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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國科會目前正在進行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其中與檔案數位化有關的單位包

括：國立故宮博物院、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近史所、

臺史所、國立臺灣大學等單位。各單位所進行數位化的檔案包括有明、清檔案、

民國檔案、日據時期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古地契、臺灣地方政府檔案、淡新檔

案等, 可謂包羅萬象，將目前臺灣地區所典藏的重要檔案皆予以數位化。由已數

位化的檔案就其歷史的縱軸而言，涵蓋面非常廣，從明、清兩代、民國時期、日

據時期到現代，已將數百年的歷史時期都包含在內。就檔案的內容而言，包括：

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發展歷程。由此可知，國內已數位化檔案中含有非常

豐富的歷史研究與教學所需的素材。 

 

數位化工作係一項耗費時間與經費的工作，經由各單位的通力合作，在國科

會的經費贊助下，進行此項工作，目前已有具體的數位化成果。本計畫希望將此

數位化成果予以推廣，主要與高中歷史教育結合。檔案與歷史教育兩者具有密不

可分的關係，檔案是重要的歷史記憶，經由檔案原件的呈現，可佐證歷史事件，

兩者可發揮相輔相乘的效果。運用國內已數位化的檔案於高中歷史教育，對於已

數位化的檔案可發揮加值的作用，而對於高中歷史教育而言，又可以增添高中學

生對於檔案的認識，增加高中學生的檔案素養。由於以上的因素，促成本研究的

主要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計畫之目的為： 

 

一、探討國內、外檔案運用於歷史教育之現況。 

二、探討我國已數位化檔案與高中歷史教育相結合之可行性。 

 

經由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問題包括下列幾項: 

 

一、我國現有檔案運用於歷史教育之現況為何？ 

二、我國高中歷史教育中需運用檔案資料之處為何？ 

三、我國高中歷史教師運用已數位化檔案之意願為何？ 

四、我國已數位化檔案在高中歷史教育運用之途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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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求達到本研究之目的，並能取得本研究有關問題之答案，本研究所採取的

方法主要有三種：文獻分析、內容分析法與焦點團體法，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 

 

首先將透過相關的資料庫查檢,，如：LISA、Library Literature 等資料

庫，查檢國內、外有關檔案與歷史教育的相關文獻。蒐集與影印相關文獻後,進

行資料分析，以了解國內、外檔案與歷史教育的現況。 

 

二、內容分析法 

 

為了解高中歷史課本中與數位化檔案有關的內容為何？本研究採用內容分

析法，逐一檢查坊間現有的各種版本的高中歷史課本的內容，以分析各種教科書

版本中有那些內容與檔案有關聯，且可考慮運用已數位化的檔案於高中的歷史教

學。內容分析法將由一位歷史學博士班研究生與一位具有歷史學大學部背景的研

究生共同進行教科書的內容分析。 

 

三、焦點團體法 

 

將採用焦點團體法於本研究，分別邀集國內北部地區從事高中歷史教育的教

師數位，分為二次進行探討數位化檔案運用於高中歷史教育之可行性。第一次係

於分析完高中歷史教科書後，尚未進行歷史教學之設計前進行，以徵詢實際從事

高中歷史教育的教師之意見。在設計妥歷史教學之網站後，召開第二次焦點團體

會議，以徵詢高中歷史教師對於歷史教學網站之意見，再針對教師所提出的意見

進行修正。 

 

 

第四節 實施步驟 

本研究實施之步驟包括五項，分述如下，並參見圖 1.1。 

 

一、資料庫查檢 

 

首先查檢國內、外相關之資料庫，以取得與本研究有關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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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整理與分文獻分析 

 

其次，將已收集之相關文獻進行閱讀與整理，並進行分析工作。 

 

三、教科書內容分析 

 

針對各種版本的高中歷史教科書，進行內容分析工作，以實際了解各種版本

教科書在內容篇幅方面，採用檔案教學之情況。 

 

四、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 

 

在設計教學網頁之前，為求了解高中歷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採用檔案教學

之情況，舉辦第一次高中歷史教師之焦點團體座談，以取得在設計網頁時所需之

相關資訊。 

 

五、歷史教學之網頁設計 

 

舉辦過第一次高中歷史教師之焦點團體座談後，已初步了解高中歷史教師在

實施教學時之需求後，進行歷史教學網頁之設計工作。主要透過中研院近史所檔

案館之網頁，在其中設有歷史教學之相關網頁，以供高中歷史教師參酌與使用。 

 

六、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 

 

設計妥歷史教學網頁後，將網頁之內容以光碟儲存，並寄給參加第一次焦點

團體座談之高中教師，由歷史教師事先瀏覽已設計之歷史教學內容。在舉辦第二

次焦點團體座談時，再由歷史教師當面提出有關網頁內容需修正之處。 

 

七、歷史教學之網頁修正 

 

依據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會之記錄，針對各歷史教師所提出之修正意見，對

於網頁內容進行修正，以符合歷史教師教學所需。 

 

八、撰寫研究報告 

 

最後，根據以上步驟所獲致之結果，進行撰寫研究報告。 

本研究之甘特圖，見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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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             

5.歷史教學網頁設計             

6.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與資料整

理 

            

7.歷史教學網頁修正             

8.撰寫研究報告             

進度   16%  33%   58% 75% 83% 100%

 

    圖 1.1 本研究之甘特圖(92年 8 月 1 日~93年 7 月 31 日)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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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檔案在歷史教學之應用 

第一節 英國檔案在歷史教學應用 

1940年代末期， 英國的 Lancashire，Kent 與 Essex 等地已將檔案(包括

正式的官方檔案與私人信件及文件等資料)應用於各種層級的教育體系。在 1970

年代，大多數的英國檔案館從事一種或多種方法，以鼓勵檔案資料的利用，主要

透過學校、學院、大學及成人教育等各種不同的教育體系。(Mclaren,1976,p.101) 

 
一、檔案應用於教學之途徑 

 

英國地區有關檔案應用於教學之途徑將其區分為：1970年代與 1980-1990

年代兩個時期，分述如下： 

 

(一)1970年代 

 

       英國在 1970 年代，檔案應用於中學、大學與成人教育，主要採用兩種

途徑：(Mclaren,1976,p.101) 

 

1.將檔案資料編輯做為教學輔助(teaching-aids)的材料 

 

此種方式可將檔案資料用以輔助性質，以彌補傳統教科書之不足。

(Cook,1980,p.25) 

 

2.由學生或學生分組在從事學習與做計畫所需的來源資料 

 

此種方式係由學生依據其學習或計畫所需，自行查檢所需的檔案資

料。學生在應用原始材料時，可將其他人士對某一主題或議題的觀點置於

一旁，而以其本身的觀點，提出批判性的思考。(Cook,1980,p.25) 

 

(二)1980-1990年代 

 

   英國「國家歷史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 History) 對於在英格蘭與威

爾斯地區的教師而言，將是一大挑戰，由於教師需面臨設計課程與使用歷史資

源。對於學生而言，也同樣面臨需具備能力收集歷史資源與做判斷的能力。國家

歷史課程分為幾個階段，在不同階段需使用到不同的歷史資源。國家歷史課程各

階段適用的年齡、程度與年級，見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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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英國國家歷史課程各階段適用年齡與年級 

年 級    年  齡     Key Stage    附  註 

 

1-6       5-11       1&2        相當於小學 

 

7-9       11-14      3          相當於國中 

 

10-11     14-16      4          相當於高中 

 

12-13     16-18      5          相當於高中 

  

(資料出處: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 

 

Key Stage 1 至 Key Stage3 所適用的檔案資料，分述如下：

(Leslie,1995a,p.9) 

 
1.Key Stage 1 

 

        在此階段，要求學生了解其生活及家庭在過去生活的記憶。學生可以

從印刷文件、繪圖、照片、廣告(報紙、雜誌、目錄)等資料查找所需的資

料。 

 

2. Key Stage 2 

 

在此階段，檔案館中可資使用的資料包括：信件、日記、帳冊、圖表、

海報、宣傳、地圖、計畫、人口統計、指南、教區記錄、報告等資料。在

此階段的核心研究單元包括三部分：(1)都鐸王朝時代的生活(Life in 

Tudor Times);(2)維多利亞時代的英國(Victorian Britain); (3)1930

年代以後的英國(Britain since 1930)。此外，建議許多其他的單元也可

供歷史教學使用，例如：航運與運費、食物與農業、住宅與工作地點、書

寫與印刷、陸地運輸、家居生活、家庭與兒童、移民、地方史等主題。 

 

3.Key Stage 3 

 
         在此階段，核心研究單元包括：中世紀英國 1066-1500 年(通常從早

期的文件翻譯，有些早期的文件是羊皮紙，從其書寫、語文與印章等都可

以成為教材)。其他的主題包括：英國皇冠的產生(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Kingdom-Crowns)、議會與民眾 1500-1750年(Parliament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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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1500 to 1750)、1750 到大約 1900 年的英國(Britain 1750 to 

circa 1900)、20 世紀的世界(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等主題。 

 

                以「20 世紀的世界」(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這一單元為例，

由 Colin Shephard 與 Keith Shephard 主編， 2001年版由 John Murray 

公司出版的英國歷史教科書 Re-discove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a world study after 1900 一書中即設計有「活動」(Activity)

與「討論」(Discuss)，見附錄一。活動的設計係結合照片與事件的時間，

讓學生透過實際的照片，以找出照片中所呈現的歷史事件。其次，透過討

論，以訓練學生自行思考的能力。 

 
上述主要以英格蘭與威爾斯地區的歷史教學為主，至於蘇格蘭地區設有蘇格

蘭文書局(Scottish Record Office, 簡稱 SRO)。該局主要提供兩項教育服務： 

 

(1) 回覆教師與學生透過信件所提出的詢問，以參考問題的方式回覆。 

(2) 編輯教育學習資料，以出版的形式及內部複製的方式。 

 

    上述的資料採取小冊子、一包或活頁的方式提供國小與國中課程所需。此外， 

該局尚提供「教師資訊包」(Teacher＇s Information Pack)的服務，此項服務

係免費，該局可提供學習的資料與主題的詳細資料。教師資訊包的內容包括：背

景評述、原件摘錄、影本、結合教科書提供年代表與事實的背景資料。

(Sanderson,1995,p.11-13) 

 

二、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之選擇準則 
 
    有關檔案應用於教學，英國檔案館素有經驗，由檔案館與歷史教師合作進

行。對於歷史資源可供學校教學應用，在相關檔案資料的選擇，可供採用的準則

包括實體(Physical appearance) 與歷史內容(Historical content)兩方面，並

再各細分三個細項，分述如下：(Leslie,1995b,p.19) 
 
(一)實體方面 

 

    在實體方面，細分為下列三項： 

1. 清晰(Clarity) 

         清楚與易於了解。 

 

2. 長度(Length) 

         簡明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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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否複印(Coping potential) 

         可以複製。 

 
（二）歷史內容方面 

       

在歷史內容方面，可再細分為三項： 

 

1. 意義 (Significance) 

資訊適於課程的需求。  

 

2. 資訊的量與質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適於討論、問題與分析。 

 

3. 問題導向其他資源 (Questions posed lead to other sources) 

     有機會與其他參考書及歷史檔案結合，以說明其內容。 

 

三、檔案應用於教學舉例 

 
檔案如應用於國中階段的教學將有許多實際的限制，由於大多數的檔案已超

過此階段學童的理解程度。如果檔案的資料能在當地圖書館與博物館中可以查

到，則檔案將可以得到最佳程度的應用。下列舉幾個例子，說明檔案應用之實例：

(Mclaren,1976,p.101-103) 

 
（一）例一：將檔案視為歷史教學的輔助工具 

 

一套 19 世紀布料商的票據(bills)將可以應用在歷史教學中有關 

19 世紀商業活動，並且附上當時商店的照片、服飾與收支簿。如此一來，

可以將檔案視為歷史教學的輔助工具。 

 

（二）例二：地圖、計畫書與照片的應用 
 

檔案的地圖與計畫書可以用來協助當地歷史溯源與自然史溯源。例

如：某一建築物 50 或 100年前的照片可以用於比對某一條街道上此建築

物在街道改建之前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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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例三： 輔助教學材料 
 

在高中階段，18 世紀之後的地圖、計畫書、日記、信件、學校的日

誌、教區登錄簿(parish registers)等資料都可以應用於輔助教學的教

材。 

 

（四）例四： 古文書學開設 
 

在 Aberdeen 大學歷史系大三學生的夏季學期(summer term) 開設有

古文書學(paleography) 課程。 

 
（五）例五： 當地歷史資源編輯專案 

 
英格蘭的教育學院(College of Education) 以往要求學生在歷史課程

需使用當地歷史資源用以編輯專案的研究。但此項作業往往由於未有專人

負責督導，導致其成果較為有限。 

 

（六）例六： 檔案教學單元 

          
      「檔案教學單元」(Archives Teaching Unit)係應用檔案編輯教學工

具。在 1970年代較常使用的一種形式，由一個卷夾(folder)所構成，其中

包括文件以及解說。在英國也使用此種檔案教學單元，係採用一種未裝訂

的原件複製的文件形式，將其放置於一個封套內，並輔以解說與輔助的資

訊。在英國地區所使用的檔案教學單元通常由檔案人員製作，限於某些主

題可以用為解說當地的檔案資源，例如：某一地區交通系統的發展、在歷

史某一段時間對於貧窮的對策、某一段時期的市政府等。(Cook,1980,p.33) 

 
檔案教學單元如做得好，將提供相關的資訊並具有吸引力，否則會很沉悶

與難以閱讀。以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的教育學院(School of Education) 

為例，該學院所設計的教學單元包括有：「Newcastle 的煤礦」、「1700-1870 年

的普及教育」等。University of York 的 Borthwick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設計有古文書單元也有助於教學。此外，在蘇格蘭地區的 Aberdeen 

College of Education 與 Scottish Record Office 兩個單位合作製作有關 

1100-1328年與 1660-1707年之間有關國家歷史的兩個教學單元。 

 - 9 -



第二節 美國檔案在歷史教學應用 

 
     美國地區在 1980年代開始有「公共歷史計畫」(Public history programs)

以反映學術歷史計畫，且有別於歷史專業。公共歷史計畫可協助學生蒐集歷史檔

案，並將這些歷史檔案提供一般民眾與特殊對象使用。公共歷史計畫對檔案人員

而言，將可促使檔案人員與歷史有關的專業人士共同合作，並增進彼此的了解。

此外，透過公共歷史計畫可提供檔案人員具備正規的公共服務技巧的訓練。

(Walters,1991,p.485-6) 

 
    公共歷史計畫的工作包括下列幾項： 
 
1.介紹學生有關廣泛的理論方面的歷史專業。 

2.教導公共服務的重要性。 

3.發展訓練學生基本技巧，並安排其首次的田野經驗(field experiences)。 

4.訓練學生對於歷史研究與寫作。(Walters,1991,p.485-6) 

 
        美國檔案界對於公共歷史計畫並未給予較大的認同，甚至於對此計畫不甚了

解。Allan Kovan 於 1988 年談及：「檔案人員並未了解公共歷史與公共歷史計

畫」。(Walters,1991,p.487) 造成檔案人員與公共歷史計畫人員之間的隔閡的因

素之一是檔案人員在公共歷史計畫之中並未擔任檔案課程的教導，以及發展檔案

資料的準備。解決之道是檔案人員與負責公共歷史計畫的人員兩者之間需密切聯

繫，最好是由檔案人員擔任專職的檔案教學角色。此外，檔案人員應接受與體認

到透過公共歷史計畫可教育民眾與歷史有關的知識，包括檔案的認知。因而檔案

人員應主動參與公共歷史計畫，並在檔案課程中發展相關的課程，否則將由公共

歷史人士主導，而非由檔案人員所主導。(Walter,1991,p.492) 

 

 

第三節 香港檔案在歷史教學應用 

 
香港歷史檔案館(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於 2001 年

出版教科書以外：歷史檔案在課室的應用 (Beyond the textbook：connecting 

archives and classrooms)一套教學套(teaching kit)。該套教學套主要的目的

是協助國中教師在歷史教學時，易於辨識與使用歷史檔案館中所典藏的檔案資料

(香港歷史檔案館，2001)。 

 
 

 - 10 -



一、歷史教學套的目的 

 

該套教學套的目的有下列五項(香港歷史檔案館，2001，頁 1)： 

 

（一）推廣在教授和學習香港歷史時，使用本地的歷史文獻。 

（二）協助教師利用歷史檔案館的館藏編製教學材料。 

（三）向學生介紹不同種類的歷史檔案。 

（四）培養學生使用原始資料，以訓練思考和提高分析能力。 

（五）透過一系列的課堂習作與活動，鼓勵同學們合作的學習風氣。 
 
 
二、歷史教學工具的構成 

 

  該套歷史教學工具的構成，包括下列項目(香港歷史檔案館，2001，頁 2)： 

 

（一）工作手冊 (workbook) 

    

在練習手冊中包括四章： 

 

1.歷史檔案簡介  

 

   為使用者解釋檔案資料基本概念，對歷史資源材料有一全面的認識。 

 

2.歷史檔案館簡介 

 

    介紹該館的館藏與服務。 

 
3.協助教師和學生使用歷史檔案 

 

    為教師與學生在歷史檔案館中查找資料提供指引。 

 
4. 與學校課程相關的歷史檔案 

 
     這一部分是本工作手冊中最重要的部分。從香港現有的歷史教科

書中選擇四個相關的課題，以示範在教室中如何實際使用檔案資料從事

歷史主題的研究。教師可以將此模式應用於其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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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媒體光碟  

 
   多媒體光碟包括下列各項： 

 

1.「教學資料廊」 

 

              提供歷史檔案館管藏 55 項文獻資料，其中包括：文件、照片、地圖、

海報和視像片段，以供教師授課使用。 

 

2. 「1950 至 1960年代香港民生」的互動節目和遊戲 

 
    向學生呈現 1950 至 1960年代香港在公共房屋、工業、健康與衛

生、民生物價和教育方面的概況。 

 

3.「從歷史檔案看油麻地的發展」的多媒體簡報 

 
    該簡報主要在說明如何應用歷史檔案，重建地區發展與早期的歷史。 

 
（三） 檔案在歷史教學的應用 

 
在工作手冊的第四章中，由四個單元所組成，透過多元化的資料與一系

列的教學活動，說明如何在教學或研究上使用歷史檔案。這四個單元的內容

和香港中一至中三的歷史科課程有直接相關，所提供的資料可作跨學科或跨

級別使用。 

 

四個單元分別為 (香港歷史檔案館，2001，頁 11)： 
 
1. 原始資料 

 

  讓學生了解原始資料與二手資料的區別，並透過一些與日常生活有

關的文件檔案，引發學生對於原始資料的關注與了解。 

 

2. 香港的海上節日 

 
培養學生從視聽影像資料(光碟中附有片段的影片)中發掘資料的

能力，並認識一些傳統節日與漁村社會的關係。 

 
以本單元為例，分為學生活動部分與教師專用參考資料兩大部分，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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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並參見附錄二。 
 

a. 學生部分 

 

在此部分教材編有 4項任務，分別如下： 

 

任務 1：在觀看影片前，先預習影片的名稱與此名稱將提供什麼訊息？ 

任務 2：觀看影片，並記下所見的重要資料。 

任務 3：看完影片後，回答問題。 

任務 4：小組討論。 

 

b. 教師專用參考資料 

 

    在此部分，說明與「香港的海上節日」有關的背景資料與影片的來

源等相關資料。此外，提供教師可以進一步的深化活動。例如： 

 

活動 1：地圖習作 

活動 2：參觀歷史檔案館 

活動 3：文化旅遊 

活動 4：美術與設計 

 
在其後附有補充參考資料，大都可以在該館中找到，包括有專書、

檔案、政府公報等各類資料。 
 

3. 填海和都市發展 
 

    利用地圖和土地檔案，追溯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香港中區的填

海和都市發展的脈絡。 

 

4. 日治時期的香港 
 

 透過戰時的土地檔案和報紙，探索日治時期日本軍政府對社會和文

化方面的管制。 
 

在第四章中，每一個課題都自成一個獨立的單元，其中包括：課堂活動、

教師專用的參考資料、深化課題、建議活動和補充參考資料。 
此外，還設計一系列的工作紙，讓學生可以在歷史檔案館內找到，有

些檔已儲存於所附的光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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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我國檔案在歷史教學之應用 

 
    我國有關檔案在歷史教學應用之相關文獻較有限，其中呂秀萍(2001)「＜認

識臺灣（歷史篇）＞＜政治社會控制＞一節之補充教材與教學設計 – 以皇民化

運動下的「保甲制度」為例」一文係針對認識臺灣（歷史篇）教師手冊，提供歷

史教師做為教學之參考。本文主要針對「保甲制度」為主題，文中主要以二手資

料為主，如：期刊文章。僅有一處引用到日據時期(昭和 18 年度)『臺灣總督府

名錄』係與檔案直接有關之史料，但在文中並未註明其出處。 

 
     朱重聖、張鴻銘(民 89) 「檔案與歷史教育 – 以國史館現藏檔案的運用

為例」一文主要探討國史館現藏檔案之運用情況。在本文的第三節中提到檔案在

歷史教育的功能應是多元的，在歷史研究方面，可以藉由檔案辯證史實，釐清真

相；在學校教育方面，可以藉由檔案使學生獲得更確切的歷史知識。本文結語指

出國人對檔案的認知仍屬不足，實際上知道運用檔案或善用檔案的人委實不多。

因而，本文提出呼籲讓檔案管理者與使用者，尤其是從事歷史教育的人士，多運

用檔案以發揮其更大的效用。 

 
 

第五節 檔案人員在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的角色 

 

一、檔案館的配合措施 

 
    在某些國家，檔案人員在促進檔案應用的過程中居於領導地位，將檔案推廣

於大學以下的學生，且將檔案視為教學的資源之一。在檔案館中設置教育單位，

讓檔案人員從事檔案教學的業務。有些檔案館設有「教育檢索室」(educational 

searchroom) 以協助學生到檔案館中查檢所需的檔案。在該室中提供有特別編輯

的檢索工具，以供教師與學生能便於使用。此外，檔案館並協助教師訓練學生對

於檔案研究所需的技巧。(Cook,1980,p.25) 

 
        檔案館如要從事「檔案教學」(teaching with archives) 業務，Michael G. 

