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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一、 研究動機 

教育部委託台灣歷史學會所做「教科書不當用詞檢核」報告最近出爐，提

出修改五千個不適合用詞，外界認為這是「教科書去中國化」。教育部今

天表示，研究結果提供教科書出版社、編纂者未來編輯時參考，統一國家

認同相關用詞，才方便學生精準學習。台灣歷史學會所做的「教科書不當

用詞檢核」計畫報告，總共建議修正五千個中小學教科書中的不適合用

詞，像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應改為「孫中山先生」，「海峽兩岸」應改為

「兩國」，「國劇」改為「中國京劇」，「古人」改為「中國古人」等。 

—中央社 2007/07/21 

 
教育部檢討教科書不當用詞，引發藍營質疑「去中國化」，國民黨更揚言

要串連執政縣市編教科書反制，民進黨主席游錫堃抨擊，這凸顯國民黨的

戒嚴史觀，這是早年的黨化教育，也是大中國的教育意識形態。 

—自由時報 2007/07/23 

 

2007年7月，教育部發表針對時下中小學教科書所進行的不適當用詞檢核報

告，試圖釐清教科書中關於國家認同的相關用詞，作為出版社編輯教科書時的參

考依據，但卻引發在野黨國民黨的不滿，認為這是教科書去中國化的政策，而揚

言要結合十八個執政縣市，另行編輯及採用一套「合乎中華民國憲法、合乎中華

民國體制」的教科書。1就這個事件來看，我們可以發現無論是現在或過去執政

的民進黨和國民黨，都相當重視教科書的詮釋權，因為掌握「教科書」的論述內

容，就在某種程度上掌握了形塑意識型態和國族建構的權力；此外，如果民進黨

政府此舉被解讀為教科書「去中國化」，那麼即表示過去曾經有過教科書「中國

                                                   
1 《聯合報》，2007年7月22日，A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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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過程，教科書的「中國化」發生在戰後國民黨政府時期，本論文即以國民

黨威權統治時期以學校教科書進行「中國化」教育為探討核心，檢視戰後台灣國

民黨政權在教科書中的國族建構內容。 

近現代國家常在教育層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家政府通常相當注重國民教

育，一方面因為近現代的民族國家為了涵養國民性或培養健全的公民而介入教

育、以教育作為強化國家體質的手段；另一方面，因為近代的人權觀念—人民受

教權的保障，而使得國家必須保障國民的受教權，發展普及的國民教育體制。2國

家機關介入教育跟近代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發展潮流息息相關，現代世界的每

個國家都有其民族主義（nationalism），這種對國族（nation）的認同似乎是現

代國家不可或缺的精神，因此國家機關經常透過教育凝塑人民對民族／國家的認

同。一般通說，民族國家是近二個世紀來才有的產物， 3西方學者Benedict 

Anderson認為民族主義為現代建構的認同形式，且深刻地改變了人類意識；4另

一位著名的民族主義研究學者Ernest Gellner也認為民族主義是現代建構的產

物，同時也是現代國家依恃的統治正當性基礎之一。5近代教育體制由國家主導、

掌控，其淵源與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發展有密切的配合關係，而在戰後台灣學

校教育的內涵中，國家如何建構人民的國族認同、如何形塑國家機器的統治正當

性，是筆者欲探究的研究主題。 

近現代國家以教育作為塑造國族認同的手段之一，為普世常見的情況，台灣

的近代教育體制肇始於日治時期，由國家所主導的國民教育也始於這個階段，戰

後台灣由中華民國接收後展開另一階段的教育體制，雖然在教育制度上有所差

異，但兩者都是由國家機器強力掌控教育。而中華民國政府在接收台灣後的首要

目標在於去日本化、行中國化，主要手段之一便是透過教育來實施，戰後台灣在

                                                   
2 薛化元，〈戰後國家教育權發展的考察—「教育基本法」爭議的歷史思考〉，《現代學術研究》

第7期（1995.12），頁20。 
3 民族主義的起源，一般認為是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崙征服歐洲之後，在19世紀中葉引起法國、

義大利、德國等第一批歐洲民族國家成立，一次大戰後形成的德、義、日等法西斯國家和民

族自決風潮下的新興民族國家，二次大戰後亞、非等殖民地爭取獨立建國，到90年代蘇聯解

體後境內民族紛紛爭取獨立；民族主義、民族自決、民族國家似乎成為緊緊相扣的環節，在

近二個世紀之中，尤其是二十世紀，形成世界上諸多新國家建立的基礎與模式。 
4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台北：時報出版，

1999），吳叡人導讀xi。 
5 Ernest Gellner著，李金梅譯，《國族主義》（台北：聯經出版，2001），蔡英文導讀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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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體制的威權統治下，教育的特色包含黨化教育、軍國民教育與民族精神教

育，6也就是學校教育的功能不只是傳遞知識與社會文化，更與國家機器的統治

結合，用以塑造民族意識、凝聚對國家機器統治正當性的認同。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在1992年所做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調查發

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占45.4%，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占26.2%，所

以廣義上來看，具有中國人認同的共占有71.6%強；7筆者認為此份九０年代初期

的調查資料所顯示中國人認同比率之高，與其調查對象大部分屬於戰後成長世

代，歷經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在「中國化」教育體制下成長的因素有關。另外，

蕭阿勤的研究亦指出七０年代部分的黨外人士其實是屬於「在戰後受國民黨體制

教育，嫻熟於中國民族主義歷史敘事」8的世代，因此有的黨外人士亦展現出某種

程度的中國國族認同感，「他們對中國民族主義歷史敘事的內化，顯示國民黨統

治與教育體制在教化戰後世代的成功」，9由蕭氏的研究可以發現戰後台灣在經過

國民黨長達數十年的中國化教育後，對台灣人的國族認同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現今台灣社會的國族認同紛亂現象，若欲尋求其歷史根源，則與學校教育脫

