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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戰後台灣地區高中歷史課程歷次的修訂中，以 1995 年及即將於 95

學年度實施的「暫行綱要」變動幅度最大，1995 年的高中課程標準不僅

於歷史課程高一至高三的調整，教科書的編輯制度由「統編本」首度改

為「審定本」，教材大綱亦改編年式的書寫方式為專題式的呈現，以及台

灣史比重的大幅增加，在在顯示了高中歷史教育今昔完全不同的面貌。

1995 年高中歷史課程的修訂固然在解嚴後順應社會的變遷及時代潮流的

趨勢做了不少的改革，然而實行以來也發生不少問題值得教育當局重視。 

    第一，1995 年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實施才三年（1999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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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訂 2005 年

實施，然又引發不少爭議而延後一年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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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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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的

建立竟然列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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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小節。自己國家的建立，卻在最後一冊的「世界

史」才開始談。至於 2006 年 9 月即將實施的「95 暫綱」部份積習與流

弊依然未見改善，例如：改革的時程過於倉促，以致於教科書開放後民

間書局編纂者趕工的情況極為普遍，影響教科書內容的品質則難以避

免。爲因應 95 學年度實施的「暫行綱要」而編纂的歷史教科書高一上冊，

民間書局大多遲至 2006 年 4-5 月間才送樣書至高中歷史教師參閱，6 月

初各高中即需召開選書會議決定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的新版本，倉促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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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極為普遍。各界對於歷史課程的安排、該教哪些內容頗有質疑，

高一上學期為台灣史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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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中台灣

史的課綱及其教科書的書寫，是否真正呈現了台灣主體性猶待商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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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勢必大大影響教學品質；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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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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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起爭議不斷 2，這些將

是 95 學年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上路後所要面臨的問題。未

來 98 學年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正式綱要，亦將以暫行綱要為基礎，持續

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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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新舊版本章節篇幅整體來看，由於與台灣史相關的內容新增加了四章，新編各版在

中國現代史方面已呈大為縮減之趨勢，特別是 2006 年即將實施之「暫行綱要」中高

一上冊臺灣史獨立成冊，中國史從兩册縮減為一册，更突顯了兩者重要性的升降。然

而此種量的增加並不等於質（台灣主體性）的改變。參見戴寶村，〈歷史教育研究與

台灣歷史教育主體性-以高中台灣史教學〉，台灣歷史學會主辦，「台灣主體性與學術

研究研討會」（台北：台灣國際會館，2006.07.01），11。 
2 台灣省教育會理事長王玲惠表示，95 暫綱歷史科有 4 大爭議，包括：1.時數不足造成

教師負擔。2.新課綱切斷與舊教材連繫。3.學習階段銜接與城鄉差距被忽略。4.加重

自然組負擔。她表示，光是授課時數不足的問題，都已經不知如何解決了，其他各項

問題更大。《中國時報》，2006.03.28。記者：王超群/台北報導。普通高中課程暫行綱

要今年八月上路，但至今包括公民與社會、生命教育、國防通識和健康與護理等新課

程，連合格的老師都還在培訓中，「公民與社會」及「生命教育」更連審定通過的課

本都還沒有，令人為新學期的教學品質憂心。《聯合報》記者：陳智華／台北報導，

200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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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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學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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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歷史教科書在統編本時代編纂者皆能遵循教材大綱，教科書

開放後少數民間書局編纂者卻未遵守，但仍能取得審定執照，國立編譯

館的審定標準顯然難以服眾。歷史科教材大綱是否維持綱舉目張之型態

或僅列出大方向予編著者更大空間發揮？值得教育當局及從事歷史教育

研究者關注與討論。龍騰版高一下册作者李孝悌即認為「我的具體建議

是：教育部和編譯館應修正現行的課程大綱，訂定每個時代必須處理的

基本課題，而不用對章節的細部內容作僵硬的限制。否則既抹煞創意，

也違背了開放和改革教科書的原意
3。」然而，現行歷史教科書六個版本

在內容教材上各自呈現不同程度的差異，固然增進多元文化的歷史思

維，然一但遇到考試則變成高中師生極大的壓力與負擔！除非大考中心

建立公信力，在命題方面確實遵守「一綱」的精神，不偏某版本及利益

迴避原則──教科書作者不應參與大考中心命題相關業務，否則問題依

然存在！ 

    第三，在考試領導教學的現實環境下，對高中師生而言，兩者孰輕

孰重、相輔相成或相互制約的關係經常糾葛不清甚或陷入兩難。大考中

心所負責歷史科大考試題的測驗工作，長期以來委託大學歷史教授命

題，其中有一重要目的是希望藉助大學歷史教授的長期學術研究素養，

                                                 
3 李孝悌，〈我對高中歷史教科書的一些想法〉《清華歷史教學第 9 期》（新竹：清華大

學歷史研究所出版，1998.9），頁 3。 
  http://vm.nthu.edu.tw/histroy/histeach/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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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非課本記憶性知識的試題，藉由具有思考性與學術性價值的歷史