Cook (1980,p.26-27)提出七項建議： 

 
（一）確定檔案館中有足夠的檔案人員可從事此項業務。 

 

（二）檔案館需提供足夠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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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需有適當的學校官員與教師參與此項工作。  

 

（四）檔案館需提供行政支援，成立檔案教育部門，並使參與的檔案人員取

得所需的技巧，以從事此項工作。 

 
（五）年齡的選擇  

 

          除了上述的建議之外，Cook(1980,p.26) 也建議檔案人員在實施檔案

歷史教育之前，應考慮學生的年齡，他認為學生的年齡在 16-18 歲之間

較為適當，由於此年齡的學生較接近上大學的年齡，且能夠辨識相關的檔

案資料。然而，其他年齡的學生如：10-13 歲與 14-16 歲兩組的學生，如

果事先準備相關的檔案資料，這兩組學生也能夠透過主要資料進行學習。

檔案人員需留意，如果針對上述的學生使用檔案之前，需花時間仔細挑選

檔案資料。 

 

（六）主題的選擇 
 

此外，主題的選擇也很重要，包括：歷史、政治、地理、社會科學或

是科際整合等主題都可以考慮。無論選擇那一個主題，較重要的是與學生

在學校所學相關的為主。學生通常會針對學校所給予的作業到檔案館尋求

解答，因而如能與學校的教學計畫相結合將可發揮更大的功效。 
 
（七）文件的選擇 

 
          檔案人員在進行檔案教育所面臨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去挑選具有視覺

的(visually)且能夠吸引人的文件。這些挑選出的文件不但具有資訊性；

且能夠引導學生進行團體學習(group study)。檔案人員在挑選檔案過程

中，如認為某一檔案有助於教學使用，可填寫一張表格，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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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適用於教育用的文件報告表 
 

  我希望報告下列文件適用於教育使用。 
 
文件題名： 
 
文件描述： 
 
 
視覺或其他特點： 
 
 
 
 
 
                                  簽名： 
                                  單位： 
                                  日期：  

  
(出處: Cook,1980,p.28) 

 
二、檔案人員扮演的角色 

 
檔案人員在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所處的角色，主要係扮演輔助的角色，

協助專業教師在準備歷史教學的過程中能夠順利取得所需的檔案資料。檔案

人員所負責的工作包括下列幾項: (Cook,1980,p.25) 

 
(一) 協助查尋檔案與手稿資料 

 
             由於檔案與手稿資料的檢索系統不同於圖書館的系統，一般人如

不熟悉檔案館的檢索系統，較難準確的查到所需的檔案資料。檔案人員

則可以發揮其專長，協助教師順利取得其所需的教學資源。 
 

(二) 編輯文件 

 
檔案人員可以協助教師編輯已查檢到的檔案資料，與教師溝通以何

種方式呈現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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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複製檔案資料 
 

     由於檔案資料大都是原件的形式，如應用於教學勢必要取得複本

較便於課堂上教學。在 1970年代係以製成幻燈片等形式。目前由於資

訊儲存媒體已多元化，因而可以考慮採用磁片、光碟或以網路直接查檢

等方式。但是需注意的是檔案與手稿資料的使用需尊重典藏單位對於其

原件使用的相關規定。 

 
(四) 建議教師如何妥善使用檔案於教學 

 
由於檔案人員長期管理檔案，對於檔案資料的編排有較深入的了

解。檔案人員可提供檔案方面的專業知識，讓教師能夠更為妥善應用

檔案於教學。 
 
 

三、各國檔案在歷史教學使用之理念與實施方法 

 
(一) 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之理念 

 
    經由以上英國、美國、香港與我國有關檔案應用於教學之文獻分析，發

現以各國以往實施之經驗，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之理念可分為兩種： 

 

1. 將檔案視為教學輔助工具 – 以教師居於主導地位 

 

學校教師將檔案視為教學之輔助工具。在教學的過程中與教科書中某

一歷史事件或主題有關，直接使用相關之檔案資料，以做為歷史事件之佐

證。如此一來，將可豐富歷史教學，不會只以教科書之單一素材；且透過

檔案之使用，可加深學生對於檔案資料之認識。此種方法是以教師為主導

地位，由教師主動蒐集與教科書中有關主題之相關檔案資料，加以整理再

提供教學時成為輔助工具。 

 

2. 將檔案視為教學之原始材料 – 以學生居於主導地位 

 

    高中或大學校院在相關課程中，由教師指定作業做專題計畫。學生在

進行作業寫作或專題計畫蒐集資料過程中，需直接使用檔案之原始材料。

此種方式是以學生為主導地位，由學生自行決定要採用那些相關的檔案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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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檔案應用於教學之實施方法 

檔案應用於教學可採用不同的實施方法，分述如下: 

 
1. 採用「檔案教學單元」(Archive Teaching Unit) 

 

    以英國的經驗，採用「檔案教學單元」係以某一主題為一個教學單元，

例如：「Newcastle 的煤礦」、「1770-1870 的普及教育」等主題。 

 

2. 檔案館中成立「檔案教學教室」 
 

  可以仿前所述有些檔案館中所成立的「教育檢索室」，在檔案館中成立

「檔案教學教室」，以協助學校教師在從事歷史教學所需的檔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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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內外歷史教學暨網站之現況 

 

第一節  國內檔案歷史教學暨網站之現況 

 

隨著網際網路的普及，將網路資源應用在教學，已成為不可遏止的趨勢。在

歷史教學中，同樣的對無邊無際的網路資源產生莫大的憧憬。然而，網路資源浩

如煙海，且變動快速。使用者永遠無法窮一己之力盡覽所有資源。因此，本節即

針對我國現有的歷史教學相關網站作選取，並各就其現況作一簡單的介紹。 

 

事實上，雖然網路無遠弗屆，但以歷史教學為標榜的網站其實並不多。而除

了純粹以歷史教學為目的架設的網站外，許多提供檔案、史料的網站，同樣也是

歷史教學上的極佳教材。在此將我國的歷史教學網站分為提示教學理念、輔助歷

史教學、提供一手史料以及單一專題介紹四類，以下分別介紹： 

 

一、提示教學理念 

 

這類提示教學理念的網站，主要都是行政單位或學術機關所補助建置。此

種網站類型有二種：一種係以讓教師分享教案、提供教材的形式經營；另一種則

是以分享教學理念的模式來經營，分別敘述無下，並參見表 3.1。 

 

表 3.1 提示教學理念的歷史網站 

 

性質 網站名稱 網址 

教案分享 教育部 

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1.edu.tw/

教案分享 亞卓市 http://www.educities.edu.tw/

理念分享 台灣大學歷史科

中學教師進修網 

http://www.education.ntu.edu.tw/school/history/

 

理念分享 清華歷史教學 http://vm.nthu.edu.tw/history/histeach/index.html

資源分享 Teens＇清蔚園 http://vm.nthu.edu.tw/

資源分享 台灣活力網 http://www.idea-tw.net/v41/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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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教育部所設置的「學習加油站」，是因應電腦及網路的興起，由教育

部所發起規劃的教學資源網站。其目的在於透過網站的建置與交流，整合

資訊教育軟體與教材資源，並提供全國師生共享教學資源。使用這個教學

與學習經驗交流園地，可達成資源分享與縮小城鄉差距的目的。 

 

本網站的架構可分成：「學習資源」、「教師進修網站資源」、「鄉土教

材資源」以及「綜合討論區」四部分。可看出本網站是作為全國中小學教

師與學生的教與學共享的資源網站，而提供資源正是其最主要的目的。 

 

綜合而言，本網站主要是提供一個空間，讓我國中小學九年一貫以及

高中職教學各科目教師各自架設輔助教學網站，並在此提供連結分享。而

除了提供教案教材的分享，也有綜合討區，供教師進行分享。不過討論區

缺乏管理，並無價值。而教案、網站內容也偏重於國中、國小的九年一貫

教程，因此對高中歷史教學而言，作用並不大。 

 

 
圖 3.1 教育部學習加油站 

 

（二）亞卓市 

 

亞卓市為教育部與國科會贊助之卓越計畫中所設置。目的在於提供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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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個良好的進修學習管道。其服務對象包含教師、學生、家長以及一般

民眾。在教師專區的部分，有極為完善的系統來幫助教案以及教學素材的

交換，因此在教案及素材量上，可說是相當龐大。不過其對象只限於中小

學的九年一貫教育課程，對於高中歷史教學，並無涉及。但是其教案中的

設計理念，值得借鏡。 

 

由於亞卓市是一個以教育為宗旨的網路虛擬城市，因此整個網站架構

也是以虛擬城市型態來包裝，包含：「亞卓鎮」、「夫子學院」、「全民學校」、

「挑戰寫作迷宮」和「未來小子哈書網」五個區塊，分別提供教師、學生、

家長乃至一般全民利用討論。另外，城市的市中心則劃分出行政、文教、

創作、活動、視聽、休閒六個區塊來包裝。其架構略嫌複雜，不過可從中

看出規劃者的用心。 

 

 
圖 3.2 亞卓市 

 

（三）國立台灣大學歷史科中學教師進修網 

 

國立台灣大學 校教育學程所建

置，而歷史科則是屬於高中社會科進修網的一部份。如同其名，該網站主

修的資源，對一些教學意見的交流、歷史事件的評論或是

近日的一些史學評論及活動資訊，都做出整理蒐集。此網站可算是一個對

教師

歷史科教學進修網為台灣大學配合該

要在提供教師進

相當有幫助的資源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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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由首頁、資料庫、創新教學、討論群及電子報五部分所架構成。

首頁提供了最新資訊、古今評論以及本站消息等資訊，資料庫部分則有史

學專書評介、教學意見交流、相關網站介紹以及活動交流等消息提供，創

新教學的部分則放上了這幾年教育學程課程學生所設計的教案。另外也有

電子報的發行，用以提供教師最新的歷史教學資訊。 

 

 

 
圖 3.3 台灣大學歷史科中學教師進修網 

（四）清華歷史教學 

 

刊物，其出版目的是為了提倡並推動歷史教育的研究。而清華歷史教學網

 

 

「清華歷史教學」是國立清華大學歷史所暑期中學教師進修班主辦的

站就是這份刊物所成立的線上網站。其內容除了部分「清華歷史教學」的

刊物內容外，也設有討論區。此網站是國內少數針對歷史教學理念做出闡

述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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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清華歷史教學 

 

 

（五）

「Teens'清蔚園」是由國內兩大知名的教育性網站～「Teens 網路教

育園區」與「清蔚園網際網路知識園區」基於理念與宗旨結合的成果。 

        「Teens 網路教育園區」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

的一部份，目的在透過日漸普遍且提昇的網路環境與技術，進行以網路為

主的分散式遠距學習，並輔助傳統的課堂教學，希望能在發揮網路教育功

演一前沿的角色。初期透過與新竹市政府教育局的合作，提

供教師與學生免費的撥接專線，並由「Teens 網路教育園區」擔任青少年

人文精神的新形態資訊傳媒，遂擬議結合國內各學術和

教育界的有心人士，成立「清蔚園網際網路知識園區」，以推動精緻網路

Teens＇清蔚園 

原屬於教育部「

能的努力中扮

學生的網路守門人，杜絕不良網站對於青少年學子的影響。 

        而「清蔚園網際網路知識園區」原名為「脈望山房知性博覽會」，是

國立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黃一農教授的個人網站，後因人文社會學院、傳

媒學程、教育學程以及資訊工程系的部份老師，認為其理念有可能發展成

一甚具社會關懷和

文化為目標。 

        及至 2001 年的 9 月，由於網路傳輸速度的日新月異，傳統播接的頻

寬已經不敷使用，「Teens 網路教育園區」播接服務遂達成階段性任務。

在結束播接服務之後，「Teens 網路教育園區」重新規劃未來發展方向為

強化知識提供與互動的角色，適值「清蔚園網際網路知識園區」亦期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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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提供精緻華文網路文化的角色定位，於是在清華大學歷史所黃一農教

授的推動下，「Teens 網路教育園區」的遠距教育理念與清蔚園的虛擬博

物館取向，漸漸被一個包容性更廣大的想法所涵蓋，輔助學校教育與補充

課外知識的兩大功能遂被合而為一，於是「Teens'清蔚園」便就此誕生。

學教育館」、「宇宙天文館」、「自然生態

館」、「歷史文化館」、「休閒娛樂館」、「文學藝術館」等六大主題館。

而其中以「歷史文物 十七個不同的歷史主

題。是網路上歷史教學的一大資源。 

 

「Teens'清蔚園」一方面保留了網路使用者最需要以及最喜愛的元素，例

如輔助教學的理化大公國、古典文學館、科學點子圖書館、馬路客、英語

教室、虛擬法學院等；另一方面又根據網友的反應與意見，將以往清蔚園

繁多的各項展覽作品仔細分類整理，此網站可說是架設網路歷史教學資源

的絕佳範例。 

目前清蔚園主要包含「科

館」其中的歷史文化館包含了

 
圖 3.5 清蔚園 

 

 

二、輔助歷史教學 

 

這類輔助歷史教學的網站，主要是位居一線的歷史教師，在進行歷史教學

的過程中，所開發出輔助自 師個人的需求不同而詳身教學的網站。這類網站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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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不一。不過大體上較多的是提供個人對教學內容的重點整理，對教師本身的教

實用性 他教師 使用可能幫助不大。其中由高雄縣教育局

史科 一女中歷史科教師卓心美所

網站較

雄縣 學習加油站」網站，包含了

台灣歷史、高縣歷史、世界歷史、歷史檢索、成語檢索、教學節目以

。其中前四項 ，用專題

件的形式做出說明，裡面介紹了不少歷史事件，不過其內容上來看，相

而成 索 成語的檢索。另外，

提供 教學的歷史單元節目，主題館則是高雄縣的校園主題館，對

技 都 是一個以輔助中小學學

史的

 

而由北一女中卓心美老師所建置的台灣史教學網站，則事出於製作者本身教

構分成文化特色、歷史分期、台灣諺語、連結網站、線

測驗、留言版、參考書籍、題庫等部分。大部分都是功能性的單元，其中對學

生學習提供

史分期

 

茲

 

歷史教學的網站 

 

性質 網站 網址＆作者 

學較具 ，但是對其 或學生

電子資料中心

製作的

製作的「歷 學習加油站」，以及北

為突出。 

 

由高 教育局電子資料中心所製作的「歷史科

中國歷史、

及主題館八大

的單一事

部分 分別就中國、台灣、高縣以及世界歷史

當簡要。 語檢索與歷史檢 兩單元則是提供歷史事件和

教學節目 了國中

當地的民族 藝、農產資源等 有所介紹。整體來講，這

童學習歷 網站。 

 

學需求所建置。本網站架

上

資訊的部分以前兩項為主，文化特色介紹了台灣各時期的文化，而歷

則是針對各時期重大的歷史事件做出整理。 

將此類網站整理如表 3.2： 

表 3.2 輔助

輔助教學 歷史科 

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st.ks.edu.tw/~history/content.htm

（高雄縣教育局電子資料中心製作） 

輔助教學 歷史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edu.tw/senior/history/ks_rs/main.htm

（高雄市瑞祥高級中學製作） 

輔助教學 歷史學習加油站 http://content.edu.tw/senior/history/tc_dm/main.htm

（台中縣大明高級中學製作） 

輔助教學 台灣史教學網站 http://www.fg.tp.edu.tw/~nancy/index.htm

（北一女中歷史科卓心美老師製作） 

輔助教學 盛老大的首頁 http://www.tssh.tp u.tw/kshsheng/c.ed

（泰山高級中學歷史科盛少輝老師製作） 

輔助教學 石教育網站 http://sko.mtjh.tp.edu.tw/home.htm頑

（台北市民族國中歷史教師黃宗民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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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一手史料 

 

所

用以輔

半以純

半以掃

多半呈 位數位化工作的進度，而呈現在各自不同的

料庫之中。而由於各單位典藏的資料相當豐富，因此以下針對各保存一手史料

位的網站逐一介紹，相關網站請參見表 3.3。 

 

表 3.3 提供一手史料的網站 

 

網站 史料類型 網址 

謂的一手史料，包含了檔案、照片、地圖以及古代的史籍。這些史料都是

助歷史教學，觸發學生歷史智慧的一大利器。除了古代的知名史籍現今多

文字的樣貌呈現於網路上。而檔案、照片、地圖等其他的一手史料，則多

瞄的形式呈現，但由於國內尚無統合這些一手史料的網站，因此這些史料

現於各自典藏的單位。依各單

資

單

國立故宮博

物院 

檔案、書畫 

器物、文物影像 

http://www.npm.g .tw/ov

 

國史館 檔案、照片 http://www.drnh. v.tw/go

國史館 

台灣文獻館 

檔案、文物影像 http://www.th.go tw/v.