離不了干係。官方的國族建構通常是透過學校教育、傳播媒體、社會教育等途徑，

此外，個人的認同意識可能來自於家庭、學校或社會的經歷與經驗，無論是官方

意圖建構意識型態的方式或個人認同經驗的來源，「學校」都是重要的環節之一，

因此本論文以學校教育為探討主題，並以國民教育階段為中心，因為國民教育為

義務教育階段，戰後台灣的國民教育就學率相當高，國民教育可以說是台灣人民

的普遍共同經驗，而國民教育的教育內容通常對成長階段中的兒童具有相當的影

響力，因此筆者以國中小學校教育內容的重心—教科書作為分析的對象，嘗試釐

清戰後台灣人民在國民黨統治下所受的國民教育，其教科書內容如何灌輸官方意

識型態和國族認同？在具體層面上，如何塑造民族意識？而塑造過程是否具有正

                                                   
6 參考薛化元，〈戰後台灣教育制度中國家權力問題的歷史探討〉，收入《台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2000），頁393-407。 
7 參考國立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站資料「台灣民眾 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析」，網址：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TaiwanChineseID.htm（2007.9.10瀏覽）。 
8 蕭阿勤，〈世代認同與歷史敘事：台灣1970年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9期

（2005.6），頁1-58。 
9 蕭阿勤，〈認同、敘事與行動：台灣1970年代黨外的歷史建構〉，《台灣社會學》第5期（2003.6），

頁19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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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在時代變遷之下，不同的歷史時空背景，是否也使得國族認同教育的內涵

與結果產生質變？ 

每個人從小到大的求學經驗中，概認為學校是學習知識、技能、文化價值的

場所，鮮少反思學校與社會、國家的關係，學校知識與文化霸權、國家權力如何

互動，學校教育的內容反映出怎樣的意識型態（尤其是官方認可的意識型態），

以及它如何被傳遞。10學校教育透過有形無形的方式形塑人們的認同意識，學童

在自己未能知覺的過程中被灌輸了一套社會價值、形塑了一種民族認同，筆者希

望透過此研究主題能夠更加釐清戰後台灣教育史的歷史脈絡，期望能有助於了解

和反思台灣社會的現況及未來的教育改革。 

 

二、 研究回顧 

由於筆者的研究主題關注國家認同與國族建構的問題，因此有關國家認同的

研究成果對筆者而言具有諸多參考價值。目前關於台灣國家認同之研究成果非常

豐富，陳翠蓮在〈台灣的國家認同研究近況〉11一文中，回顧90年代以來台灣學

界關於國家認同之研究，將台灣的國家認同研究分為七大類：二二八事件與台灣

民族主義論述、1920年代台灣國家認同問題、1980年代以來的台灣民族主義、國

家認同問題的實證研究、國家認同問題的政治哲學研究、後殖民與後國家論述、

全球化與民族主義。台灣國家認同的研究論述有上述種種不同的取向，這顯示了

國家認同議題在台灣的蓬勃發展。 

另外，近年來有關國家認同教育的學位論文相當多，它們大多以政治意識型

態、政治社會化或國家認同作為研究主題，大部分研究都採用單一學科教科書內

容作為分析對象，社會科和國文科尤其成為研究焦點，12主要原因應是這些科目

                                                   
10 參考卯靜儒，〈個人的/政治的：艾波的權力、知識與教育〉，收入蘇峰山編，《意識、權力與教

育—教育社會學理論論文集》（嘉義：南華大學教社所，2002），頁77-115。 
11 陳翠蓮，〈台灣的國家認同研究近況〉，《國史館館刊》第33期（2002.12），頁10-17。 
12 與國家認同教育相關的學位論文，如：劉定霖，〈政治意識形態與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教

材之研究〉（台北：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所碩士論文，1989），以國中1988年版本之「公民與道

德」教材為分析對象，探討意識型態與課程之關係；謝銘賢，〈國中公民與道德教科書之政治

社會化內容分析〉（台東：台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所碩士論文，1998）以「政治社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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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能夠顯現官方對政治意識型態的形塑內容與方式。張期玲的〈國家認同的塑

造：以國中的歷史教科書為焦點（1950-2000）〉13認為台灣族群權力的消長影響

著國家集體記憶和國家認同的變化，作者使用集體記憶、民族主義、政治社會化

等理論分析解嚴前後的國中歷史教科書，發現解嚴前的教科書以中國認同為主，

解嚴後的教科書則綜合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而教科書內容的變遷反映了本省人

與外省人權力互動關係，張氏認為此乃因為解嚴後本省人的政治權力逐漸提高，

使得本省人的台灣民族主義逐漸能與外省人的中國民族主義競爭的緣故。筆者認

為以本省人或外省人之省籍族群區分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似乎是過於簡化之劃

分，因為台灣之國家認同現狀頗為複雜分化，難以單就族群來作區別；而張氏的

論文一方面認為歷史教科書為表現官方意識型態及塑造國家認同之工具，一方面

又主張不同族群有不同的集體記憶與國家認同，這兩者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無法

看到國家教育對國家認同是否造成影響，固然政治、社會權力的消長會影響建構

國家集體記憶的權力，但是解嚴前在同一的國家認同教育之下，本省人是否因其

族群仍「自然而然地」屬於台灣民族主義而未受中國民族主義教育之影響是筆者

認為值得商榷之處。 

張榕庭的〈戰後台灣民族精神教育之研究1951-1996〉，14其論文架構採用分

時期的方式，依序論述各時期的政經社會背景、民族精神教育的相關論述、相關

政令、在國小的實施狀況以及呈現的趨勢。此篇論文一方面分析民族精神教育政

策的時代背景，一方面也著重民族精神教育之實踐細節，申引諸多《臺灣教育》

                                                                                                                                                     
典則」、「權威當局」、「政策傾向」為分析主題探討1968-1989年之間各版公民課本；尤玉文，

〈台灣國小教科書中國家認同概念之演變─以1949年後之社會與音樂教科書為例〉（新竹：新

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所碩士論文，2001），比較戰後台灣不同時期各版本國小社會、音樂教科

書中，所敘述的國家概念、國家認同論述及國家議題等概念；胡育仁，〈國小社會科教科書本

土化之分析研究〉（台北：國立台北師範學院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9），旨在探討

1975、1989、1993年版國小社會科教科書本土化過程中，如何處理國家認同、族群關係及本

土文化的問題；李麗卿，〈國中國文教科書之政治社會化內容分析〉（台北：台灣師範大學教

育所碩士論文，1989）以政治社會化為分析主題探討實施九年國教後1968-1983年各版本國中

國文科教科書的內容；陳貞臻，〈我國小學國語科課程標準之演變及其內涵分析(1902-1993) 〉
（台北：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所碩士論文，1998）則探討國小國語科課程標準的歷次變革，但

