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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中現行歷史教科書第三冊的一點批評與建議

j番敏德

(一)前言

當前高級中學的歷史教育已呈現極大的危機。在學校中，理工組的學生將歷史觀

為副科，不顧多加深究，只求應付了事，以免浪費其寶貴的時間，更遑論對歷史有何

深刻的暸解;丈法組的學生對於歷史的認識也僅只限於片斷零碎的記憶，對於歷史也

缺乏通盤深刻的認識。其情形較之理工組也僅是五十步與百步耳。由於高中教育是銜

接國民義務教育與大學教育之間的橋樑，高中歷史教育的偏廢會導致大學歷史教育與

高中歷史教育發生脫節的現象。目下大學中的中國通史與中國近代史課程，受到一般

學生的排斥已是不爭的事實。學生缺乏對歷史的認識，對於更高一層的歷史知識無法

接受，因而產生逃避或只求應付了事的心理。我們細究造成這種危機的原因，一方面

固然是因為聯考制度領導教學，使得歷史教學發生偏差。但是我們若從更深入的層面

來看這個問題，我們便可發現，現行聯考制度中，考試的命題是以現行的高中課本為

範園，故或許我們可從課本的改革著手，進而推動聯考制度的革新，並且使歷史教育

得以步上正軌。基於以上的認識，本丈擬就高中現行第三珊歷史教課書提出一些個人

的批評與建議，或可供作歷史教課書改編時的考參。

(二) 對現行歷史教課書的一些批評

現行高中歷史教課書第三珊所講授的範圍是包括自康熙初年起的中俄關係迄今的

歷史發展，內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甲午戰爭，自強變法，庚子事變，立憲與革命

，民國初年的政局，北伏與統一，九一八事變與抗日，行憲與反共等共十章，三十二

節，一百二十二頁，附有地圖十三幅及大事年表(1796 '"'-' 1978 )。其所敘述的重點

主要是在自鴉片戰爭以降中國近代歷史的演變與發展。無疑的近代中國歷史是處於一

個大變動的時代( 1) ，自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邁入了世界的舞台。此期中我國歷史

(l) 蔣廷蔽，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中國近代史叢刊，第一輯，第一冊，正中書局，原文錄

自清莘學報九卷四期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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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或多或少都受到一些世界的影響，各國間的關係也愈來愈緊密。傳統的中國

在西方的衝擊與刺激之下，不論政治、經濟、社會都在逐漸的蛻變，這更顯出此期歷

史的特殊性。

本文擬在此就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珊內容，編輯以及課程設計三方面提出一些批

評。

第一關於課本的內容方面:

一、本書對於歷史事實的敘述很多，但是對於歷史現象的解釋不是流於簡單就是

付之闕如。這樣很難使學生對於事件的發生及其背後的原動力有賈深一層的暸解，例

如談到太平天國的創建，對於太平天國起事何以能夠成功，如何能夠迅速擴展蔓延為

中國史上少見的大動亂其背景及原因的說明並未談及(2)。祥務運動失敗的原因( 3 )