 

中研院近史

所檔案館 

檔案 http://archives. nica.edu.tw/index.htmlsi

 

中研院 

史語所 

文物影像、檔案 

善本書 

http://www.ihp.sinica.edu.tw/

檔案管理局 檔案 http://www.archives.gov.tw/

台灣大學 

圖書館 

檔案、古文書 http://www.lib.ntu.edu.tw/

 

 

（一）國立故宮博物院 

 

國立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是典藏史料的各機構中，最有系統的推廣

於民眾使用的單位。其網站內容除了有針對兒童設計的「兒童園地」，「典

藏精選」及「數位博物館」的項目中，分別挑出了該館具有代表性的館藏

做出詳盡介紹。而配合國家型數位典藏計畫，該館的器物、書畫、檔案、

古籍等資源都在進行數位化資料庫的建置，以故宮豐富的館藏，未來勢必

是國內不可或缺的歷史資源。 

 

 - 26 -



 

圖 3.6故宮首頁                      圖 3.7  故宮數位典藏首頁 

 

國史館 

國史館的網

（二）

 

站中，亦有針對其館藏的重要主題做出主題展覽。其中包

含了總統文物選粹與特殊主題特展。整體而言，或許是由於該館館藏多是

具特殊性質的檔案，國史館提供的網路資源遠 及故宮為多。不過目前國

開始建置數位化資源的資料庫。目前已有

。未來將以蔣中正總統文物的檔

不

史館也針對該館的數位化工作，

部分國民政府檔案可提供線上查檢與瀏覽

案與照片為主要建置目標。 

 

 

 

圖 3.8 國史館首頁                 圖 3.9 國史館數位典藏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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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 

 

      中歷史教學。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的網頁，主要是針對該館典藏檔案的價值做一簡

介。對於檔案於歷史教育的利用並未有太多著墨。不過目前配合該館檔案

數位化工作的進行，目前該館正努力進行檔案在教學應用上的加值工作。 

本計畫即是與該檔案館合作進行數位化檔案應用於高

 

 

       圖 3.10 近史 所數位典藏資料庫 

四）中研院史語所 

中研院史語所由於同時為學術研究單位與檔案典藏單位。因此該所網

站有相當程度是介紹該館研究的工作。對於提供一手史料的部分主要是出

於該館的資料庫。而該館的資料庫包含了傅斯年圖書館珍藏圖籍的全文影

像資料庫以及文物圖像研究室的資料庫等影像資料庫，以及中研院漢籍全

文資料庫等文字資料庫。此外該館所藏的內閣大庫檔案，也同時提供文字

資料的目錄檢索，以及檔案數位化後的影像檢索。 

 

所檔案館首頁           圖 3.11 近史

 

（

 

圖 3.12 史語所資料庫一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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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該館係國史館所屬的台灣文獻館，由於館藏同時包含文獻以及文物兩

方面。因此在網 。在文獻上主要

是針對該館所藏之「台灣總督府公文 纂」的數位化成果提供網路檢索。

物上該館近 選文物的「 所選取

的該館館藏提供可以 360度觀賞的影像。對讀 一項很

 

 

站提供的館藏資源上也同時提出這兩部分

類

在文 日推出了該館精 360 度環物展」。針對

者觀賞歷史文物將是

特殊的體驗。 

 

圖 3.13 國史館台         精選展 

 

理局 

 

檔案管理局為我國現行檔案檔案的主管

案管理的相關資訊外 的檔案主

置，如二二八事件 。

仍在建 供目錄檢

灣文獻館首頁     圖 3.14 台灣文物

（六）檔案管

機關。其網站除了提供一些檔

題也進行個別主題的網站建，針對其所徵集

檔案、美麗島事件檔案等

置之中，主要只提

不過這些網站提供的數位化

資源目前 索的功能。 

 

圖 3.15 檔案管理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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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 台灣大學圖書館 

 

國立台灣大學圖書館所典藏的一手史料，主要是該館特藏組的業務。

因此其網站與歷史 於特藏組對該館特藏資源的

介紹。而這些資源中 拓碑目前正配

合國科會的數位典

化，預期未來將可

 

立

教學資源相關者，主要是在

的淡新檔案、伊能嘉矩手稿以及台灣古

藏計畫的「臺灣文獻文物典藏數位化計畫」進行數位

成為台灣研究的重要歷史資源。 

 

圖 3. 位化計畫 

 

 

 

 

 

 

 

 

 

 

16 臺灣文獻文物典藏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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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各網站上所提供的資源與其數位化作業的情況關連極大，茲將各

館藏及其整理應用情形製表如表 3.4。 

我國各檔案機關檔案數位化情況 

典藏 檔案 數位化應用之情形 

館的數位化

 

表 3.4

 

機關 數位化之

國立 物院 宮中檔及軍機處摺檔 
目前提供目錄檢索 

使用 
故宮博

資料庫付費

國民政府檔案 
數位化進行中 

提供資料庫測試版 
國史

數位化進行中 

置中 

館 
蔣中正總統文物 

（含檔案及照片） 資料庫建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
進行中，提供 

館 外交檔、經濟檔 
數位化

目錄檢索及主題檔案展示 

中研院史語所 內閣大庫檔 

檢索 

全文影像檢索則授權使用 

提供文字目錄

並有部分線上展示 

國史館台灣文獻館 台灣總督府公文類纂 
數位化進行中，提供目錄 

檢索及主題檔案展示 

二二八事件檔案 
數位化完成，開放檢索 

可申請線上閱覽 

美麗島事件檔案 
提供線上查詢，檔案線上展

示仍在建置中 

人權政府相關檔案 提供主題式的檔案展示 

檔案管理局 

921 地震相關檔案 
提供線上檢索及主題檔案

線上展示 

國立台灣大學 
稿、台灣古拓碑 

線上資料庫 

尚未建構完成 

淡新檔案、伊能嘉矩手 數位化中，

 

 

四、單一專題介紹 

 

單一專題的網站，由於範圍較小，製作較易，因此數量也是網路歷史教

學資源中最龐大的一部份。正因為範圍小、涉入深，對於單一事件的內容更

能有良好而深入的探討。在輔助教學的功用上，這些單一主題的網站可說更

勝於許多教師所架設的輔助教學網站中的蜻蜓點水式的架構。但關於單一主

題的介紹，由於網站眾多，在此並不盡錄。主要只針對製作成果較具代表性

的單一專題，提出做為參考。這些網站多半由上文提及的學術機關或典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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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製作，在此特別提出部分加以列表簡介，如表 3.5。 

 

表 3.5 單一專題介紹之網站 

 

網站名稱：火器與明清戰爭 

網址：http://vm.nthu.edu.tw/digi.museum/

 

簡介： 是國科會數位博物館先導計畫之一由清華大學製作。介

紹古代火炮原理、應用及製作、相關歷史及明清戰爭故事。  

網站名稱：淡水河溯源 

網址：http://mars.csie.ntu.edu.tw/tamsui/index.html

 

簡介：國科會委託台大所製作的數位博物館，除了利用文字敘

淡水河歷史文化、淡水

河流域地理、人文等，讓你了解淡水河的故事。 

述之外，也以 3D立體展示的方式來介紹

網站名稱：台灣老照片 

網址：http://www.sinica.edu.tw/photo/

  

簡介： 由國立藝術學院及中研院共同製作的數位博物館，將台

灣較富意義的老照片加以數位化處理，藉由網路科技讓更多人

感受、見證台灣的歷史。 

網站名稱：商王大墓重現 

網址：http://www nica.edu.tw/~dmuseum/.si

 

所發掘出的文物，並將簡介、年表、地圖做整合呈現。  

簡介： 網站中介紹中研院史語所在 1928年 1937年，在「殷墟」

網站名稱：不朽的殿堂─漢代墓葬與文化 

網址：http://www.sinica.edu.tw/~hantomb/index3.html

 

院、政大資管系共同合作的國科會數位典藏先導

計畫，主要介紹漢朝的殯葬文化及文物。  

簡介：是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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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rs.gov.hk/ws/content/big5/pro/holdings.htm


第二節  國外檔案歷史教學暨網站之現況 

 

一、香港 

(一)香港大學 教育學院 母語教學教師資源中心  

 教育設計 歷史科 

http://www.cmi.hku.hk/Teaching/his.html

初中/歷史科/中國歷史科 

單元 

初中教學資源：教學網頁、課題資料、工作紙、試題庫 

高中教學資源：教學網頁、試題庫、工作紙、評卷參考 

 教學設計 

 有教案、如何應用於教學上 

 以網路資源、照片、地圖、圖畫、輔助教學 

 並將上課情形製成數位化影片置於網路上 

 教案：楚漢相爭、香港圍村今昔、香港海上防禦的轉變、新界居民

抗英事件、香港傳統農村生活、高思維，大歷史 

 

教學網頁：「教學網頁」收集各會員學校提供的教學網址，網址內容

教學有直接的關係，亦根據課程單元分類，方便同業檢索。可按照趣

性各方面提出評分，更可以建議具體的教學意

 

http://www.cmi.hku.hk/link/His.nsf/AllWebByUnit?OpenView

與課堂

味性、實用性、創意性、資料

見，讓其他同業選取網頁時有所參考。目前共收集 68 個網頁。

 

該網站希望過歷史資料的應 練學生高層次思維能力；促進中、

史史觀；促進科際課程統整，提升教學

、世史的課程框架，結合網路資源、老

史料，讓學生可以對香港有更深的認識。

考供各校老師使用。 

用，鍛

世史的互動及溝通，培養學生的大歷

深度及果效。以專題的方式，配合中

舊照片、香港海防博物館、地圖等

並設計有工作紙、試題庫、評卷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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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香港教育設計歷史科網頁 

 

       http://www.grs.gov.hk/ws/content/big5/pro/holdings.htm#

（二）香港歷史檔案館 

          香港歷史檔案館分為館藏精選與網上展覽兩部份。館藏精選將歷史檔

案 、圖畫等資料，以十大主題

展示。十大主題為：歷史文件精選、香港與二次世界大戰、健康及衛生、

交通、工商業、宗教節日及慶典、災難及意外、教育、法律及秩序、歷史

建築物。(見圖 3.18) 

館的館藏的檔案、報告、照片、影片、地圖

 

圖 3.18 香港歷史檔案館—館藏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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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展覽，主題為「從歷史檔案看油麻地的發展（1870 年至 1930年

，以油麻地為主題，包括七個部份，即引言、早期概況、主要經濟活

傳承與變遷、商業群、消失的行業以及街道易名。此展覽利用館藏檔

地圖、照片等資料，

代）」

動、

案、 作一個歷史演進的解說，進而使人們瞭解檔案的

價值與重要性。(見圖 3.19) 

 

圖 3.19 香港歷史檔案館—網上展覽 

國 

NARA Digital Classroom 

 
二、美

(一) 
　 　 http://www.archives.gov/digital_classroom/index.html

 - 35 -



 
圖 3.20 NARA Digital Classroom 

 

該 大類目： 

 
 擴張與改革（1801-1861） 

 內戰與重建（1850-1877） 

 工業化美國的發展（1870-1900） 

 現代美國的出現（1890-1930） 

 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1929-1945） 

 戰後的美國（1945-1970年代早期） 

 當代美國（1968年到現在） 

 

　    針對文件作背景說明，並提供教案給予老師使用，教案內容包含文件分

析、課堂討論、相關研究課題、與憲法之關連、提供文件的數位化檔案，供全國

各地老師上課使用。並提供文件分析學習單、照片分析學習單、相關網路資源。

另外，也將重要檔案如權利法案、水門事件等製成教案並出版，供老師們使用。

且於每年夏天會舉辦試教研習會，教導 K-16 教育者如何使用這些檔案文件教材

於教導學生上。NARA 教育辦公室已有超過 20年經驗在推動使用一手史料運用於

教學中，並生產以文件為基礎的教學材料，並會測試或動-學習技術，以將文件

帶入各層級學生的生活中。 

 

網站將所有資料分為八

革命與新國家（1754-1820s） 

(二)Documents.gov 

    http://www.ourdocuments.gov/doc.php?doc=2#

資料包文件、相片、海報、地圖、卡通、電影、錄音 

並有學習單、教學指南。提供美國歷史的 100 個重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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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尼蘇達歷史學會 

) Portal 

http://

(1 Educator＇s 

discovery.mnhs.org/edportal/

 

　 　        

的年級

級學生需要學習的知識、相關的資源。 

 

Educator＇s portal。提供一個資料庫，查詢欄位有主題、學生

、skill、選擇資源的類型。搜尋結果會列出適用的資源、該年

 

圖 3.21 Educator＇s Portal

 

(2) Time Pieces 

的重大事件或史料作整

理，每一筆記錄含事由、圖片、地圖、相關的資源、相關的事件。該

大主題：Moving to Minnesota、Innovations In Our Daily Life、

Arts and Creativity, Minnesota Style 、 Work, Trade, and 

 

(四)American memory--Learning page 

  p://memory.loc.gov/ammem/

網站 

從遠古到現在依時間順序將每一年發生

資料庫有提供一份教師指南和學習單，供教學上使用。主要是分為四

Minnesota Made。 

 htt ndlpedu/

 

國會圖書館於 1991 年起，即系統化的收集各項資源做為網路教

做教學設計或提供自學的線上教學與學習網站。

美國

材，建置給教育工作者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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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Memory 是國家數位圖書 計劃（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計劃，其主 的是與 它圖 館合作的方式，徵

料，透過線上的方式將數以百萬

計的資料呈現出來。結合了美國過去科技和現今新興科技，諸如

式媒體 電子形 來提供國會圖書館的檔案

300 多年來歷史資料，呈現格式概括有

料；（2）音樂、訪問、口述歷

史等聲音記錄；（3）照片、圖畫、插畫、地圖、樂譜等靜畫資料；（4）影

片、錄影帶等動畫資料。American Memory 即是讓教育工作者或學習者可

線上直接獲取有關美國歷史主 始影像或原

始聲音，提供一個虛擬實境，這種利用網路無遠弗屆及大量儲存的特性，

潑性， 增進 學成效。尤其建置了「學習

不同需求的學習，在學習網中除了

可讓使用者認識美國國會圖書館外，亦為教育工作者提供課程規範指引及

藏資源及相關網站資訊，包括聲

進行學習。 

館

Program）的其中一項 要目 其 書

集 300 多年來有關美國歷史資訊的各項資

CD-ROMs、電腦和影碟等各 ，以 式

資料。其主要徵集內容是有關美國

四：（1）各項信件、報告、歌謠集等手稿資

經由 題的各項原始資料，包括原

可使得教學更添多元化及活 進而 教

網」（The Learning Page）提供使用者

課程建議來進行教學設計，配合圖書館館

音及影像等讓學習者

 

 
圖 3.22 Learni

 

特色： 

 Lesson plans 

題目、時代或學科來區分，並提供教師指南、活動

。其中 Th stroia ＇s so rce 為教案總攬，

師區主 容框 為概論、資料與準備、教學

是一手 料來源？分析一手史料來

一手 資料 、討論。 

ng page 首頁 

教案可依主題、

類型、評估標準等等 e Hi n u

分為教師區與學生區，教 要內 架

過程、評估與延伸；學生區則為什麼 史

源來源、一手史料的類型、 史料 集

 Feature &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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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份為綜合活動：與整個美國有關的活動計畫，對象為所有學生。 

     主要針對主題作活動，約 13 個，並對每個活動作簡

       第三部份為特色呈現：橫跨美國記憶收藏調查課程題材。約有 6 個，主

恩節、移民、女性先鋒者 舉等等。一樣地，列出主題簡述與

。 
ion：提供 間連結 引。 

enter：彙集各學科專家與圖書館員，每月推出一主題，並  

天室可讓民眾與學科 討論與交換意 。 

三、英國 

(一)Pulic Record Office 

ttp: -conte htm

  第二部份為活動： 有

述與其適合對象。 

題為感 、選

適合的對象

 Collection connect 館藏 索

 Community C

有一線上聊 專家 見

h //www.pro.gov.uk/default nt.

 

(1)Learning Curve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

 

 
圖 3.23  Learni urve 網站 

 
       這是一個線上教學資源網站，以 National Curriculum from Key 

Stages 2 to 5 架構建立，包含文件、照片、影片、錄音資料等原始文書。內含

三種類 ：(1) 一主題深度調查 ：Focus on (3)

課程活

ng C

History 

型的學習方式 ：展覽 (2) 互動式調查

動：Snapsh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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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21/snapshot21.htm


 

 
（1）展覽：分八大主題：British Empire、Tudor Hackney 、Britain 

d Punishment、Cold War、The Home Front、

 Fair or Foul?、The Great War, 1914-1918、

20th Century Heroes and Villains、 Power, Politics and 

Protest 

（3）Snapshots ：學習單，利用數位化檔案作學習單例如：

ngcurve.pro.gov.uk pshots/ apshot38 napshot38.htm 
x 

://learnin ve.pr gov.uk/ ndex.htm 

 ://learningc e.pro.gov.uk/u -index.htm

網站架構： 

1906-18、Crime an

Victorian Britain:

（2）Focus on 

http://learni /sna sn /s

（4）Inde

分英國版 http gcur o. i

       美國版 http urv s

 

英國版與美國版教綱比較 
 

英國版 美國版 

表 3.6 

 
B itain Pre-Columbian 1085-1500 r 1066-1500 
B tain Colonial Era 1500-1776 ri 1500-1750 
B ita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V ctorians r 1750-1900 i
B itain r 1900-1939 Early 1900s 
Britain 1939-today 1916-1945 
 Cold War Era 1945-present 

英國版

1 66-15

Index 

0 00 | 1500-1750 | 1750-1900 | 1900-1939 | 1939-today

Key: Snapshot |  Focus On |  Gallery |  Exhibition |  Activity  

B 6-1500 ritain 106

 

  Title Key Stage Questions Activities 

 

Domesday 2-3    

 Chertsey in the Middle Ages 2-3   

 - 40 -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empire/g3/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britain1906-18/g6/gallery6.htm


Medieval Cartoon 3-4    

 Crime in the Middle Ages 2-5   

 Crime Preven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2-5   

 Punishment by Medieval Courts 2-5   

B 750 ritain 1500-1

 

  Key Stage Questions Activities Title 

 

Government & Crime, 1450-1750 2-5    

 Crime Prevention in England, 1450-1750 2-5   

Punishment for Crime, 1450-1750 2-5    

 Henry VIII - Court Rules 2   

 Mary Queen of Scots 2-3   

 Elizabeth I Royal Seal 2-3   

 Guy Fawkes 2-3   

 Contact with Native North Americans 3   

 Spanish Armada 3   

 Shakespeare 3   

 R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3-4   

B 900 ritain 1750-1

 

  Title Key Stage Questions Activities 

 

British Empire 3-4    

 R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3-4   

 Living in the British Empire 3-4   

 Crime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2-5   

 Crime Prevention in England, 1750-1900 2-5   

 Punishment for Crime, 1750-1900 2-5   

 Captain Cook in Hawai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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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greatwar/peace/framese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greatwar/trench/framese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32/snapshot32.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30/snapshot30.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onfilm/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empire/g3/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35/snapshot35.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09/snapshot9.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homefront/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homefront/preparations/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homefront/evacuation/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homefront/bombing/default.htm


British Reaction to French Revolution 3    

 19th Century Radicals 4-5   

 Peterloo 4-5   

 Luddites 4-5   

 Captain Swing 4-5   

 The Great Reform Act 1832 4-5   

 1833 Factory Act 2-3   

 1834 Poor Law 2-3   

 Florence Nightingale 2   

 19th Century Family life 2-3   

 Victorian Leisure 2-3   

 Victorian Homes - Rich and Poor 2-3   

 Victorian Life - Trimdon Grange 2-3   

 19th Century Mining accident 2-3   

19th Century censuses 2-4    

 Census Interactive investigation 2-4   

 The Chartists 4-5   

Reform After 1850 4-5    

 Queen Victoria - Family Photograph 2-3   

 Victorian Britain 2-3   

 Victorian Industrial conditions 2-3   

Impact of railways in Victorian Britain 2-3    

 Cholera in Victorian Britain 2-3   

 Victorian Poor Law 2-3   

 Victorian Lawlessness 2-3   

 Victorian Women　 rights 2-3   

 White Slavery (women) 4-5   

 Suffragettes 4-5   

 Slavery 3-4   

 Victorian children in trouble with the law 2-3   

 Victorian Prison 3-4   

 School Dinners 3-4   

 Streets of Late Victorian Lond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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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11/snapshot11.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heroesvillains/jfk/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heroesvillains/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oldwar/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oldwar/G1/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oldwar/G2/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oldwar/G3/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oldwar/G4/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oldwar/G5/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oldwar/G6/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28/snapshot28.htm


Mining Accident 2     

 V ay Accidentictorian Railw   2   

Britain 1900-1939 

 

  K e Questions Activities Title ey Stag

 

  Film Clips & Activities 2-5   

 British Empire 3-4   

 Living in the British Empire 3-4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3-4   

 Crime in 20th Century Britain 2-5   

 Police in the 20th Century 2-5   

 Punishment for Crime, 20th Century 2-5   

 Edwardian Schools 2-3   

 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 1912 3-4   

 Britain 1906-18 2-5   

 Liberal Welfare Reforms, 1906-11 2-5   

 Welfare Reform Achievements 2-5   

Early 1900s Women's Suffrage 2-5    

 Gaining Women's Suffrage 2-5   

 Civilians & War, 1914-18 2-5   

 Propaganda, 1914-18 2-5   

 Britain 1906-18 revision 2-5   

 A Soldier's Record 3-4   

 WWI Naval Tragedy 3-4   

 The Great War 3-4   

 WW1 Causes 3-4   

 WW1 Weaponry 3-4   

 WW1 Fighting 3-4   

 WWI Leadership 3-4   

 WWI Messages hom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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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02/snapshot2.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01/snapshot1.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07/snapshot7.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37/snapshot37.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39/snapshot39.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34/snapshot34.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empire/g1/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empire/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empire/g2/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andp/crime/g07/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andp/prevention/g08/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candp/punishment/g09/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41/snapshot41.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36/snapshot36.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politics/radicals/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politics/peterloo/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politics/luddites/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politics/swing/default.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politics/greatreform/default.htm


WWI Peace Settlement 3-4    

 WWI Trench Experience 3-4   

 The Zeppelin Raids 3-4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 3-4   

 Chamberlain and Hitler, 1938 3-4   

 Mussolini and Abyssinia 3-5   

 Document analysis - tension before WWII 3-4   

B day ritain 1939-to

 

  Title Key Stage Questions Activities 

 

  Film Clips & Activities 2-5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3-4   

 Evacuation to Canada, WWII 3   

 The Home Front 2-3   

 Home Front,1939-45 2-3   

 Preparing for war,1939-45 2-3   

 Evacuations,1939-45 2-3   

 Bombing of Britain 2-3   

 British colonies during WWII 2-3   

 Everyday Life,1939-45 2-3   

 Women at War,1939-45 2-3   

 Spies, Home Front,1939-45 2-3   

 Stalin and USSR Modernisation 3-5   

 German V1 Rockets 2   

 Hitler - Character 3-4   

 Hitler Assassination plan 3-4   

 Political Cartoons 3-4   

 Churchill and bombing of Dresden 3-5   

 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 1945 3-4   

 T Atomic Bombruman and th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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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13/snapshot13.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08/snapshot8.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40/snapshot40.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04/snapshot4.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05/snapshot5.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14/snapshot14.htm
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snapshots/snapshot20/snapshot20.htm


Post War Immigration 3-4    

 JFK and Cuban Missile Crisis 4-5   

 20th Century Heroes and Villains 3-5   

 Cold War 3-5   

 Did the Cold War start in 1919-39? 3-5   

 The wartime Alliance, 1941-1945 3-5   

 Who caused the Cold War? 3-5   

 How did the Cold War work? 3-5   

The nuclear game - how close was it? 3-5    

 Vietnam 3-5   

 The 1966 World Cup 3-4   

 

leas age groups are ecomme tion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ritish National Curriculum. 