知識的試題測驗，作為高中歷史教學典範，以引導實際歷史教學風氣，

來提升高中生歷史知識水平。 

    一位大考中心委託大學歷史教授所作〈指定科目考試規範研究V（歷

史科）研究報告〉之摘要的部分內容：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於民國 86 年成

立「指定科目考試規範──歷史科」研究計畫，前四年的重要研究成果

主要是擬定歷史科指定科目測驗目標、考試說明及研發題型。「本計畫自

90 年 9 月起執行，至 91 年 4 月結束，順利完成歷史科選修課程測驗內

容之擬定，本計畫依據歷史科選修課程標準，參考各版教科書內容，『重

要概念』為主軸，擬定測驗範圍。4」由上述引文可知，歷史科大考試題

命題須「參考各版教科書內容」實為命題委員的研究「共識」，所以大考

試題命題不僅是有其脈絡，其所測驗相關歷史知識亦是「應有所本」，故

大考試題的命題不可「題目要出多難都可以」（大考研究中心某研究員），

所以出現以「東南互保」此類教科書未載之歷史知識作為測驗試題的相

關思考內容，不僅製造學生學習壓力，更不符合試題命題趨勢與原則。

舉凡基測、學測、指考這類大型考試的主要目的，終究還是著眼於為下

一階段的教育篩選學生，而非單純地檢驗教學成果，所以它是高利害的

測驗（high-stakes test），這也是它之所以受到大眾高度關注的原因，雖

然有時教學與考試的距離不大，但在更多時候兩者卻有一道難以跨越的

鴻溝。政大附中歷史科老師蔡蔚群認為，考試機構所宣示的那些動人目

                                                 
4 此摘要請見於大考中心網站上所公布之研究成果：王德權（2002）。指定科目考試規

範研究 V（歷史科）研究報告。大學考試入學測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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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諸如評量出不同能力層次的學習成果、檢視考生更專精的學科能力，

畢竟不是選擇題所能承擔的，套用《美國史季刊》兩位編者（Kornblith & 

Lasser, 2004）的說法，這根本是混淆了考試的目標與手段。提出選擇題

對歷史教學「做了什麼」或「不能做什麼」，或許是件殘酷的事情，但是，

沈醉在未經檢視「選擇題可以檢測歷史思維能力」的迷思，恐怕也無法

為歷史教學做出正面積極的貢獻。愈是以記憶為導向的題目，就愈容易

以選擇題的方式出題。學校最主要參考書、測驗卷供應書商的業務代表

表示：他們可以提供學校部編版的歷史教科書，在已訂購的學校（為數

不少）當中，第四冊（世界近、現代史）賣得特別好，因為它特別能應

付現在高二課程範圍的考試。一本近三十年前初次使用的教科書，竟然

與三十年後的大考試題若合符節？一點都沒錯！先不論命題技術到底在

這些年來改變了多少，可以確定的是：這三十年之間教學與考試的基本

型態並無根本改變。5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如何縮小教學理想與考試現實

之間的那一道鴻溝？ 

蔡蔚群建議大考中心開誠布公的態度，是決定教學與考試能否齊步

並進的關鍵。每年的學測、指考的試題解析，常見研究員、高中老師、

補教名師、出版社編輯部、研究生努力的解題，試圖貼近命題教授的思

維，但是我們卻看不見教授說明自己的命題思維，試題解析淪為文本解 

析，存在許多永遠不能解決的問題。追本溯源，命題者應同時將題目與

命題根據、命題理念、學生解答線索一併交出，並於考後公布，最起碼

                                                 
5 蔡蔚群，〈考試能否檢驗教學的成果〉，《清華歷史教學》，15（台北：清華大學歷史研

究所，2004.11），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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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在特定的機制下接受公評，俾便外界檢驗考題合理與否，而不是