並未針對教科書進行分析。 
13 張期玲，〈國家認同的塑造：以國中的歷史教科書為焦點（1950-2000）〉（台北：淡江大學公行

所碩士論文，2003）。 
14 張榕庭，〈戰後台灣民族精神教育之研究1951-1996〉（台北：淡江大學歷史所碩士論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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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訓育研究》兩本雜誌之文章來描述各時期對民族精神教育的相關論述與國小

裡的教學活動實況。張榕庭的研究和筆者欲研究的主題極為相關，但是張氏著重

民族精神教育政策與政治社會的互動及實施實況，筆者則著重民族精神教育與國

族建構、民族意識之實質內容，而張氏所作在國小階段民族精神教育實施之細節

對筆者來說可謂有相當助益。 

戰後台灣的國族認同與「中國化」脫離不了關係，關於「中國化」的議題目

前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

（1945-1947）》15一書對戰後初期的中國化政策有詳細的剖析，分別敘述行政長

官公署透過國語推行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台灣省編譯館以及台灣文化協進會推

行中國化的工作，再現了行政長官公署時期的文化重建過程，也探討台灣知識份

子在從日本殖民解放之後，如何摸索台灣文化出路的議題；黃氏的研究指出戰後

初期的國語運動與學校教科書的編輯為將台灣「中國化」、台灣人「中國人化」

的重要措施，對筆者的論文有相當的參考價值。楊聰榮，〈從民族國家的模式看

戰後台灣的中國化〉16一文將戰後台灣的中國化分為三個時期：1945-1949年主要

是透過語言、教育和符號進行去日本化、達成中國化；1949-1979年以中華文化

復興運動為例，指出此時期的中國化政策不僅要使台灣更像中國，更重要的是要

使台灣代表中國，國民黨政權以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國及中國正統的代表與象

徵；1979-1990年代以文建會的成立及其文化政策顯示此時期的中國化政策是把

本土文化加以收編，台灣的本土文化由原本的民俗改被稱為「民族藝術」而收編

到國家文化（中華文化）的體系。黃英哲和楊聰榮的研究皆針對戰後台灣的文化

建構，指出戰後台灣所謂的中國文化乃國家機器所建構出來的，「中國化」與「中

華文化」和中華民國的國族意識緊緊相連，是國民黨政權塑造出來的國家文化。

教育作為文化建構之一環，在黃氏和楊氏的論述中皆有部分提及，筆者則希望能

更深入探究「中國化」教育的實質內涵。 

                                                   
15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北：麥田，2007）。

本書的藍本是作者1995年在日本立命館大學的博士論文，1999年經過修改後以《台灣文化再

構築1945-1947の光と影：魯迅思想受容の行方》在日本出版，2007年又增加兩個章節在台灣

出版中文版。 
16 楊聰榮，〈從民族國家的模式看戰後台灣的中國化〉，《台灣文藝》，第138期（1993.8），頁77-113。

本文可視為作者碩士論文〈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台灣的中國化〉（新竹，清華大學社會

人類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2）的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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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憲峻的〈二次世界戰後初期臺灣之中國化教育—以初等教育為例〉，17以

1945-1949年國府對台灣實施的「中國化」教育為主軸，探討內容包括教育政策、

教育行政、課程教材以及師資，尤其對戰後初期台灣學制的改變有梗概的敘述。

胡涵茹的〈台灣戰後初期的中學教育（1945-1952）〉18敘述戰後台灣中學教育去

日本化、確立中國化的過程。因筆者欲研究的範圍為1949年政府遷台之後的教育

情形，葉憲峻和胡涵茹的研究正可補足戰後初期的部分，作為筆者進行研究的先

備基礎。 

本論文以教科書為研究對象，因此需先瞭解台灣教科書研究之概況。關於近

二十年來教科書研究的趨向，藍順德19以「中小學教科書研究」為範圍，搜尋出

1984-2003年間之相關學位論文共272篇，作者將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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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大類，內容分析研究係指對教科書的文

本內涵進行分析，發展過程研究係指對教科書的生產、發行、使用歷程進行研究；

藍順德發現台灣的教科書研究有逐年增加的趨勢，1983年之前只有3篇有關中小

學教科書的學位論文，1984-1993年之間僅有37篇論文，1994-1998年有46篇，

1999-2003年有189篇，顯示近幾年教科書研究數量激增。272篇學位論文中，教

科書內容分析研究占總數六成以上，尤其以分析教材內容（占內容分析研究半數

以上）和政治意識型態者（占內容分析研究五分之一）最多；教科書發展過程研

究占總數不到四成，這類研究包含教科書政策、編輯、審查、選用、使用、評鑑

等類型，是在90年代以來才逐漸出現，尤其是近幾年此類研究論文大量增加，這

應與教科書開放政策有直接關係。由藍氏的研究得知，近二十年台灣的教科書研

究中討論政治意識型態的學位論文共有34篇，以教育階段分的話，大部分屬於國

中小階段，其中研究國小教科書的有11篇，國中有13篇，中小學合併研究有3篇；

以學科領域分的話，以社會學科18篇為最多，語文學科6篇為次多；以研究內容

                                                   
17 葉憲峻，〈二次世界戰後初期臺灣之中國化教育—以初等教育為例〉（台北：台灣師範大學教育

所碩士論文，1993）。 
18 胡涵茹，〈台灣戰後初期的中學教育（1945-1952）〉（新竹：清華大學歷史所碩士論文，2005）。 
19 參考藍順德，〈國內教科書研究之分析〉，《教科書政策與制度》（台北：五南，2006），頁183-221。

藍順德此篇文章只針對碩博士論文作分析，另有一篇周珮儀的研究，分析資料包括碩博士論

文、期刊學報和國科會研究，其研究結果和藍順德的分析結果相似，兩人都提出近幾年來碩

博士論文教科書研究的大幅增加的現象；可參考周珮儀，〈我國教科書研究的分析：

1979-2004〉，《課程與教學季刊》，第8卷第4期（2005.10），頁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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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話，教科書政治意識型態研究大多以單一學科進行分析，較缺乏跨越多學

科及長時段的分析，因此，有關國民教育階段（包括國小、國中）跨社會與語文

學科的通盤性研究仍顯不足，所以本論文嘗試全面檢視國中小國語文和社會類科

目教科書，綜觀戒嚴時期台灣教科書關於國族建構內容在縱向的時間變化和橫向

的科目比較。 

歐用生的〈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20以教育社會學的潛在

課程理論分析1952-1975年各版本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他對教科書的分析方法既