85-15

*P e note that the suggested r nda

 
10 00 | 1500-1776 | 1776-1900 | 1900-1916 | 1916- 5 194 | 1945-today
 
Key: Snapshot |  Focus On |  Gallery |  Exhibition |  Activity 
 
 

P e-C 5-1500 r olumbian: 108

 

  
Group* 

Questions Activities 
Age 

Title 

 

 Domesday   8-14   

 Chertsey in the Middle Ages   8-14   

 Medieval Cartoon 11-16   

 Crime in the Middle Ages 10-18   

 Crime Prevention in Medieval England 10-18   

 Punishment by Medieval Courts 10-18   

Colonial Era: 1500-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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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arningcurve.pro.gov.uk/empire/g3/default.htm


 

 
Questions Activities   

Age 
Title 

Group*

 

 Government & Crime, 1450-1750 10-18   

Crime Prevention in England, 1450-1750 10-18    

Punishment for Crime, 1450-1750 10-18    

Henry VIII - Court Rules   8-12    

Mary Queen of Scots   8-14    

Elizabeth I Royal Seal   8-14    

Guy Fawkes   8-14    

Contact with Native North Americans 10-14    

Spanish Armada 10-14    

Shakespeare 10-14    

Rise of the British Empire 11-16    

Indus toriantrialization and Vic s 
 

Age 

 
Questions Activities   Title 

Group*

 

 British Empire 11-16   

Living in the British Empire 11-16    

 Crime &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0-18   

Crime Prevention in England, 1750-1900 10-18    

 Punishment for Crime, 1750-1900 10-18   

 Captain Cook in Hawaii 10-14   

 British Reaction to French Revolution 10-14   

19th Century Radicals 14-18    

Peterloo 14-18    

 Luddites 14-18   

 Captain Swing 14-18   

 The Great Reform Act 1832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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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3 Factory Act   8-14   

 1834 Poor Law   8-14   

 Florence Nightingale   8-12   

 19th Century Family life   8-14   

 Victorian Leisure   8-14   

 Victorian Homes - Rich and Poor   8-14   

 Victorian Life - Trimdon Grange   8-14   

 19th Century Mining accident   8-14   

 19th Century censuses   8-16   

 The Chartists 14-18   

 Reform After 1850 14-18   

 Queen Victoria - Family Photograph   8-14   

 Victorian Britain   8-14   

 Vi sctorian Industrial condition   8-14   

 Imp ictorian Britainact of railways in V   8-14   

 Cholera in V orian Britict ain   8-14   

 Vi Lawctorian Poor   8-14   

 Victorian Lawlessness   8-14   

 Victorian Women　 rights   8-14   

 White Slavery (women) 14-18   

 19th Century Suffragettes 14-18   

 Slavery 10-18   

 Victorian children in trouble with the law   8-14   

A Victorian Prison 10-16    

 School lunches 10-16   

 Streets of Late Victorian London   8-12   

 Mining Accident   8-12   

 Victorian Railway Accident    8-12   

Early 1900s 
 

Title 
Age 

  
Group* 

Question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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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wardian Schools   8-14   

 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 1912 10-16   

 Crime in 20th Century Britain 10-18   

 British Police in the 20th Century 10-18   

 Punishment for Crime, 20th Century 10-18   

1916-1945 
 

Title 
Age 

Group* 
Questions Activities   

 

Film Clips &   Activities   8-18   

British Empire 11-16    

 Living in the British Empire 11-16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11-16   

 Britain 1906-18   8-18   

 Liberal Welfare Reforms, 1906-11   8-18   

 Welfare Reform Achievements   8-18   

Women's Suffrage in Britain   8-18    

Gaining Women's Suffrage   8-18    

 British civilians & War, 1914-18   8-18   

Propaganda, 1914-18   8-18    

 Britain 1906-18 revision   8-18   

 A Soldier's Record 10-16   

 WWI Naval Tragedy 10-16   

The Great War 10-16    

WW1 Causes 10-16    

WW1 Weaponry 10-16    

WW1 Fighting 10-16    

 WWI Leadership 10-16   

 WWI Messages home 10-16   

 WWI Peace Settlement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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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I Trench Experience 10-16    

 The Zeppelin Raids 10-16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Rhineland 10-16   

 Chamberlain and Hitler, 1938 10-16   

 Mussolini and Abyssinia 10-18   

 Document analysis - tension before WWII 11-16   

 Stalin and USSR Modernisation 10-18   

 The Home Front, Britain 10-14   

 Evacuation to Canada, WWII 10-14   

 Home Front, Britain 1939-45 10-14   

 Preparing for war, Britain 1939-45 10-14   

Evacuations, Britain 1939-45 10-14    

 Bombing of Britain 10-14   

British colonies during WWII 10-14    

 Everyday Life, Britain 1939-45 10-14   

 Women at War, Britain 1939-45 10-14   

Spies, Britain 1939-45 10-14    

German V1 Rockets   8-12    

Hitler - Character 10-16    

 Hitler Assassination plan 10-16   

 Political Cartoons 10-16   

 Churchill and bombing of Dresden 10-18   

 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 1945 10-18   

 Truman and the Atomic Bomb 10-18   

Cold War Era: 1945 - present
 

Age 
  Title 

Group* 
Questions Activities 

 

  Film Clips & Activities   8-18   

 End of the British Empire 11-16   

 Post War Immigration in Britain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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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rchives.ca/05/0534/053404_e.html


JFK and Cuban Missile Crisis 14-18    

 20th Century Heroes and Villains 10-18   

 Cold War 10-18   

 Did the Cold War start in 1919-39? 10-18   

 The wartime Alliance, 1941-1945 10-18   

 Who caused the Cold War? 10-18   

 How did the Cold War work? 10-18   

 The nuclear game - how close was it? 10-18   

 Vietnam 10-18   

UK - US School system chart:
 

Year Age 
   Key 

Grade       School 
Stage 

 

6     5-11 1&2 1-5       Elementary/Grammar 1-

7-9   11-14 3 6-8       Middle/Junior High 

10-11   14-16       High 4 9&10 

12-13   16-18 5 11&12       High 

GCSE: 14 to 16 year olds 
S: freshman and sophmores/ 9th and 10th grades 

A-Level: 16-18 year olds 
US: juniors and seniors/ 

詳細介紹 Learning 

Curve 的內容、如何利用 Learning Curve 教學，包含活動設計等、

 
四、

http://www.foundingdocs.gov.au/

U

11th and 12th grades 
 

（5）推薦網站 

（6）教師指南：提供一本約 111 頁的教師手冊，

可利用哪些工具、技術來教學、相關網站。 

（7）onfilm：線上影音檔案資料 

澳洲：Docmenting a democracy 

將澳洲分為八大區，Commonwealth、Western Australia、Northern 

Territory、Queensland、South Australia、New South Wales、Victoria、

Tasmania。將這些地區重要的文件數位化，提供數位化的圖檔、文件的抄本

（PDF 與 RTF 兩種格式）、解釋該文件的重要性、歷史價值。該網站也可以

時間序列或事件主題作史料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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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五、加

(一)Cl

http://ww

圖 3.24 澳洲 Docmenting a democracy 網

 

 

拿大 

assroom Resource 

w.archives.ca/14/14_e.html

 

關數

位化檔案在教學應用上的成果網頁。將列舉幾個較重要的資源介紹： 

加拿大國家檔案館網站之 Class room，列舉出加拿大國內有

 
3.25 加拿大國家檔案館網站之 Classroom resourc圖 e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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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po 67 Man and His World 

　　 http://www.archives.ca/05/0533/05330209_e.html

 

適用對象小學三年級至中學五年級的學生，主要是魁北克地區的史

料。以提供教師指南的方式，來輔助教學。教師指南包含：教學目標、設計

了 16 個教學活動供老師參考、評估學習表。該計畫有拍攝一短片，並可看

到數位化檔案與說明，網站並利用數位化檔案設計線上遊戲以吸引學生學

習。且另外設計有螢幕保護程式、電子明信片、電子海報等供學生將檔案融

入生活中。 

 

 
圖 3.26 加拿大 Expo 67 Man and His World 網站 

First Among Equals: The Prime Minister in Canadian Life and 

Politics 

  ://www.nlc-bnc.ca/primeministers/kids/index-e.html

 
（2） 

        http

 
              該網站主要提供有關首相的資料，包含傳記資料、照片、演說資

料、政治生活與私人生活的資料，適合四至六年級的學生。網站並設

計遊戲供學生使用。教學資源：提供教師指南、評估標準、學生學習

單、填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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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First Among Equals: The Prime Minister in 

 Canadian Life and Politics 網站 

 
3） Through A Lens: Dieppe in photography and film 

    

（

      5/0534/053404_e.htmlhttp://www.archives.ca/0

 

           　該網站利用加拿大國家檔案館所典藏的照片與影片來提供教學，

以時間序列來展示照片，並提供德國新聞影片與加拿大戰爭新聞影

 

片，適合六至八年級與九至十二年級的學生。教學資源：教師指南、

評估標準、相關網站。 

 
圖 3.28 Through A Lens: Dieppe in photography and film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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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anadian Olympians  

    http://www.nlc-bnc.ca/olympians/index-e.html

 

             該網站主要提供有關加拿大參加奧林匹克運動的檔案資料，從

1950 年代中期至 2000 年參加奧林匹克的運動員的資料庫，內涵

10,000 幅照片，可用運動員、運動類型、年、得獎類等查詢。教學

資源：提供適合 9~13 歲、14~16 歲學生的教師指南、學生學習單、

相關網站。 

 

 

3.29 Canadian Olympians 網站 

 
） Celebrating Women's Achievements  

          htt /www c-bn a/wo /ind e.htm

圖

（5

p:/ .nl c.c men ex- l

 

  站包含女性在戲劇與舞蹈、 、運 行動主義、出版業、

音樂 學等 面的 ，教學資源： Women in Science、

 the J :A ca  stud 兩個教 指南、學習單、 估標 ，適合 4歲 

　 　  該網 藝術 動、

科學、政治學、 、文 方 資料 提供

On ob se y 師 評 準 1

以上的學生，並提供填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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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Celebrating Women's Achievements 網站 

 

（6） Susanna Moodie and Catharine Parr Traill 

          http://www.nlc-bnc.ca/moodie-traill/index-e.html

 

       該網站主要提供加拿大 19 世紀兩個最主要的文學家 Susanna 

Moodie and Catharine Parr Traill 的資料，包含信件、照片、手

稿、期刊、水彩畫、相本、素描簿，關於女作家各時期的生活、宗教

信仰等等。教學資源：提供 Roughing It in the Backwoods 教學指

南、學習單、評估標準、相關資源，適合 15 歲以上的學生。 

 

 
圖 3.31  Susanna Moodie and Catharine Parr Traill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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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Kids' Site of Canadian Trains 

          http://www.nlc-bnc.ca/trains/kids/index-e.html

 
              該網站主要有關加拿大火 車、修造鐵路

輸、社會研究、語言、數學等主題，且均有標注適合的學生年級。且

提供四個活動，利用網站中的數位化檔案來完成。 

車發展史，包含第一部火

的過程、鐵路史上重要的人物、相關資源、教學資源的資料，提供影

像、聲音檔案、人物傳記資料等等。其中教學資源包含：建議的教學

活動、學習宗旨、課程則細分有歷史、拓荒者生活、地理、地圖、運

 

 
圖 3.32  The Kids' Site of Canadian Trains 網站 

 

（8） Passageways: True Tales of Adventure for Young Explorers  

          http://www.nlc-bnc.ca/explorers/kids/index-e.html

 

              該網站專為 9 到 12 歲的兒童設計，主要有關加拿大考古資源。

教學資源：教學策略、學習單、教師指南、評估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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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Passageways: True Tales of Adventure for Young Explorers 網站 

 

六、小結 

 

（一）香港 

 

           香港這個網站主要是由香港大學的教育學院所設計，針對歷史科教

學，將教學資源區分初中、高中層級，主要以教綱為主，利用各種網路資

畫等史料設計教案，將史料運用於歷史教學上，希望

能鍛鍊學生高層次思 供工作紙、試

題庫、評卷參考等供老師使用，且透過該網站香港地區各校的歷史老師能

互相交流心得與資源。 

歷史檔案館主要是以主題方式呈現館內藏品，其中館藏精選只提

供數位化藏品，而無任何解說。但網上展覽，則是以油麻地為主體，利用

檔案 地 ， 學 史教 材

 

（二）美國 

 

           美國的歷史教學網站主要可分為三種，第一種類型為只提供原始史

料為 老師們依自己的教學課程，自行配置適合的原始史料。例如：

明尼蘇達歷史學會的 Educator＇s Portal。Educator＇s Portal 是一資

料庫，老師可輸入自己的教學要件，資料庫即會列出適用的資源、相關資

源。 

 

源、照片、地圖、圖

維能力，培養大歷史史觀。此外，並提

 

          香港

使油麻 歷史重現 成為中小 教師的歷 學的好教 。 

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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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為 序列 並提供 的背 師指 習單

和相關資源，以供老師們作為教學上的使用。這種類型的網站，例如：NARA

的 Digital Classroom、明尼蘇達歷史學會的 Time Pieces 皆是。 

 

       三種類 主，可以主 時 史 ，例如：

American Mem son Plans。依主題為老師與學生提供合適的加值

資訊，例如： 各年齡層的教案、評估、教學延伸、相關資源等

等。並提供社 館員，每月推出一主題，讓

民眾可與學科專家交換意見。 

（三）英國 

 

e v 主要以展覽的方式呈現史料，並提

指南 利用該網站教學，包含活動設計、可運用哪些工具技

術來 教學 。並有提供學習單， 下 用。較特別的是，

該網站有依英國與美國各 教綱， 作史 的索 利老

 

（四）澳洲 

 

          澳州 Documenting a democracy 可依地區、時間序列、主題或以瀏覽

的方式找尋史

本，並解釋各 的重要 的 師可將之運用於地方

歷史教學上。 

 

（五）加拿大 

 

          加拿大國家檔案館的 Classroom Resource， 各重要計畫

網站中有關教學方面的網頁。從其列出的網頁中可 站主要以主題

為主，提供教學指南、學習單、評估標準、標明適用 ，並各網站

多會利用史料設計各式有趣的互動遊戲，如填字遊戲；或是利用史料設計

生活化產品， 中，如： 、電子海

報等。 

 

 

 

 

以時間 為主， 各史料 景、教 南、學

   第 型為以主題

ory 的 Les

老師區提供

群中心，彙集各學科專家與圖書

為 題、學科、 代來區分 料

 

           英國 L

教導老師

arning Cur

們如何

e 供一本教師

達成 目的 供老師們 載使

年級的 分別製 料資源 引，便

師們直接選用。 

料資源。該網站除提供

文件

數

性與歷史價值

位化的圖檔之外

。各地區

，也提供文件的抄

老

列出在該國

發現，網

年級對象

將史料融入生活 螢幕保護程式、電子賀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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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表 3.7 綜合比較表 

六）綜合比較表 

 

 上述各國檔案歷史教學相關網站之比較，詳見表

 

單位 

 

項目 

香港 

大學 

香港歷

史檔案

館 

NARA 明尼蘇

達歷史

學會 

American 

Memory

英 國

PRO 

澳洲 加拿大

教案 ◎  ◎  ◎ ◎   

教師指南   ◎ ◎ ◎ ◎ ◎ ◎ 

學生版     ◎    

學習單 ◎  ◎ ◎ ◎ ◎  ◎ 

試      題庫 ◎   

相關網路 ◎  ◎ ◎ ◎ ◎  ◎ 

資源 

主題 ◎ ◎ ◎ ◎ ◎ ◎ ◎ ◎ 

時間序列    ◎  ◎ ◎  

分年   ◎ 齡層 ◎    ◎ ◎

數位化檔案 ◎ ◎ ◎ ◎ ◎ ◎ ◎ ◎ 

遊戲      ◎  ◎ 

海    ◎ 報     

螢幕保護程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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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高中歷史教科書教材分析與檔案應用 