，善後大借款的原因( 4) ，一二八事變的原因(S) ，均未被提出討論，而僅是就事實

的表象加以敘述。

二、本書有幾處在文字上可能會造成學生對史實的誤解或是對史實的敘述有錯誤

之處。例如在談到早期中西關係的時候，其對於所謂的「叩頭J 問題以及叩頭背後所

代表的朝貢制度的精神並無確切實盡的解釋(6) ，這容易造成讀者一種錯誤的印象，

認為當時中國對於外國的態度過於老大顯頓，在談到總理街鬥的設立時，作者有如下

的敘述「英法聯軍之後，外國關係益趨重要，必領有新的應付o 一為設立總理各國事

務衛鬥......辦理對外事宜。 J (7)。這容易造成讀者一種印象認為總理衛鬥的設立是

在中國的主動下完成的。但是，事實上總署的設立是有其外在的壓力(8) ，而且其對

(2)參閱高級中學歷史課本第三冊第二十四章第一節，頁十三一六。民國六十九年八月九版，國

立編譯館主騙，發行，以下簡稱課本。

(3)見課本頁三八一四二，其中僅談到海軍艦隊的廢抽原因，至於其他事業的何成效不彰則無論

文。

(4)課本頁六四，政黨與政潮。

(5)課本頁八七，一二八事變一松稽之戰。

(6)課本頁一~二，早期中英關係，律勞卑事件。

(7)課本頁三八~四0 ，總理街門與訂約遣(吏。

(8)圾野正高，總理街門的設立過程，頁四0-四五，近代中國研究第一輯，近代中國研究委員

會蝠，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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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內的正式名稱為「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街門J ，表示威豐皇帝仍不顧承認與西祥國家有

正式的國交( 9)。在談到義和團起源時，作者認為「義和團源出自蓮散。 J (19) 義和

團是否源出於白蓮教這個問題，已經由戴玄之教授考訂，戴教授認為義和團並非出於

白蓮教，而是此方的民間組織，世人之所以誤認義和團源出自蓮教乃是受到勞乃喧「

義和團源流考」一文的影響，實際上，二者之間甚少關係(\ 1) 。這都是在編寫時應注

意的地方。

三、在史實的敘述上有幾處過於簡略。例如，談到武昌起義時，對於策動武昌起

義的中國同盟會總會，湖北革命團體中的文學社，日知會均無隻字片語(12)。 文如談

到五四運動時，本書對於此一影響深遠的運動僅僅只有六行的敘述，並且將此一運動

視為純粹的愛國運動，對同時期的文化活動均未提及 (\3) 。吾人今日所使用的白話文

就是在此時逐漸趨於成熟，而本書卸未提及，將這樣一個影響深刻的事件忽略，可見

本書實有其過簡之處。

四、對於人物的描寫有時失之公允或流於簡單。例如本對於袁世凱以子醜化似乎

有失公允，袁氏一生，除帝制白為的時代外，仍不失為是一個強有力的領袖人物(山

。男外在描寫 國父孫先生的思想時本書有如下的描寫「十四歲赴檀香山，始見輪舟

之奇，滄海之潤，有慕西學之心。 J (I~)類似這種過於童話式的描寫，說理性不夠，

最好能避免出現在高中程度的課本中。

五、現代史部分敘述過於零亂，其中尤以第二十九章民初的政局，第三十一章中

國國民黨與統一的完成，第三十二章行憲與反共三章為最，內容大多採用編年敘述的

方式，使人有記流水帳的感覺，這樣不但容易造成學生的排斥，更增加教師在教學時

的困難。

(9) 圾野前引文，頁五五一五九。

(10) 戴玄之著，義和團研究，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出版，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台北朝版。

(11) 見戴著前呂|書。

(12)課本頁六0一六二。

(13) 課本頁七六。

(14) Frame Chen, Yuan Shih-Tsai, S1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 1161.

(15) 課本頁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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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於歷史上經濟及社會的現象所做的描述與解釋太少。本書的內容偏重於政

治方面的史實敘述，而對於政治以外的社會經濟史方面的介紹太少，以致造成歷史與

生活脫節的現象。學生很難從課丈中去暸解清代中期及清末的社會結構有何不間，而

自清末迄今我國的社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我們現在所生活的社會是經過怎樣的演變

而成的。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加強本書社會史的分量，經濟方面的問題亦然。

第二關於課本的編輯方面:

一、圖片:本書共有地圖十三幅。在這十三幅地圖中約可分為三類，一、形勢園

，如帝俄侵略東北圖(頁十)等共七幅(昀。第二類是有關軍事方面的地園，在日太平

天國進兵路線圖等共五幅(17)。第三類為全國地圖，中華民國全圖一幅(頁一00至

一0一) ，採材上偏重軍事，政治，關於人物，社會生活方面的圖片一幅也未被採用

。這樣不僅使課本的編輯看起來筆調沈悶，而使教師在解說時加倍費力。

二、統計圖表:本書沒有採用任何的統計圖表。我們都知道統計圖表的運用可以

加強事理的說明，並可收一目瞭然事半功倍之效。譬如在第二十三章論及早期中英關

係中的中英貿易關係時，有如下的一段敘述「不久，(英國)竟一躍而居中國對外貿

易的第一位。 J (間。我們若能在編輯將在此段丈字敘述之後附上一個中西早期貿易

數量表，不但可以顯出在中西貿易關係上，英國的重要性，更可以對這敘敘述給予一

有力的佐證。艾女日在三十三章中談到我國現已由開發中國家進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I)

