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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教學法的歷史課程

設計

廖羽晨

國中歷史教學往往著重記憶、背誦，對於九年一貫主張帶得

走的能力似乎背道而馳，加上現今身處資訊爆炸時代，欠缺思

辨、批判思考能力者將喪失競爭力。為了讓學生能夠培養批判思

考、帶著走的能力，本文將「批判思考教學」應用於歷史教學現

場，並以現行國中一年級的「清領時期」為歷史課程設計內容，

讓理論與實際結合。

批判思考教學法並非新的教學方法，而是在現有的教學法上

改變心態，強調以學生為主的教學方式。本文亦以常見的問答

法、討論法為教學主軸，降低一般教師對批判思考教學法的疑慮

或感窒礙難行，畢竟多數教師仍以口述教學為主，在熟悉的教學

方法，做些適度的改變，培養「批判思考能力」並非空談。

批判思考教學法的歷史課程設計，在教學現場實行確實頗有

成效，然而尚未建立一個客觀的評量機制來檢視 o 本文僅是開

端，日後仍有賴相關學者及教學工作者共同努力，將批判思考教

學法落實於教學現場，制定合理、客觀的評量工具，培養出具有

批判思考能力的未來棟樑。

關鐘詞:批判思考、批判思考教學、教學法、歷史課程設

計、清領時期

*臺中縣龍津國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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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爆炸時代，如何篩選出正確、有價值的資料，是值得探

究的議題 o 然而現行的教學現場往牲欠缺相關訓練，導致學生缺

乏思辨能力，甚至人云亦云。面對這樣的情況，不免令人深思

「批判思考」能力在現今社會的重要，事實上培養批判思考能力

早已是歐美國家相當重視的課題，近年來也逐漸成為臺灣教育學

者關注的焦點 o I

九年一貫社會領域課程目標為「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 J 顯示社會領域教育目標之一即是培養學生

「批判思考」。然培養批判思考能力並不容易，畢竟此能力屬於

認知曰標發展歷程的最高層次，難以立竿見影。再者「批判思

考」無法單純透過紙筆測驗檢試，需賴教師長期不斷觀察、透過

與學生對話，才可明暸學生是否具備並能應用於日常生活。

回歸歷史教學，歷史教學不僅是知識建構，更涵蓋歷史解

釋、價值判斷。不同角度、不同立場都會出現不同的歷史書寫、

歷史評價，教導學生如何去面對這起史料或詮釋，贊同或反對的

理由何在?詮釋是否合理?辨證是否有誤?都是歷史教學的重要

課題，歷史教學現場無疑成為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的最佳場

所。

本文擬將兩者結合，將批判思考教學的目標及策略應用於實

際的歷史教學，建構具批判思考教學內涵的課程設計 O 至於批判

l 關於這部分的研究討論可詳見:黃俊斌. <國小批判性思考教學模式在國小社

會領域上的應用>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7) •

頁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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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2批判思考教學相關理論、文獻探討即不在此討論範疇。

貳、批判思考的歷史教學理論

一、批判思考的教學理論

(一)批判思考與批判思考教學意涵

1.批判思考

批判思考的定義各家說法不一，但大體都認同批判思考是種

理性表現，面對事物時並非毫不思索地全盤接受，或是無理由的

隨意否認，需要依據證據檢視、客觀分析、謹慎歸納，務求言之

有物、持之成理。

因此批判思考包含檢視、比較、判斷、歸納、選擇等思考過程，

符合 Guilfoo:1所述的智力結構說中的東斂性和評鑑性運作型態，3兼

具 Bloom等所編教育目標分類認知領域中的高層次認知能力。

2. 批判思考教學

批判思考教學並非一套新的，具有取代性的教學方法，它只

是強調在傳統教學過程中，留意運用技巧或變化策略以散發學生

的批判思考，彌補現行教學缺失。4

雖然批判思考教學並非取代傳統的教學方法，但批判思考教

學與傳統教學在實質內涵上，包括知識理論、師生角色、教學主

張仍舊有相當大的差距。在知識理論上，批判思考教學強調所有

知識內容是靠著思考產生、組織、應用、分析和評估而得的，若

2 批判思考等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可詳見吳雪綺.<批判性思考教學之知織論基

礎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附錄。

3 張玉成. {思考技巧與教學} (臺北:心理出版社.1993) .頁 247 0

4
張玉成 • {思考技巧與教學} .頁 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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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透過思考過程，無法獲得知識。師生關係方面:教師需教導