  歷 中的史

就一 學 無 應 誦 的

比 的 要

的在於藉由傳遞選擇過的歷史事實，來灌輸學生國族過去的榮耀與偉大的傳

統 發 國 認 華 。 所 來

教 上 歷 知 史 ， 責

授 史事實」， 只 些「 史事實」，即完成了 謂的 史教學，

因此傳統教學中，多將歷史視為一門「死背」的科目。 

歷史教學只 授「歷史事實」，但歷史在 當 ， 現 並不是一

對 、 。

史」 識

教育部於民國八十四年十月公布「高級中學歷史課程標準」，說明歷史教學

目標是為達到 ， 取歷 ，增

進人文素養、引導學生思索人我、群我關係，以培養學生對社會、民族、國家的

認同感與責任心 ， 更寬廣的角度思索

中 化 史文化中之地位。 課程標準開 明義為 啟 學生對

史的興趣」，傳統陳述細瑣 代、偏 政 史教材及以教師講述，學生

概括承受的教學模式 確實無法呑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 九年一貫教育体制強調

多元學習，貫徹於歷史教學其實質意函為何？要是歷史教學不該因某些目的而偏

頗挑選某一類 某 解釋 那將學 界 研 之 新資料

結 成 否 達 客 史教學？這牽扯到教育的目的，

究竟是學習「各種學科專家的結論 還是學習「學科專家的探究模式」。換言

歷 一個專業學門，其知識特質，除了歷史事實知識外，還至少要具備歷史

理 解 探究 力(陳冠華，2003)。 

此，在國內由一群史學研究者及實際從事高中歷史教育的老師負責編撰

的 歷史教學》，積極提倡並推動歷史教學的研究，探討歷史課的教學問題，

課 的 並 學 討 回 歷 與史學 ，並

心 教 原理 念，以及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教學研究成果。該刊物

多 教 界 七○年 以 謂 新歷史 」 史教育哲

學 為什麼歷史教學中應該運用史料、如何使用史料、使用史料將可能遭遇

怎樣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等等這些問題提出一些明確的看法(陳冠華，

第一節 史教學 料運用 

位專業歷史 者而言，毫 疑問歷史不 該是只須記 而不必思考 科

目

的目

。歷史上「為什麼」的問題，遠 「是什麼」 答案更為重 。以往歷史教學

，藉以引 學生心中的 族自尊心和 同感(陳冠 ，2003) 其 設計出 的

材，基本 是灌輸「被選擇過的 史 識」歷 知識給學生 教師只要負 教

這些「歷 學生 要背誦這 歷 所 歷

 

即使 教 相 程度上 呈 的

種絕 的真實，而是一種經過人為加工 詮釋的產物 不同的書寫者可以給我們

不

在十九世紀的德意志最為明顯。 

同的「歷 。歷史知 有時反而是有心人用於馴化學習者的工具，此一現象

 

：啟發學生對歷史的興趣 俾能主動學習歷史，吸 史經驗

、培養學生具有開闊的胸襟及世界觀 使能以

國歷史文 在世界歷 此 宗 「 發 歷

年 重 治事件的歷

， 。

歷史事件作 一種歷史 ， 術 對歷史 究 最 以

論式撰述 教科書，是 就可以 成 觀的歷

」， 之

史作為

解、歷

 

關於

《清華

史 釋與歷史 能

除講 技術 闡述說明， 歷史教 的 論要能 歸 史知識 理論 參

考現代教育 理或 學 觀

次介

，對於

紹英國歷史 育 自 代 來興起的所 「 科 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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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歷史即是關於過去的知識，後人所能接觸到的 是過去 來的

種型態的史料，而不是「過去」本身。然而史料亦非即是歷史，歷史學基本上就

是 所 的證據及想像交互作用為手段來重建過 理 去。

一 可以經由不 方法而有不 的詮釋，關鍵乃在於提問者問了什麼樣的問

題(陳冠華，1999)。「新歷 科」歷 教 別 調 養學生 史知識的核心

能

第二節 高中歷 分  

 

清華歷史教學》編輯委員之一張元先生，將其長期對歷史教學的研究心得

落實

較。 

一、教科書的形式與架構 

表 4.1：各版本教科書的形式與架構 

 
  教科書 

 

項目

龍騰 康熙 

只 所遺留下 各

藉由過去 遺留下來 去、 解過 而

項史料 同 同

史 史 育即特 強 培 歷

力。  

 

史教科書 析

《

於龍騰版高中歷史教科書的編寫，其中發展學生歷史思維能力即為教科書的

撰寫目標之一。歷史思維不是一種技術，而是一種與基礎史實結合，構成理解過

去的步驟和方法的能力，因此歷史思維能力應包括閱讀、推證、想像初步的史學

方法以及基本史事的記憶等(張元，2002)。歷史知識其內容都是抽象的，而教材

是學生學習的知識的載體，透過教材的編輯設計從課文、圖表、資料中，進行有

效學習，因此教科書是傳達歷史知識的工具，不是學習的對象。自從教科書開放

由民間自行發行後，教科書的設計內容亦努力朝此方向發展，現就坊間出版的各

類高中歷史教科書中國近現代史部分之形式與架構作一比

 

南一 建宏 三民 正中 

 

章節 不分章 章、節 章

節，直接

列課次 

、節 章、節 章、節 章、節 

學習重點 課前引 整章引導    整章引導 

提示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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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 

 

目 

龍騰 康熙 南一 建宏 三民 正中 

項

  每一節的

二三

 每節學習

學習重點

以一

點方式列

出 

本節學習

重點 提要 

 

注譯  注譯（傳統）注譯（框 注譯（傳 注譯（傳統）注譯 

欄） 統） 

課文重點

提示 

課文重

點提示 

課文問題

提示 

 課文問題提

示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說 圖說 圖說 圖說 圖說 圖說 圖說 

參考資料 資料/問 參考資料 參   資料閱

 

 

 資料引述/

題 

考資料

讀 / 提

問 

補充說明 

作業 作業

論 （

明

處

文內容

論，資料

、課外

活動報告

（有些與

 研究與討 問題與討論

史料未標

來源及出

） 

問題與討

論  / 偏

重課文學

習 

問

論

課

討

分析

題與討

       

研究與

課後活動

重複） 

討論

  課後活動  課後活動

參考  課

後資料查

詢 

課

組

後活動  

告 、分

 

報

討論、採

訪、課外學

報告 

習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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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版本 但反應 同特徵如下： 

言各

年代、人名、地名以及史事與制度的細節。 

龍騰版，改用「課」。而每課組成

(三)學習重點提示，每一版本均對於將要講授的課程內容作一概括的提示，如三

、 （課） ，

之前則有學習重點或學習提要，這樣的安排使學生在學習之前能快速掌握全

旨， 習時，也能

龍騰版在課文每一段落的旁邊，再作重點提示，俾便於學生的學習。 

版外 三民以附

式呈現，其他 統方 釋已跳脫純名詞解

釋，進而作為資料補充之用。

(五)增列大量圖片、資料，配合教材內容，並附加文字說明，以增進學習興趣。 

外， 要

騰版甚至將古文資料皆改寫為白話文，除資料閱讀外並附有資料相關的問題

(七)作業及課後活動的設計上，知識類型的問題比例較統編本大為降低，分析、

鑑類 ，且 讓學生以討論方式，提出個人見解或實

、

論 教學中

，是否適合多數學生程度等，從新版教科書的內容及編排，均比傳

 

史

料 的圖片

上，資料的內容最多為圖片資料，另外為檔案、地圖、報紙、文集等等。茲將

例如表 4.2。 

 

 

 

教科書有異同， 出之共

(一)整体而

繁瑣的

(二)章節安排上，大多延襲傳統章節架構，唯

版本教科書課本內容用詞遣字都為口語的白話文；寫作儘量避免

要件包括課、課文、參考資料、圖表、習作。 

民、康熙 龍騰等版本在每章 之前再附上導言 正中、南一版在每節

課的要 了解教師上課的內容，在課後複 迅速掌握課文重點。

(四)除龍騰 ，其他版本均有注

版本則以傳

譯，只是呈現方式不一，

式呈現，不過各版本的注

 

南一及 欄方

(六)除課文 亦附有思考性的參考資料或現代學者的重 見解，有些版本如龍

提示，讓學生閱讀思考或在教師引導下進行討論。 

綜合、評 型的題目增多 儘量

際參訪

 

找資料撰寫心得、報告。 

姑且不

時速是否足夠

各版本所提供的教材內容，運用於實際 是否適宜，包括教課

統教科書更生

 

動、多元。     

二、各類

 

料於各版本教課書的配置比例 

 一般史 運用於教課書大致出現在，課文行文中 或補充資料及作業

各版本運用史料作為教材內容的種類、數量及比

 

 

 - 63 -



       表 4.2：各類史料於各版本教課書的配置

 

比例   

項目 資料

型式 

龍騰  南一  建宏  三民  正中  康熙  

  數量 比   比例 例 數量 比例 數量比例 數量比例 數量 比例 數量

圖片

資料 

圖片 115 82.73% 77.68% 166 89.25% 205 81.03%174 168 86.58% 139 81.76%

 檔案 8 5.76% 14 5.53% 14 6.25% 9 4.64% 8 4.71% 7 3.76% 

 地圖 16 11.51% 29 12.95% 15 7.73% 22 12.94% 13 6.99% 30 11.86%

 文集    1 0.45%        

 雜誌       4 1.58%  1 0.52%  

 報紙    6 2.68% 1 0.52%      

 史書         1 0.59%   

總計  139 100% 233 100% % 253 100% 194 100% 170  100  186 100% 

補充檔案 9 11.69% 8 22.22% 17 66.67% 4 30.7  5 50% 
資料 

7%  

 文集 20 25.9 13.89% 18.51% 7 53.85%   3 30% 7% 5 5 

 歷史

論著 

37 48  .05% 21 58.33%   1 7.69%    

 日記 1 1.30%           

 史書 2 2.  60%          

 方志 2 2.60%   3 11.11%   2 20%   

 口述 2 2.60%           

回憶 

 小說 1 1.30% 1 2.78%   1 7.69%     

 雜誌 3 3.90% 1 2.78% 1 3.70%       

 考察

報告 

1 1.30%           

 臺灣 1 

土地

改革

紀實 

1.30%           

總計  77 1 100% 00% 36 100% 27 100% 13 100%   10 

作業 歌曲 4 25%           

 歷史

論著

8 

 

5  0%   1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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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資料龍騰  南一  建宏  三民  正中   

型式 

康熙 

 檔案 2 12.50%   %   4 80%   5 35.71

 地圖           1 33.33%

 自傳 1 6.  25%   1 7.14%      

 小說 1 6.25%           

 史書             

 方志         1 7.14%   

 文集     1 20% 2 66.67%6 42.86%   

總計  16 100%   5 100% 3 100% 14 100%   

   
就各版本對於課文以外的教材 、補充資料及作業三大

。各部分均運用 料 利用的

量及比例。圖示資 利 圖、文集等，作為課

文輔助教材。其中檔案被利用的量 13%；補充資

料方面，正中版本無補充資料外，以 料亦最多元，

但主要仍集中在檔案、文集和各種歷 率最，高共十七

件，達百分之 66 左右。各版本亦利 ，以資料作為提

示或以資料作為討論議題，如龍騰版、建宏版正中版。 

   

總之，檔案己被高中歷史教科書所重視之教材 利用檔案進行的歷

史教育訓練及目的各有不同，下一節即討檔案在高中歷史教科書的運用。    

第三節 高中 運用 

一步討論各版本教科用如何運用那些檔案於圖示、補充資料及作業三

：  

  

一、各版本運用檔案於圖示 

 

    各種版本的教科書所運用的檔案於圖示，詳見表 4.3。 

 

利用，大致可分為圖示

部分 不同類型的資

料方面各版本

編排。在此可注意的是

用大量的圖片、檔案、地

以建宏版本最高，比例亦最多約

建龍騰版數量最多，使用的資

史論著，建宏版本檔案運用

用不同的資料設計課後作業

，唯各版本

，各資料被 數

 

歷史教科書中的檔案

 
本節進

部分的教材上及其使用目的

            

 

 

 

 - 65 -



表 4.3：各版本運用檔案於圖示說明一覽表 

 
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新港文書 23安平追想 用漢字和新港語兩種文

字寫的文書 及補充說明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雍正皇帝的硃

批諭旨 

38最後一輪的太平

盛世 臣 及補充說明 

進呈此密摺和方物的年

羹堯是雍正寵信的大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太平天國年間

的結婚證書 

57上帝的中國之

全與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年間的結婚證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子——洪秀 書 

大金榜 62士紳社會 用於公佈殿試結果

。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清朝

的大金榜，張貼在皇宮

門外

嚴復的天演論

手跡 

117西書翻譯與報刊 嚴復的天演論手跡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五四」翌日的

新申報號外 

122五四運動 「五四」翌日的新申報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號外 

「五四」當天北

大學生散發的

傳單 

122

散發的傳單 

課文輔助圖片 龍騰 五四運動 「五四」當天北大學生

中共發佈的十

三號通告 

145國民黨與共產黨 1923年 12 月 25 日，中

要求中

入國民

共中央發佈的十三號通

告。通告主要就國民黨

改組問題提出，

共黨員應即時加

黨以利國共合作之進行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龍騰 

漢人與原住民

的土地契約 

32土地所有權的建

立 

嘉慶三年

（1798）所立，契約中

拼音文字仍然被使用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南一 此契約為

可以發現「新港語」的

新港語馬太福

音 

37外來文化的影響 新港語的聖經是荷蘭人

教化原住民的重要工

具，也是原住民語文字

化的重要里程碑 

及補充

課文輔助圖片

說明 

南一 

孫中山在大英

博物館的借書

簽名卡 

國民

革命 

71孫中山倡導 孫中山在大英博物館的

借書簽名卡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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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孫中山倫敦蒙

難時的求救卡

片 

國民

革命 

71孫中山倡導 孫中山倫敦蒙難時的求

救卡片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孫中山致美國

會

信 

72革命風潮志士爭 國三藩市同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三藩市同盟 起 

孫中山致美

盟會信 

同盟會誓詞 73革命風潮志士爭

起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同盟會誓詞 

民報發刊詞 73革命風潮志士爭

起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民報發刊詞 

臺灣住民抗戰

檄文 

77台灣建省與乙未

割讓封面 

扉頁 南一 光緒二十一年四月，臺

灣民眾到處張貼公告，

痛罵簽訂馬關條約的李

鴻章 

臺灣議會設置 94非武裝抗爭的展 設置請願書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請願書 開 

臺灣議會

中華民國大總

統孫文宣言書 

106 的

成立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國民臨時政府 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

言書 

袁世凱就任臨

時大總統誓詞 

1

政權轉移 

08臨時政府北遷與 袁世凱就任臨時大總統

誓詞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中華民國臨時

約法 

109臨時政府北遷與

政權轉移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中華民國臨時約法 

李烈鈞討袁專

電 

111袁世凱的獨裁統

治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李烈鈞討袁專電 

國民政府「廢兩 126金融的改革 廢兩改元」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改元」訓令 

國民政府「

訓令 

五四工界抵制

日貨傳單 

131社會各階層的覺

醒 

貨傳單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五四工界抵制日

溥儀即位的詔

書 

141抗日戰争爆發 溥儀即位的詔書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中美平等新約 142國際形勢的轉變 美平等新約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與中國新地位 

中

日皇裕仁終戰

詔書 

144抗戰後期的艱苦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作戰 

日皇裕仁終戰詔書 

孫中山聯俄題

字 

147 成立與早期

國共關係 

1924年 1 月，中國國民

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

國代表大會，確立聯俄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南一 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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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容共政策 

張學良親筆信 149西安事變與停止

剿共 

張學良陪送蔣介石回南

京，臨上飛機前寫給楊

虎城的信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西安事變

安街頭的

畫 

後，西

宣傳

149西安事變與停止

剿共 

西安事變後，西安街頭

的宣傳畫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國民政府委任

狀 

150抗戰期間的國共 國民政府任朱德為第十 課文輔助圖片 南一 

關係 八集團軍總司令 

延安總部命令 151戰後共軍勢力的

擴張 

為攫奪抗戰勝利的果

實，中共延安總部下達

第六號、第七號命令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文

件內容模糊不

清） 

南一 

劉銘傳治

期的土地

臺時

丈單 

62劉銘傳與臺灣現

代化 

劉銘傳治臺時期清丈田

畝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劉銘傳治

期的按司

照 

臺時

道墾

62劉銘傳與臺灣現

代化 

劉銘傳鼓勵人民墾殖，

開發山林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充說明 

建宏 

 

 

駐漢口英

日各國領

布中立的

德法

事宣

布告 

83各省迅起響應 駐漢口英德法日各國領

事宣布中立的布告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中華民國

一張文告：中

民國大總

文宣言書 

85清帝退位與南北

統一 

中華民國的第一張文

告：中華民國大總統孫

言書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的第

華

統孫 文宣

孫大

蔣中 軍

軍官學校校長 

伐與統一 陸軍軍官學校校長 

片 建宏 元帥特任 95中國國民黨的北 孫大元帥特任蔣中正為 課文輔助圖

正為陸

袁世凱簽字蓋

中日二十

100日侵山東與二十 袁世凱簽字蓋印的中日

二十一條約批准書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印的

一條約批准書 

一條要求 

五四運動時期

印發的特刊 

100巴黎和會與五四 五四運動時期印發的特 課文輔助圖片 建宏 

運動 刊 

五四運動時期

的傳單 

101巴 會與五四

運動 

五四運動時期的傳單 課文黎和 輔助圖片 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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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  版目的 本 

蔣委員長為新

生活運動題字

嘉勉 

11 蔣委

題字

文 建宏6社會風氣的轉移 員長為新生活運動

嘉勉 

課 輔助圖片  

新港文書 22新港文書 荷人

原住

以羅馬字拼音拼寫

民語

史

言所書的地

契，一直沿用到清代嘉

慶年

契」， 文書」，

圖為用漢文和新港文共

同呈

色的印，是土目和地方

官的

料 三民

間，通稱「番仔

又稱「新港

現的契字，契上紅

印 

介紹  

契約 民帶來華南舊 此為 即向典主借

主的利息，到了時限還

債，則添典，直至典價

與土地價格相等時，便

將土地所有權交給典

種型

徵

史料介紹 三民 31移

慣 款，

典契，

並以土地收成為典

主，成為土地買賣的一

式。在契尾處並載

明 收 3%的稅銀 

安徽省桐城縣

納米執照 

58太平軍起事 毛邊紙墨刷，墨筆填

寫。

方形朱印，印文不清。

現藏 館。 

史料介紹 三民

監軍發朱浣曾 兩邊騎縫上均蓋長

安徽省博物

 

駐漢各國領事

宣布中立之布

70建立中華民國 駐漢各國領事宣布中立

之布告 

課文輔助圖片 三民 

告 

劉永福告示 86臺灣民主國 劉永福在臺北淪陷後，

住

臺中、臺南力圖恢復臺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

三民

貼出告示，要全力守

北 

充說明 

 

反共復國年代 177中 反共復國年代對大陸的 課文輔助圖片 三民

對大陸的文宣

傳單 

央政府播遷來

臺 文宣傳單 

 

戰後第一批地

方民代當選證

18

爆 選證書 

文 三民 1縣市參議員參選

炸 

戰後第一批地方民代當 課 輔助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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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書 

中英南京條約 26鴉片戰爭與南京 中英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條約 

南京條約  

孫中山在倫敦

蒙難時向康德

黎求救的卡片 

94革命的倡導 孫中

康德

輔助圖片 正中 山在倫敦蒙難時向

黎求救的卡片 

課文

民報發刊詞 9 民報

撰，

義 

正中 5革命活動 發刊詞，孫中山親

第一次揭櫫三民主

課文輔助圖片 

孫中山手書之 95革命活動 孫中 文輔助圖片 正中

同盟會綱領 

山手書之同盟會綱 課

領 

 

孫中山就任臨

詞 

100臨 府的建立 孫中山就任臨時大總統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時大總統時宣

讀的誓

時政

時宣讀的誓詞 

 

孫中山特任蔣

中正為陸軍軍

官學校校長手

110中國國民黨改組

與黃埔軍校的成

立 

孫中

軍軍

輔助圖片 正中 

令 

山特任蔣中正為陸

官學校校長手令 

課文

中美平等新約 153晉身世界四強 中美平等新約 課文輔助圖片 正中 

馬戞爾尼的謝

恩書 出

看出英

國的使者最後還是採取

讓

課文

及補充說明 

康熙 13英人從外交上提

改善要求 

從文字表達中可

了 步的方式 

輔助圖片

南京條約文件 19南京條約的簽訂 南京條約文件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太平天國頒布

的天朝田畝制

度 

畝制

康熙 29太平天國的動亂 太平天國頒布的天朝田

度 

課文輔助圖片 

同盟會時期黨

員執照 

40革命運動的開展

與滿清的覆亡 

同盟 文輔助圖片 康熙 會時期黨員執照 課

鄭成功親書之

五言絕句 漢 ， 樂衣冠

第，文章孔孟家，南山

霞。」

文 康熙 53荷據、明鄭時期

人的移墾 

鄭成

句

功親書之五言絕

內文為：「禮

課

開壽域，東海釀流

輔助圖片 

租佃契約 65社會階層 

農前來

租佃生產交換關係的契

約 

及補充說明 

康熙 此份為當時業主招請佃

開墾，雙方訂定

課文輔助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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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土著業主與漢

