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公民科課程與政治教育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主要是將國內外學者及主要國家（地區）相關

課程內容作一整理，探究出政治教育的意涵、目標及功能。第二節則從民主

理論中試圖探究理想公民之意涵。第三節則是將我國高中公民科民國八十四

年的課程標準及「公民與社會」科課程暫行綱要作一簡介描述並比較之。 

第一節  政治教育的意涵與內容 

壹、 政治教育的定義 

在探討「政治教育」的定義之前，本文需先說明何謂「公民教育」。 

我國學者陳光輝教授曾經對公民教育做過詮釋：「廣義的公民教育是指

一個國家採取多元的途徑，培養國民具有效忠國家的意識，獲得有效參與公

民生活必備的知識、態度和技能，進而發揮其責任感和榮譽心，成為良好的

公民，係指各級學校中強化與公民教育相關課程，以及訓育活動等，藉以培

養兒童和青少年的愛國意識、民主觀念和法治精神，以求養成參與社會生活

的能力，具有做個未來良好公民的準備。」（轉引自史振鼎，1985：3-4） 

美國心理學者托爾尼、普達（J.Torney-Purta）在 1985 年出版之國際

教育百科全書中對於公民教育之界定為：「公民教育是促使個人社會化，而

成為政治社會的成員之學校課程。包括對國家的效忠、對政體歷史與組織的

瞭解、對於政治當局的積極態度、法律和社會規範之服從、社會基本價值之

信仰、政治參與之興趣、政治效能意識以及分析政治溝通的技能。」（轉引

自藍順德，19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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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東西方學者的詮釋可以知道：公民教育即公民養成教育，為政治

社會化的必要手段，一個健全的現代公民必須擁有可以適應這個現代民主社

會的知識、態度和技能。簡言之，公民教育是社會為使下一代具備「公民」

此角色所要求的素質而向下一代實施的一種影響。它的範圍相當廣泛，包括

社會學、政治學、文化學、經濟學、法律學…等基本智能。1但一般狹義的

公民教育是偏向「政治學」部分，所以也有人稱之為「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本研究傾向採用「政治教育」此一名稱，認同「狹義的公民教

育」即「政治教育」此一論點）。為配合本研究之研究主題，故沿用「政治

教育」一詞，將「政治教育」定義做一說明： 

一、英國成人和終身教育諮詢委員會（The United Kingdom＇s Advisory 

Council for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在 1983 年曾經界定政治

教育之意義，認為在提供資訊和技能，讓人民進一步瞭解政治過程和參與公

共政策的決策行政工作。（轉引自楊順富，2002：141） 

二、韓國教育學者李奎浩亦曾指出：（1）政治教育是確立國家政治方向的理

論與知識教育（2）政治教育是社會化教育（3）政治教育是克服社會國家糾

紛的一種技術行動訓練。（轉引自林秋山、林春植，1984：41）政治教育最

根本即是要培養個人之修養、性格及理性自主判斷的精神、尊重他人態度及

維持公共秩序等。 

三、古德曼教授（Amy Guttman）對於政治教育的界定為：「培養參與在一個

民主社會裡所需的知識、德行和技能之公民。換句話說，即政治教育是『有

意識的社會再製』」。（Guttman,1987：287） 

    從以上對政治教育的定義來看，教育不是只有在知識的傳輸，最重要的

                                                 
 
1 從我國民國 84 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教育當局對公民教育之定義採廣義

之說，四冊的課程主題分別為：（一）社會、文化（二）道德、法律（三）政治、國際關係（四）

經濟、世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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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包括政治態度涵養的訓練，若從知識層面看，政治教育必須對下列主要的

政治面向具有一定程度的瞭解：（1）各級政府和法律的原理原則（2）不同

政治、法律和經濟體系的比較分析（3）民主價值和態度的傳遞過程或個體

與團體如何被政治社會化（4）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團體、政府及非法律制

度的運作（5）決策過程，特別是立法、行政、司法等權威當局用以約束政

治社群成員的決策過程（6）政府和政治過程的實然與應然，以及此二者（現

實和價值）如何能調和一致（7）個體與團體處於各種政治活動領域中的行

為表現（8）國際的、世界的政治組織關係和運作。從態度層面看，政治教

育要傳授的不僅是政治知識和資訊，還應包括技能以及對民主理想和價值的

信守
2。（董秀蘭，1995：38）另外，有一點需重申的，由於我國在引進公民

教育的開始時，在政治上尚未完全落實民主制度，加上緊接著戒嚴動員戡亂

時期的特殊政治環境與背景之下，使得我國的政治教育一直蒙上一層特定的

政治色彩，政治教育很容易淪為一種政治工具自然就會偏離自由民主的公民

教育理念，政治教育雖然是公民教育的一環，但它絕非是特定政黨或政權的

政治工具。 

貳、政治教育的重要學說與理論背景 

一、政治社會化 

（一）政治社會化定義 

    一個人的政治態度及價值觀並不是天生所擁有的，必須透過學習的過

程，而這個學習的過程就稱為「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所謂的「政治社會化」是個人獲取政治信念和價值的過程，此過程是上一代

將其價值與態度傳遞給下一代的過程。（林文斌、劉兆隆譯，1998：308~309）

                                                 
 
2 瑞士教育家烏特利（Otto Woodtli）認為用教育可以達到民主，所以在實施政治教育時，便應賦

予民主的理想。（轉引自詹棟樑，1989：203） 

 19



簡言之，政治社會化是政治體系經由各種途徑，使其成員發展出共同的認同

感、政治價值與政治效忠的一種過程。 

（二）政治社會化的媒介 

    政治社會化過程是學習者與其所處環境因素之間的互動過程，這些環境

因素即所謂社會化的媒介（socializing agent），包括：家庭、學校、同儕

團體和大眾媒體。3 

1、家庭：此指的是：由父母與幾個子女所組成之核心家庭。這是人們所接

觸到的第一個團體。研究顯示：父母的政治態度、政治偏好、行為…等均會

對孩子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 

2、學校：學校的正式教育對小孩的政治自我發展有強烈的影響，大多數受

過良好教育的人們對政治較瞭解，且扮演較積極的角色。4美國教育家杜威

（John Dewey）也曾經表示過：「由於社會日趨複雜，必須提供一個特殊環

境，專門培養青少年的能力，以達到三種重要功能：簡化和整理所要發展的

傾向之各種因素；把社會風俗單純化及理想化；創造一個更廣闊、美好的平

衡環境，讓青少年可以在其中自由學習。而社會正需要固定的學校機關，保

證適當地傳遞社會的一切文化遺產。」（轉引自趙祥麟、王承緒編譯，2006：

120、122）所以說：「學校」是一個國家複製政治社會化的最佳場所。 

3、同儕團體：「同儕團體」是指彼此間有共同特徵，例如年齡或社會地位，

而且彼此間互相模仿的人們。因為彼此的同質性高，自然會影響彼此的政治

態度或行為，也就是我們一般稱不同次級團體的「政治同質性」。（political 

                                                 
 
3 相關資料整理自：Austin Ranney著，林劍秋譯，1993，政治學：政治科學導論（Governing：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頁 71-76。台北：桂冠出版。 
4 在Aimond and Verba所著的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中寫到學校教育對政治文化的影響，表示受教育多的人：（1）更瞭解政府對個人的影響；

（2）更可能報告他關心政治和競選活動；（3）擁有更多政治資訊；（4）對政治話題有自己看法，

對政治的關注焦點更為廣泛；（5）更可能參加政治討論；（6）覺得可以跟許多人自由討論政治；（7）

覺得自己有影響政府的能力；（8）在某個組織屬與較積極的成員；（9）更可能表示對社會環境的

信任。（張明澍譯，1996，頁 348-349，台北：五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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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geneity） 

4、大眾媒體：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雜誌、電視、收音機…等，可以在

最短時間內將訊息傳送給許多人。因此，媒體在形塑大多數人的政治認知圖

像和特定意見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也是許多國家政權改變國民觀點和行

為的重要工具。 

（三）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性 

    政治社會化對一個國家發展民主政治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以下列出幾

點重要性：5 

1、塑造政治人格：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必須使全體國民有良好的民

主訓練、守法精神及互助美德等。政治社會化的不同往往就會塑造出不同的

政治人格，因此如何使民主政治運作更為順暢，就需要政治社會化。 

2、影響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創造、變遷與持續就是「政治社會化」實施

的結果。社會新生命透過政治社會化過程，可以獲取社會流行的政治態度、

價值與行為模式，使政治文化代代相傳，構成政治穩定之基礎。（陳文俊，

2001：2） 

3、新一代認同感的培養：政治社會化可以幫助一個社會的新世代成員對某

些象徵性的符號，如：國旗、國歌…等，產生情感，以幫助社會認同感的建

立，達到傳遞精神、文化的目的。 

4、政治系統的維繫：政治社會化在培養系統內成員普遍性的支持，如此可

以減低系統的壓力。任何的政治體系都需要政治文化，以建立成員共同的政

治取向，形成共識，有助系統鞏固。而政治社會化就是政治文化的傳遞過程。 

5、促進政治發展：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特質，對整個社會發展的過程有其

深遠的影響，因此一個國家的政治發展主要是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相互之改

變的過程。故政治社會化可以建立國民一定的共識，促成穩定平和的政治發

                                                 
 
5 相關資料參閱自：林天祐等著，2004，教育政治學，頁 73-74 及史振鼎，1985，公民教育之問題

與對策，頁 92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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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二、政治參與 

（一）政治參與的意涵 

   所謂的「政治參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所有個人自發

性的行為，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中央或地方政治行為的選擇」（傅恆德，

2003：11）舉凡：投票、加入政黨或利益團體、競選或輔選、參加遊行請願

抗議示威等活動，這些都是政治參與的方式。而政治參與對民主政治的發展

有何影響呢？美國知名教育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曾經說過：「『民主是

一種生活方式。』這句話的要義是每一個成熟的個人都必須參與政治，共同

規劃公共生活的各項價值。無論由社會福祉或由個人個性之完全發展的觀

點，每一個人的參與都是必要的。」（轉引自吳乃德譯，2003：39）由此可

知：適度地政治參與可以使社會得到另一種型式的平衡，就是共識與分歧間

的平衡，唯有透過人民相當程度的參與，才可以將社會上的各種聲音呈現，

以達到某種模式的意見溝通。 

（二）政治參與的重要性 

   民主制度的推行需要公民的參與，政治學者湯普生（Dennis F.Thompson）

曾經提過：公民參與政治可以滿足民主理論所意涵的五種功能：（轉引自吳

乃德譯，2003：167） 

1、公民參與使統治者不敢漠視人民之利益。 

2、政治參與保證各個階層人民的利益都能適度獲得表示。 

3、政治參與使公民認清自己的利益所在。 

4、政治參與可以提高政府的正當性意識。因為一個政府的決策必須獲得大

多數民意支持，才能取得正當性，而政治參與就是幫助政府瞭解民意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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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 