採用內容分析法的量化分析，亦以「質的研究方法」探討教科書內容，兼顧質化

與量化分析之長處，以「日常生活、歷史、地理、政治領袖、思想教育、政府措

施、學術文化、道德規範、自然科學、社會組織、社會問題和其他」等十二大主

題對國小社會科各版本教科書進行內容分析，並歸納出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主要包

含六種意識型態：傳統導向、反共第一、國家至上、領袖崇拜、漢族中心和男性

獨尊。歐氏發現國小社會科教科書的內容深受政治環境的影響，學校知識主要是

由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和漢族的男性建構而成，因此政治意識型態、種族意識型態

和性別意識型態的色彩特別濃厚。歐用生的研究兼顧影響社會科課程的外部社會

環境因素與教科書內容分析，特別點出台灣政治環境、國家機關與教科書的緊密

互動，其研究方法對筆者頗有啟發，不過歐氏對於國小社會科教科書意識型態的

探討是全面性的，並非特定針對國族建構或政治意識型態灌輸之層面，這一點是

筆者可再著力之處，期能再深入探究。 

許毓峰《解嚴前後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中的台灣圖像》21，以台灣解嚴前後的

外在環境、教育權理論和課程理論檢視1975年和1993年兩個版本之國小社會科教

科書中的台灣意涵，作者意圖探討「台灣」在社會科教科書中所占的比重、呈現

出何種台灣圖像及其定位，其研究結果發現課程標準、編寫者的背景與外在環境

的變化是影響教科書中台灣圖像的重要因素，解嚴前後國小教科書雖由國編本改

為審定本，不過教科書中的「台灣」並未因為解嚴或教科書開放政策而有較清楚

的論述，雖然「台灣」自我定位的比例提高了，但是台灣歷史知識占整體社會科

                                                   
20 歐用生，〈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台北：台灣師範大學教育所博士論文，

1990）。 
21 許毓峰，《解嚴前後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中的臺灣圖像》（台北：稻鄉，2007）。本書改編自作者

2004年於國北師社教所之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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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的比例卻下降，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過去「中國化」、「大中國」教育的影響

力在解嚴後仍未立即消失，所以1993年版由民間出版的審定本教科書並未獲致應

得的「台灣化」。以研究時間斷限來看，許毓峰的研究剛好接續了歐用生對國小

社會科教科書的分析，許氏比較解嚴前後的教科書版本，發現即使在解嚴後改版

的教科書中，「中國化」仍維持相當的穩固基盤，難以在一時之間改變，這也更

顯現出國民黨政府的「中國化」教育影響之深之遠。許氏的研究專注於「台灣圖

像」與「台灣定位」，筆者的切入點則在於「中國化」教育與「中華民國的國族

建構」，希望可以補足戰後台灣教育發展的完整面向。 

80年代後期、90年代初期，解嚴後的台灣正處於民主化過程，台灣的學界開

始對威權時期的教育體制與教育內容提出批判與省思，產生諸多相關的論著。石

計生等所著的《意識型態與台灣教科書》22一書針對教科書制度、生產與流通過

程、教科書內容的意識型態進行分析，此書針對七十九學年度國小、國中、高中

的人文社會學科教科書作文本分析，歸類出教科書中的七類意識型態，包括：人

物褒貶、兩性關係、國家觀念、階級意識、族群問題、文化價值和台灣意識等，

而這些意識型態幾乎都趨歸於有利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方向；該研究指出雖然當權

者以意識型態影響教育的情況在所難免，但是教育內容應合乎生活世界中人民的

需要，而國民黨所建構的意識型態與國家認同並不符合台灣社會之實然及需求。

由吳密察、江文瑜所編的《體檢國小教科書》，23檢視1992年台灣國小使用的教科

書（包括國語、生活與倫理與社會科），發現這些科目的共同點是皆以政治意識

型態掛帥，目的在於培養國民黨所建構的國家認同；本書的作者群為台灣教授協

會之成員，其檢視教科書的目的不只是剖析教科書中一些錯誤的知識或不利教學

之處，更在呼籲教科書不應成為當權者傳播其統治意識型態的工具，可視為解嚴

後民間團體對改革教育內容的一種看法。羊憶蓉的《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

24，分析50-80年代國中小的國文科與公民科教科書，發現教科書中充滿政治主

題，而且大多以效忠國家和領袖為主，教科書的內容傳統取向強烈，以維護傳統

文化為重心，這樣的教科書特色一直到1980年代才逐漸產生變化。 

                                                   
22 石計生等著，《意識型態與台灣教科書》（台北：前衛，1993）。 
23 吳密察、江文瑜編，《體檢國小教科書》（台北：前衛，1994）。 
24 羊憶蓉，《教育與國家發展：台灣經驗》（台北：桂冠，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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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教科書研究，歷史科與社會科教科書一直是受到關注的焦點，因為歷

史教育可培養歷史意識，而歷史意識又為國家認同的重要來源之一，所以自80

年代後期以來有不少關於歷史教材的研究與論述。徐雪霞的〈光復以來初級中學

歷史教科書變遷及歷史意識〉25一文以教學目標、教材選擇、教材排比和四類歷

史意識（傳統式、例證式、演化式、批判式）為標的檢視初中歷史教科書，但本

文並未脫離大中國史觀，僅就歷史教科書的編寫水準提出建言。戴寶村的〈國民

小學社會科台灣史教材之檢討〉 26一文針對80年代的國小社會科教科書進行檢

視，指出當時台灣史知識在社會科中所占比例不多，而且其內容呈現多強調台灣

和中國大陸的地緣和血緣連結，以貫徹反共復國之國家目標，戴氏特別為此舉出

一些實例批判教科書中台灣史知識的謬誤，企望歷史教學可以符合台灣社會的實

際需要。戴寶村的另一篇文章〈歷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國民中小學台灣史教育之

檢討〉27探討當時國中小的歷史教育，分析國小社會科和國中歷史科的課程標準

和教科書內容，發現國中小的歷史教育，台灣史是比附在中國史之下，而且份量

極少，無論國小或國中的教科書都有三個特色：藉教育強化中台關係、中國中心

本位的史觀和泛政治化色彩濃厚；由於透過歷史教育產生的歷史意識會影響到國

家認同的形成，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的歷史教育使得台灣人對現實的台灣產生

疏離，導致國家認同的曖昧和迷惑。 

施正鋒的研究以民族認同理論解析教科書的內容，〈台灣教科書中的國家認

同—以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為考察的重心〉28一文以民族認同的原生論、結構論、