。我們也可以附上一個民國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六十九年生犀結構的比較圖表

，就更能襯托出我國在這三十年間經濟成長，產業結構改變，由開發中國家進入已開

發國家行列的實況o

第三關於課程的設計

除了上課的時數可能不敷使用外，對於本書的課程設計，本丈擬集中討論作業的

形式方面的問題。教課書附有作業，主要的日的是供學生習作，強調課本的重點，誘

(16) 頁十帝俄侵略東北園，頁二五俄帝侵略東北圖，頁二七北新形勢圖，頁云Ii各國勢力範圍圖

，耳四六庚于事變圈，頁Ii--清季東北形勢間，頁式一辛亥各省光復次第聞。

(17)太平軍進兵路線圖，頁一五0 0 耳二二左宗棠西征圈，頁三一中日甲午戰爭圖，頁八三國民

民革命軍北找路線園，頁八九日本進犯東北華北圖。

(19) 課本頁一。

119) 課本頁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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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動手研究精神。但是本書的作業設計似乎流於死板，不但不

能達到發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反而令人有虛應故事，裝點鬥面的感覺，本書一共有三

十二小節，每節後均附有作業，數量大致由二~八題，總共有習題一五二題，採用的

方式主要是問答，間有解釋名詞。從作業的設計上，我們很難看出作者想要強調的是

什麼，作業的題目流於型式化與簡單化，編重年代的記憶，條約的內容，如二十五章

第二節「馬關條約訂立於何時，內容如何?J (叫我們都知道馬關條約的內容中最重

要的是割讓台澎、遼東半島，與通商口岸得設立工廠這些條丈。在這些條約規定之下

，對於近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女化上都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在設計時就應考

慮到這點，而給予具體的題目來強調這個問題，而不應提出一個朦朧的問題，徒令學

生增加記憶上的負擔。叉如第二十七章第二節作業「日俄和約內容如何? J r 何謂東

三省事宜條約? J (21) ，第三十二章第四節「略述日本投降的經過。J (22】類似這種

型式的題目據一個粗略的觀察約有六十題左右，這樣龐大的記憶負擔更加使學生相信

歷史就是背誦與記憶，從而產生排斥的心理。

(三) 對於第三冊教科書的一些建議

綜合以上的批評，我們想在這襄貢獻一些洩薄的建議供作課本修訂時的參考。

在課本篇寫時，最好能先確立一個目標，決定幾個重要的題目，譬如，中外開係

的發展，近代中國經濟的變遷，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遷，等來貫穿全書，作為全書的中

心問題，所有的史實都是環繞著這幾個中心論題來發展，而且這幾個中心論題在每章

均可出現或可尋出其發展線索，藉此我們可以強調歷史的延續性間完整性，在縱的方

面及橫的方面都可以照顧。對於那些不關這幾個論題或與此論題發展影響不大的史實

可儘量少談甚至略而不談。這樣做不但不會妨害全書的完整反而可精簡使中心論題得

以充分的發揮，其次在全書之首應附以一段前言，用以強調這個時代的特徵以及說明

時代精神所在。這樣可以使學生從課文中處處去印證。譬如蔣廷敵先生所作的「近代

(al) 課本頁三三，作業四。

(21) 課本，頁五三，作業四。

(~)課本頁一0一，作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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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世界的大變局(如。是一篇作為本書前言最恰當的論文。每章之前亦應附一段

