不同時期有不同的歷史發展

重心，而且歷史總是在進步的，超越朝代而宏觀地審視歷史的進程，學

習者會慢慢懂得從多元層面去理解歷史的進步，除了從中國去看世界

史，也要從世界史的角度去看中國史 25。 

  有效的教育，應更重視對知識的理解能力的訓練，更重視對知識認

知的方法和觀念的培養。每門知識除了讓學習者掌握該門知識的基本內

容外，應更重視透過該科的學習，去培養學習者解決問題的能力，要達

到上述目的，教育在適當的時候要做知識結構的重構，成了必須的了，

歷史教育也不會例外。過往歷史太講求背誦。每門學問都有背誦的需要，

數學科被認為最講求理解的，何嘗不需記誦公式？適當的背誦是應該

的，無如不要過分。中國的歷史教育向來偏重背誦輕於理解的培養和訓

                                                 
25 陳萬雄，〈中國歷史教育改革的一些思考〉，《通古今之變──中國歷史教學通論》（香 

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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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   

  對中國近代史的論述香港學者也提出深切的反省，「中國教育的改

革，清朝政府的功勞是重大的，由派遣留學生，到創辦新式學堂，到課

程改革，到學制改革，乃至科舉制廢止。無一事不對近代中國的社會進

步、學術文化革新和民智改進有正面的作用，為什麼我們不大書特書呢？

北洋，國共兩黨統治時代，何嘗沒有可以稱述的文化、社會、經濟乃至

政治外交上的成績 26？」可見香港學者對歷史教育已有不同層面的、有

異於過去的討論。近二三十年來，中國在經濟方面大幅走向改革開放之

路，相信中國在各方面也逐漸邁向開放多元，尤其是歷史教科書的編寫

不能不減少政治的干預，回歸以歷史為中心的編寫原則。 

 

第五節 戰後臺灣地區高中歷史課程修訂之背景及內容 

    從 1945 年至今臺灣地區高中歷史課程經歷多次的修訂，修訂的因 

素甚多，或因順應教育思想之轉移、學校制度之改革、時代情勢之需要 

或基於現實政治的考量，教學科目、教學時數和課程內容常因應調整、 

與時更新。至 2005 年為止，高中課程標準較重要的修訂有以下數次： 

在 1950 年教育部頒發「戡亂建國教育實施綱要」，明示「務使全國教育 

設施皆以戡亂為中心 27」，臺灣省教育廳也於同年公布「臺灣省非常時 

期教育綱領」28之後，1952 年為配合戡亂建國，教育部局部修正了「中 

                                                 
26 林啟彥，〈二十一世紀中國歷史教育改革芻議〉，《通古今之變──中國歷史教學通論》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頁 16。 
27 參見教育部編，《教育法令》（台北：正中書局，1967 年），頁 1。 
28 劉寧顏總纂，《重修台灣省通志‧文教志‧教育行政篇（以下簡稱《教育行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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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課程標準」29。此次修訂課程標準之特點為：一、公民課程標準，注 