建構論三個向度分析八十五學年度的國小社會科教科書，發現解嚴後的教科書仍

維持大中國的知識型態，但是國家認同卻顯得抽象和不確定（例如：「我國」是

指台灣還是包括中國大陸在內？），課本中缺乏「台灣和台灣人」的名詞，台灣

仍在中國的位階下面，施氏認為國家認同在解嚴後教科書中是混淆、不清楚的，

而這點在民主化的台灣應該進行多元的討論。彭明輝的〈台灣的歷史教育與歷史

                                                   
25 徐雪霞，〈光復以來初級中學歷史教科書變遷及歷史意識〉，《台南師專學報》，第20期（下）

（1987.4），頁201-220。 
26 戴寶村，〈國民小學社會科台灣史教材之檢討〉，《台灣風物》，第38卷第2期（1988.6），頁33-49。 
27 戴寶村，〈歷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國民中小學台灣史教育之檢討〉，收於氏著《台灣島.台灣省.

台灣國—歷史文化評論集》（台北：台北縣立文化中心，1996），頁1-29。 
28 施正鋒，〈台灣教科書中的國家認同—以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為考察的重心〉，收入台灣歷史學會

編，《歷史意識與歷史教科書論文集》（台北：稻鄉，2003），頁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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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1945-2000）〉29一文概觀戰後55年期間中小學的歷史教科書，發現解嚴

後分別於1993、1994、1995年修訂的國小、國中、高中課程標準，和解嚴前的課

程標準比較，意識型態在歷史教育中有所削弱，開始有以台灣為主體來看待台灣

史的趨勢，但是以中華民國為主的國家主體性與民族精神教育的內涵仍繼續維

持。綜合上述相關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台灣中小學教科書在解嚴之前具有相當濃

厚的政治意識型態，而即使在解嚴之後社會逐漸開放多元，官方灌輸的國家認同

意識型態並未能在一時之間產生極大轉變。 

筆者認為關於戰後台灣的國家認同教育議題似乎仍需要更細膩的分析，才能

釐清其複雜的面貌，綜觀目前的教科書研究成果多是以某一學科之教科書為主要

分析對象，且大多是比較解嚴前後某幾個版本，時間則多集中在1968年實施九年

國教後、甚至是更晚的1975年之後的教科書版本，筆者則希望能延伸對台灣教科

書分析的時間縱深和科目廣度，從較長期的面向觀察50到80年代政府在教育方面

對國家認同塑造的措施及內涵，釐清此一強調中國國族認同的教育政策之變遷過

程、變革原因以及國族教育的實施方式與內容，期望可以由戒嚴時期的學校教育

內容對台灣目前紛雜的民族認同問題的源由進行一歷史探討，透過課程與教科書

內容的歷史演變，深入分析國民黨政權國族建構的深層結構：歷次修訂的教科書

主要的內容和特色為何？教科書的修訂是否與社會歷史背景相呼應？教科書內

容如何演變？呈現如何的國族建構內容？ 

                                                                                 

三、 研究方法與論文架構 

(一) 研究範圍 

國家認同的形成可謂是人們在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所接受之政治社會化30

                                                   
29 彭明輝，〈台灣的歷史教育與歷史教科書（1945-2000）〉，收入氏著《台灣史學的中國纏結》（台

北：麥田，2001），頁207-260。 
30 政治社會化是指個人經由各種社會化媒介（包括家庭、同儕、學校、職業團體、大眾傳播媒體

等），獲得與政治有關的知識、態度、價值與行為模式，透過這個過程，國家或社會的政治系

統得以維持，政治文化也得以形成並傳遞。參考陳奎憙，《教育社會學導論》（台北：師大書

苑，2001），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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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其來源大抵來自於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在本論文中，筆者

關注的是學校教育這個面向，學校教育的內涵包含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31本

論文以正式課程為研究對象，主要針對國語文科與社會類科目（包含歷史、地理、

公民）之教科書作分析，因為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國文、歷史、地理、公民這

些為了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塑造國家認同的科目都統一由國立編譯館編寫發行

（亦即統編本），成為當時所有中小學一致使用之教科書，官方的國族意識型態

便可透過這些科目之教科書進行唯一版本的、單向的灌輸，由此可見國語文科與

社會類科的重要性，這是本論文選擇國語文科和社會類科教科書作為分析對象之

原因。本論文的研究範圍以國民教育為主，也就是國小、國中教育階段，僅以國

民教育階段為研究主體，一方面是因為國民教育是最為普及的教育，作為人人有

義務接受的國民教育，影響的範圍可謂最廣泛，另一方面，國民教育乃是在每個

人生命歷程中兒童與青少年時期，也是心智在成長中、吸收知識的階段，此時所

學習到的東西是印刻最深的，形成根深蒂固的認知；戰後台灣的國民教育原本僅

及於小學階段，至1968年後才延伸至國民中學階段，但本論文將1968年之前的初

級中學教科書亦納入教科書分析範圍，一來可以比較九年國民教育實施之前和之

後，國中階段的教科書內容是否有所變化，再者也可涵蓋較完整的台灣戒嚴時期

國民教育之內容。 

研究時限以戒嚴時期所頒訂的課程標準及依據各課程標準編訂之教科書為

主體而涉及50到80年代，戒嚴時期的課程標準分別在1952-1983年之間進行修

訂，1952年為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第一次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及教科書，1983年修

改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為解嚴前最後一次修訂國民教育階段之課程標準，32此時期

                                                   
31 學校課程可分為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正式課程是指課程標準、教科書、教學指引等學校有

意計畫和教導的科目；非正式課程是指未排在課表內，學生參加的活動，如週會、升旗、社

團活動、校外參觀等。 
32 此時期國小共修改過四次課程標準，分別在1952、1962、1968、1975年；國中共修改過五次課

程標準，分別是：1952、1962、1968、1972、1983年，不過1983年國中課程標準公布後未久，

又修改部分內容。於1985年再度頒布，1983年修訂的國中課程標準之主要特色，在於課程設

計富有彈性，自第二學年起擴大選修科目及選修辦法以適應學生之個別差異，但部分人士認

為國民教育階段宜加強學生基本學科能力，減少選修科目及時數，因而於1985年局部修訂課

程標準，局部調整教學時數與科目教學目標，以加強基本學科能力；由於1985年的國中課程

標準僅作局部課程設計上的調整，並未變動各科目的課程標準內容，而且根據1985年課程標

準版改編之教科書，其內容與1983年版教科書內容幾乎完全相同，沒有多少變更，因此本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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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處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教育政策與教育內容多屬於政府一言堂式的決定，具