佃的開墾契約 開墾

為主

生產

補充說明 

康熙 65社會階層 此為土著業主與漢佃的

契約，具體表明「番

，漢為佃」的租佃

關係 

課文

及

輔助圖片

新港文書 69原住民生活的變 荷人據臺時期，教原住

世稱

灣原

本契 西

7

所

新港

荷人

書仍 影響不可

史料介紹 康熙

遷 民以羅馬字拼記語言，

「新港文書」，為臺

住民有文字之始。

約為嘉慶三年（

元 1

民

98年）新港社原住

立典園契約，約中

文與漢文並列，在

退出臺灣，新港文

然流行，

謂不大 

 

大明慈悲國的

檄文 

89從武裝抗日到政

治社會運動 

1915

清芳

悲國

文輔助圖片 康熙 年西來庵事件，余

號召建立「大明慈

」的檄文 

課

川漢鐵路的股 94保路風潮的爆發 清廷 的

補償辦法是湘鄂路股照

發還，廣東路股發六

成，川漢股只換發股

票。由於川路獨異，損

失最大，故爆發了激烈

抗爭行動 

課文輔助圖片

及補

康熙

票 

對鐵路國有政策

充說明 

 

孫中山先生就

任臨時大總統

時的誓詞 

96中華民國的誕生 孫中山先生就任臨時大

總統時的誓詞 

課文  輔助圖片 康熙

袁世凱執行登 98洪憲稱制及其失 袁世凱執行登基所應派

的執事人員表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基所應派的執

事人員表 

敗 

 

中國國民黨抗

戰建國綱領 

13 期的內政 抗戰建國綱領是我國抗

戰期間最高指導原則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1抗戰時  

臺灣省實施戒

嚴布告 

156戒嚴的實施與解

除 

臺灣省實施戒嚴布告 課文輔助圖片 康熙 

 

 

 - 71 -



各版本運用不同的史料作為課文的圖示教材，檔案在圖示中主要作為課

文輔助圖片，在相關的主題課文中，附一張檔案，並標明檔案的名稱。如南

一版在「袁世凱的獨裁統治」一節中附有「李烈鈞討袁專電」，該電所附說

明即為「李烈鈞討袁專電」。另一種圖示，除課文輔助圖片外，也可作為課

文的補充說明，如龍騰版，於「最後一輪的太平盛世」所用圖示「雍正皇帝

的硃批諭旨」，其說明為「進呈此密摺和方物的年羹堯是雍正寵信的大臣」，

料介

紹，如三民版在「太平軍起事」引用「安徽省桐城縣監軍發朱浣曾納米執照」，

說明為「毛邊紙墨刷，墨筆填寫。兩邊騎縫上均蓋長方形朱印，印文

兩種文字寫的文書」為課文輔助圖片及補充說

；南一版引用新港語馬太福音說明「新港語的聖經是荷蘭人教化原住民的

里程碑」，補充說明了新港語是原住

間，通稱「番仔契」，

是土目和地方官的印」，對新港文書作更詳細的介紹，已是一種純史料介紹；

，世

稱「新港文書」，為臺灣原住民有文字之始。本契約為嘉慶三年（西元 1798

）新港社原住民所立典園契約，約中新港文與漢文並列，在荷人退出臺灣，

        有關各種版本的教科書運用檔案於補充資料，詳見表 4.4。 

名稱 本 

此一段文字補充說明了年羹堯與雍正的關係。另一種檔案圖示用途為史

其圖示

不清。現藏安徽省博物館」，，己跳脫課文範圍，針對檔案本身作介紹。 

 

另舉各版本所運用的比率最多的新港文書為例，包括龍騰、南一、三民、

康熙均引用該文書，唯每版本運用的角度各有不同。龍騰版引用新港文書說

明該文書「用漢字和新港語

明

重要工具，也是原住民語文字化的重要

民語文字化的重要里程碑；三民版引用新港文書，說明「荷人以羅馬字拼音

拼寫原住民語言所書的地契，一直沿用到清代嘉慶年

又稱「新港文書」，圖為用漢文和新港文共同呈現的契字，契上紅色的印，

康熙版引用新港文書說明「荷人據臺時期，教原住民以羅馬字拼記語言

年

新港文書仍然流行，影響不可謂不大」，亦為介紹該史料的歷史意義及重要

性。 

 

二、各版本運用檔案於補充資料 

 

     

表 4.4：各版本運用檔案於補充資料一覽表 

 
 頁次 課文主題 使用 說明 使用目的 版

禮部尚書馮琦奏書

疏，明神宗實錄 

5城市民變 思考馮琦奏書與明末

民變之關係 

史料分析 龍騰 

雍正硃批諭旨 37最後一輪的太平盛

世 

從雍正硃批諭旨看雍

正性格 

以史料為根據

從事歷史想像 

龍

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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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本  頁次 課文主題 使用 說明 使用目的 版

白蓮

《清中期五省白蓮

教起義資

47 白蓮教之亂 從供語詞看看白蓮教

教義 

史料分析 龍

騰 

教教徒口供

料》 

曾國 騰 藩「討粵匪檄」 56上帝的中國之子─

─洪秀全與太平天

曾國藩討洪秀全之理

由 

史料解讀 龍

國 

陶澍

皖等 摺

子」 

捻亂關係 

騰 「條陳緝捕豫

省胡匪徒

59捻亂 從史料描述鹽走私與 史料解讀 龍

清宣

捻亂關係 

史料解讀 龍騰 宗聖訓語譯 59捻亂 從史料描述鹽走私與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

全檔 

173,  從告示中分析起事之 史料解讀 龍騰 

181 事由 

清高
南一 

宗聖訓 14中英關係走向惡化 清朝的國際貿易觀 參考資料 

林則

關礙宜重禁吃煙以

杜弊

 參考資料 

 

徐「錢票無甚 16禁煙的爭議 林則徐禁煙論

源」 南一

劉壯肅公奏議 32土地所有權的建立 劉銘認台灣田賦收入

偏低的原因（提示）

參考資料 

南一 

楊秀清、蕭

天討  

朝貴「奉

胡檄」 

60太平天國的興起 太平天國起事理由 參考資料 

南一

曾國
一 

藩「討粵匪檄」 61湘軍的成立 伐太平天國理由 參考資料 
南

蔣中

軍總

言」 一 

正「國民革命

司令就職宣

 

113北伐與統一 北代宣言 參考資料 

南

蔣中

之報

參考資料 

南一 

正「對外關係 140抗日戰爭爆發 抗日宣言 

告」 

開羅會議

一 

宣言 143國際形勢的轉變與

中國新地位 

開羅會議宣言 參考資料 

南

嘉慶

其衝突 建宏 

皇帝敕諭 9天朝迷夢——中英

交涉及

  參考資料 

靖海

灣棄 疏」 策 建宏 

侯施琅上「臺 24清領初期的治台政   參考資料 

留

臺民布告中外檄 68臺灣民主國的抗日

運動 

台灣民主國的立宣言 參考資料 

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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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本  頁次 課文主題 使用 說明 使用目的 版

孫大總統致電袁世

凱 

86臨時政府北遷 孫大總統致電袁世

凱，表示暫時承乏，而

虛位以待 

參考資料 

建宏 

孫大總統

議院

建宏 

向臨時參

薦袁自代咨文 

87臨時政府北遷 孫大總統向臨時參議

院薦袁自代咨文，其天

下為公，推賢讓的胸

襟，躍然紙上 

參考資料 

袁世凱致

時政

文 建宏 

電南京臨

府 

87臨時政府北遷 民國元年 2 月 11 日，

清帝退位前一日，袁世

凱向南京臨時政府宣

布，贊成共和電

參考資料 

孫中山致宋教仁的

輓聯

89政潮黨爭與二次革

命 

孫中山致宋教仁的輓

聯 

參考資料 

建宏  

孫中

省當

出護法的精神 建宏 

山致電西南各

局 

92從府院之爭到南北

分裂 

經參戰案與督軍團叛

變的紛擾後，孫中山致

電西南各省當局，促請

參考資料 

出師討逆，已充分表現

五四

界全體宣言」傳單 問題的處置 

參考資料 

建宏 

學生「北京學 102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五四運動 

杜威 兒的信 102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五四運動 參考資料 

宏 

寫給女

問題的處置 建

本莊

軍大 宏 

繁致函日本陸

臣南次郎 

126日本的蓄意侵略 日軍侵華 參考資料 

建

孫越

聯合宣言，是孫中山先

生聯俄容共的基本精

 

聯合宣言 135中共成立與國民黨

的聯俄容共 

民國 12年孫中山先生

與俄國代越飛發表的

參考資料 

神 建宏

中共「抗日大學」

的講

138抗戰時期由合作到

衝突的國共關係 

明白表示中共參加抗

戰的策略 

參考資料 

宏 
稿 

建

毛澤

下達

宏 

東對新四軍所

的指示 

138抗戰時期由合作到

衝突的國共關係 

民國 29年 10 月，毛澤

東對新四軍所下達的

指示 

參考資料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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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頁次 課文主題 使用 說明 使用目的 版本  

人民日報

社論刊載橫掃

述「破四舊」、「立四新」

的內容 建宏 

社論 147文化大革命的全面

發動 

民國 55年 6 月 1 日人

民日報

參考資料 

一切牛鬼蛇神一文，闡

清華附中大字報

「無產階級的革命

造反精神萬歲」 

147文化大革命的全面

發動 

民國 55年（1966）6

月 24 日清華附中大字

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

參考資料 

建宏 反精神萬歲」 

鄧小平在中共十二

屆全代會 

149改革開放與社會主

義現代化的摸索 

國 71年（1982），鄧

屆

全國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道路 

參考資料 

建宏 

民

小平在中共第十二

代表大會中，闡述

蔣總

黨第七次全代會致

詞 

政府的改

造 

民國 在

中國國民黨第七次全

國代表大會中致詞，要

求黨員同志發憤自

強，立志雪恥 

參考

建宏 

統在中國國民 156國民黨與 41年，蔣總統 資料 

太平    史料 比

較 三民 

天國十款天條 60 解讀及

曾國藩「討粵匪檄」 60    史料 讀及比

較 三民 

解

臺灣

景崧布告 

  史料 析 

三民 

民主國總統唐 86  解讀分

閩臺通訊社「臺灣

政治

175    史料解讀分析 

三民 現況報告書」 

乾隆給馬戞爾尼的

敕諭 

12    資料引述 

康熙 

嘉慶   資料 康熙 英王的敕諭 13  引述 

施琅的奏摺 62    資料引述 康熙 

沈葆楨的奏摺 75    資料 康熙 引述 

戶部

呈文 

   資料引述 

康熙 

主事葉題雁的 83 

 
很多版本參考資料沒標明出處，直接引 案無任何提示說明，

必須由課堂教師自行解說運用該檔案於教學上，在有限的教學時間，

用原文，未對檔

教師必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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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較多的解讀工作。在參考資料部分，以龍騰版的編排最為周詳，無論其引用原

始史

參考資料的編排視為歷史

習過程之重點，而達到訓練學生史料分析及閱讀的能力。茲舉實例說明之： 

一：頁 5，「城市民變」中引用「禮部尚書馮琦奏書疏，明神宗實錄」 

以後，百姓的苦更甚於軍隊和戰禍。稅使出來以後，百姓的苦又比礦使還深。我

訓練學生史料分析能力。 

例二，頁 37，「最後一輪的太平盛世」引用「雍正硃批諭旨」 

 

資料 

雍正硃批諭旨：「李枝英竟不是個人，大笑話！真笑話！有面傳口諭，朕笑

得了不得，真武天矣。」「豈有是理！朕心寒之極，未料王士俊如此待朕也。」

「若不如是，李紱、甘汝來頭莫望在頂上！」「汝猶靦顏陳奏，可謂無恥之極矣。」

「朕實為汝愧之，代汝畏之，竟不知汝具何等面皮，何等心胸也，亦可謂不世出

之庸人矣！」「好事好事！此等事覽而不嘉稅者，除非獃皇帝也！」「真正累了你

了，不但朕，怡親王都心疼你落眼淚。阿彌陀佛，好一大險！」 

 

問題 

資料三，都是雍正在看了大臣的奏摺後，親自批的意見，從這些評語中，你

可以大致分析一下雍正對臣下的態度嗎？ 

此段資料則讓學生從雍正硃批諭旨看雍正性格，訓練學生以史料為根據從事歷史

想像。 

 

 

 

 

料或二手史料，除標明檔案出處外，所有內容均譯為語体文，以訓練學生對

資料的理解、分析、推證能力為目的，龍騰版教科書將

學

 
例

 

資料 

禮部尚書馮琦奏疏，明神宗實錄，萬曆三十一年四月丁酉條：自從礦使出來

不敢說遠的例子，皇上可以派遺親信忠實的人，訪問都城內外，民間、市井流行

的歌謠，然後令屬下一一如實的上奏。人民是不是怨嘆，到時候就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 

 

問題 

馮琦為什麼要皇帝派親信到京城內外採集歌謠？把這段記載和課文內，李自

成起兵時，民間的歌謠放在一起，可以看出什麼消息？ 

此段文字讓學生思考馮琦奏書與明末民變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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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三，頁 47，白蓮教之 起義資料》」 

 

料 

白蓮教徒口供：張正謨來到我家說：「劫數將到，凡入教的分為上下文武兩

供：我所念經咒，只有「從離山失迷家，住在娑婆苦痛煞；無生老母捎書信，

特來請你大歸家」四句。每日燒香奉誦，以修來世的意思。 

 

問題 

資料二、三，都是白蓮教教徒被抓後 官方審判時的供詞。其中展現出哪些

要歌詞？第二段教主的供詞和羅教的教義有什麼相似

例四，頁 56，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與太平天國引用「曾國藩「討粵匪檄」 

 

資料 

曾國藩，討粵匪檄：從唐虞三代以來，每個世代的聖人都扶持名教，敦敘人

倫。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井然，就好像帽子和鞋子不能倒過來穿戴一樣。

粵匪偷竊外夷的殘餘，崇拜天主教，從偽君偽相，下到兵卒賤役，都以兄弟相稱。

他們說只有天可以稱父，在這個之外，平常人的父親都是兄弟，平常人的母親都

是姊妹。士人不能口誦孔子之經，卻說另外還有所謂耶穌之說、新約之書。把中

國數千年禮義、人倫、詩書、典則一下子完全清除。這不單單是我大清朝之變，

而是天地開闢以來，名教之奇變。孔子、孟子因此痛哭於九泉，凡是讀書識字的

人，又怎麼能袖手旁觀，安坐在那裏而不有所作為？  

問題 

資料五，曾國藩在這篇有名的討伐太平天國的宣言裡，說孔子、孟子痛苦於

九泉之下，為什麼？是因為洪秀全在夢裡把孔子綑起來責罵、鞭打嗎？還是因為

其他原因？為什麼曾國藩和洪秀全會對孔子的態度有天壤之別？請依據課文和

這份資料，略加討論。 

此段資料則讓學生從曾國藩討洪秀全之理由，訓練學生史料解讀的能力。 

 

 

 

亂「白蓮教教徒口供《清中期五省白蓮教

資

班。三月間劫數一到，武仙來與文仙會齊，殺人無數。只見頭帶白布號帽，身上

帶有黃綾符帖，就曉得是同教的人，可以免難。」 

問：你從前傳教，歌詞係「清清涼涼棟材，翻三四五正午年；大家都到龍華

會，候著佛法何周全」，何以你如今所念經咒又不是呢？你究竟是何經咒？從實

供來！ 

，

主要的觀念？傳教為什麼

之處？ 

從供語詞看看白蓮教教義是一種史料分析的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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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五：頁 59捻亂，引用陶澍「條陳緝捕豫皖等省胡匪徒摺子」及「清宣宗聖訓

語譯」 

 

資料 

陶澍，條陳緝捕豫皖等省紅胡匪徒摺子：安徵的潁、毫，河南的汝、光一帶，

照例「淮鹽」，現在每斤值四五十文不等。而長蘆私鹽，每斤價格不到一半，所

以居民都喜歡吃私鹽。兩地之間，有許多走私販和鹽梟，紅鬍子則幫他們護送。

每車私鹽收錢二百文，每天運送私鹽的車輛則不下一百。 

清宣宗聖訓：匪徒買了鹽後，或用驢馱，或用軍運，每起數十人到二三百人

不等。他們明目張膽，每人帶著刀，晝夜南行，一點顧忌都沒有。他們經過的州

縣，又有本地的捻匪護送。每一個頭目率領同夥的土匪多人，劃好地盤，沿途守

候私鹽經過。曳刀手，捻匪和紅鬍子都由這裡產生。 

 

問題 

    鹽是每天都要吃的物品，政府為了稅收，禁止人民自由買賣，民眾為了吃到

價廉物美的鹽，而向走私販子購買，你覺得因此而觸犯法律合理嗎？從資料六、

七中，你可以看出走私活動的興盛嗎？這些走私的人，為什麼敢如此明目張膽？ 

此段資料則讓學生從史料描述鹽走私與捻亂關係，訓練學生史料解讀的能力。 

 

例六：頁 173 及頁 181，引用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 

 

資料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大明慈悲國奉旨本臺征伐天下大元帥余示諭三百萬

民知悉。⋯⋯聖神化佛，下凡傳道，門徒萬千，變化無常。今年乙卯五月，倭賊

到臺二十有年已滿，氣數為終，天地不容，神人共怒。我朝大明，國運初興，本

帥奉天，舉義討賊，興兵罰罪。大會四海英雄，攻滅倭賊，安良鋤暴。解萬民之

倒懸，救群生之性命。天兵到處，望風歸順，倒戈投降。 

 

問題 

資料一是余清芳舉事時，所發布的告示，你認為其中有哪幾個主要的訴求？ 

 

資料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全檔：臺中地方還風傳一種無稽的謠言，說：「臺灣已有

真命天子出現，這個未來的皇帝是兩耳垂肩，兩手過膝的聖人。」又說：「中國

有懂得隱身避彈仙術的和尚和紅髯姑，將請他們來此傳授秘術，以便擊退日本

人。」山神土地，值日使者持牒為吾傳奏玉皇上帝，言吾在此山設禮拜壇，虔誦

經咒，深求妙法，以為除暴，救民之計，功成之日，大大有賞，切切此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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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資料五，你是否覺得似曾相識呢？你可否回想一下，在你讀過的課文中，有

哪些民眾動亂，有和此處類似的宗教色彩？ 

此段資料則讓學生從告示中分析起事之事由，訓練學生史料解讀的能力。 

 

三、各版本運用檔案於作業  

 

    有關各種版本的教科書運用檔案於作業的情況，詳見表 4.5。 

表 4.5：各版本運用檔案於作業一覽表 

 

名稱 頁次 使用目的 版本 

乾隆皇帝致英王敕諭、馬戞爾尼「乾隆英

使覲見記語譯」 

64史料分析比較 龍騰 

清高宗致英使馬戛爾尼敕諭 11史料分析 建宏 

台灣外紀 25史料解讀 建宏 

洪秀全「原道醒世訓」 49史料分析 建宏 

曾國藩「討粵匪檄」 49史料分析 建宏 

 

 

 

李鴻章「籌議製造輪船未可裁撤摺」 55史料分析 建宏 

日外相陸奧宗光「關於臺灣島嶼鎮撫策」 79史料解讀 建宏 

未註明檔案名稱及出處 79史料分析比較 建宏 

太平軍「奉天討胡檄文」 42史料分析比較 
正中 

曾國藩「討洪檄文」 42史料分析比較 
正中 

香港興中會宣言 103史料分析解釋 正中 

行政院版「二二八紀念碑碑文」 177史料分析 
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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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5 所示各種教科書版本的作業，或多或少引用某一史料，再由學生根

據課堂的訓練，來判讀這些史料背後的歷史意義。 

 