重「訓練學生做事的方法」，並特別注重政治教育的實施。二、「國文」、 

「歷史」、「地理」三科課程標準，加強有關反共抗俄之教材，俾與現行 

國策配合。三、各科教材大綱，參酌當前實際需要，分別予以增刪，並 

力求避免高、初中教材之重複，藉以減輕學生之課業負擔。此外，教育 

部鑒於二十一年公布之中學課程標準，將「黨義」一科改為「公民」， 

並將「三民主義」的教材分量減少後，對於學生思想訓練似嫌不夠，而 

於反共抗俄工作多有影響，為適應當時需要，決定將該科課程標準，予 

以恢復。 

1962 年修訂之課程標準仍然延續「戡亂建國」的教育政策，其特點

有：一、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增列「軍訓課程標準」及「人文地理課程

標準」。二、實施文武合一教育，將「軍事訓練」列為高中正式課程之一，

奠立「文武合一」教育之始基。三、注重國民道德教育，此次修訂之中

學課程標準，將「公民」與「公民訓練」合併，仍稱「公民」，其內容特

別注意「道德教育」之實施。四、初中及高中教育目標分別規定，此次

修訂之標準將初中及高中教育目標分別予以明確的規定，初中注重生活

教育，培養健全國民；高中注重人才教育，奠定學術研究及專業訓練基

礎。五、加強選修科目及職業科目，適應學生「升學」與「就業」之需

要，選修科目之幅度放寬，並增加多種之職業科目，以分別適應學生「升

學」與「就業」之實際需要。除了上述增加選修課目及職業課目外，為

                                                                                                                              
投：台灣省文獻會，1994 年），頁 486、508。 

29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中學課程標準》(台北：教育與文化社，1956)，頁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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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高中學生的分化職能，將「高中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數表」分為甲、

乙二表，甲表以修習自然學科為主，乙表以修習社會學科為主，此即所

謂文理分組時期。然而，由於聯考理組考科中並無歷史科，高三理組選

修「中國文化史」只是徒具形式。六、刪減初中重複教材，力求各級學

校課程之銜接，我國初中、高中課程向採雙重圓周編制，有若干教學科

目，其教材內容大體相同
30。此次修訂中學課程標準，雖特別注意於此，

但是教材的重複與銜接問題仍難避免。 

在大陸文革如火如荼之際，1971 年修訂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其顯

著之特色有：一、三民主義、公民與道德科、國文及史地等科加強民族

精神及民族道德教育，特別在「歷史」一科，將「本國史」改為三個學

期之課程。二、充分發揮分化職能，高級中學學生之性向與才能，逐漸

顯著。原有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已將主要學科教學時數，自第二學年起

分為二組，一組以修習「自然學科」為主，一組以修習「社會學科」為

主。其以社會學科為主之修習科目及時數，將高三下的「中國文化史」

改為「西洋文化史」。三、銜接國民中學課程，本次修訂之高級中學課程

標準，特別重視與國民中學暫行課程標準銜接問題。除在高級中學教育

目標中增加「在國民中學教育基礎之上」字樣，以明示國民中學教育與

高級中學教育之關聯外，教學科目之名稱、各科教材之內容，乃至於教

學實施之方法等等，均力求配合與銜接，避免重複及脫節 31。  

1983 年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無論就各科目標、課程編制、教學

                                                 
30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中學課程標準》(台北：教育與文化社，1962)，頁 13。 
31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台北：正中書局，1971)，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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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數、教材內容，以及實施方法等，較之以往變更幅度不小，例如一、

在學科方面，選修科目有語文、社會、數學、自然科學、藝能、體育等

六類，六十四種。在教學時數方面，二年級計有選修時數二至六小時，

高三則高達十四至十八小時，欲以選修代替分組。二、在教材方面，特

別列有專案，明文要求各科教材的份量及難度須配合各該科教學時數及

學生能力，其內容並應顧及上下銜接，彼此聯繫，儘量與學生生活相結

合，務期各科教科用書或教材之份量一定要與教學時數密切配合
32。雖

然課程標準強調選修課程，然而高中各校在執行上卻以「分組代替選

修」，並未落實選修之精神 33。原來高三的選修課選課的空間較大，例如

所列的中國文化史及世界文化史只選修其一亦可，但由於大學聯考命題

文組的考試範圍，將高中歷史課不分必修或選修全部納入命題範圍，因

此投考大學文組科系的高中生也就只有把歷史課全部照修。如此，形成

投考大學理組科系的高中生修不到完整的外國史，而投考文組的高中生

則要唸八本歷史教科書 34，即高一、二必修的四本歷史教科書，加上高

三選修的四本歷史教科書，負擔不可謂不重。又因必修課教科書本國史

三冊，較前增加了一冊，而外國史則減少一冊，因此外國史係從「近代

英國議會政治的演進」至現代，西洋古代史及中古史課程須待高三世界

文化史補救，但高三世界文化史列為選修，因此大多數自然組同學並未

                                                 
32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台北：正中書局，1983)，頁 21。 
33 陳偉泓，〈學年學分制的回顧與展望〉，台北教師會，「94 學年度第一學期台北市高級 