有濃厚的意識型態灌輸之目的，因此本論文以1952年到1983年之間歷次修改的課

程標準及其後根據課程標準陸續編纂之教科書為研究對象，其中，1968年台灣開

始實施九年國教，這可以說是一個影響層面相當廣大的教育政策，不只是台灣教

育史上重要的里程碑，更進一步拓廣了官方意識型態灌輸的範圍與內容，可作為

本論文研究時限的重要分水嶺。此外，本論文中所指的「民族」或「國族」皆是

指涉英文的＂nation＂一詞，「國家認同」或「國族認同」皆指涉英文的＂national 

identity＂一詞，為顧及其他先行研究已採用的詞彙與行文方便，故如此使用。 

 

(二) 研究方法 

本論文的研究方法將採用一般歷史學的文獻分析法以及課程理論、教育社會

學、教育權的相關理論。文獻分析法方面，目前可運用的史料包括：(1)官方資

料：教育部相關檔案資料、歷次全國教育會議記錄、台灣省政府教育廳檔案；教

育部歷年編纂之《中華民國教育年鑑》、《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指標》；台灣省政府

教育廳編印之一系列《台灣省實施九年國民教育文獻》、《台灣教育發展史料彙

編》，台灣省文獻委員會編《台灣省通志：卷五教育志》，33國史館出版之《九年

國民教育資料彙編》等官方文獻；34另也可應用總統府公報、行政院公報、台灣

省政府公報等相關資料。(2)教科書：教育部歷次頒發的國小、國中課程標準與

各版本國語文與社會類科教科書。教科書內容分析將是本論文的重要研究方法，

筆者將就教科書中國族建構的內容進行整體的、全面的分析。 

本論文以課程理論作為檢視台灣教科書的基礎。課程為學校教育的主要教育

內容，課程理論便是在探討：應該教些什麼？能教些什麼？教誰？何時教？怎樣

教？等課程問題。35一種課程的設計、發展、實施或改革，皆有其哲學的、心理

學的、社會學的和歷史的因素或基礎，因此哲學、心理學、社會學和歷史為課程

                                                                                                                                                     
文對國（初）中的分析以到1983年版國中課程標準及其教科書為限。 

33 台灣省文獻委員會編，《台灣省通志：卷五教育志》制度沿革篇、教育行政篇、教育設施篇，

台北：眾文圖書印行，1970。 
34 何鳳嬌編，《九年國民教育資料彙編》，台北：國史館，2000。 
35 歐用生，《課程發展的基本原理》（高雄：復文，2001），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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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的基礎，以下分別述介之。 

就哲學的基礎而論，課程乃某一社會對於教育目標、內容、方法、評鑑等要

素的基本假設、價值觀和信念的產物，36課程是處理教育內容或材料的問題，也

就是「教什麼」或「用什麼來教」的問題，哲學的主要課題之一是在指出一些目

標或原則，以決定將什麼包含在課程之內，將什麼排除在課程之外，所以哲學思

想會影響課程的設計或發展。37 

心理學研究亦會影響課程發展，因為為了達到學習（教育）的目的，課程的

釐訂必須對學習者與學習歷程有相當的認識，心理學在這方面的研究發現可作為

課程設計的基礎。心理學研究領域分為許多不同的學派，主要有行為主義心理

學、認知心理學和人本主義心理學三大學派。行為主義學派特別強調能直接觀察

與客觀記錄的行為，認為人的行為是學習得來的，而且可以用行為改變技術

（behavior modification）加以改變，依照行為主義學派的觀點，學生在教學

活動中屬於被動學習的角色； 38行為主義學派把刺激—反應作為行為的基本單

位，學習就是刺激反應之間連結的加強，他們側重的是外顯的行為，並要以一種

可觀察到的、可以測量的形式來具體說明課程內容和教學課程，所以行為學派對

學校課程的影響包括：（1）在課程與教學方面強調行為目標（2）在課程內容方

面強調由簡至繁累積而成（3）強調基本技能的訓練。39而根據心理學家布魯姆（B. 

S. Bloom）在1950年代的研究，他將教學目標分為認知、情意、技能三大類，並

針對認知方面的教學目標進行系統的研究，將認知程度由簡至繁分為六個層次：

知識、理解、應用、分析、綜合、評價；40提供了課程設計時由簡入繁、由易入

難的原則，也就是，在安排課程與教材內容時，不只要根據內容本身所涵蓋概念

的難易度，也應考慮這些概念對於心智運作的挑戰度。41認知心理學派則強調人

的主動認知功能及行為發展的連續性，相對於行為主義學派，認知心理學重視內

心的過程，而不止於對外表行為的描述，以認知的發展來解釋個體學習與心智成

                                                   
36 黃炳煌，《課程理論之基礎》（台北：文景，1984），頁59。 
37 歐用生，《課程發展的基本原理》，頁103-104。 
38 歐用生，《課程發展的基本原理》，頁123-127。 
39 參考施良方，《課程理論》（高雄：麗文，1997），第一章「心理學與學校課程」。 
40 張春興，《教育心理學》（台北：東華，2006修訂版），頁445-447。 
41 黃炳煌，《課程理論之基礎》，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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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歷程，在教育上比較注重學生主動探究求知，而認知發展理論也產生教材教