種文來做提綱式的介紹，使每章的精神更為明顯，如民初的政局，在提綱中介紹軍閥

政治的特徵，軍閥的起源。叉如第三十二章九一八事變與抗日截學L惑耳在其稱中這

樣強調「抗且越章是學斗及企犀本瞌值一起傘，第二三去挂歷大戰說昇出I!t器端。九一

八毫盤是旦丕隻華的先聲，七主畫畫璽主筆別是全面拉戰的序幕~-恭的主國的軍且為

屋扭扭學金主要堅塹哩哇12竺國對日抗戰於冉塑

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有什麼影響?都是值得大家注意昀。J 或許有這樣一個提綱可以
一-一-一一一-一唱個. ..--一-﹒-一-一-

使學生對課文的重心有更明晰的概念。

為了要達到擴大歷史層面的效果，瞭解傳統中國人的生活，使學生對於中國歷史

的暸解不再是局限於政治的範圈，在課文中應~加入社會經濟史的分量，或是闢幾個

專章來討論這方面的問題。例如為了使學生暸解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

何種變動，我們可以比較我國對外貿易在此期間如何由出超轉為入超，或是中國的家

庭制度如何由傳統的宗族聚居演變為現代的小家庭制度，在談到科學制度時應介紹清

代的中國教育制度，而目前我們所受的新式教育制度是如何建立的。講到八肢的流弊

時我們可找出一兩篇八股文的範例附丈課文之後，供學生參考。學生可藉此更瞭解八

股丈是如何消磨知識分子的精力。在談到中國的都市時，我們可以將一八四0年的上

海市與一九一一年的上梅市加以比較，或是將上海與北平比較，台北、台南、高雄比

較，從比較中學生更能瞭解傳統的都市型態如何，新式的都市是如何在中國發展起來

的，如果我們現在要強調目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那麼我們似乎也可以談談清代的法

律是如何運作的。司法程序，量刑及其精神所在，我想現在的高中生很少有人知道在

清代一個犯人要處死刑是要經數次的覆核，然後在每年秋末由刑部奏報皇帝批准之後

才能處決(間，其過程不可謂不慎重。

(43) 同註(l)。

(24) 茲舉一例，乾隆二年七月，四川民賴廷珍，賴可年，王茂榮圖財謀害汪九錫。經審判定罪

為斬立決，經刑部覆核報皇帝勾，但因汪九錫未死，且皇帝認為若不分首從均處死，於情

不合，令九卿定議，經定議後決定，謀財傷人未死之案，為首者斬立決，為從者若參與殺

人改為斬監候，秋後處決，若未參加施暴則發遣邊疆，並將此法增入律冊，俾得日後可接

以為例。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四十七，頁七~八。光緒三年丁巳七月癸卯，台灣文華書局

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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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到清末以來的對外關係時，固然條約的內容十分重要，但我們似乎應該強調

條約背後所代表的精神。在談到對外戰爭時，似乎不應強調失敗，而可將重點置於我

們的先人對應付這樣一個「二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做了那些努力，其優點何在，缺

點有那些，為何失敗。如此可以使學生暸解每一時代均有不間的問題，如何解決端視

我們如何去面對問題，歷史正可供我們參考。

由於本書是高中歷史課程本國史部分的最後一珊，第四珊就進入西詳史的範圍。

故似應在本書的末章有一回顧的文字，不僅對中國近代史部分並且應對整個五千年來

的中國歷史做一回顧。然後再對目前我們所處的世界做一勾畫，邂而提出我國當前所

面臨的重大課題，以便留供學生從歷史中去思索尋求體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如此可使