中等學校校務發展研討會會議手冊」，2005 年 11 月 11 日，頁 11。 
34 此次高中課程標準的特色強調以選修代替分組，課程標準並未分文組理組，但由於 

大學聯考的 考科與過去文理分組幾無不同，因此在高中生修課的情形看來，與過去

文理分組並無不同的感受。參考：王仲孚，《台灣中學歷史教育的大變動/歷史教育

論集二編》代序，（台北：海峽學術，2003），頁壹拾參。 



 高中歷史教育的變革 31 

能得到完整的外國史教育。 

    隨著兩岸對峙氣氛逐漸緩和及因應社會變遷，1995 年的高級中學課

程標準歷經將近六年的修訂，變動頗大。課程標準修訂特點有：一、重

視民主法治教育與公民教育。二、注重通識教育之理念，有關社會及自

然學科係依「高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化」之理念予以設計。三、

社會學科，高一史地每週原各二節，修訂為三節。高二社會學科修訂為

「世界文化」（歷史、地理篇）及「現代社會」，每週教學節數各二節，

學生應在上述科目中每週修習四節。高三「中國文化史」、「世界文化史」、

「人文地理」、「經濟地理」四個選科，每週各二至四節，修訂為「歷史」、

「地理」二個選科，每週各三節。四、增加學校排課的彈性和自主性，

規定高二選修節數○至六節，高三為十七至十九節，學校可彈性安排選

修課程，以因應學生分化學習之需要
35。此次高中課程標準，不僅使高

中各年級的歷史課程發生了變動，教科書編輯方式也由過去的「統編本」

改為「審定本」，這是高中歷史教科書第一次開放，共出現六家版本 36。

此一課程標準 1995 年修訂完成後，延至 1999 年才付諸實施。「教材綱要」

則由過去依朝代順序方式改為「專題式」。關於中、小學教科書編寫制度

大體有兩種，一為統編本（或稱國定本）：由政府訂定課程標準，邀請學

                                                 
35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台北：教育部，1996)，頁 91、119、462。 
36 在台灣稱這種依據同一課程標準所編寫的教科書為「一綱多本」，目前依據 1995 年 

課程標準所編輯的教科書計有六種（高一部分）：王仲孚主編，《高級中學歷史》，上、

下(台中：大同資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2000)；李東華主編，《高級中學歷史》，

上、下(台北：三民書局，1999-2000)；林能士主編，《高級中學歷史》，上、下(台南：

南一書局，1999-2000)；陳豐祥主編，《高級中學歷史》，上、下(台北：建宏出版社，

2000)；張元主編，《高級中學歷史》，上 (台北：龍騰文化事業公司，1999)；李孝悌

主編，《高級中學歷史》，下 (台北：龍騰文化事業公司，2000)；胡春惠主編，《高

中歷史──本國歷史》，上、下(台北：正中書局，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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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專家和教師編寫，由政府統一編輯，統一發行，全國只有一個版本，

自 1950 年代起，這類教科書大部份由國立編譯館組成編輯委員會負責編

輯，並統一發行 37。二為審定本：即一綱多本，由民間出版社依據教育

部頒布的「課程標準」編輯，送教育部委託的審查委員會(國中、高中部分

由國立編譯館負責，國小部分由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負責)審查，通過後取得執

照，始得發行。 

  台灣的教科書自 1968 年實施九年國民義務教育起，國民中小學教科

書全面實施統編政策二十餘年，1989 及 1991 年始陸續開放國中小藝能

學科及活動科目教科書為審定本。1996 年起國小教科書實施「部編審定

並行制」，高中教科書在 1970 年代即已出現英文、數理、藝能科的審定

本教科書，但在國文、社會科(地理、歷史、公民)方面，則遲至 1999 年才

漸次開放。國中部分雖然於 2000 年開放，但歷史教科書並未有民間版

本，仍使用國立編譯館於 1995-1999 年間所編寫的的統編本。 

1995 年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由於部分課程綱要擬定流於草率，既未

召開公聽會，擬訂者僅短短兩天就舊版章節加以濃縮而成 38，及專題式

的寫法
39

等皆備受批評。 

    此外，從教學目標來看 1995 年版「高級中學歷史課程標準」，亦為

                                                 
37 王仲孚，〈試論中學歷史教科書〉，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歷史教科書與歷史教育學 