法與個體發展程度互相配合的構想；42所以認知心理學關注的不是外顯的行為，

而是學生學習時的認知過程和認知方式，認知心理學者布魯納（J. S. Bruner）

主張採用螺旋式的課程設計，讓學生一開始就學習各門學科的基本結構和基本概

念，使這些基本觀念在以後的學習中不斷擴展、再擴展；皮亞傑（J. Piaget）

的兒童認知發展階段，也讓課程工作者去思考：「什麼樣的課程內容最適合特定

年齡階段的學生？」43另外，因應行為學派和認知心理學派的缺失而起的人本主

義心理學派，此學派關心的不是學生學習的結果，也不是學生學習的過程，而是

學生學習的起因，及學生學習的情感、信念和意圖等，所以人本主義者認為課程

內容必須與學生的基本需要及生活有密切關係，並對學生的情感和理智具有重要

的意義。44 

如同上述教育心理學學者的討論，課程內容的選擇與安排應該符合學習者的

身心發展以及認知學習的準備度，根據皮亞傑提出的認知發展論，將人的認知發

展分為四個階段：感覺動作期、前運思期、具體運思期和形式運思期，顯示人類

的思考乃由簡單到複雜、由具體到抽象的發展過程，因此循兒童認知發展順序設

計課程是相當重要的原則，而且按兒童思維方式實施知識教學，才能獲得最大教

育效果。45至於哪些教材在何時施教最有效，以同心圓的課程內容組織方式的觀

點來看，特別強調教材應以兒童最熟悉的環境為起點，隨著經驗的擴充，教材的

範圍也隨著向外擴展，深度隨之增加，也就是所謂的「由近而遠，由易而難，由

淺入深，由具體而抽象，由已知到未知，循序而上」原則。46 

課程發展的社會學基礎可分為結構功能主義、新教育社會學的相對主義和新

馬克斯主義三種架構。結構功能主義最關心的是學校中的社會規範和價值的傳

遞，強調學校如何將學生社會化，也就是說，課程必須傳遞社會需要的規範、價

值和知識，使兒童成為一個社會接受的成員，以維持社會的成長和穩定；新教育

社會學乃相對於前述傳統的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結構功能主義強調教育和整體

                                                   
42 歐用生，《課程發展的基本原理》，頁128-132。 
43 參考施良方，《課程理論》，第一章「心理學與學校課程」。 
44 參考施良方，《課程理論》，第一章「心理學與學校課程」。 
45 張春興，《教育心理學》，頁85-112。 
46 歐用生，《課程發展的基本原理》，頁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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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的關係，認為人是被動的存在，新教育社會學則強調人是主動的個人，

重視過程和交互作用，認為學校知識、組織和意識型態等教育問題都是社會建構

的、會變化的、相對的；新馬克斯主義的研究傳統有經濟再製理論，強調學校教

育的社會關係和生產中的社會關係的符應，另外也有學者由社會文化的分析提出

文化再製理論，批判學校教育隱含的意識型態。47  

除了教育哲學、心理學和社會學，課程發展亦不可缺少歷史的觀點或基礎，

因為學校課程、教學和制度是特殊歷史條件的產物，學校既存於社會歷史脈絡

中，要瞭解學校和政治、經濟、社會的關係時，最好要探討學校或教育內容在歷

史上的變化，比如，從歷史上來看，學校課程與「社會控制」的意識型態息息相

關，學校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進行政治社會化，所以探討學校教些什麼，課程具

有哪些意識型態，分析課程形成的社會歷史背景，是課程研究不能忽視的一環。

48 

本論文的研究旨趣可以說相當符合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取徑，教育社會學作為

教育研究領域的一個學門，是教育學與社會學的結合，將學校教育視為整個社會

環境的一小部分，研究教育與社會之間交互關係，以分析社會結構中的教育制度

和教育歷程中的社會行為為主的一門科學。49教育社會學研究在1970年代之前大

抵採「結構功能論」的典範，以整個社會制度的運作來解釋社會（教育）現象，

著重於鉅觀的研究，注重較大群體之間的交互關係，較忽略個體的價值與行為；

1970年代之後出現的新教育社會學受到現象學、詮釋學、符號互動論、俗民方法

論、知識社會學、批判理論等思想的影響，逐漸展現微觀的研究取向，研究學校

實際或潛在的教育內容、師生交互作用的過程、或課程如何經由社會權力分配和

控制等問題。50 

新教育社會學興起後，才開展了課程社會學的研究領域，開始探討學校教育

知識的選擇、組織、分配與傳遞等問題，課程研究因此成為新教育社會學的重點，

課程社會學的研究重點包含：對於課程理論與課程概念的社會學分析、對於課程

                                                   
47 歐用生，《課程發展的基本原理》，頁148-174。 
48 歐用生，《課程發展的基本原理》，頁175-186。 
49 林生傳，《教育社會學》（台北：巨流，2000），頁6。 
50 陳伯璋，〈課程、教學與意識型態〉，收入陳伯璋編著，《意識型態與教育》（台北：師大書苑，

1988），頁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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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學科發展的社會歷史背景分析、對於課程的意識型態批判、對於師生在互動情

境中建構課程意義的詮釋等面向。51由課程社會學的分析發現，課程本身不可能

是價值中立的，從目標的決定、課程發展的程序、教材的選擇及評鑑的過程，都

充滿價值判斷，也充滿了政治性活動與權力的衝突，艾波（Michael W. Apple）

指出：「學校中的知識形式不論是顯著或隱藏的，都與權力、經濟資源和社會控

制有關……知識的選擇，即使是無意識的，也都與意識型態有關。」52新教育社

會學的課程研究，特別是涉及檢視學校知識的合理性及其隱含的意識型態方面的

研究，深受曼海姆（Karl Mannheim）知識社會學的影響，53有關意識型態與教育

的研究認為教育所認知學習的知識體系其實是受到文化社會權力結構的影響，而

學校是進行政治社會化重要的機構，因此權力擁有者常透過國家機器對學校教育

施以無形的控制，尤其是以其所認定的「合法性」的知識和價值體系作為教育活

動的主體。54在探討學校知識的意識型態時，必須留意潛在課程的影響，潛在課

程乃相對於顯著課程，55是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有意或無意學到與現存社會中的

價值體系與權力結構相對應的知識與道德，56因此潛在課程研究著重於檢視和批

判課程發展的歷史背景、社會狀況及其背後的基本假定，57也就是從「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的層面來分析學校教育過程中，知識、價值、態度和規範如何

受到社會的影響，58相當重視知識體系與歷史、社會條件的互動關係。新教育社

會學的理論及研究成果對於本論文有相當多的啟發，所以本論文除了使用歷史研

究的方法，也參考教育研究提出的相關理論和研究取徑，希望讓本論文的歷史文

獻分析能呈現更豐富的面貌。 

近代國民教育體制的展開，一則是經過市民革命與啟蒙運動，受教育成為人

民的基本人權之一，亦有越來越多民眾有接受教育的條件與需求；一則是近現代

                                                   
51 陳奎憙主編，《現代教育社會學》（台北：師大書苑，1998），頁179-205。 
52 引自陳奎憙，《教育社會學導論》，頁216。 
53 陳伯璋，〈課程、教學與意識型態〉，收入陳伯璋編著《意識型態與教育》，頁168-173。 
54 陳伯璋，〈意識型態與教育—教育研究的另一面向〉，收入陳伯璋編著《意識型態與教育》，頁6。 
55 顯著課程是指學校安排的一切公開的學習課程及活動，潛在課程是指學校有意或無意中傳播的