5、政治參與促進公民之自我成長。 

    Robert A. Dahl 也強調「有效參與」為民主程序的重要階段之一，他

認為任何一項政策制訂過程的最終決定階段，公民應該擁有適當且同等機會

來表達他們的偏好，並經過討論後，從各種方案中擇一決定，也就是達到利

益同等的考量原則。（李培元譯，2006:176-177）所以說公民的參與（如：

同等機會去思考、同等機會作最後決定投票…等）是民主政治運作的一項重

要過程。對彌勒（John Mill）而言，廣大的政治參與正是教育人民最有效

的工具，可以促進公民道德及才智的發展。他不止一次指出：「只有在政治

影響所及的人都和別人同樣享有充分公民權利，或有希望成為那樣時，自由

才能發揮鼓勵性格的最大作用。」（轉引自李酉潭，1999：199）人民唯有經

過政治討論和政治行動過程才能使其自覺是社會的一員。因此，政治參與不

僅可以教育人民，也可以使民主穩定運作。 

    研究者也指出，一般教育程度越高者，其政治參與的程度也相對提高，

（洪泉湖，1998：284）政治教育可以教授人民擁有政治參與的技能、態度

及認知，因此，政治教育有助於提高政治參與的量和質，兩者是相輔相成的。 

三、政治文化與政治系統理論 

（一）政治文化 

1、政治文化的意涵 

    所謂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是指在政治體系運作中（1）

公民對於國家政治制度的態度；（2）公民認為可以影響和參與決策過程的程

度。依各個政治體系強調公民參與政治過程的程度，而有所不同。（陳一心、

鄧毓浩、陳景堯譯，20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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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和政治文化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一個國家的可以透過教育政策，

形塑出主政者想要的政治文化，而不同的政治文化又可以影響教育政策的導

向，因此兩者互為因果影響著彼此。政治文化提供了處理政治衝突、構定公

共政策的心理環境，其中包含幾項要素：6 

（1）愛國心（國家認同感）：一個國家的公民對國家認同的程度強烈影響著

整個政治體系運作的穩定和效能。 

（2）對他人的信任：當人與人彼此有較多信任感時，會產生一定的社會穩

定力和共識。 

（3）對制度組織的信任：當公民對國家制度組織產生信任感時，會較願意

去遵守一切法律規範，當然這要看政府的決策是否在政府的權限內且不侵害

私人部門與個人合法權利。 

（4）對政治的效能感：所謂的「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相信本身能夠影響

政府作為或相信政府在做決策時能考慮到公民的意見。Almond 和Verba的研

究發現：教育程度的高低會影響公民的政治效能感，兩者之間成正比關係，

即教育程度愈高者，愈相信自己對政府決策有一定影響力在。 

（5）公民的義務感：所謂「公民義務感」是指人們認為有義務為政府做某

些事的一種感覺。一個民主政府要使其政治體系運作順暢，依賴的是人民的

自願服從，而不是用懲戒方式。而多數學者認為：忠誠與愛國是公民的首要

義務，意即將自己國家政府的安全利益擺在其他國家政府之上。例如：人民

不喜歡繳稅，但政府卻需要人民有義務感，願意主動去繳稅，以利政策推行。 

2、政治文化的類型 

     Almond and Verba 歸納出三種政治文化類型：參與型（participant）

                                                 
 
6相關資料參閱自：Austin Ranney著，林劍秋譯，1993，政治學：政治科學導論（Governing：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頁 79-84。台北：桂冠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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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公民對政治投注關心，且認為人民的參與是可期待且有效的；臣

屬型（subject）政治文化：公民彼此較為被動，承認他們對政府的影響力

相當有限；部落型（parochial）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權概念，既不期望也

沒有能力參與政治。他們指出：「公民文化」是上述三種類型的綜合，調和

了公民在政治過程的參與以及提供政府統治作為的必要支柱。（林文斌、劉

兆隆譯，1998：313） 

（二）政治系統理論 

    政治系統理論由伊斯頓（David Easton）提出，在政治學中常被提及，

以下為政治系統模型圖：（圖示摘錄自：王浦邭等譯，1992：451） 

 

系統的回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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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系統的反饋循環 

 

     

 

 

 

 

從以上的模型可以看出，人民要如何向政府提出需求或表示支持？人民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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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何種方式及管道對政策形成有效壓力？人民又要如何才能判斷這些決策

及行動？…等。凡這些均需依賴公民教育培養人民正確的政治認知、參與能

力以奠定自我政治效能感。由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政府的「轉換過程」必須

透明化，讓民眾得知政策制訂的過程及結果，而人民也有權利知道如何影響

及表達自我意見。這也是政治教育的一項主軸。 

（三）政治文化與政治系統理論的關係   

我們談到政治文化時，事實上指的就是社會成員內化在政治體系中的認

知、情感及評價。羅森邦（Walter A.Rosenbaum）認為政治文化是以心理學

觀點，研究個人與政治系統間互動關係，為構成政治系統之基本要素之一，

他將政治文化的核心成分以政治系統之不同取向區分如下7： 

1、對政府結構取向：（1）政權取向：指一個人對於政府機構，如符號、官

員等的反應及評價；（2）對政府輸入和輸出取向：指對於各種對政策的需求

（輸入）和政府決策（輸出）的感覺及反應。 

2、對政治系統內他人的取向：（1）政治認同：指一個人在某些主觀意識上

感覺他屬於什麼政治單位（國家、區域…），為社會認同的一部份；（2）政

治信任：指一個人認為他人或團體在政治生活中對他是有意義的信任強度；

（3）遊戲規則：指一個人在政治生活中認為應遵守何種規則的概念。 

3、對本人政治行動的取向：（1）政治能力：指一個人參與政治生活的次數

及利用政治資源的頻率，包括他對政治知識的評價；（2）政治效能感：指個

人政治行動已經或能夠影響政治過程的程度。 

                                                 
 
7 以下資料整理自陳鴻瑜翻譯之政治文化，頁 4～7。原著：Walter A.Rosenbaum  POLITICAL 

CULTURE ,1991。台北：桂冠出版。也有學者簡化為三個取向，即 1、認知取向：關於政治體系、

體系中各角色、體系中輸入和輸出的知識及信念。2、情感取向：對於政治體系、體系中各角色、

人員或活動的感情。3、評價取向：對於政治對象的判斷和見解。（張明澍譯，1996，頁 12-13，台

北：五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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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2-1-1，我們知道：政治系統的維持需要人民需求面及支持面的平

衡，且願意支持政治體系的運作，簡言之，政治文化是一個政治系統的主要

價值觀，它支配了政治系統與政府的運作，並結合人民對系統的認知、感情

及評價，兩者關係密切，公民文化可以維持民主的穩定。而公民文化無法天

生擁有，它的來源是透過教育，因為教育是決定政治態度最重要的因素，可

以培養出公民文化的重要成分（諸如：積極參與的態度、責任感、認同感…

等）。 

參、政治教育的目標與功能 

   在界定政治教育的目標與功能時，事實上可以等同於公民教育的目標及

功能。就本文觀點，兩者並無明顯差異性存在。 

一、政治教育的目標 

    就民主政治的觀點來看，政治教育的目標為8： 

1、培養公民文化：現代民主國家需要什麼樣的民主公民文化呢？依據

G..A.Almond和S.Verba的說法，這種公民文化包括：對民主政治的基本認

知、對政府和政治的情感、黨派信仰模式、政治參與能力及責任、公民的政

治效能感等。W.A.Rosenbaum（1975）則指出包括：政治認同、政治信任、

對政府的態度、體系規則、政府效能、政治參與，和對政治體系輸入輸出的

瞭解等。 

    所謂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其實就是指支持民主的政治文化，

指一個社會有較多人對政治參與有興趣，會主動參加政治性活動，以求影響

公共事務；對政府權責，有合理看法；有較多人相信自己有能力去影響政府

                                                 
 
8 整理自洪泉湖〈從政治學論公民教育的理論與實施〉《公民教育的理論與實施》（台北：師大書苑

發行，1998）頁 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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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願意去服從政府的決策；人民對政府有向心力，但政府不能單向要求人

民忠誠，政府必須以服務和尊重換取忠誠；社會上有一定共識，但相當寬容

歧異；人民之間或人民與政府間基本上是互信與合作的關係，而非猜忌與敵

視。現代政治教育就是要培養這種公民文化。 

2、實現主權在民：政治教育目標是要培養人民民主政治文化，使每個公民

都瞭解主權是在人民手中，不容破壞。 

3、保障人民權利：政治教育的重點是要告訴人民他們應有的權利，並教導

他們如何去保障這些權利。 

4、追求民主政治價值：所謂的民主政治價值，可包括自由、秩序、公平、

正義、尊嚴、福利和自我發展等。政治教育的作用在培養公民文化，其有助

於民主政治的實現。 

5、達成政治安定和國家認同：根據政治系統理論，政治系統想要得到穩定，

必須得到人民支持，政治支持來自兩方面：一方面要對人民「需求」（needs）

加以反應，適當予以滿足；另一方面則是透過政治社會化，使人民認同此一

系統（David Easton，1965）政治教育可以給予的就屬於後者。透過政治教

育，可以培養公民對於政府和民主政治的支持，也可以促進對國家的認同。 

二、政治教育的功能 

為何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運作需要政治教育？以下就針對政治教育的

功能逐一論述9： 

1、穩定性的功能：透過學校政治教育的施行，培養受教者適宜的民主態度

                                                 
 
9 資料參閱自董秀蘭，1995，「民主國家的政治教育—基本觀念的澄清」，載於人文及社會學科教

學通訊，第 6 卷第 2 期，頁 39 及楊順富，2002，「海峽兩岸政治教育意涵之解析」，載於人文及社

會學科教學通訊，第 12 卷第 5 期，頁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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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價值以維持現行民主政治體系運作的穩定性。 