術研討會”(台北：中央研究院，2000. 11. 17-18)，2；歐用生、楊慧文，〈我國社會科

教育的回顧與展望〉，收入：歐用生、楊慧文，《新世紀的課程改革──兩岸觀點》(台
北：五南出版社，1998)，123-125。 

38 盧建榮，《從根爛起-揭穿舊學閥．舊體制操弄教改的陰謀》（台北：前衛出版社， 
2002），頁 52、166-168。 

39 王仲孚，〈高中歷史課程大變動與教科書的編輯〉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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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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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次修訂幅度最大者。表 2-5-1 中，1983 年版的 4 項目標中，除了第 3

項「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歷史及其相互之關係與影響」，非關國家

立場的主體性和民族精神教育，其餘 1, 2, 4 項均本於民族精神教育，且

強調國家立場的主體性。1995 年版教學目標則較強調歷史本身的意義，

而第 3 項「培養學生對社會、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和責任心」，是世界各

國歷史課程的一般目標 40。任何國家的歷史教育都會強調國家立場的主

體性，並以歷史課程培養國民的愛國心與民族認同。而在 1995 年版教學

目標，我們看到「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界觀」，且不再像以往課

程的教學目標般以我族本位方式思考，希望學生能以「更寬廣的思索中

國歷史文化在世界歷史文化中之地位」就歷史教學而言，可謂邁出了一

大步 41。 

表 2-5-1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1983 與 1995 年版歷史課程教學目標 

1983 1995 
1.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間之融

合與相互依存關係。 

2.明瞭我國歷代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等變遷的趨向，特別注重光榮偉大

的史實，以啟示復興民族之途徑及其

應有之努力。 

1.啟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俾能主動學習

歷史，吸取歷史經驗，增進人文素養。 

2.引導學生了解歷史知識的特質，使其認

清歷史變遷對時代的重要性，以強化其

思考與分析能力。 
 

                                                 
40 林慈淑、劉靜貞，〈英國歷史教科書的編寫及其理念分析〉，收入：張元、周樑楷(主  

編)，《方法論：歷史意識與教科書的編寫國際學術研討論文集》，61-80；張四德，〈民

族意識、史學研究與歷史教科書的編撰：以美國為例〉，收入：張元、周樑楷(主編)，
《方法論：歷史意識與教科書的編寫國際學術研討論文集》，347-364；周惠民，〈歷

史教育與國家意識〉，4-12。 
41 彭明輝，〈台灣的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台北：麥田出 

版社，2001），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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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瞭世界各主要民族演進之歷史及其

相互之關係與影響。 
4.明瞭世界文化之演進及現代國際大

勢，確立我國對國際應有之態度與責

任。 

3.引導學生思索人我，群我的關係，以培

養學生對社會、民族、國家的認同感和

責任心。 
4.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界觀，使

能以更寬廣的思索中國歷史文化在世界

歷史文化中之地位。 
資料來源：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標準》(1983)，89；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1995)，91。 