四、小結 

 
  檔案在各類史料中被史學家視為珍貴的一手史料，但檔案必須經由解讀分

析，才能呈現其歷史意義，因此就高史的歷史教學，檔案運用於教學上確有其困

難度，運用檔案編輯教材時必須先經過解讀轉換為易懂較具親和力的資料型式，

才能讓學生容易吸收，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也由於檔案本身涉及解釋問題，所

以教師在教學時也必須留意所謂「歷史解釋」問題。而目前的考試制度「史料題」

為一熱門的出題方式，在考試引導教學的現今教育環境，教師在教學中亦必須時

而引用史料，但對於為什麼歷史教學中應該運用史料、如何使用史料、使用史料

將可能遭遇怎樣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等等，在目前的高中歷史課程中還沒

有完整的一套想法。處於教育改革的今日，無論教育體制、教綱編訂及教科書編

輯都在摸索中，但無論方式如何改變，歷史教育目的的終極關懷究竟為何，應該

是每一位從事歷史教育工作者所應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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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二次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為取得任教於高中的歷史教師對於數位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之觀

點，因而採用焦點團體座談方式。共舉辦兩次焦點團體座談，分別於教科書分析

後，網頁實際設計之前舉辦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以徵詢高中歷史教師對於實際

設計教學網頁之意見，詳見第一節；另於網頁設計後舉辦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

以徵詢高中歷史教師對於網頁之意見，詳見第二節。 

 

第一節  第一次焦點座談 

 

時間：93年 1 月 16 日 

地點：政大文學院百年樓四樓３３０４１４研討室。 

會議主題：(1)檔案應用在高中歷史教學之經驗。 

          (2)檔案應用在高中歷史教學之優點。 

          (3)數位檔案應用在高中歷史教學之可行性。 

 

主席：薛理桂教授 

參與人員：莊樹華（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主任） 

          薛化元（政治大學歷史系教授兼所長） 

          何思瞇（國立編譯館） 
          張凱達（近史所檔案館） 
          周志宇（建國中學歷史教師） 
          游振明（永春高中歷史教師） 
          單兆榮（北一女中歷史教師） 
          蔡蔚群（新店高中歷史教師） 
          謝英彥（南湖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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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畫引介 

 

關於研究計畫 

主持人 ★ 本次座談主題設定在數位化檔案應用在高中歷史教學 

★ 六月的，第二次焦點座談，我們會做出的一個類似 prototype

的一個雛形，請各位幫我們驗收評鑑這個成品。 

 ★ 我們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館藏，例如有外交、經濟方面的

檔案，尤其近代史的部分，當作主軸。 

★ 我們計畫的構想就是希望能夠以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以他

們的網頁設一個類似歷史教室，主軸可能以近代史外交、經

濟這方面的主題做出成品。最後我們再試著作作看，能不能

把他燒成光碟。 

 
 
 
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報告人：莊樹華主任 

中國近代外交史網站：http://archms1.sinica.edu.tw/foreign/index.html

預期目標 

★ 推動外交史研究 

★ 提供大學生獲得資訊的場所 

★ 在一些主題展中設計小單元，提供高中歷史教材 

Case1 

「五卅慘案」 

★ 模式：不替五卅慘案作他的評價。只是單獨的把有關的這個

事情的各方面態度，用檔案呈現出來。 

★ 簡言之，英方他們對這件事情他們的看法、他們的立場、中

國方面的立場、民間有民間的看法、官方有官方的看法，最

後調查出來的報告是怎麼樣。種種不同的觀點是我們所盡力

去呈現的。 

Case2 

中日 21 條款 

★ 模式：中性、偏向史料介紹的模式。 

★ （說明和標題有出入，要請教莊姐） 

未來主題 

★ 中外條約 

★ 外交使館 

★ 國書 

展望 

★ 把中國近代外交史網站變成我們在數位典藏基礎下的一個

應用端，也就是說他有一個原始的 source 在那邊，讓研究

人員自由取用，就像是資料庫一樣。 

★ 另外一個應用端，就是套裝的東西，在這個地方我們就能做

出一個一個的主題。供學生和老師使用。 

 ★ 資料以館藏為主，鎖定在 1860年至 1927年的外交檔案。 

 

 - 82 -



二、教科書與教材的選擇 

 
教科書運用檔案的分析 

莊主任 

教科書運用檔案的方式，有三大部分： 

★ 第一個就是圖—很純粹的圖片。 

★ 第二個就是資料，他用這些檔案作為一種資料補充。 

★ 第三個把他放在作業裡面，把檔案當成作業，用一些課題讓

學生去分析。 

新店高中 

蔡老師 

（國外教科書運用檔案的方式） 

★ 英國的教科書，他們的方式跟我們不太一樣，他們在每課之

前有一小段的，大概相當於我們的課文，後面全部都是資料

有圖片、有文字也有一些活的，從這些圖片裡面他才去問一

些問題，那這些問題學生可以自己去建構一個新的意思出

來。 

 

建國中學 

周老師 

★ 教學時用到課本裡的那些資料跟圖片去作教學的機率比較

少。裡面能提供主動教學的訊息並不多，基本上還是一種附

屬的東西，就像出版社說的好像每一頁都要有圖，沒有圖好

像這本教科書就沒有價值了，他們好像是因為這個原因去擺

圖，圖本身是不說話的。圖放在那邊沒有 topic，在教學上

沒有任何的 topic，不會有增強也不會有減少的作用。 

 

政大歷史系 

薛主任 

★ 理想中的教科書---在課本內容裡面作一些陳述，把東西作

完整的陳述，但是我們在教師手冊中把有爭議性的問題檔案

放在上面。我們先作一個詳細的史料分析—綱題目章次，讓

學生有一個起碼性的瞭解。在教師手冊上作補充，補充有哪

些重點：第一可能是二手資料的補充，也可以一手資料的補

充，甚至能夠圖片的補充。 

★ 圖不應當是沒意義的，圖是有意義的，只要史料解析是有意

義有助於瞭解。我們以前可能沒作，我們要幫助老師知道這

個事件意義在哪裡。我現在只想到這個資料要放進去，整個

大綱一定要有綱題目章，可是我們沒想到要怎麼協助老師來

作這件事情，這是我們目前為止比較為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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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教科書版本選擇 

新店高中 

蔡老師 

★ 高一、高二是三民版。 

★ 高三的中國文化史是用建宏版、世界文化史是用龍騰版。 

永春高中 

游老師 

★ 高一上：康熙   高一下：南一 

★ 高二上：三民   高二下：南一 

★ 高三上：康熙   高三下：三民 

建國中學 

周老師 
★ 康熙和龍騰為主。 

南湖高中 

謝老師 
★ 去年用三民，今年改南一。 

北一女中 

單老師 
★ 幾乎每一版本都選過（沒有完美的教科書，需看教師補充）。

 

 

 

各版本教科

書的優缺點 

★ 三民版史料比較像是輔助正文，他其實是一種補充說明，他

本身沒有獨立存在價值（蔡老師） 

★ 康熙版涵蓋面和史實內容比較完整（周老師） 

★ 三民的歷史下冊剪裁較亂，台灣史的部分不好教（謝老師）

★ 南一版和以前部編版的精神相近，比較容易劃重點。龍騰版

較為活潑（張凱達先生） 

 

 

各校教科書版本選擇考量原因 

新店高中 

蔡老師 
★ 老師默契統一，無所謂選擇問題。 

永春高中 

游老師 

★ 第一配合學生的程度 

★ 第二配合時間的要求 

★ 第三個選擇的要素配合到時間軸 

★ 第四個關鍵就是配合考試 

建國中學 

周老師 

★ 教學過程中，比較偏重在其他的一般性的閱讀，在教科書上

的選擇就不是那麼的重視。 

南湖高中 

謝老師 

★ 要重視學生的程度到底能用到什麼樣的教科書 

★ 怎麼樣讓學生在進行課程的過程中對歷史能發生興趣。 

北一女中 

單老師 

★ 一個教科書都是一個文本，那這個文本你怎麼去使用他，只

有老師能讓教科書發揮最大的極致，來發揮他的優點來補充

他的缺點。所以我會再補充一些東西。（著重於教科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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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在教學上的定位 

國立編譯館 

何小姐 

★ 教學上，教科書是不是作為升學跟教學的依據，只有在不是

的背景牽扯到我們所謂這些數位化的歷史資料，才有比較多

的機會拿來做為我們教學上的參考或輔助教材 

★ 如果教科書還是唯一的依據，那你就變成要把編者，也就是

各家出版社告訴他們：在你編寫這本教科書的時候，哪些是

編者他們的理念，編輯的理念到底在哪裡？他是要展現的史

實呢還是他希望說要用很多的史料來呈現，再提供你作為教

學的工具。這個部分我想也很難有答案。 

政大歷史 
薛主任 

★ 我是贊成國立編譯館繼續編教科書。我的理由很簡單，你不

要壟斷，你提供一點基本上不構成那麼嚴重的理論上的爭

議。之外在開放各家編寫，就是像現在說的強力推薦形式。

★ 教科書應該是在史實史料的斷裂過程中，你要有一個邏輯性

的建構環節，我覺得這個是教科書編纂的一個很重要的重

點。 
★ 我深信考試引導教學是對的。是考試考錯了，應要把重點放

在考題裡面來考，應該要反省自己，考試考的沒有意義，是

老師的問題，不是學生。 
 

北一女中 
單老師 

★ 每一個教科書都是一個文本，那這個文本你怎麼去使用他，

只有老師能讓教科書發揮最大的極致，來發揮他的優點來補

充他的缺點。所以補充課外資料是必要的。 
★ 應該讓學生把教科書當作是一本閱讀的書，就好像我們從小

學很多很多的文字、還有國文能力，其實是基於輔助他們的

閱讀能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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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運用在高中歷史教學 

 
    檔案運用於高中歷史教學相關網頁，如下表： 

 
國內輔助歷史教學資源 

中研院史語所 http://saturn.ihp.sinica.edu.tw/%7Emct/newpage1.htm

近史所檔案館 http://archives.sinica.edu.tw/index.html

近代中國外交檔案 http://archms1.sinica.edu.tw/foreign/index.html

故宮博物院 http://www.npm.gov.tw/

國史館 http://www.drnh.gov.tw/

台灣研究網路化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

歷史博物館 

「美麗五千年」 

http://webtitle.nmh.gov.tw:8080/welcome.htm

大英百科全書 

線上版 

http://www.eb.com/

 
 
 
藉檔案或作業輔助教學的經驗 

建國中學 

周老師 

今年我高一的學生有四個作業 

★ 第一個是家譜，我要求他一定要到家譜中心，去看一些文件

★ 第二個上古史的部分，我讓他們看三個博物館：史博館、故

宮、史語所文物陳列館 

★ 接下來就是讀文學典籍、史記、古文觀止裡面讓他們去讀 

★ 最後就是讀兩本書的讀書心得 

北一女中 

單老師 

★ 1967 年的香港：（利用照片輔助）歷史解釋就是這樣。我利

用這個檔案。這是我不可能帶他們真正去看到這個部分。 

★ 單老師自製的輔助 Power point（時代較早，文物多於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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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建國中學 

周老師 

★ 別的學校可能不像建中、女中離史博館這麼近，所以數位化

真的很重要 

★ 建議作一個資料庫，把我們教材需要的文件放上去，那個想

法來自於國家圖書館編目的概念，每一個老師都需要很多的

東西，各作各的中間的重複性很大，而且耗掉的成本不少。

所以就想說我們去規劃出需要的東西，來共同分享資源。 

★ 可以用影片分享的方式，一段一分鐘到五分鐘。 

南湖高中 

謝老師 

★ 老師沒有這麼多時間去作資料庫、光碟片這類的東西，需要

一個別的團體來作供我們利用，那在不違反著作權的情況下

提供老師們利用。  

新店高中 

蔡老師 

★ 英國網站對於檔案利用教育的部分，給學生跟給老師看的是

不一樣的，老師可能是教學上充實，那學生可能有比較趣味

性，跟幾個資料搭配作問題的。這種方法可以在設計時做參

考。 

★ 可參考 PRO 的網站和 BBC 的 school homepage 

永春高中 

游老師 

★ 有沒有檔案讓學生課後自己閱讀？ 

★ 我的想法是在製作檔案的過程中，再附一個讓學生閱讀的，

譬如說將檔案資料設計成問答題、或是用學習單，那些答案

就在史料裡面。也就是說，直接看這個史料，從史料的文字

做答，學生不用去寫別的文章或用別的文章，就用史料文字

來回答問題，這是一個比較學生會自己去讀。 

★ 第二個是就像一個很紅的節目「超級大富翁」，利用一關一

關讓他們學習，或許可以放一些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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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第二次焦點座談 

 
時間：93年 6 月 25 日 

地點：政大文學院百年樓四樓３３０４１４研討室。 

會議主題：(1)教學光碟應用於歷史教學之可行性 

          (2)教學光碟應修訂之處 

          (3)其他建議事項 

主席：薛理桂教授 

參與人員：莊樹華（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館長） 

          薛化元（政治大學歷史系教授兼所長） 

          單兆榮（北一女中歷史教師） 
          蔡蔚群（新店高中歷史教師） 
           
薛老師： 

在開會之前已先寄給老師們一片光碟片，將我們的構想融入在裡面。希望

能有一些 feedback，我們可聽從老師的意見後再做修正，使教學運用在數位化

檔案上能更完善一些，這是今日開會的用意。請莊館長說明當時設計的理念。 

 

莊館長： 

我們近代外交部門是我們主要典藏的一塊，我們在其數位化檔案的基礎

下，我們建了一個近代中國外交史網站，基本上我們是一個研究單位，因此我們

是以聯絡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研究群的角度來出發，研究群裡面一定有很多不乏教

學的老師，那這些教學的老師原則上是大學的老師。所以，我們提供的素材可能

沒辦法像一般國、高中太過花俏的東西，屬於比較素材性的東西。目前，我們想

先把我們所擁有的資源先呈現上去，那這個東西可能還需要老師們去加值運用，

這些素材必須經過老師們加值後才能成為教材，不能夠直接成為教學的範本。所

以此網站還是屬於一個素材型的資料，我們有作了幾個主題譬如：鴉片戰爭、袁

世凱，這樣主題性的東西，當這個東西可以變成專題來討論的時後，也許他可以

提供一個比較深入的素材，類似這樣的主題我們會持續再增加。 

       6 月是學期結束，但相對的也是暑假開始，暑假開始正好是我們網站要

重新更新的開始。今天給老師們的只是初步的東西，以後每年暑假會再更新。我

們都是利用暑假的時間開始構想、設計，目前為止我們有一些方向正在規劃譬如

條約、護照、照會、關防，類似這樣的主題規劃都在我們的規劃中，這些東西會

陸續新增上去。在這個東西還不完整的時候，我們提供手頭上目前可以提供的大

概，這樣的史料、圖片、角度給各位。這個網站從設計到現在也有幾個國外的史

料單位，透過網路知道，他也許不是直接使用我們做好的東西，他可能需要用到

我們裡面的素材，譬如日本的公文書館，他就要與我們合作，他看到我們有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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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的資料，可能他們作一個袁世凱的展需要用到我們的圖片，就連到他們那邊，

那我們也可以與他們互連。利用這個做為一個資源，不斷的填充、擴大，我們就

變成是一個入口網站，要瞭解中國近代史，可以從裡面瞭解一些素材，比較抱歉

的事我們現在能力做到一個信手拈來的教材，這方面需要老師們多多提供、幫

忙，或是老師在教學上需要多花時間的部分。 

 

薛老師：在使用數位檔案的資源，最需要注意的就是著作權的問題。 

 

先聽兩位老師的意見： 

 

單老師： 

 

我先談談我覺得這個網站的優點，首先他裡面有補充一些相關的史料、文

獻，可以提供老師在教學上做延伸。其次有提供關鍵字的查尋，方便資料的使用，

裡面圖說、歷史解釋以及研究與討論對教學評量上都會有所幫助。 

 

另外對網站的內容，先略過比較小的細節不談，提出幾點比較大的建議： 

1. 領事館：可以補充說明一下選用領事館資料的意義 

2. 外交人物：加入說明選擇這些人物的理由，並補上問題與討論 

3. 鴉片戰爭的修約定義，不宜用跑馬燈表示 

4. 研究與討論建議附上參考答案，以方便使用者參考 

 

另外小細節的問題，可以參見我所附上的檔案。 

 

蔡老師： 

     就高中教學的立場，那我們在裡面看到像 21 條原始條文、原始資料等，在

高中歷史教學中，這些檔案、歷史資料他讓學生感覺到他目擊了歷史的事件，但

更重要的是他目擊到了後，他能把他當作證據，知道這個東西的重要性在哪裡。

就證據產生的過程，內容脈絡分析中問的幾個問題很好。學生怎樣知道這個資料

是怎麼出現的，呈現這個檔案、史料的人當初的動機與立場，這個問題在問題討

論要問學生的時候，可能要搭配比較適度的資料，學生可能很難進入到這個情

境，他接觸到的資料比較少的，他或許比較難判斷，裡面當然有簡介，但是如果

能再多一點，對檔案出現的時間、動機、檔案產生者的立場會比較清楚一點。 

     英國 PRO 的 Learning Curve—也是學生學習的單元，與英國 PRO 作一個比

較，他們第一個他們把相對應於英國的國定課程，這是用在哪一個部分作了一個

呈現，因為我們既然是用在教學上，希望他對應上比較直接一點。第二是他們在

運用檔案的時候，他們做成數位化，但是他們大部分的活動或是學習單元都不是

只有一個檔案，而是好幾個檔案同一個單元。譬如他講到 1851 年時倫敦水晶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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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覽會，他以那個東西為主題，主題一開始就有好幾個不同的問題，這是一個繁

榮的時代嗎？這是一個階級落差很明顯的時代嗎？那這幾個問題一點進去就有

幾份資料，那些資料可能是有關於當時的教育的檔案，也有可能是圖片。因為對

於學生來講高中程度，如果文字給予比較長的，他沒有辦法在那個時間作全盤的

理解。就像 21 條全部都放進去了，但是學生可能無法整個看完，就算看完也沒

有辦法像我們讀過歷史比較多的情況下去作判別，他是用幾個檔案交互。我們學

歷史在思考的時候，我們在解決問題，我們用幾個東西互相去證明或是互相去把

當時的意義呈現出來。我想這很困難，因為同一事件要有幾個不同的來源資料，

這是一個很大的部分，但是如果能做到這一點的話是很棒的。對我們而言，在教

學上，研究與討論是最重要的，這個部分如果能多花一點時間加強比較好。 

 

薛化元教授： 

    我覺得數位化檔案運用在歷史教學上很有意思，但有一個問題，台灣教外交

史以前不看檔案是錯的，但是現在看檔案也未必對。1858 年天津條約，條約的

生效日晚於 1858年之後，所以之前不會發覺。我們剛才講的 21 條，他根本不是

條約，很多密約通通不是條約例如雅爾達密約，完全不具國際法的法律效力。我

們的高中課本裡面太多這樣的東西，一代傳一代。我們從鴉片戰爭開始，有多少

約，在南京條約之前那都不是真的，全部都不是約。到現代史之後，更敏感。 

 

莊主任： 

     我們合作的唐綺華先生本身在外交史中，就是在作外交條約這一塊，所以

這一塊有他的專業性。網站資料的可靠性是一個蠻恐怖的經驗，大家大量使用網

站資料，但是網站資料完全沒有審核標準，正確度都是很可疑的。 

 

薛化元教授： 

歷史學越不受重視的原因是因為分數太低，高標很低。他的分數到了學生

覺得有努力跟沒努力差不多，我想理工科的學生數量會大量增加吧。(單老師：

這是因為大家都不計歷史地理的分數，大部分只採國英數) 

建議：在資料的使用上，為更有效的處理，未來最好能多結合一些單位。

如果檔案館願意，應該要主導數位加值計畫。 

 