2、整合的功能：政治教育可以訓練人民明瞭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並體認

社會共識的重要性，以寬容的態度面對社會歧異。 

3、調適的功能：面對時勢潮流，掌握國內外政治發展，運用各方資源調整

政治體系，以因應衝擊和挑戰。 

4、參與的功能：一個國家的政治教育是想提供採取政治行動所需的知識、

資訊和技能，使受教者可以有效地參與民主的決策過程，包括使其可以透過

參與公共事務的決策過程來掌握自己的生活，以及選擇解決爭議與問題之適

當手段等，以養成一種參與公共事務的民主生活方式。 

    另外，學者詹棟樑曾提及：政治教育具有一項特殊功能，即以教育的力

量來形成「民主的意識型態」，使國民體驗到民主的價值，了解民主的真諦，

以做為人民政治行為之前提。意即公民對於政治未來的發展是有責任的。（詹

棟樑，1989：220） 

 29



第二節  理想民主政治公民之意涵 

壹、民主政治之相關理念 

一、民主的意義 

    首先，我們要先明白民主的意義，何謂「民主」（Democracy）呢？民主

一詞源自於兩個希臘字的組合：人民（demos , people）及統治（kratos , 

rule），因此，民主可以定義為「由人民統治」（rule by the people）。但

民主的意義為何有許多說法。大體而言，民主可以分為廣義及狹義兩種，廣

義的民主指的是一種生活方式；狹義的民主指的是某種型式的政治制度。（陳

宛秀，2005：9） 

（一）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 

    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曾經指出：「民主就是一種生活方式，

對於人類本性的各種可能性具有信心，實際上，它是一種道德的理想，人類

間應當遵守的關係之陳述，它即使不是信仰，至少是一種假設，指出人若能

創造適當的制度，那麼其較好的可能性就可以實現出來。」（轉引自林玉体

譯，1996）從這句話我們可以知道：民主就其廣義而言為一種生活方式之價

值選擇，因此，民主的生活模式包含對民主價值、規範、制度的信念及行為

習慣。 

    民主是一種生活價值觀的選擇，個人言行需符合民主要求、團體之運作

需符合民主程式，我們必須抱持著民主的態度與價值，將民主習慣落實生活

中。（公民與道德教育學會主編，2002：303）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人民基

於法律，享有人人自由及一律平等的權利，這就是民主的廣義定義。 

（二）民主是一種政治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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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按字面解釋就是「人民主治」，而人民治理就是一種政治體制的概

念。若狹義定義民主，可以使用「民主政治」這個字眼，依蘭尼（Austin  

Ranney）教授說法：「民主就是依照人民主權、政治平等、大眾諮商和多數

統治這些原則所組成的一種政府形式」。（Austin Ranney，1996：94）認為

民主與否可依下列幾項大原則10： 

1、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主權是一種至高的決策權力，而統

治者的這個權力來自人民的法定授權，被統治者具有改變政府結構的絕對權

利以及參與政治活動的行為自由。這個概念也是我們一般所說的「主權在

民」，這個理論奠基了「公民權」的概念，並非指所有國民皆能管理政事，

而是指受過訓練，有一定能力的人，才能行使各項權利，這種人稱作「公民」，

而行使的權利就叫做「公民權」。另外，在主權的歸屬是屬於全民，而非集

中在少數人手中。 

2、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1）人民不僅參與政治系統輸入（投

票或服公職等參與行為，同時也參與政治系統輸出（如政策決定）（2）一人

一票，一票一值（one man one vote, one vote one value）。 

3、大眾諮商（popular consultation）：人民的要求能透過傳播媒介正當反

映，做為政策制訂之參考因素，而政策的決定是否符合民主，主要是取決於

「政策是如何制訂的」，而不是在於政策的內容。因此符合這個原則是涉及

到兩個要件：第一、必須有某種機制，使政府知道大多數的民意；第二、知

道人民好惡時，就要依人民意願付諸實行。 

4、多數統治（majority rule）：這個原則是依現實層面來做的考量，當人

民對某件事有不同意見時，政府應該依照大部分而非少部分人的意見行事。

但這個多數統治是有限制且是自我限制的多數統治，意即在民主政治中的普

遍多數必須是自願約束自己不得逾越一定的分際界線。無論如何，民主政治

                                                 
 
10 部分資料參閱自紀俊臣，1996，民主、法治與教育。頁 10-11 及林劍秋譯，1993，政治學：政

治科學導論（Governing：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頁 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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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雖採用多數決模式，但在多數決的情況下仍應注重少數人的聲音，注重

溝通、協調與彼此的尊重。 

附帶一提的是，除了上述的幾個大原則外，還需注意到「代議制度」是

實施民主政治的一種方法，在人民主治的情形下，我們可以自己參與管理過

程（直接民主），也可以選擇別人代替我們管理（間接民主）。一個大型的民

主社會需要一個公正且能充分反映民意的代表制，而這些代表是對選舉他們

的選民負責，權力是來自於選民。（聶崇信、朱秀賢譯，2005：64-65。）另

外，在民主國家中，無論政府或是人民在運作實踐民主生活時必須遵照「法

律主治（Rule of  Law）的統治原則，如此才能真的實踐民主生活。自由大

師約翰彌勒（John Mill）的名言：「一個人的自由以不侵犯他人的自由為自

由才是真自由。」表示民主必須在依法的情況下進行才能保障全體權益。11

二、民主政治的類型 

    「民主政治」就是將民主視為一種政治形式，那怎樣的政府、怎樣的政

治才算是民主呢？以下就是對於民主政治類型的探討以瞭解民主政治的意

義12： 

（一）選舉的民主 

    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曾經提到民主程序的定義：「民主的方

法乃是達成政治決定的制度安排，在此種安排下，某些人相互競爭人民的選

票以獲得決策的權力。」（轉引自李酉潭，2001：549）民主的程序原則雖不
                                                 
 
11 法治原則簡介如下：1、憲法優越性：憲法為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在司法獨立的精神下，全

民包括政府必須依憲法的精神及規則下進行民主生活運作，如此才能維持民主法治國家的秩序。

2、依據制度原則：行政部門一切依制度規章行事，行政部門除非經由法定程序修正規章，否則不

能任意變更遊戲規則，才能確保行政之穩定性。3、情勢變遷原則：一個社會隨時間而有所變遷，

因此一個國家的法律規章也需適當調整以符合社會結構之穩定與人民之期待，這是一個民主法治

國家所需具備之彈性原則。（整理自紀俊臣，1996）  
12 相關資料整理自李酉潭教授的三篇文章：「邁向鞏固的民主：臺灣案例」、「文武關係與民主鞏固

初探」及「邁向先進的民主：二十一世紀臺灣民主化的展望」等三篇著作，均收錄於 2001 年政大

中山所編印的民主與憲政論文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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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條件，卻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杭廷頓（Huntington）

因而採用做為民主與否的標準：最有力的集體決策者是否經公平、公正和定

期選舉產生；在選舉中候選人可以自由競爭選票，且基本上所有成年人都具

有投票權。另外，學者戴蒙（Diamond）也以「選舉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來形容當代民主最起碼的概念。（轉引自李酉潭，2001：439） 

（二）自由的民主 

    Robert Dahl在《多元政治（Polyarchy）》一書中曾指出，民主的政府

必須提供以下八項保證：1、結社與參加社團的自由；2、意見自由；3、投

票權；4、可被選任公職；5、政治領袖有競爭取得支持的權利；6、不同的

資訊來源；7、自由與公平的選舉；8、使政府決策取決於投票與其他表示偏

好的制度。於是學者梭瑞先（Georg Sørensen）針對上述多元政治的內涵，

將民主政治的判別標準分為競爭（competition）、參與（participation）

與自由（liberties）。戴蒙（Diamond）以「自由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

來形容需要起碼的公民自由以確保競爭與參與具有意義的民主政治。
13

自由是民主的條件，一個國家若缺少結社與表達等公民自由的「選舉的

民主」乃是空洞的。「自由的民主」中的自由，即「自由主義（liberalism）」，

或稱「人民防衛（demo-protection）」，就是防衛人民免於專制，其次才是

授權給人民，稱「人民權力（demo-power）」，就是實現民治。西方自由民主

的傳統，首先是自由主義的（限制國家對公民社會的權力），然後才是民主

的（即人民主權）。（李酉潭，2001：441）因此，真正的民主政治不僅要做

到「選舉的民主」，還必須要符合「自由的民主」。 

                                                 
 
13 戴蒙說明「自由的民主」具有九個特徵：1、真正權力繫於民選官員及其任命者 2、行政權受到

憲法限制 3、沒有任何團體可以否認其他團體有組黨及競選的權利 4、任何少數團體享有表達利益

之權利，且可使用他們的語言和文化 5、人民有許多管道表達意見看法 6、存在著各種不同資訊的

來源 7、個人擁有信仰、意見、出版、集會、示威、請願等實質自由 8、個人及團體的自由在法律

下獲得平等及保護 9、、法治保護人民免於不正當的拘留與干涉。（節錄自李酉潭，2001：51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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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的價值 

    民主這個原則或體制之所以讓現代國家趨之若鶩，是不是有它的內在價

值在？是不是值得我們去珍惜呢？所以我們有必要來探討民主的內在價值

為何。 

    誠如前文所言，杜威曾經明白表示過：「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曾經

提過民主的理想性及特徵為何，這也是證明民主是有價值的。本文整理列點

如下14： 

（一）社會不斷重新調整：社會各團體之間有更自由的相互影響，使各種利

益互相滲透，所以社會習慣於且注意到不斷地進步和重新調整。因此，民主

社會更關心審慎的、有系統的教育。 

（二）個人一切能力得以和諧發展：民主是一種聯合生活方式，個人經驗得

以共同交流的一種生活方式，共同參與的事業範圍不斷擴大，個人的各種能

力就更可以更自由發展。 

    而政治學家卡爾.科恩（Carl, Cohen）曾經在其著作《民主概論

（Democracy）》中提到民主的內在價值15為： 

（三）自主的原則：民主的實質是社會成員參與社會的管理，即是自治，也

是自主原則的呈現。德國哲學家康德曾經提過：「道德的最高原則是意志自

主的原則。」只有以民主方式管理社會時才能充分實現社會自主—人與人相

互關連的個人生活之自主。意即在民主政體下，全體社會成員願意拿出自己

的規則來管理共同事務，並將自己置於這些規則的約束之下。 

                                                 
 
14 資料整理自趙祥麟、王承緒所編譯的杜威教育名篇，2006，頁 130-132。 
15 整理自Carl, Cohen 著，聶崇信、朱秀賢譯：德先生的路線圖—民主理論如何實踐，為民主概論

（Democracy）的節選本，2005，頁 16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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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尊重人的理性：民主社會成員為自己建立規則、法律，公民有能力認

識規則的必要性，並懂得貫徹、服從這些規則與法律的義務。這種容許理性

在普通生活中發揮效力也就是在生活實踐中尊重人的理性。 

（五）自由、平等、博愛：「自由」是自治取得成效的條件，也是符合民主

最基本的條件，有了自由才能實行民主，但只有在承認成員享有平等，所有

人平等參與管理的情況下才有理由相信應該實行民主，因此，「平等」是民

主合理性的關鍵；而「博愛」是民主存在的前提，它代表社會知覺，是成員

對他們根本共同事業的承認。自由、平等、博愛是民主深層的內在價值。 

 