    1995 年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實施才三年（1999 起），教育部為配合

2002 年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實施與銜接，教育部爰於 2001 年五月

起著手修訂普通高中課程綱要，修訂計畫時程為 2001 年九月起至 2004

年十二月底，分為「課程總綱修訂」及「各科課程綱要修訂」兩階段進

行。教育部在結合現行高中課程標準及 2003 年新修訂課程綱要草案，修

訂成「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 42」後，原訂 2005 年實施，然又引發

不少爭議，例如：高二上下學期是世界近代史，有歷史學者質疑，把明

清中葉以後的中國史放到世界近代史中，中國史份量大幅縮減，中華民

國也不見了，充滿台獨意識。台大歷史系教授高明士批評，歷史最重延

續性，把中華民國放進「世界史」，根本是牛頭不對馬嘴。不論就學術或

史觀而論，中國史有自成體系的延續性，就好像世界史有自己的延續性，

大前提不能變，尤其歷史是基於事實的存在，不能無視延續的事實。政

大歷史系教授王壽南表示，中國歷史自明朝中葉分為中國史、世界史兩

部分，在歷史學角度上站不住腳，例如明朝末年的「宦官之禍」屬於世

界史，但釀禍源頭是明成祖，則歸為中國史，如要講解這個歷史事件，

                                                 
42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教育部網頁下載 http://www.edu.tw，請點選本部單 

位介紹/中等教育司/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暨綱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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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得分成兩部分討論，不是要害死學生嗎？此外，他也反問：「紅樓夢是

清代作品，不就被列為世界文學了？」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對於綱要

小組解釋因「清代與世界往來頻繁」，所以才將清史納入世界史，按照這

個邏輯，中國史、台灣史都算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啊！但事實上中國自秦

朝起就有與外國接觸的經驗，這個說法完全不通 43。台大歷史系教授吳

展良亦指出「新的課程綱要正文詳列了所有單元、小節的名稱與各節重

點，然而全部正文中，沒有『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我努力搜尋許久，

才發現中華民國的建立竟然列入了『世界近現代史』下冊第三單元，『亞

洲的反殖民化運動』下面『蛻變的中國』一小節。自己國家的建立，要

再最後一冊的『世界史』才開始談，試問世界上有這樣奇怪的國家與歷

史教科書嗎 44？」「新綱要將台灣史從中國史的脈絡中抽出，並將明中葉

以降的中國史置入世界史的作法，可以說是典型的『一邊一國』乃至『兩

國論』的史觀。此種安排顯示開台之後的台灣歷史，自有其獨立的脈絡

與體系，不必再敘述以中國為主軸的歷史發展，以免干擾了台灣的自我

認同。編者可能未言明或不自覺，然而這實在是一種具有高度台灣獨立

意識的歷史觀 45。」清大歷史所所長張元後因此請辭高中歷史課程綱要

專案小組召集人，而中國史教材亦改為從遠古到中華民國 90 年代。 

    不過，修訂後的 95 暫綱仍然存在不少問題，例如高一上為台灣史，

固然突顯了台灣的主體性，但是其內容並未比現行課綱增加多少份量，

                                                 
43 相關報導參見聯合報/A3 版/焦點 2003.09.23 
44 http://www.eastasia.ntu.edu.tw/member/Wu/臺灣研究/下一代需要什麼史觀.pdf 
45 http://www.eastasia.ntu.edu.tw/member/Wu/臺灣研究/異哉所謂新版高中歷史科課程  

綱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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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佔用一學期又留有四週空白課程，反之，高一下中國史將原來兩學期

的課程壓縮為一學期，授課時數卻未增加，教學品質堪慮；其他各科方

面，國文文言文應占比例為何？自然、社會領域教學節數是否不足？高

一、高二是否應分流？以往三民主義、公民和現代社會三科濃縮成公民

與社會，增加政治、法律、經濟等範疇難度加深，及新增加的藝術生活、

健康與護理、國防通識、生命教育等課程變動很大，但師資和課本等問

題卻無完善之配套措施。回顧最近兩次高中歷史課程修訂過程風波不

斷，政治因素介入、決策過程草率、漠視高中師生教學實際現況、未廣

納各界意見、無完善之配套措施……等有以致之，建議教育當局課程改

革時宜以漸進方式進行，並應兼顧理想與現實之可行性，否則 2006 年暫

行綱要的實施恐怕未見改革的新意，反而引發更多的後遺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