文化、價值、態度或意識型態等對學生的潛移默化。 
56 陳伯璋，《潛在課程研究》（台北：五南，1985），頁268。 
57 陳伯璋，《潛在課程研究》，頁2。 
58 陳伯璋，《潛在課程研究》，頁268。 



 

 18

民族國家的成立，使得國家機器能夠掌控國民的教育體系，公教育因而逐漸取代

了傳統的私人教育，國家也逐漸掌控了教育，藉以培養一致的國民意識與強化國

民體質，因此具有濃厚的國家教育權意味。59國家教育權之主張便基於上述原因，

形成兩項主要論點：其一，教育使國民知識水平普遍提昇，有助於增強國力，因

此由政府機關來推動國民教育，國家亦視教育為其權限，要求國民有受教育的義

務；其二，諸多近代國家的成立皆有其獨特之國家意識或民族精神，教育作為達

成這些意識型態的主要工具或手段，國家當然試圖掌握教育權。60 

與「國家教育權」相對的主張是「國民教育權」，主張國民教育權的主要理

論有二：一是，根據國民主權立場導出的國民教育權，也就是說，在民主立憲的

國家，一切合法性的權威既由國民而來，國民教育權的主張便屬當然，換言之，

以國民主權為依據產生的國家機關（包括政府機關與國會）並不意味著可以完全

宰制教育的領域，因為國民對國家的託付未必是完全的，國民應有權利依類似直

接民主的方式參與教育。二是，根據國民自由權（人權）立場導出的國民教育權，

在民主憲政國家的憲法中，往往明文保障人民的學問和學術自由，在肯定學術自

由的前提下，與學術有關的教育範疇，自不容政治力干預，更不用說由國家機關

來壟斷教育內容的決定權了；此外，憲法肯定國民有受教育的權利，則國家機關

自然有責任提供國民受教育的機會，但這並不意味國家有權介入教育內容，因為

什麼是最有價值的教育內容、什麼是兒童學習（真理）的自由，似乎皆不應由國

家的公權力來決定。61由上述可發現，國民教育權的主張並不認為必須將國家完

全摒除於教育領域之外，由於現代社會中，國家機關在公教育體系上仍然扮演重

要的角色，因此，國民教育權的論點主要在於要求國家權力退出對教育內容的掌

控，但國家仍必須提供完善的教育設備，以保障國民受教育的權利與教育機會的

均等。62 

台灣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後，並未改變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由國家權力籠罩教

育體制的特色，及至1949年中華民國政府由中國大陸撤退到台灣，台灣教育體制

                                                   
59 馮朝霖、薛化元，〈主體性與教育權〉，《國家政策雙週刊》，第131期（1996年6月），頁7。薛化

元，〈主權、教育權與教育服務〉，《國家政策雙週刊》，第159期（1997年3月），頁3。 
60 林玉体，〈教育是權利還是義務？〉，《國家政策季刊》，第3期（1989年9月），頁61-62。 
61 薛化元，《教師地位與權利義務》（台北：業強，1997），頁18-19。 
62 薛化元、周志宏，《國民教育權的理論與實際》（台北：稻鄉，1994），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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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戡亂建國的非常時期，1950年教育部頒布「戡亂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台灣

省教育廳也公布「台灣省非常時期教育綱領」，整個戒嚴時期皆呈現國家權力宰

制教育場域的景象，亦呈現強烈的「一黨專政」色彩與「黨化教育」特質，由國

家權力壟斷教育內容，63因此台灣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教育體制可謂是偏向

以「國家教育權」為主的傾向，由國家機關全面控制教育場域，直到1990年代民

主政治逐漸開展之後，才慢慢可以見到「國民教育權」理念之伸展。64本論文在

進行教科書內容的研究分析時，「國家教育權」和「國民教育權」理論正可用來

檢視與批判戒嚴時期台灣的教育實況。 

 

(三) 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研究回顧，目前探討台灣教科書與國家認同的研究大多僅用某一學

科—尤其是與國族建構息息相關的國語文科和社會類科之中一個科目—之教科

書為分析對象，研究時限則集中於比較解嚴前後教科書版本之差別，或是實施九

年國教之後七０年代的某幾個教科書版本，較缺乏全面性與長時間性的跨學科教

科書分析，因此本論文試以涵蓋整個戒嚴時期之國語文和社會類科教科書為分析

對象，期望釐清戒嚴時期之教育內涵。本論文主要研究方法乃針對教科書內容進

行量的與質的分析，佐以課程理論、教育權理論、課程社會學之研究視角切入探

討以及批判戒嚴時期，教科書內容與其分析之結果，除了嘗試呈現戒嚴時期實際

的國族教育內容和其背後代表的意義，並且釐清戒嚴時期台灣教科書中有關國族

建構內容產生的時空背景及其歷史脈絡。 

研究架構方面，本論文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論，說明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方法，並回顧相關文獻，探討教

育與國家認同之關係。 

第二章的目的在於先釐清戒嚴時期的時代背景，探討黨國體制下的國民教

育，先勾勒威權統治的時代背景與教育政策擬定的互動關係，再敘述國民教育體

                                                   
63 薛化元，〈戰後國家教育權發展的考察—「教育基本法」爭議的歷史思考〉，頁23-24。 
64 許毓峰，〈解嚴前後國小社會科教科書中的台灣圖像〉（台北：國立台北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所

碩士論文，2004），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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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變化，包括學制的變革與教科書生產過程，以求瞭解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國

家權力如何掌控教育。 

第三章以國中小國語文科和社會類科課程標準為分析對象，針對台灣50-80

年代國小、國中的課程標準作質的內容分析，提出國民教育中課程之變化及其意

涵，以及其與時代互動的關係。 

第四章針對教科書進行量化與質化的內容分析，以50-80年代國小、國中國

語文科和社會類科教科書為分析對象，觀察教科書有關國族建構的內容之變化及

其意涵，分析教科書中國族建構的實質內涵，及其內容是否隨著時代而有所變遷。 

第五章為結論，整合第三、四章的教科書分析結果，兼以第二章的時代氛圍

析論其演變，並以課程理論、教育權理論、課程社會學之視角審視戒嚴時期國家

機器壟斷教科書之情形，總結本論文之研究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