    David Held也曾經指出：「所謂的民主價值，是指可以聯繫和協調相互

競爭的計有問題的一種價值，民權的實現需要自由平等之立足，民主是一種

協調機制，民主是實現眾多價值與協調衝突的一種方式，是現代公民所應具

備之價值觀。」（轉引自燕濟榮等人譯，1998：377） 

因此，我們可以將「民主」視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是一種生活的價值觀，

在人類共同生活的模式中，透過包容彼此、相互尊重、總結經驗等，每個人

的生活在最深刻的意義上是對自己有利，同時還是培養有助於他人的。 

貳、民主的發展和政治教育 

    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是需要一些條件來配合的，而在民主化、民主轉

型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注意到的問題就是民主是否鞏固？要如何才能達到鞏

固？而一個國家民主的發展和政治教育又有何關係呢？這些都是本文皆下

來所要探討的。 

一、民主鞏固的重要性 

（一）民主鞏固的意涵 

    何謂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呢？林茲（Linz）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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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consolidated democracy）下了一個最低標準的定義是：主要的政治

行為者均認為除了民主過程外，並無其他獲得權力的方法，也沒有任何政治

機構或團體可以否決民選產生的決策者所採之行動，簡言之：民主必須被視

為「當地唯一的競賽」。（Linz，1990：158）而學者梭瑞先（Georg Sørensen）

卻也指出：民主鞏固不是純粹的政治過程，而是也需要社會與經濟的變遷，

且鞏固的最後階段乃是民主治度與實際變成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過程。（轉

引自李酉潭，2001：553）因此，民主發展是否達到鞏固階段是需要評估政

治文化和民主有無結合，而政治文化的培養又和該國的政治教育有密切相

關。 

 

（二）民主鞏固的條件 

 

    要達到民主鞏固的程度，通常需要許多條件，林茲（J.Linz）和史德本

（A.Stepan）提出相關條件：第一是發展出一個自由且活潑的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第二是必須存在一個具有相對自主性的政治社會

（political society）；第三是在國家統治範圍內，所有政治行為者，特別

是政府和國家機關，都必須服從以保障個人自由權利與社群生命為標的法治

原則；第四是必須存在一個可供新的民主政府使用的國家官僚機構；第五是

必須要有建制化的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轉引自李酉潭，2001：

553）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文化（公民文化）能深入民心，並願意維持，

視其為一種生活的價值判斷及取捨過程。簡而言之，即人民願意遵守「民主」

之規範和價值判斷。台大任德厚教授也曾指出（1993）︰在維繫民主的條件

方面，第一是成員的支持，包括「民主制度所具的正當性」與「社會成員所

具有之效能感」；第二是制度能量，包括「維持制度規範效力的能量」及「提

供制度產出的能量」；第三是環境條件，包括「穩定政治環境」與「社會經

濟並無大幅變動」。（任德厚，1993：351） 

（三）民主鞏固的相關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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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福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要談到民主鞏固最主要是涉及到四

個層次的問題：意識型態；制度；公民社會和文化等四個層面。但本文因為

主要是想探討「教育」，所以在此有必要針對「公民社會」和「文化」這兩

個層面來做深入探討： 

1、公民社會的建立 

    現代公民社會是建立在三個基礎上：自由市場經濟、公開的民主權、及

公民社會組織。而公民社會所蘊含的概念為何呢？學者巨克毅曾經提到構成

公民社會的七個要素有：（1）強調自由平等原則（2）重視法治精神（3）人

人可以表達個人需求、利益與期望（4）人人可以追求個人利益並在法律允

許下結社（5）承認社會間的衝突，但予以制度化調解（6）透過民主選舉制

度，建立民主政府與自治組織（7）立法保障人民的財產自由。（巨克毅，2005：

91）  

    我們可以看的出來：公民社會顯示在公民之間與社會之中，具有許多相

互溝通而形成社會制度與價值觀。（張明貴，2002：175）因此，公民社會也

可以說是「多元主義社會」（有基本憲政共識、法治規範和自由秩序的社會）。

德國學者哈伯瑪斯（Habermas）曾說：「公民社會被建立為一個私人自主的

領域，在此每一個體被允許以他認為有效的途徑，去追求他自己的『快樂』」。

（Habermas,1989）公民社會強調創造一個有利環境，讓每一個人皆能公平

參與公共事務的討論、自由表達意見、能理性批評權威等，藉此確保公共利

益的實現，與民主政治社會精神相符。（轉引自蕭揚基，2001：139） 

    在此意義上，公民社會成為人民在社會生活中自由活動的範圍，公民社

會的生活方式包括公民能參與各種政治活動，且尊重集體活動，經由各種形

式的活動及組織，形成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溝通橋樑，直接表現民主精神。因

此，公民社會對民主政治運作有強大的助力，同時也是民主鞏固的首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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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公民文化） 

    這邊的文化是指符合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也可以說是「公民文化」。

前文我們就談過政治文化是指人們在長期的政治生活中，透過政治信念、情

感及價值取向的累積16，逐漸形成特殊的政治風格、政治的精神力量和行為

模式。同時我們也提到過政治文化的類型包括臣屬型、參與型及部落型，而

公民文化強調在政治的輸入結構中理性地參與，也可以說是一種「理性_積

極性」的政治文化模式。（張明澍譯，1996：29）但研究指出：英美等民主

國家的公民並非全部都是參與型政治文化，也會有一部份屬臣屬型或部落型

的政治文化。（馬殿君等譯，1987：19～22）。因此，公民文化是一種混合的

政治文化，即參與型和冷漠型的調和。     

    學者保丁（Elise Boulding）曾對「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一辭

作了簡要的定義：「公民文化代表一種模型，在其中吾人分享共同資源、空

間與機會，並且負責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將陌生人群構成一個公共體，藉著

互動關係創造出一種共同公益的觀念。（轉引自周陽山，2002：4）我們可以

更簡單地說，公民文化就是指支持民主政治的一種政治文化，適合維持穩定

且有效的民主政治過程。就如同前文所說：公民文化是一種混合的政治文

化，也可以說是差異間的平衡，即在積極與消極態度間取得平衡、在積極參

與和責任感間取得平衡、在政府權力和反應性之間平衡，同時可以是順民也

勇於表達自己的需求。一個國家的民主政治要能健全運作需要其成員，即公

民社會中的公民能認同民主政治，使公民文化深入民心，如此，民主政治才

能有所發展、維持。 

    總結論之，民主社會的公民文化應包含下列幾項：（1）容忍且相互尊重：

肯定多元價值及尊重彼此差異性（2）公開討論及理性對話：這是重視個人

自由的具體實踐（3）自我批判及反省能力：公民需具有理性批判及反省力，

                                                 
 
16 政治信念取向包含意識型態、民主理念等；感情包含忠誠、冷漠或疏離等情感取向；價值取向

是指對安定與成長、威權與民主、個人與國家、安全與自由….等之價值取決。（洪泉湖，198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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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民主政治穩健發展（4）具有負責及守法的民主精神（5）尊重人性尊

嚴同時強調個人自主性（6）重視個人權利同時尊重他人權益。 

二、民主發展和政治教育的關係 

（一）民主和教育兩者相輔相成 

    前文談到公民教育時就曾經提過：公民教育是一種「民主政治價值的教

育」，其目的在培養具有民主價值特質的公民。何謂具民主價值特質的公民？

據 Kaltsounis 之論述：「民主社會中每個人應有的特質具下列五點：（1）一

定是有知識的個體，且能接受知識（2）對民主價值很投入（3）在民主運作

過程中，具備足夠技能參與民主運作（4）願意參與且能夠參與（5）必須有

責任感。（轉引自柯華葳，1990：8）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民主的教育需建

築在民主理論之上，如此所培育出的公民才能適合民主政治運作的需求與期

待。誠如杜威在「民主與教育」一書中指出教育有助於民主之實踐，因為（1）

民主政治的運作有賴民眾普遍接受民主教育（2）民主需要透過教育培養民

眾自願的態度與興趣（3）民主的實踐需要全民有均等的教育機會（轉引自

李少軍、尚新建譯，1995：304）民主的理念和制度要能落實運作，一定要

由具備民主素養的個人來參與實行，而培養民主素養無疑是學校教育的責

任。重點在培養民主之核心價值以促進生活上之實踐。（李少軍、尚新建譯，

1995：305）民主和教育兩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意即民主需要教育的

實踐；而教育也需要民主的條件。 

（二）古典民主理論的教育觀 

    而在所有民主理論中，就屬古典民主理論（classic democratic theory）

最強調民主發展需要教育，兩者有密切關係，因此，我們有必要瞭解一下古

典民主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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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四二年，奧國學者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巨著：《資本

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問世，

熊氏將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民主理論稱之為古典民主理論，因此有此名稱出

現。古典民主理論對「民主」的定義及條件，強調最大程度之參與

（participation），它所認為之民主公民需具備理性、有民主認知、主動積

極的特性，才能有效參與政治生活。主要論述如下：如表 2-2-1、表 2-2-2 

 

 

表 2-2-1：古典民主理論之論述 

基本假設 民主國家的公民其政治行為是理性的，他們對參與政事有濃

厚興趣，且對政治事務有充分認知。 

核心概念 人人積極參政，認為只有人人積極參與，民主政治才能充分

而完善地實踐，個人人格才能趨於完美。一個民主社會即是

一個教育的社會，公民們平等地分享自我實現、自我決定以

及自我發展的機會。 

主要目標 古典民主理論揭櫫的主要目標是公民的自我發展。 

重要特徵 公民重視公益，培養合作習慣，讓公民直接參與公共政策，

公民具有良善之政治人格，這是社會進步不可或缺的要件。

資料來源：吳乃德編譯，2003：導論；張秀雄，20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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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重要學者及主張 

重要學者 主張 

洛克 

（John Locke） 

駁斥「君權神授」說，主張「天賦人權」，也

是「自由主義」最早的哲學論說，主張政府的

合法性是來自於被治者的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維護人民

天賦的權利。 

盧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其著作《社約論》明白指出政府的權威性不可

或缺，但我們如何在有政府的情況下又能享受

到自由？而個人自由也立在平等地位？他提

出「公共意志」（the general will）的觀念，

即社會契約在公民之間創造出一種公平狀

態，使每一個人遵守相同條件，享受相同權

利，在公共意志，即符合公共利益的原則下可

以自由行為。 

杜威（John Dewey） 1、 主張「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17，每一個

成熟的個人都必須參與政治，共同決定規

劃公共生活的各項價值。無論從社會福祉

或是個人個性之完全發展的觀點，每一個

人的參與都是必要的。 

2、 普遍的投票權、週期性改選、掌握政治權

力者對選民負責，以及民主政府的其他要

素，都是使民主成為真正屬於人類的生活

方式之設計，它並非最後目標，也非終極

價值。它們的價值視其是否有助於民主的

終極價值而定。 

3、 民主的政治形式只是人類的才智至目前

為止所設計的最佳方式而已。 

4、 民主政治的運作有賴人民普遍接受教

育；民主需透過教育培養人民自願的態度

與興趣；民主之實踐有賴全民均等之教育

機會。 

                                                 
 