以一種神秘宗教的姿態，在考後僅交由命題之他人解析、解讀，致使全

國高中老師、學生無所適從。考試既然主宰了教學活動，我們就應該要

了解命題者的命題脈絡，要求命題資訊更加透明化，否則問題就不只是 

考試能否檢驗教學的成果，而是衍生另一個更加卑微的問題：教學能否

配合考試的節奏？6 

第四，歷史教科書的書寫方式改編年式為專題式的呈現，對高一甚

至高三學生是否有能力吸收？實為筆者一大存疑！即便大學歷史系的課

程採取「專題式」的教學也不多，更何況一般高中生？王仲孚認為所謂

「專題式」的教材，各大標題「前村不接後店」，各大標題項下的子題亦

多不具備有「專題」的精神，例如「（先秦）農工商的發達」「佛道與理

學」、「內憂外患」、「內部動亂」……在「專題式」的大原則下，也應兼

顧到歷史發展的系統，這樣才能夠符合高中的教學要求 7，以筆者十餘年

高中教職之經驗，除了程度較高的學生有此能力外，絕大部分的學生咸

感困難，尤其面臨大考命題形式的轉變後更是如此。 

第五，新舊版本在不少主題內容差異性極大，在內容篇幅方面，中

近史以舊版本最多，共計 67 頁（約 24790 字），新編各版中以三民版最

多， 共計 72 頁（約 20448 字），建宏版次之，共計 56 頁（約 19600 字），

大同版共計 42 頁（約 11004 字），內容篇幅較少。中現史以舊版本最多，

                                                 
6 蔡蔚群，〈考試能否檢驗教學的成果〉，《清華歷史教學》，15（台北：清華大學歷史研

究所，2004.11），頁 115-11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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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51-52。 



                                                             結論  221  

共計 115 頁（約 42550 字），新編各版中以龍騰版最多，共計 64 頁（約

23040 字），建宏版次之共計 26 頁（約 9100 字），大同版共計 22 頁（約

5720 字），內容篇幅最少。臺灣史內容篇幅部份，以舊版本最少（29 頁，

約 8777 字），新編各版中以三民版最多（113 頁，約 30576 字），建宏版

次之（89 頁，28163 字），龍騰版最少（56 頁，約 18624 字），可見不但

新舊版本存在差異，新編各版之差異性亦大！在主題的選擇方面，例如

英法聯軍，龍騰版竟然隻字未提；義和團，大同版最簡略，學生恐怕很

難從如此簡單的敘述中了解事件的來龍去脈，倒是舊版本在中國近現代

部份之史事不論背景、近因、敗因及影響等之說明最詳細。 

第六，從本文第四章第四節問卷調查發現「一綱多本」對歷史科教

學最具正面的影響，無庸置疑即為提供更多元的歷史觀點，有七成以上

的老師頗為認同，但是相對者為也有將近七成的老師認為備課負擔較以

往繁重，此因高中歷史教師一方面會針對不同版本比較及備課，另一方

面會綜合其他版本印製講義給學生參考所致。 

問卷中值得留意的是「您會參考或建議學生閱讀統編版教科書？」

有六成以上的老師表示支持，這不是與審定本改革開放的精神相違背

嗎？此數據背後顯示了除統編版教科書內容書寫特色具有「簡潔明瞭，

敘事有條不紊」及「內容詳盡」外，加以學測、指考的試題經常出現統

編本的相關內容而有以致之。從「選用某版本教科書為教材的主要標準

為何？」的調查結果，「簡潔明瞭，敘事有條不紊」、「圖文印製精美」、

「備課資料詳盡」及「內容詳盡」 排名分居前四名，這些特點是否即為

高中教師理想中的歷史教科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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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新編各版本教科書差異性太大及統編本的內容經常在學測、指

考的試題中出現，要求恢復國立編譯館昔日的職權及統編本的教材的呼

聲便不足為奇了。 

    第七，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國中小的課程銜接較無問題，但國高

中之間的教材不但有重複，高中教材本身亦有重複之處，而且課程銜接

問題不少，例如 94 學年度高一新生暑假開學前，北市各高中紛紛開設數

學銜接課程，開學後教育部且撥專款補助數學銜接課程每週一節，不計

入基本鐘點時數。課程銜接之所以產生問題，一因課程標準由兩個不同

委員會所訂定，二則教科書的編著者不同，彼此的協調性不足所致；再

者，教育學中的螺旋理論究採幾次為適當，學者看法亦見仁見智 8，這些

都是教育當局所必須予以正視謀求解決之道。 

第八，和之前的課程標準比較，1995 年的高中課程標準不再完全沿

襲國民黨史觀書寫歷史教科書，例如本文第三章中國近現代史的比較內

容觀察新編各版多能重新針對國共主客易位原因加以探討，尤以三民、

大同兩版最為突出，分從政治、軍事、社會、經濟、國際關係等方面分

析，深入檢討國民黨失敗原因，呈現了非國民黨史觀的歷史書寫，令人

耳目一新！在中共政權之演變上，除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

件與舊版本有相同之內容外，亦能增加新的主題，如「鄧小平的改革開

放」，六版皆有，與舊版本幾乎全部負面的敘述大大不同。此外，1995

年的高中課程標準也不過度強調我族中心，雖然國家立場的主體性及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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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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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精神教育的內涵不可偏廢，但是以歷史學為中心的教學目標開始受到

重視，從本文第三章新編各版本中國近現代史的比較內容觀察，有不少

版本已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史觀的書寫理論，跳脫舊教科書偏重政治、

外交、軍事的弊病，寫出一個包括文化、思想、社會與生活的「整體歷

史」(total history)。審定本的開放，象徵了歷史逐漸擺脫了政治的糾葛，

此正是歷史教育風氣逐漸轉變之日；此後，在審定本愈少作具體指引或

規範之情形下，教師與學生將有更多的自我的思考與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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