得課本更具有完整性，並且能發揮繼往開來的功效。

在編輯方面，應力求活潑，人物的介紹可以儘量利用圖片或照片，尤其對重要的

人物可在照片旁附以生卒年代及一段五十字至一百字的小傳。這樣不僅可免去在課丈

中做繁瑣的介紹，行文時可直接加以敘述，並且可使文章連貫，增加學生的親切感及

教師教授時的方便。社會生活方面的圖片也應儘量多于採用，譬如在談到清代人生活

時我們可以附上一頓滿洲家庭全家福，或是清代官吏，平民的照片，談到鴉片戰事時

在文們可以附上一八四0年廣州街景圖，或是鴉片煙館，鴉片煙槍，煙具圖，如此可充

分達到使歷史重現的效果，不但真切感人，而且容易引起學生的共鳴。至於照片的取

得，瞧不成問題，例如黨史會，國史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近史研內以及許多西丈

〉冉、-----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書籍上坦主直在單.0'丈獻可供翻照，而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有許多寶物亦可供

拍攝。至於tfu圖的數量可以酌增，統計圖表更應大量採用。

在編排上做乎也可以在每章的提綱後書文前，將本章一些難解而重要的名詞，以

醒目的字樣列出，如公行制度，進城問題，三元里事件，拜上帝會，聖庫，天曆等，

教師司在授課前先予解釋然後再講解課文內容，或是在授課中特別提出解釋，一方面

或可節省授課時間，另一方面也可達到提醒學生注意的效果。

對作業的設計，我們認為應該多花些心思來安排，盡量使其能達到從趣味中學習

，誘發學生學習興趣，達到歷史與生活結合。在此前提下，個人不揣洩陋提出幾種作

業設計的方式，或可供作參考。譬如為了鼓勵學生在讀歷史時重視圖表的習慣，我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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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可在作業中強調關表的重要，並可提出如下的問題「為何太平軍的北伐會失敗(請參

閱太平軍進兵路線圖) J 或「請參閱各國勢力範圍圖解釋為何俄國的勢力範圍在長城

以北，英國在長江流域，法國在雲南、兩廣，日本在福建?J 或「請問您是否可從日

本在華紡缺數量表君出馬關條約中准許在通商口岸設廠製造的影響，並請解釋其影響

為何? J r 請參閱滿洲家庭全家福，請問您是否可從此照片中推想當時人的生活? J

這類的問題不但可以強調地圈，統計圖與圖片的重要，而且可以誘導學生如何從圖表

中發現問題。

為了鼓勵學生討論亦可用這樣的問題誘發他們的興趣「請您訪問五位同學，請他

們發表為何中日甲午之戰中國會戰敗，並綜合他們的意見及您的結論寫一篇五百字的

報告 J '若我們要強調口述歷史的重要我們可以用這樣的問題來達到此目的「請訪問

五至十位五十歲以上的長輩，請他們談談得知日本戰敗，台灣重回祖國懷抱時的情形

，並將之記錄整理寫成一篇一千字的報告 J ' r 請訪問三位五十歲以上的長輩請其回

憶民國四十年從其居住地到縣政府或鄰縣需時間若干，有那些交通工具可運用，大約

需花費多少錢，再比較同樣的路程今天需時，需費若干，可運那些交通工具，做一比

較圖表。」若想要強調史料的重要，則可運如下的問題「請您在圖書館中找出四年前

的元旦報紙以及今年元旦的報紙，是否可從總統元旦文告中君出現在與四年前我們所

面對的問題有何不間。 J r 請找出二年前三月二十九日的報紙與今年青年前的報紙，

比較二年前與目前青年節文告中所揭示青年的任務是否有不同，請寫一篇五百字報告

。」或許運用這樣的問題更能使學生瞭解歷史的功用及史學研究初步的方法，從而使

歷史教學與生活結合 o

個)結論

作為一個八年前曾經在這珊課本之下完成其初步歷史教育的學生，今天我們回過

頭來看這珊課本，實在有其不足而值得改進之處。為了使今天的高中生能有一部更完

美的課本，從而引導歷史教學的改進，甚至為已僵化的聯考制度注入一些活力，達到

在不改變現有架構下改革聯考的目的，在此僅提出一些個人的管見 o 至於整個歷史教

學及教末的改革完成，還需要靠豐富歷史知識的歷史學者，研究教育學的教育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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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驗的歷史教師三方面共聚一壁，集思廣益。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有一部完美的高

中歷史教課書展現於學生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