17 杜威在 1916 年的鉅著（Democracy and Education）中提及：「民主是一種集體生活的方式；一種

相互交流經驗的方式」。杜威對於民主的標準為：社會中的各團體是否為一個大家的共識利益努

力？是否能自由地交換經驗？（徐宗林，198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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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吳乃德編譯，2003：導論、34、39、40；黃中一，1989：273 

從上述的兩個表格，我們可以看出古典民主理論的教育觀是建立在「所

有個體都能發展其獨特的素質和能力」這個條件下。因此教育目的是啟迪個

體成為一個有適當價值、態度及行為模式，並能主動參與民主機制之民主公

民。教育功能在增進未來成員能力（知識、技能與態度），再造所屬社會的

民主過程。（張秀雄，2005：118）誠如杜威所言：「民主本身，就是教育的

原理、教育的尺度與教育的政策」。（徐宗林，1989：122） 

三、小結 

民主化的過程、發生與轉型、鞏固與持續，以及民主政體的崩潰，都

是受到政治文化影響的結果。臺灣是新興民主國家，民主鞏固的基礎是來自

於公民是否有根深蒂固的民主價值觀及習以為常的民主態度。（陳文俊，

2001：2）公民能力發展之後才能促成政治發展，達到民主鞏固之階段，而

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因素就是民主政治文化能深入人民內心。而要能使民

主政治文化能深入人心，就需要政治教育的實施，如此才能將民主精神、意

涵、知識及技能代代相傳。 

 

參、民主意涵 

    從之前的論述我們可以知道：政治教育對一個民主國家而言是必須的，

但我們到底需要教育下一代成為怎樣的公民呢？怎樣的公民能力才是符合

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在民主政治中，個體擁有的權利主要包括參政的權利、

受法律平等保護的權利、以及各項基本自由權；而個體必須善盡的責任則包

括尊重法律權威、經由投票或出任公職等方式參與統治、以及參加利益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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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達的仲介團體（如：政黨）等。其次，公民必須瞭解公共政策如何形成，

以及公共事務決策過程所面臨的價值抉擇；此外，也應該要具備參與政治事

務的意願和技能。具有政治素養的公民應是有能力、負責的決策者，亦即必

須充分瞭解公共事務和政治過程，能獨立思考以判斷各項資訊、方案的真偽

損益及優劣價值，同時願意參與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經由理性的溝通、討

論、妥協、合作，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促成政治社會的進步。（董秀蘭，

1995：37）因此，本文歸納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將民主意涵分為認知、

價值（態度）與技能三個層面來做探討。 

一、民主意涵認知層面 

民主意涵認知層面乃是指公民參與民主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知識，包括民

主的意義、民主政治的概念、民主運作程序…等內容，使學生具備參與民主

政治生活的各項知識。茲列舉各學者所主張的民主意涵認知層面： 

（一）美國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於 1991 年發

佈＂CIVITAS：A Framework for Civic Education＂做為公民教育的課程架

構其後獲得美國新聞局及私人基金會的贊助，進而有「國際公民教育計畫」

（the Civitas Exchange Program）的創始。（轉引自張秀雄，2003：115-117）

其課程架構在公民知識部分有： 

1、政治與政府的本質 

（1）政治權威 

（2）國家的本質 

（3）政府的型態 

（4）政治與政府：道德與政治、美國經濟制度、公共選擇理論、地理與政

治、宗教與公共生活、種族與民族的多樣、性別議題、美國與國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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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律與政府：法律的概念與目的、法律制度的主要型態、國際法。 

2、美國政治與政府 

（1）基本的價值與原則：人民主權及立憲政府。 

（2）政治組織與過程：正式組織與過程（國會與總統、美國司法制度、公

民與官僚體系等）；非正式組織與過程（政黨與選舉、利益團體、輿論、新

聞與政治過程等） 

3、公民的角色 

（1）公民的義務 

（2）公民的權利：個人權利、人權。 

（3）參與的形式：民主觀點的公民與決策過程。 

（二）美國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在 1994 年頒佈

「公民與政府全國課程標準」，以五個問題為設計課程的核心（轉引自單文

經譯，1996）。跟民主意涵認知層面有相關者如下： 

1、何謂公民生活、政治、政府？ 

2、美國政治制度的基礎是什麼？ 

3、如何依據憲法（表徵美國民主政府的目的、價值與原則）來建立政府？ 

4、美國和其他國家與世界事務的關係為何？ 

5、公民在美國民主政治中的角色為何？ 

（三）洪泉湖在 1998 年指出民主國家公民應具備的民主認知內涵有： 

1、對民主政治的基本瞭解； 

2、對自己權利義務的瞭解； 

3、對人權內涵及保障的瞭解； 

4、對政府職能的瞭解； 

5、對參與公共事務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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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本國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瞭解； 

7、對本國憲法及相關法律的認識； 

8、對本國選舉方式、政黨屬性的瞭解； 

9、對本國立國精神的瞭解； 

10、對自由、人權、公道、平等、秩序、福利等政治價值的瞭解。 

（四）John  Patrick 在 1999 年曾經提出〈公民教育的四種成分〉，作為實

施公民教育的參考（轉引自張秀雄，2005：128），提到「公民知識」如下： 

1、民主本質的概念與原則 

2、民主核心理念的意義與實施之相關議題 

3、憲法與代議式民主政府的制度 

4、民主制度的組織與功能 

5、民主公民資質的實踐與公民的角色 

6、民主的脈絡：文化、社會、政治與經濟 

7、民主發展的歷史 

（五）張秀雄、李琪明於 2002 年所做的研究〈理想公民資質之探討—臺灣

地區個案研究〉中提到理想公民資質在「政治知識」部分有：基本人權；民

主的真義、精神、原理；政治基本概念；憲政體制；理解公共與非公共領域；

政治制度；政治過程；政府結構。 

（六）Doong 在 2002 年的〈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研究報告中，提到的政治教育知識與民主意涵認知層面相關的有： 

1、政治體制：民主、威權與極權、政府體制、政黨體制、選舉制度。 

2、民主政治的基本原理：有限政府、法律主治、權利制衡、人民主權、政

治平等、多數統治。 

3、我國政治體制的運作：我國政黨與選舉體制、利益團體與公共政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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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政治溝通。 

4、公民與民主的關係：個體與公民生活、政治參與、政治社會化、個人的

權利、政治的權利、經濟的權利、公民的責任。 

5、國際政治與全球發展：我國的外交與國際角色、兩岸關係、國際組織與

國際合作、國際政治發展、經濟與環境的國際政治。 

（七）廖添富、張樹倫、王錦雀於 2002 年發表「從民主教育觀點探討國

民中學『社會學習領域』統整課程之設計編製」這篇文章中，提到民

主認知內涵的有： 

1、理念層面：民主政治真義—正確瞭解民主的真義；瞭解民主制度運

作及其價值；瞭解民主的特質；對民主政治有正確的認識與觀念。 

2、群己層面：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個人與世界的

關係；體認「個體自主性」的重要；認識「公共領域」和「私人領域」

之異同。 

3、公民意識層面：公民的權利義務—認知憲法中基本人權的概念；明

白權利的限制；瞭解公民權利、義務和責任間的關連；瞭解應享之基

本權利。 

 

（八）林慧玲在 2004 年的碩士論文〈2004 國民中學政治教育內容之

研究—以近十年（1996-2004）教科書為例〉中採用內容分析作為研究

工具，在政治知識部分與民主意涵認知層面有關者： 

1、我國政治體制及其運作：國家與政治型態、政府與政治制度、我國

政治的發展經過。 

2、民主政治的基本原理：人民主權、法律主治、權利分立與制衡、多

數決定、政治平等、責任政治。 

3、公民與政治生活：個體與公民生活、公民的權利、公民的義務、政

治參與、公民的民主素養。 

4、國際政治與全球發展：國際互動、國際組織、重要的全球議題。 

 

（九）鄒克蘭在 2004 年的碩士論文〈我國高中政治教育課程知識內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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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現行公民科教科書的內容分析〉採用內容分析作為研究工具，

在政治知識內容中，與民主意涵認知層面相關者有： 

1、政治體制：民主、威權與極權、政府體制、政黨體制、選舉制度。 

2、民主政治的基本原理：有限政府、法律主治、分權制衡、人民主權、

政治平等、多數統治。 

3、我國政治體制的運作：我國政黨與選舉體制、利益團體與公共政策、

民意與政治溝通。 

4、公民與民主的關係：個體與公民生活、政治參與、政治社會化、公

民的權利、公民的責任、自由人權、大眾傳播。 

5、國際政治與全球發展：我國的外交與國際角色、兩岸關係、國際組

織與國際合作、國際政治發展、經濟與環境的國際政治。 

 

（十）陳宛秀在 2005 年的碩士論文〈民主化下的臺灣公民課程民主政治

內涵之演變—國中階段公民類科教科書的探討〉採用內容分析作為研

究工具，有關民主政治內涵認知層面的有： 

1、民主政治的基本原理：責任政治、法律主治、分權制衡、人民主權、

政治平等與多數統治。 

2、公民的權利義務：憲法中的基本人權、權利的限制、公民的義務與

責任。 

3、民主政治體制與運作程序：政府體制、政黨體制、選舉制度、利益

團體。 

4、全球化與世界觀：國際互動、國際組織、國際議題、世界公民。 

二、民主意涵技能層面 

民主意涵技能層面，是指公民參與民主政治生活所需要的能力，包含溝

通、討論、思考、批判…等，使公民可以實踐民主政治生活。茲列舉各學者

主張之民主意涵技能層面如下： 

（一）洪泉湖在 1998 年指出民主國家公民應具備的有效參與政治之技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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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獲取、評估、應用政治訊息的能力； 

2、行使及維護自身權益的能力； 

3、自我表達的能力； 

4、有效參與公共事務的能力； 

5、理性自治的能力； 

6、獨立思辨的能力； 

7、議事能力； 

8、溝通妥協的能力； 

（二）John  Patrick 在 1999 年曾經提出〈公民教育的四種成分〉，作為實

施公民教育的參考（轉引自張秀雄，2005：128），提到「公民的認知及參與

技能」如下： 

1、確認及描述政治/公民生活中的事件和議題，並可以進一步作批判性思考 

2、評估公共事件與議題，進而採取立場並為其辯護 

3、和其他公民互動以增進個人或共同利益 

4、可以影響公共議題的政策決定 

5、對如何改善政治/公民生活作建設性思考並進一步採取行動改善 

（三）張秀雄、李琪明於 2002 年所做的研究〈理想公民資質之探討—臺灣

地區個案研究〉中提到理想公民資質在「公民參與能力」部分有：理性溝通

及有效表達意見的能力；對媒體及公共事務的批判及反省思考能力；與人合

作及增進權益的能力；關懷社區及參與社區事務的能力；作決定、判斷及影

響公共決策的能力；參與民主政治的能力；與異文化互動的能力；獲取、評

估及應用資訊的能力。 

（四）Doong 在 2002 年的〈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研究報告中，提到的政治教育技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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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力技能：詮釋、分析資訊與證據的能力；評鑑資訊與證據的能力；依