莊主任： 

數位加值是數位典藏很大的一塊，像國史館現在就去作這一塊，我覺得數

位加值現在的趨勢，事實上包這一塊的工程的廠商一翻開來都是固定那幾家，廠

商可以作這些很美好的技術層面，很美好的 show 的方式，可是他的資料內涵的

深度性，事實上還是要回歸原始單位來作，但是原始單位是誰要來參與，還是要

專家學者跳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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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館去年作的日本受降案，問題：第一個資料的正確性，裡面的東西是

百分之百可以用的，有沒有人 check。因為這裡頭沒有專業的歷史學者跳進來，

你讓這些檔案處理人員跟著廠商在做，造成沒有深度比較浮面的內容。接下去他

們有一個五百萬的計畫，我想一個五百萬應該可以作非常非常大。我們單位數位

典藏一年不過一千萬，他單一個計畫就佔了五百萬，在推廣的部分作很大。有這

一塊的資源，但有沒有這一塊的品質。而且加值是不是就是一直往這種所謂的遊

戲化，這樣的方向去。站在研究單位的角度，我們的加值比較重於資料的深度化。 

數位典藏我們的腳步有點快，為什麼今天英國 PRO 可以作得這麼好，是因

為他們還沒作數位檔案時，他們就已經作這一塊了，他們早就作檔案教育推廣。

但是台灣沒有，這跟數位化一點關係也沒有，你可以用很多方式來呈現，所以他

們走的很穩。台灣數位典藏才剛開始作，作了以後又急著要看成果，錢播下去，

你一定要推動產業加值這一塊，所以急著要看成果。事實上，我們自己深入數位

典藏的工作，我們知道數位典藏要作的工作太多了，他後面真正要推廣的這一

塊，事實上要你前面的根基做好後，才能推廣後面的，但是這一塊是最容易看到

成果的，結果大家反而去作這一塊。 

這一塊絕對不是檔案單位自己的人來作，他就像編一本教科書一樣，他要

有專業的人、他如果要做高中教材一定要有高中老師來參與、各式各樣的人一起

參加，絕對不是丟給檔案人員來作這一塊。台灣目前數位檔案做到目前為止，最

作多的就是影像製作，事實上這裡面後續還有非常多的東西，後續的利用、他的

方向與他的深植化，這一塊事實上是專家學者要進來投入，專家學者投入在這一

塊太少了。我們研究人員品評標準，不 care 你這一塊，他要的只是一個 paper

你能夠發表，但是這種公共服務沒有 credit。 

日本學者濱夏武治他非常關心這一塊，在日本是他一手推動日本公文書館

的數位化，他非常的憂慮，他看的東西都是廣的東西，像網絡朝貢體系就是他提

出來的，他把整個歷史的角度從美洲的觀點拉回亞洲的觀點，這是他最了不起的

地方。而且這樣的觀點讓所有的歷史學者 follow 跟著作，所以我們亞洲史、東

南亞史、華僑史就這樣興起來。他覺得台灣缺乏學術行政中間的這一塊，要如何

獎勵這一塊，必須重新改良你的品評制度，你對學術的評審制度，用制度面導向

讓人家來作，這一塊不只是教學，將來研究學者回頭都要來用數位資料庫，而數

位資料庫的品質是很重要的。將來大家都不是在看原始檔案了，你這個數位資料

庫將來都會變成是研究的素材。今天短時間大家都不用，但是十年後可能大家都

要用，大家都要用的時候沒有人耕耘，以後受害者還是研究者本身。 

 

薛化元教授： 

把這個比照國科會 project，因為自己摸過的史料對自己的成長幫助很大。 

 

莊館長： 

數位典藏資源本身嚴重檢討起來也不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式，研究院看起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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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領到最大的資源，可是因為研究院他的子計畫實在太多，所以在整個數典裡研

究院的經費還是比較嚴格的把關，而研究院也怕別人說我們是老大的關係，所以

相對的我們給別的單位的資源就過寬。造成比較沒有能力的單位沒有辦法作全面

性的東西，可是你給他又過多的資源，他沒辦法花，事實上裡面很多的資源就浪

費了，所以我從來不認為一片教學光碟要花五百萬去作。 

 

薛化元教授： 

台中圖書館要把他 80 幾份報紙數位化，他可能不知道他缺哪些期。大家把

很多重心放在典藏單位，但是典藏單位不見得有適當的人才來作這個事情。但是

很多典藏單位你要瞭解，他是把他當作資源。 

 

薛老師： 

但是國外例如英國 PRO 或美國檔案館認為這是公共財，大家都應該來用，

學者專家來參與本來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國內典藏單位，像國史館，例如

他已經作了數位化但他還是不公開，他們還沒用完怎麼可以公開，會有這樣的觀

念，我覺得還是很本位。 

 

薛化元： 

我只擔心計畫的資源是有限的，你去和人家 share 這個，對別人而言是在搶

資源。 

莊館長： 

現在數典經費逐年增加，越來越開放外面的單位來申請，我自己沒有典藏

品，我去找典藏單位，我出技術，大家一起來合作。 

 

莊館長回應老師們的問題： 

    單老師問為什麼我們會挑 24年的外交史，為什麼是民國 24年，這是因為材

料的關係。因為我們在我們的檔案庫房裡找到一批民國 24 年外交部出版的通

訊，他裡面就有這麼多的圖片，所以我們覺得這是很好的資料我們應該把他留下

來。在人物背景方面，我們之後可以在更深入的琢磨，包括黃朝琴。至於領事館

的部分，我們有一個想法是我們的領事館是怎麼建，從民國幾年開始建這可以看

到我們的外交是怎麼打出去的，我們希望將來可以配合 GIS 系統，你可以知道我

們的外交擴展方向是怎麼走出去的。我們還有一個東郊名巷的主題，這個還沒

作，他就是整個北京的外交領事館，我們去介紹每一個領事館，有外國駐這邊，

當然有我們駐外面，那目前為止我們能拿到比較大批的資料，就是目前這一批。

所以，24 年並沒有什麼意義，只是他的材料剛好在這一年。另外，一些瑕疵這

個我們回頭回去注意的。 

   問題與討論的設計，因為凱迪作論文所以他也幫忙設計這一塊，那一塊我們

後來沒有再深入討論是因為我們覺得這一部份老師最專業，我們只是拋一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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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主題，你們會想到什麼問題，如果你能提供我們是最好，因為我們只看

到平面史料的問題，不見得適用在教學上，所以這一塊我們本來就是要麻煩老師。 

 

PRO 一直是一個很好的網站，不管從哪個角度，就我看過的網站我覺得他作

的最好，是一個最值得學習的網站。7、8 月時除了外交史網站要更新，我們檔

案館的網站也要更新，更新的部分，我們也會作一個類似像展覽、教育這樣的東

西，把我們比較珍貴的典藏品抽出來作一個影像能夠提供這樣一個公共區域塊。

我們希望往後兩三年可以做為一個範本，因為像 PRO 他就是經營非常久，基礎非

常紮實。目前檔案館算是各種功能都有一點，但是都不完整，更何況是其他檔案

館那更不用說。雖然我們不是正統的檔案機構，但是我也是希望起碼我們能有一

個方向、導引給別人，就是數位典藏你起碼應該有一個什麼樣的規模。這個裡面

事實上大家都還在摸索，台灣這幾年走得很快，但是我覺得走的快是一回事，這

東西應該要紮實，因為我們曾經有一個數位博物館失敗的經驗。 

人才是最難的，資源都沒有問題，我也希望高中老師來跟我們一起參與。 

 

薛老師： 

薛化元老師提到如果能申請下年度數位加值計畫，如果學者專家與實際從事

教學的老師組成一個 team來開發，這是很好的。 

薛化元老師：資源成果如何分享？可以好好考慮 

 

單老師： 

莊館長提到合作，我覺得如果各自作各自的部分其實還好，例如中日 21

條款，有史料分析、參考資料一定是要專家學者來提供，提供了材料後高中老師

作下一步，高中老師作問題討論與活動設計。如果沒有提供充分的史料分析與參

考資料，我們會不太熟悉整個背景，我們的提問就很有限，無法針對史料來進行。

我覺得這個就有分工的必要。至於研究生我覺得更好來作，研究生可能沒有真正

的教學背景，專家學者可能是很忙的，那他的研究生就是要幫忙他做這些事情。 

高中老師有了這些史料背景後，就各自回家自己作，等題目都設計出來，

然後大家在一起討論，由專家學者來鑑定說這是可用的嗎？然後出題目的人還要

負責寫答案，沒有答案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蔡老師： 

    我們可以不用做很多的 case，譬如我今天如果作 21 條是一個專題的話，我

可以初步作三個專題，那如果這三個專題都可以找到基本資料，設計一些問題的

話，我覺得他的功能就蠻明顯的。那如果作太多專題的話，就會分散。因為說實

在如果要找到一個有時間、投入、配合開會的人需要一段時間，所以如果幾個可

以做的好的話是很不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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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老師：需不需要教師版/學生版？ 

 

莊館長： 

我們提供史料、史料分析，事實上這就是教師版，回到老師身上，老師再

把他簡化成學生版。 

薛化元老師：台灣研究網路化的經驗是兩版都掛上去，讓使用者自己選擇。 

 

薛老師： 

香港的歷史檔案館提供教學資源給歷史老師，就有點像是教師版。他是有光

碟及書面式的教材，以活頁式的。給老師的話是很方便的，老師自己手上有一份，

學生沒有。所以他可以根據這個，甚至有標準答案，或是再進一步設計問題的話

都可以，那學生沒有看到。如果網路上同時提供，那學生如果點老師版的話怎麼

辦？ 

 

薛化元教授： 

如果學生想要去看，那是值得鼓勵的。應該成立回饋制，有參與的老師可以

多看一些東西。 

 

莊館長： 

制度引導，就是要資源分配。不管是實質的資源或是升等的資源。 

 

單老師： 

我們在討論答案的呈現，一個方法是老師，作身份識別才能進入這個區塊，

那我看到參考答案的時候，我在指導學生的時候就不會走錯方向。但是學生呢不

必看到這個答案，這樣的話對教學有比較大的幫助。或是需有需要的老師才去申

請帳號。 

 

薛化元教授： 

答案的控管是適當的，但是史料分析的部分，如果他願意去看，我們還要覺得很

高興。 

 

薛老師：學生也應該參加，讓他們練習，提出意見是否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單老師：這個部分可以交給高中老師來作 

 

莊館長：在這幾個專題做好之後，我們會再回頭找高中老師們來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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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迪：把資料提供給老師，但是老師要講陰暗面或光明面由老師自己決定，可

能是配合課本，其實這個有點權剛獨斷的味道。我們檔案館能作的就是盡量提供

資料。 

 

建議： 

一.需注意版權之問題。 

二.史料背景希望能深入一點，使學生對檔案出現的時間、動機、檔案產生者的

立場會比較清楚一點。(蔡蔚群老師)。 

三.英國 Pro 作法: 

1.把相對應於英國的國定課程列出。 

2.大部分的活動或是學習單元都不是只有一個檔案，而是好幾個檔案同一個

單元。建議可用多個檔案交互使用。 

四.在資料的使用上，為更有效的處理，未來最好能多結合一些單位。如果檔案

館願意，應該要主導數位加值計畫。 

五.數位加值不應只有檔案館人員來作，應由專家學者、高中老師一起合作，就

如同編一本教科書一樣。另一方面，學術評審制度應要改善，從制度面引導

專家學者餐投入數位加值的工作。 

六.莊館長回應高中老師： 

1.在庫房找到一批民國 24 年外交部出版的通訊，他裡面有很豐富的資料，

因此由民國 24年做起，民國 24年並無特別意義。 

2.問題與討論的設計希望高中老師能提供教學上的意見。 

3.暑假期間，網站將會作大幅度的更新，將新闢線上展覽區。 

七.史料分析、參考資料一定是要專家學者來提供，提供了材料後高中老師作下

一步，高中老師作問題討論與活動設計。高中老師可各自回家設計問題與討

論，之後在一起開會討論，並由專家學者鑑定是否可用。除此之外，寫題目

的人也要負責寫參考答案，使其他老師有標準可循，不置於引導學生錯誤的

方向。在出題目時，也可給學生們試作，試驗題目的適度性。 

八.不需要作太多的專題，可先只作三個專題，深入去作，設計好的題目，即可

達到其功能。 

九.關於學生版/老師版的問題，在網站上，答案的部分可採身份識別的方法，使

學生不會看到答案。 

十.在吸引高中老師投入的方法上，可採回饋制度，投入多的老師可以看到較多

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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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數位檔案在高中歷史教學網頁設計 

第一節 網頁設計說明 

 

本網頁所提供的近代外交史料各類素材是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館所典藏之檔案（1860-1927 年）及收集之相關圖片為主，內容包括檔案、照片、

歷史專題等。 

 

本網站共分為： 

 

一、照片動畫跑馬燈 

將本網站所收集的各類圖片以以跑馬燈的方式呈現。 

 

二、領館、外交人員、文獻資料區 

 

介紹各領館設置時間及人物略傳，若干重要人物如袁世凱，另置專題網頁，

文獻區以圖文配置方式深入介紹各類歷史專題。另外可再聯結「近代中國外交」

網站（本網站為中研院近史究所檔案館為配合「近代外交經濟重要檔案數位典藏

計畫」而設立之中國外交史研究之入口網站，該網站亦為歷史教學之輔助網站），

日 後 更 新 資 料 將 呈 現 「 近 代 中 國 外 交 」 網 站 的 主 題 展 覽

http://archms1.sinica.edu.tw/foreign/main/MH5000.html。 

 

第二節 網頁架構 

 

網頁架構（如圖 6.1）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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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網頁架構 

 

一、A 區 

 

以動畫跑馬燈方式瀏覽，可點選進入各相關主題。目前呈現的為本

網站所有圖片，日後將篩選中國近代外交史之重要人、事圖片，進入此

區。 

 

二、B 區 

 

內容包括領館、外交人員、文獻資料： 

 

１、領館 

 

蒐集各駐外國使館、領館等照片及文獻資料，日後將配合地理資訊

圖示，從領舘的設置時間前後，以瞭解近代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情形。 

 

２、外交人員 

 

目前近史所館藏有一批尚未開放《外部週刊》（時間為民國 24-25

年），已將整理部分外交人員資料，日後將陸續擴增至其他年份之外交

官員，俟資料更多後，將選擇重要的人物放入 A部分以跑馬燈方式呈現

近代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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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文獻資料 

 

目前收錄有中日二十一條款、鴉片戰爭、巴黎和會、商務印書館案、

五卅慘案等主題資料。另外將新增條約、護照、照會、關防等主題。 

 

三、C 區為連結至近代中國外交網站 

 

本網站（http://archms1.sinica.edu.tw/foreign/）資料日後將

與「近代中國外交」網站的主題展覽相結合，所有更新資料亦在該網站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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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內、外檔案運用於歷史教育之現況，以及探討我國

已數位化檔案與高中歷史教育喈合之可行性。透過文獻探討，並親赴香港取得歷

史檔案館有關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之相關資料。其次，經由網路查詢英、美等國

檔案館將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之相關資料訊。在國內網頁部分，逐一查詢各網頁

與歷史教學有關之網頁，並加以分析其功能。為了解高中教科書之內容，收集國

內市面上各種依照教育部所頒訂之教綱而編印之各家出版社之教科書，分析各種

版本教科書中所採用檔案之比例。此外，為求實際了解高中歷史教師在施教時採

用檔案之經驗與意見，舉辦兩次高中歷史教師焦點團體座談會，以取得高中歷史

教師之意建見。最後，運用檔案資料，實際設計符合高中歷史教師所需的網頁。 

 

    綜合本研究上述研究之過程，並針對本研究在第一章之研究問題，所獲之結

論如下： 

 

一、國內現有教科書運用檔案資料在教科書方面有一成的比例，而在補充資料方

面已普遍採用檔案資料 

 

依本研究實際分析國內現有六種版本的高中歷史教科書，其結果可分為兩部

分： 

 

(一) 在教科書所採用的圖片資料方面 

 

在教科書本身所採用的圖片等各種類型的資料中，包括有：圖片、

檔案、地圖、文集、雜誌、報紙、史書等類型。其中以圖片所占的比例

最高，各種版本都在八成以上的比例。其次是地圖資料，約占一成的比

例。檔案資料所占的比例從 6.25% 到 3.76%不等，可知檔案資料在教科

書本身所採用的比例不到百分之十。詳見表 4.2。 

 

(二) 在補充資料方面 

 

           在教科書補充資料方面，各種版本所採用的資料包括有：檔案、文

集、歷史論著、日記、史書、方志、口述回憶、小說、雜誌、考察報告、

臺灣土地改革紀實等不同類型的資料。對於各種版本教科書在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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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所採用的檔案之比例依次為：建宏版的比例最高，高達 66.67%，其

次是康熙版 50%，三民版，30.77%，南一版 22.22$，龍騰版 11.69%，

正中版無。由此可知，國內高中教科書在補充教材方面已普遍採用檔案

資料。 

 

二、英國與香港檔案館運用檔案資料於歷史教學 

 

英國與香港檔案館都有應用檔案於歷史教學之實例。香港歷史檔案館除了在

該館網頁提供有歷史教學之相關網頁外，並編製「教科書以外：歷史檔案在課室

的應應」一書，提供中學歷史教師使用。該書係教學套的型式，包括有：工作手

冊、多媒體光碟、檔案在歷史教學的應用等項目，是檔案與歷史教學的典範，可

供我國參考採用。 

 

三、我國高中歷史教師運用已數位化檔案之意願很高 

 

經由兩次與高中教師焦點團體座談發現國內高中歷史教師有很高的意願採

用已數位化的檔案於歷史教學。但由於高中教師負擔的教學份量很重，如能由檔

案典藏單位已編製妥適用於的檔案資料，將更有助於高中歷史教師應用於教學。 

 

四、我國已數位化檔案在高中歷史教育運用途徑可採多元化方式 

 

經由國內外網頁之查詢與分析後發現，無論國內、外的相關網頁都有檔案與

歷史教學相關之網頁。除了網頁可提供歷史教學外，有些檔案館在館內提供歷史

教師有關檔案利用的相關課程，以及編製有檔案應用於歷史教學之教學套等不同

的方式。可知已數位化檔案如運用於高中歷史教育將可採用多元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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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上述結論與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之發現，提出本研究之建議事項如下： 

 

一、建議國內檔案典藏單位可仿效香港歷史檔案館編製檔案歷史教學之教學套 

 

國內現有檔案典藏單位如：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國立故宮博物院、

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中研院史語所、檔案管理局、國立臺灣大學等單位。其中

大部分的單位都參與國科會數位典藏計畫，且已累積有大量的已數位化檔案資

料。建議上述國內檔案典藏單位可仿效香港歷史檔案館編製檔案歷史教學之教學

套，供國內各高中教師使用於歷史教學。雖然上述單位大都設置有網頁，但由於

高中教師的教學份量重，如要高中教師逐一查閱相關網頁，並選取可供教學之檔

案資料，較為耗費時間。如能由檔案典藏單位製作與高中歷史教學相關之教學

套，對於高中歷史教師將有直接之助益。 

 

二、建議由檔案典藏單位設置「檔案教學教室」 

 

目前國內較具規模的檔案典藏單位如：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中研院

近史所檔案館等單位都屬於檔案典藏豐富的單位，且這三個單位也都參與國科會

數位典藏計畫。建議這三個單位可以在館內設置「檔案教學教室」，將已數位化

的檔案為素材，並結合高中歷史教學，將可使檔案與歷史做最佳的結合。此教室

將以高中歷史教師為主要的對象。如推展順利，再將此教室推廣到高中學生，甚

至於大學生。 

 

三、推展已數位化檔案加值應用於歷史教學 

 

如上所述，目前國內檔案典藏單位已參與國科會的數位典藏計畫的單位有：

國史館、國史館臺灣文獻館、中研院近史所檔案館、國立故宮博物院、中研院史

語所、國立臺灣大學圖書館等單位。在這些單位中已有單位將已數位化的檔案進

行加值的工作，如：國史館。建議這些單位可更積極進行將已數位化的典藏進行

加值的工作，並將其應用於高中歷史教學。如此將可使已數位化的檔案發揮相輔

相成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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