據證據建構論證與作決定的能力；評估自我政治決定的能力。 

2、溝通技能：以口語或書面表達意見的能力；辨識、理解他人意見的能力；

參與政治討論與辯論的能力；修正自我意見以適應形式的能力。 

3、行動技能：找尋、蒐集資訊與證據的能力；組織、領導團體與集會的能

力；擬定並實施行動計畫以改變政治形勢的能力。 

（五）廖添富、張樹倫、王錦雀於 2002 年發表「從民主教育觀點探討國

民中學『社會學習領域』統整課程之設計編製」這篇文章中，提到民主

實踐內涵有： 

1、公民意識制度面： 

（1）實行民主政體—實踐民主制度及依循民主運作程序。 

（2）落實法治—人人遵守合理法律；服從團體共同紀律。 

2、生活層面： 

（1）發揮批判思考能力—以理性態度解決衝突和問題；能選擇自己的生

活方式，並且積極參與民主決策；理性判斷的能力且可以尊重不同意見；

吸收、辨別資訊的能力；適應並因應各種情境，做出正確判斷與選擇的

思考。 

（2）具備良好言說和溝通能力—具有表達溝通和說服他人的能力；理性

協商的能力。 

 

（六）林慧玲在 2004 年的碩士論文〈2004 國民中學政治教育內容之

研究—以近十年（1996-2004）教科書為例〉中採用內容分析作為研究工

具，在政治技能部分與民主意涵有關者： 

1、智力技能：資訊蒐集與運用的能力；評估個人決定的能力。 

2、溝通技能：口語或書面意見表達的能力；察覺與理解他人意見的能力；

參與政治討論與辯論的能力；修正自我意見的能力。 

3、行動技能：團體運作的能力；執行能力。 

 

（七）陳宛秀在 2005 年的碩士論文〈民主化下的臺灣公民課程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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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之演變—國中階段公民類科教科書的探討〉採用內容分析作為研

究工具，有關民主政治實踐層面的有： 

1、制度面：實現民主政體；落實法治。 

2、生活面：具有表達意見與理解他人的能力；具有參與政治討論與理

性協商的能力；具有團體運作與執行的能力。 

三、民主意涵價值（態度）層面 

（一）美國公民教育中心（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於 1991 年發

佈＂CIVITAS：A Framework for Civic Education＂做為公民教育的課程架

構其後獲得美國新聞局及私人基金會的贊助，進而有「國際公民教育計畫」

（the Civitas Exchange Program）的創始。（轉引自張秀雄，2003：115-117）

其課程架構在公民德行方面分為公民秉性（civic disposition）及公民承

諾（civic commitment）。公民秉性是指公民表現有助於增進民主制度的善

（common good）和健康的態度與心性（habit of mind）；公民承諾是指公

民自由、理性的對美國憲政民主與基本價值的承諾。 

1、公民秉性包括： 

（1）公民性（civility）：如：尊重他人和運用市民論述。 

（2）個人責任感，對自己的行為及角色負責。 

（3）自律守規矩。 

（4）公民心（civic-mindedness）和願意將共同善置於私人利益之上的意

願。 

（5）開放的心胸。 

（6）妥協的意願。 

（7）包容多樣。 

（8）達成公共目標的耐心和毅力。 

（9）同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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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慷慨。 

（11）忠於共和（republic）的價值與原則。 

2、公民承諾的概念可以分成基本原則與基本價值兩個面向，而美國民主政

治的基本原則可以總結表現在人民主權和立憲政府兩方面。 

（二）洪泉湖在 1998 年指出民主國家公民應具備基本精神與態度有：公民

意識；理性自治；主動積極；合群性；開放寬容；公共精神；法治精神；其

他還有追求平等精神；具有反省批判觀念；具有鄉土情懷與國際視野；具有

未來觀；具有責任感等。 

（三）John  Patrick 在 1999 年曾經提出〈公民教育的四種成分〉，作為實

施公民教育的參考（轉引自張秀雄，2005：128），提到「公民氣質傾向」如

下： 

1、促進公共善 

2、肯定每一個人具有平等的人性與尊嚴 

3、尊重、保護與運用每一個人所擁有之平等的權利 

4、負責任地參與社群之政治（公民）生活 

5、尊重、保護與實踐政府的成立是基於人民之間同意的原則 

6、支持與實踐公民德行 

（四）張秀雄、李琪明於 2002 年所做的研究〈理想公民資質之探討—臺灣

地區個案研究〉中提到理想公民資質在「公民態度」部分有： 

1、尊重公民權利：自由、平等、人權、表達不同意見等； 

2、克盡公民義務：納稅、參與公共事務、忠誠、愛國心等； 

3、自我德行：理性、負責、批判反省、自主、自尊、自信、自我認同與自

制等； 

4、政治的德行：容忍差異、尊重他人、民主素養、維護正義與大公無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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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oong 在 2002 年的〈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aiwan〉

研究報告中，提到的政治態度與價值有： 

1、對民主的信守：願意關心並參與政治事務；願意對政治資訊採取開放與

批評的立場；願意根據事實與證據改變自己的態度與價值觀；尊重不同政治

抉擇的自由；容忍差異。 

2、對政治權威的信守：遵守法律與規則；尊重政府權威；愛國心。 

（六）廖添富、張樹倫、王錦雀於 2002 年發表「從民主教育觀點探討國

民中學『社會學習領域』統整課程之設計編製」這篇文章中，提到民主

態度內涵有： 

1、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層面-- 

（1）多元取向：允許各種不同差異的存在及發展；尊重及容忍差異的存

在；不盲從權威，站在多元觀點，具備批判與懷疑的態度。 

（2）平等與正義取向：反對特權、壓迫與差別待遇；尊重他人的基本價

值與尊嚴；重視公平、公正、合理的程序正義且公正客觀地對待他人；

認同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的精神；承認每個人政治、法律、經濟、社會

地位平等。 

（3）權利取向—瞭解自由權的意義與運用；瞭解受益權的意義與運用；

瞭解參政權的意義與運用；個人權益受損時，應主動提出申訴；發揮監

督及控制影響政府與官員的權利。 

（4）義務取向—體認與願意實踐法律義務（如：納稅、服兵役…等）；

遵守法律；體認與願意實踐參與義務；關心及參與公共事務；參加社團

活動；投票及參與政治的意願；具有責任感、合作、博愛之精神；具備

互助互賴的世界觀及世界公民的義務感。 

2、制度層面： 

對民主制度及運作程序的認同—認同與支持民主政治制度；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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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與福利制度；認同與支持決策透明化、理性溝通、和平漸進、

反對暴力等。 

（七）林慧玲在 2004 年的碩士論文〈2004 國民中學政治教育內容之

研究—以近十年（1996-2004）教科書為例〉中採用內容分析作為研究工

具，提出理想的政治教育在價值與態度方面的有： 

1、對民主的信守：關心並參與公共事務；理性批判的精神；多元價值；

平等正義；自由；服從多數尊重少數；負責任的態度。 

2、對政治權威的信守：遵守法律規則；覺知政府的正當權威、愛國心。 

 

（八）陳宛秀在 2005 年的碩士論文〈民主化下的臺灣公民課程民主政治

內涵之演變—國中階段公民類科教科書的探討〉採用內容分析作為研究

工具，有關民主政治內涵態度層面的有： 

1、對民主的信守：政治參與的意願；理性批判的精神；平等正義；多元

價值；自由的真義；服從多數尊重少數；負責任的態度。 

2、對政治權威的信守：守法的精神；尊重政府權威；愛國心（國家認同）。 

肆、小結 

政治教育所關心的是政治知識、政治態度與價值（特別是介入或參與的

政治態度取向）、政治技巧（特別是有效參與所需要的技巧），是想要訓練

公民擁有民主政治生活所需要的公民能力，而政治教育是民主政治有效實

施的關鍵，所以每一個國家在政治教育上均投注不少心力，本研究乃是將

民主政治意涵分為認知、技能與價值（態度）三個層面來探討我國高中最

新課程「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第三冊的民主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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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與高中 

「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暫綱之比較 

 

    本節主要是先簡介一下我國「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的課程標準」和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綱要」，尤其對「高中『公民與社會

科』九五暫綱」的命名、特色等作進一步的闡述，並配合研究者所做的訪談，

使我們更瞭解九五暫綱的全貌。最後針對兩者的目標、內容及核心能力作個

比較以便明瞭九五暫綱的特色及進步之處。 

 

壹、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 

   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為民國八十四年由教育部訂定公佈實

施，此項修訂工作始於民國八十二年十月，根據教育部總綱組所規劃之教學

時段與教學時數，並依循「民主化、適切性、連貫性、統整性及彈性化」原

則，展開修訂，為避免與高中新設之「現代社會」課程重疊，又期望與高三

「三民主義」課程銜接，課程架構因而做了調整：「第一冊：社會、文化；

第二冊：道德、法律；第三冊：政治、國際關係；第四冊：經濟、世界展望」

分別於高 2、高 3四個學期實施，不僅要培育學生公民素養，具備正確國家

意識，成為健全之現代公民，並將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理念融入，使

學生具備世界公民應有之態度和修養。（鄧毓浩，1995：80）本研究為配合

研究主題，僅列出第三冊之政治部分的課程標準： 

（一）政府體制 

（二）政治文化 

（三）政黨、壓力團體與民意 

（四）選舉 

（五）活動示例：1、模擬：政見發表會 2、討論會：如何改善選舉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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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兩岸關係演變概況 

（七）我國政治發展的過去與未來 

（八）活動示例：1、模擬：鄉鎮民代表會或縣市議會開會狀況 2、視聽教

學：觀賞有關我國政治建設成就的視聽媒體。 

貳、我國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綱要 

    我國教育部指出高級中等學校教育是奠定個人發展及國家人才培育的

重要階段。近年來台灣社會由於知識經濟的興起，網路社會的形成，以及全

球化、市場化的衝擊，都使得高級中等學校教育必須面對社會急遽變遷的挑

戰，無論在學校教育目標、功能或類型方面，都必須有所調整。近年來無論

是官方或民間都對中等教育階段產生的問題，紛紛提出新的變革，希望能在

學校轉型上走向多元（如普通高中、完全中學、綜合高中），以適應學生不

同的需求；在教育功能上則突破「升學預備」而同時強調「統整」

（integration）和「完成」（terminal）的適性教育。此外中等教育也必

須掌握教育機會均等的正義原則，因應城鄉均衡的需求，配合社區特性的發

展。然而學校類型的多樣化，功能的擴充以及社區化的發展下，若缺乏共同

的核心課程來加以統整，則會造成學校各行其事，差異過大，而學生則會因

課程過多分化（或分軌）造成學習的偏失或困難（如轉學），這對即將進入

成年世界的青少年而言，可能會失去社會共識凝聚及「公民素養」

（citizenship）的達成。最後由於九年一貫課程已經於九十學年度起開始

實施，為因應國中畢業生將來進入高級中學學校之後，課程上的銜接轉為順

暢，因此高級中學課程大綱的修訂乃勢在必行。
18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我國目

前的教育政策已從九年一貫逐漸走向十二年一貫，而高中階段的課程大綱修

                                                 
 
18 整理自教育部中教司網站。

（http://www.edu.tw/EDU_WEB/EDU_MGT/HIGH-SCHOOL/EDU2890001/i1301/course/update/inde
x.htm?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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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亦是源於此項教育改革政策，依照民國九十三年 8月 31 日公佈施行之普

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總綱規定，我國高中公民教育之科目名稱訂為「公

民與社會科」，課程暫行綱要已編訂完成，在民國 94 年教育部也已經發佈

命令：「修正『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依照暫行綱要所編輯之教科

用書，自中華民國九十五年 8月 1日起由一年級逐年實施。」 

一、「公民與社會科」名稱命名由來 

    為何當初在命名課程時，會命名為「公民與社會科」呢？筆者訪問了當

初九五暫綱編輯委員之一，以下是他所提出的說明19： 

 

其實一開始我們也討論這個問題討論了很久，到底是要走「公民教育」這條路還

是要走「公民與社會」這條路，但為何後來結果是走「公民與社會」這條路，是

因為擔心大家是否又淪為以前的記憶，認為它只不過是一種教條式的課程罷了!尤

其當初也還沒確定要納入大學指考，我們很擔心它會被打入冷宮或者是方便配課

的ㄧ門課而已。但我們都知道「公民教育」對ㄧ個國家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後來決定使用較全方位的名詞：「公民與社會」。一個國家的公民教育必

須包含知識、德行及實踐三大層面。我們的目標是：給予公民應具備的知識、現

實感及公民概念應包含的十個面向(心理、社會、文化、教育、道德、法律、政治、

國際關係、經濟和永續發展)。我們期待「公民與社會」是一個全方位且實用的ㄧ

門學科，而不只是單純的群性教育；我們更注重一個公民在社會中要如何去面對

及運作彼此的關係。為配合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以領域劃分之精神，採科目

減併之原則，將原高中之三民主義、公民、現代社會等科目及內容，統整合併為

「公民與社會」一科。 

 

                                                 
 
19 完整的訪問內容請見本文的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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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當初這門課是被賦予很強的期許在的，命名「公民

與社會」，就是希望可以給我們的下一代全方位的教育，讓他們學習到日後

在社會上，尤其是公民生活所需要的知識、技能，培養他們公民社會所需要

的價值觀，以幫助我們的民主社會可以永續經營。 

二、我國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綱要政治內容 

我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綱要的內容，單元一為：心裡、

社會與文化；單元二為：教育、道德與法律；單元三為：政府與民主政治；

單元四為：經濟與永續發展，因為本文研究的主題是民主意涵之分析，於是

為配合本文之研究內容，只列出我國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科」課程暫

行綱要中最有關係的單元三：「政府與民主政治」的內容，如下列表格 2-3-1

所示： 

 

表 2-3-1 我國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綱要之單元三：

「政府與民主政治」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一
、

＊

國
家

的

組

成

與

目
的 

1.國家的形成＊ 1-1 群居生活與政治組織 

1-2 現代國家的出現 

1-3 現代國家的特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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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2.國家的目的與功能＊ 2-1 國家存在的目的（維持安全與

秩序、增進公共利益、保障人

民基本權利、落實社會正義、

維護文化傳統與生態環境） 

2-2 國家、社會與市場的區別 

3.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

礎 

3-1 國家與人民的關係＊

3-2 正當性的概念 

3-3 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基礎 

4.國家的分類 4-1 國體與政體 

4-2 常見的國家分類方式 

1.民主政治的意義 1-1 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的分

野 

1-2 西方民主理論的演進 

2.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2-1 代議民主、責任政治、定期改

選、政黨競爭 

2-2 民主政治的價值與限制 

3.民主生活 3-1 民主的生活方式＊

3-2 從程序民主到實質民主＊

二
、

＊

民
主
政
治
與
公
民
德
行 

4.公民德行 4-1 公民身分與公民意識＊

4-2 現代公民應有的德行 

4 

三
、
政
府
的

組
織
、
功
能

與
權
限 

1.民主國家的政府體制

＊

1-1 總統制 

1-2 內閣制 

1-3 混合制（半總統制、雙首長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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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2.我國的中央政府體制

＊

2-1 五權憲法下的中央政府體制 

2-2 總統的職權及其與五院的關

係 

2-3 行政權與立法權的互動 

3.我國中央政府的功能

＊

3-1 萬能政府與有限政府概念的

比較 

3-2 我國憲法所規定的中央政府

功能 

3-3 政府改造與政府功能的再界

定 

4.地方政府的組織與功

能＊

4-1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 

4-2 地方政府的組織與權責 

4-3 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1.權責相符與效能政府

＊

1-1 責任政治的意義 

1-2 政府績效評估 

四
、

＊

政
府
運
作
的
基
本
原

則 

2.法治原則與依法行政 2-1 法治原則（rule of law） 

2-2 依法行政（rule by law） 

2-3 行政中立 

2 

五
、

＊

政
黨

政

治

與

選

舉
制
度 

1. 政黨政治＊ 1-1 政黨的意義與功能 

1-2 政黨制度的類型 

1-3 政黨單獨執政與聯合執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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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2.選舉制度＊ 2-1 選舉的意義與選舉權行使的

原則 

2-2 選舉制度的類型 

2-3 我國選舉制度分析 

3.選舉活動 3-1 競選活動的法律規範 

3-2 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因素 

3-3 如何改善我國的選舉文化 

4.公民投票 4-1 公民投票與民主政治 

4-2 公民投票的運作 

4-3 公民投票的優點與缺點 

1.我國的立國精神＊ 1-1 憲法的制定 

1-2 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

國＊

1-3 國家的認同 

2.我國憲法的修訂過程 2-1 歷次修憲的要點 

2-2 憲政變遷的意義 

3.我國的政治發展 3-1 政治發展的意義與指標 

3-2 從威權統治到自由民主 

3-3 我國政治發展的動力 

六
、
我
國
的
民
主
憲
政
發
展 

4.我國政治發展的意義 4-1 台灣民主化經驗的重要性 

4-2 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前景 

4 

七
、
兩

岸
關
係 

1.兩岸關係的演變 1-1 分治的歷史與現實 

1-2 目前兩岸關係的問題所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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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2.大陸的對台政策 2-1 中國大陸處理兩岸關係的原

則 

2-2 一國兩制等各項對台政策 

3.台灣的大陸政策 3-1 台灣處理兩岸關係的原則 

3-2 國統綱領等各項大陸政策 

4.兩岸互動與未來展望 4-1 兩岸各自的政治社會經濟轉

型 

4-2 國際政治的影響 

4-3 兩岸各項交流的現況與展望 

1.國際政治的基本認識 1-1 當前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 

1-2 爭取國際地位的重要性 

1-3 參與國際組織的重要性 

2.我國參與國際社會的

努力 

2-1 我國重返聯合國的努力 

2-2 我國參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努

力 

3.我國的外交現況 3-1 正式外交與務實外交 

3-2 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 

3-3 城市外交、國民外交 

八
、
我
國
外
交
政
策 

4.如何突破外交困境 4-1 外交困境的現狀與原因 

4-2 突破外交困境的作法與實際

成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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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參考

節數

活動示例： 

1.模擬：政見發表會、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會

活動、國內外交流活動參與。 

2.視聽教學：選擇有關國內外民主運動報導的視聽教材，

進行收視教學。 

註：＊此標記表示教師可依據教學內容及研習主題，斟酌教學的實際狀況及需

要，彈性靈活地設計實施（六節）多樣性的各種公民活動課程。 

 

 

 

參、我國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與高中「公民與社會科」

九五課程暫行綱要兩者之比較 

我們將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與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

課程暫行綱要兩者作幾方面比較：在目標上、在核心能力、在內容上的比較，

找出九五暫綱的特色。 

 

一、在目標上的比較 

  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與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

綱要在目標上有何差別呢？如表 2-3-2 所示： 

 62



 表 2-3-2 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與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

課程暫行綱要在目標上之比較 

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

標準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

行綱要 

一、增進現代公民應具備有關社

會、文化、法律、政治與經濟

的知識和能力。 

二、發展道德判斷知能，陶冶健全

品格。 

三、建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

世界觀。 

一、充實了解現代社會現象的公民

知識和現實感。 

二、培養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公民

德行和關懷心。 

三、增進現代社會生活的公民參與

能力和未來觀。 

    從表 2-3-2 看，我們可以知道兩者主要的目標是沒有改變的，就是希

望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具有適應現代社會的各種能力（包括知識、技能及價值

觀），但在九五暫綱部分是較強調「適應性」及「現實性」部分，尤其結合

「公民與社會科」的命名，因此在目標上，我們都可以清楚看到「現代社會」

四個字，也是配合當初將科目名稱訂為「公民與社會科」的背景因素。 

以下研究者節錄一小段訪談內容作為說明： 

 

我國八十四年所公布的高級中學公民課程教學目標主要在於培養學生公民素養，

使其具有國家意識，成為健全的現代公民。而在九五暫時課綱中，「公民與社會」

課程的教學目標，則強調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現代生活應有的公民素質，使其成為

健全的現代公民。民國八十四年修訂的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之目標是以「發展青年

身心」，並為「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而在九五暫綱中，

則是以「繼續實施普通教育、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生涯發展、奠定研究學術及學

 63



習專門知能之基礎」為目的，教育目標已由過去的「人才預備」或「英才教育」

轉變為「普通教育」。 

 

二、在核心能力上的比較 

兩者在「核心能力」的比較，如表 2-3-3 所列： 

 

表 2-3-3 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與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

課程暫行綱要在核心能力上之比較 

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

標準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綱

要 

（無） 一、認識心理、社會、文化、教育、倫

理、法律、政治、經濟以及環境等

社會科學領域相關的基本知識。 

二、培養對於個人、人際、社區、制度、

國家以及全球等現代社會範疇互

動應具有的公民素養。 

三、增進對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會、

人與國家、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世界

等相關問題的解決能力。 

四、培養對自我的肯定、對鄉土的關

懷、對國家的認同並具有地球村的

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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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立正確的生命觀、人生觀、道德

觀、價值觀、國際觀和永續發展的

理念。 

 

以前的課程標準並未詳細列出希望培養學生的核心能力為何；但在九

五暫綱部分，卻明白地列出希望培養學生的核心能力是什麼，而且核心能力

的發展，不管是在知識、公民素養、價值觀及解決問題的能力，均是從個人

（小我）出發，進而延伸進入家庭、社區、社會、國家，甚至全世界等（大

我）層面，強調「自己」和「人我關係」的建立，不僅是全方位，更是符合

我國教育傳統上的進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誠如訪談內容中編輯委員的陳述，他們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及訓練學生的

核心能力為何， 

以下是訪談內容的節錄： 

訪談A～ 

以往的課程由於「學科本位主義」的觀念作祟，以致於學生學到的都是零碎的、

較低層的記憶性知識。為落實課程的統整和均衡，將「課程標準」改為「課程綱

要」，其研訂是以「人」為中心，列出新世紀公民所需具備的「基本能力」，作為

發展學科課程的依據。因此，「課程綱要」與現行的「課程標準」在內涵上有很大

的不同，同時強調學校和教師應享有課程決定空間。大家可以看的出來以前的教

學目標偏向進入大學後所需具備的公民知識；但現在我們認為不管學生是否進入

大學，也不管他進入工科、文學院、商學院或法學院….等，他都須具備進入社會

中所需公民基本能力，重視ㄧ個公民與社會的關係，ㄧ進入社會即可運用，其中

包含德行、關懷社會及未來觀的能力。故新課程的教學目標強調應同時著重公民

知識、 公民德行、公民能力等，所以教學內容除學科知識外，亦應著重道德價值

的釐清和行動參與管道的解說，強調透過活動達到道德價值的釐清。同時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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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綱也遵守兩大原則：一個原則是「加強通識教育，順應大學延後分化趨勢，採

高ㄧ、高二課程不分化原則」；ㄧ為「配合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以領域劃分之

精神，採科目減併之原則」。 

訪談 B～ 

其實當初也沒有設定一定就是得延續國中的教材內容，只是很單純地在設想說如

何建構出一個公民社會？尤其對高中階段的孩子更是重要，因為他們一畢業就是

邁向「社會」、邁向「公民」的角色，所以我們想提供給學生：一個公民社會的好

公民必須具備何種能力、何種知識背景？因為這影響到學生將來在社會中的各項

行為，故在教材設計上，我們是以「生活」層面著手，比如說「法律」不要就只

是法條上所認識的法律，而是希望學生真的知道如何去使用「法律」這個概念，

意即貼近學生的生活，因此我們是有很強的「實用主義」味道在。然後像「經濟」

方面，當然也希望學生在實際生活上就可以運用相關的經濟概念；學生有這些實

質知識背景在，比如說在法律方面，就可以避免自己觸法還不自知。 

三、教材綱要內容上的比較 

    兩者內容上的比較，因為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民主意涵這部分，所以兩者

均取其與「政治」相關的部分：在民國八十四年課程標準的教材綱目，第一

冊是：社會、文化；第二冊是：道德、法律；第三冊是：政治、國際關係；

第四冊是：經濟、世界展望，於是在民國八十四年課程標準部分選取了教材

綱目中的第三冊的部分：「政治、國際關係」；我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

九五課程暫行綱要的內容，單元一為：心裡、社會與文化；單元二為：教育、

道德與法律；單元三為：政府與民主政治；單元四為：經濟與永續發展，而

在九五暫綱部分則是擷取「單元三：『政府與民主政治』」的部分，如表

2-3-4 所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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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與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

課程暫行綱要在政治方面教材綱要的內容比較 

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

準 
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綱要 

教材綱目 單

元

主題 主要內容 

  1.國家的組成與目

的 

1.國家的形成 

2.國家的目的與功能 

3.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 

4.國家的分類 

2.政治文化 2.民主政治與公民

德性 

1.民主政治的意義 

2.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 

3.民主生活 

4.公民德性 

3.政黨、壓力團體與民意 

4.選舉 

5.政黨政治與選舉

制度 

1.政黨政治 

2.選舉制度 

3.選舉活動 

4.公民投票 

  4.政府運作的基本

原則 

1.權責相符與效能政府 

2.法治原則與依法行政 

政治 

6.兩岸關係演變概況 

政

府

與

民

主

政

治

7.兩岸關係 1.兩岸關係的演變 

2.大陸的對台政策 

3.台灣的大陸政策 

4.兩岸互動與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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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國政治發展的過去與未

來 

6.我國的民主憲政

發展 

1.我國的立國精神 

2.我國憲法的修訂過程 

3.我國的政治發展 

4.我國政治發展的意義 

 1.政治體制 3.政府的組織、功能

與權限 

1.民主國家的政府體制 

2.我國的中央政府體制 

3.我國中央政府的功能 

4.地方政府的組織與功能 

  

國際

關係 

1.認識國際社會 

2.我國的外交現況 

3.增進我國的國際地位 

8.我國外交政策 

  

  

1.國際政治的基本認識 

2.我國參與國際社會的努力 

3.我國的外交現況 

4.如何突破外交困境  

上 列 表 格 資 料 參 閱 自 ：（ 公 民 社 會 學 科 中 心 ： 國 立 台 南 第 一 高 級 中 學

http://www.tnfsh.tn.edu.tw/course/84 與 95%20 比較.htm） 

    

   藉由以上兩者內容的比較，我們可以找到九五暫綱的幾項特色，列點

如下： 

（一）九五暫綱增加了「說明細項」 

從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民國八十四年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只有「教

材剛目」；而「高中『公民與社會科』九五課程暫行綱要」則多了「主要內

容」及「說明細項」部分，並且以條列式方式指出，在教學目標及教學主題

上是較為仔細的。至於在九五暫綱部分，為何後來會多「說明細項」這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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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我們可以參照訪談A的內容來進一步說明： 

 

九五暫綱的特色之一是明確標示各課課程內容範圍，並且加以說明：原來舊課程

中只將主題範圍標出各課之標題，並無明確的內容及說明。但暫綱中則明確標示

出各課課程內容範圍，且加以說明。但受訪者表示：其實原本在設計這樣的說明

時原意是希望老師或課本撰寫人員更明白該單元要傳達給學生的知能為何，且運

用「衝突論」去強調訓練學生之「思辨能力」，亦即是希望教科書出版商能有更大

範圍去發揮自家之創意，但現今多家教科書編寫者卻認為這是通過教科書審查的

標準，認為一定要配合說明去編寫教科書，反而狹隘了原本要社會多元化、教育

自由化的美意，有點可惜，希望日後有更大之進步空間。 

原來當初編輯的原因是希望能更進一步去澄清「主要內容」所要傳達的民

主意涵為何，而且希望訓練學生思辨的能力，將「主要內容」中有待澄清

的問題試圖可以提供學生去思考，這也是一種價值澄清的訓練。 

（二）九五暫綱改變或增加的內容 

1、增加「國家的組成與目的」及「政府運作的基本原則」 

九五暫綱多了「國家」這個主題，這是一個新的理念，內容包括國家的

形成、目的與功能；國家的分類；以及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概念，也談到了國

家認同這個心理層面，在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也談到了這個部分： 

 

有一點可以提出來說的就是，當初我們在訂定課綱時，曾經針對幾個議題有過很

大的爭議及討論，其中之一就是國家的主權及認定問題，本來希望明確可以說明

臺灣這個國家的主權認定問題，但就是有些公民教師在公聽會上表示這個議題涉

及的層面較為敏感，很難在課堂上做一個明確的詮釋，所以後來就修正為只在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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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上做探討，後來國家認同的焦點就逐漸轉為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上來談，成

為認同這個政府的運作。 

    另外，也增加了政府運作的基本原則，強調「責任政治」、「法治原則」

及「依法行政」的概念，強調「rule of law 」和「rule by law」的區別，

這同時也是民主政治在運作時很需要的意涵，人民需要政府來執行「政治生

活」的大部分，但授權者是人民，所以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且依法行政，

有法律作為保護，人民的基本權利才不會被犧牲或忽略。 

 

2、將「政治文化」修改為「民主政治與公民德行」 

九五暫綱特別凸顯「民主政治」這個概念，包括「民主政治的意義」、「民

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並希望學生去思索「民主政治的價值與限制」，又再次

印證 95 暫綱是著重訓練學生的「思考批判能力」。關於這個部分，在訪談時

也有談論到： 

 

舊教材是談「政治文化」，而新課綱覺得還不夠，應該要去談「民主政治的意義」

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講「民主生活」及「公民德行」，尤其兩者之間的關

係，民主政治運作是需要人民的配合，「民主素養」是需要去學習去教育的，尤其

人民必須知道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民主，如此才能走到大家所希望的那個民主的

道路上。每一種民主政治都有它的優缺點，重點是你們這個社會需要哪一種民主，

就要朝那個方向前進。 

     

3、在「政治體制」部分增加為「政府的組織、功能與權限」 

在政府部分，除了談到體制外，還增加「功能面」及「權限」，學生可

以去思考政府效能及權限的相關議題，注重的是在「政府的發展」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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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人民可以去選擇或表達他們希望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以下為這部分的訪談內容： 

還有就是「政府的組織及權限」部分，舊教材強調政府組織有什麼以及政府如何

運作等，但在新課綱中加入較多「思辨」過程，就是探討政府的「權責相符」及

「效能」部分，到底是要「有限政府」還是「萬能政府」，人民可以去抉擇，所以

注重的是政府的發展，也才會發展出「政府再造」這樣的主題。 

4、 在「政治運作」部分增加「公民投票」 

    政治運作部分除了舊教材會談論到的政黨、民意及選舉外，比較不一

樣的是將「公民投票」納入課綱中，這是因為「公民投票」對現代民主政

治而言屬於較新的議題，而且臺灣也在前幾年訂定了「公民投票法」，因

此，有必要將「公民投票」的相關概念傳遞給學生，並進一步希望學生去

思考公民投票的優缺點為何，讓學生知道人民擁有主權，但仍應該在一定

的規範、理智下進行。另外，在「選舉」這個議題也著墨不少，如：「選

舉活動」、「選舉制度」、「選舉文化」…等，應該是國內的選舉活動往往興

起許多社會波瀾，所以才會希望多讓學生明白一些體制層面進而去思考如

何提升選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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