學生如何思考、肯定詰間的重要性、透過質疑和發問使學生們加

深暸解;教師是協同者，並非知識唯一的傳遞者:師生是水平關

係'老師只是提供機會及協助，學生必需對自我學習負責。教學

主張則是強調建構學習、培養學生積極聆聽的能力、重視批判性

思考推理技巧、營造出對話與辯證之教學環境、引導學生深入了

解學習內容。 5

(二)批判思考的教學目標

批判思考教學的目標，冒在培養學生具有良好的評估和判斷

能力，對事物關係和事物價值的處理，有更明智、確切的判斷6 。

以期能具備以下二十項行動特質7

1.妥切把握事物間關係

2. 洞悉問題的關鍵

3. 區辨主要與次要因素之別

4. 瞭解作者之動機目的、哲學觀點及表達技巧

5. 鑑別所下定義是否得當

6. 評析內容有無離題

7. 檢視所述內容有無矛盾、不妥之處

8. 客觀審查來自權威者或單位的主張或資訊

9. 明辨事實、意見及宣傳之不同

10. 重視言論主張有無適當事例佐證

1 1.嚴格區分事例價值:支持、反對、或與假設無關

5 傳統教學與批判忠、考教學的比較在吳雪綺， <批判性思考教學之知識論基礎研

究〉的碩士論文中有詳細介紹，可參閱。

6 張玉成， {思考技巧與教學} ，頁 263 。

7 張玉成， {思考技巧與教學} ，頁 261-26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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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檢視是否依據前提推論

13. 辨認結論是否周延貫達，抑或以偏概全

14. 明確區分有關與無關資料或因子

15. 有效掌握自變項與依變項

16. 發現文中假定內容

17. 正確設定評判標準或條件

18. 對言行對錯的評判

19. 對意見偏好的選擇

20. 對事物愛惡的鑑賞

(三)批判思考教學原則

批判思考教學強調對話性思考和辯證性思考。所謂對話性思

考，係指面對一項問題或事物時，能接納他人不同意見、觀點或

參照架構，彼此對談溝通而不堅持己見;而當你面對兩個或兩個

以上不同爭論觀點時，能客觀的各為他們找出有利或不利的論

據，進而考驗、測試、評鑑他們各自的優缺點，即是所謂的辯證

性思考。 8

(四)批判思考教學方法

1.問答法:教師在課程中安排一系列的問題，透過提間的方法引

導學生回答，或者要求學生討論後提出問題，再針對所提問題

進行討論 o

2. 討論法:課前提供相同議題不同觀點的文章，要求學生事前閱

讀，課堂針對文章觀點提出自己的想法及批評。仔細聆聽同學

的意見並從中提出認同或反對的意見。

8 張玉成， ~思考技巧與教學~ ，頁 2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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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舉例法:舉例可以讓學生更具體的思考 o 讓學生們自己舉例，

或提出證據，使學生學習具體去思考，而不是抽象思維，沒有

焦點的漫談，幫助自己澄清概念，使思考更具說服力。

4. 合作學習:團體分組是培養批判性思考能力的最佳方法。在適

當、有結構、合作式學習環境，學生會表現的更主動。批判性

思考，也會從學生和教師的回饋和支持中強化。

二、批判思考教學的歷史教學應用

(一)批判思考的歷史教學目標

國中歷史課程目標重視歷史思考能力，在歷史課程標準的教

學方法中亦提及教師教學時應「養成其分析、綜合及理性思考、

正確判斷，進而明辨是非的能力」。現行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總

綱規定應該培養的能力包括I"創新、創造能力及獨立思考、解

決問題能力 J 社會科領域第七條課程目標I"發展批判思考、

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能力」等，都可顯示批判思考教學能夠達到

社會科教學目標 o

批判思考歷史教學目標即是:教師營造自由但不放縱的教學

氣氛，讓學生能夠在自主的情況下建立基本歷史知識，並藉由問

答、思辨、討論、舉例、閱讀、分析等多元化教學策略，引導學

生思索歷史事件，培養學生合理解釋歷史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

指出歷史事件描述可疑之處、辨正不同立場的歷史書寫等。

在這樣的前提下，教師可設計適合的教學課程，引導學生針

對教材內容提出重要問題，思考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以理性態

度說明歷史詮釋 o 在這樣的訓練下，假以時日必可養成學生獨立

思辨、判斷、批判、解決問題的能力，歷史不再是「死」知識而

是生活必備的「活」知識，使學生認知到歷史具有學習價值，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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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歷史無用論的迷思。

(二)批判思考的歷史教學

批判思考的歷史教學並沒有一定的規則或方法，也絕非取代

傳統的教學模式，只需在現行的歷史教學過程中，留心注意教學

的主體、教師角色、教學主張及適切的教學方法。因此具備批判

思考的歷史教學並非難事，甚至會發現歷史教學現場中早已不自

覺地使用這些教學方法。

國中歷史教學常以講述法為主，輔以其他的教學策略，例:

問答法、討論法、多媒體教學、合作學習...等。精彩的歷史教學

並非單用其中一種，而是結合多樣化的教學方法 o 想建立批判思

稚的教學方法，就得不斷給予學生思辨的時間，這時即可利用問

答法、討論法來激發學生的思考、批判的能力，兩種教學方法都

以學生為本位，教師為協助、指導角色，適當的情況下亦可配合

小組合作'透過多樣化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學習意顱，激發學生

思考、辯證、批判等能力。

1.問答法

發間是促進學生思考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子曰 I 學而不

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J '思考與學習是並行的。由此可見若想

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需由此著于 o 發問雖能引導學生培養批

判思考能力，然而「問題」必需經由設計，同時教師也得留意發

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回答。

一般而言，問答法常用於新課程的導言，可以連結歷史發展

脈絡的因果關係，甚至透過分析、綜合的問答，訓練學生對問題

的觀察力、表達力，促進學生智能發展，散發學生歷史批判能

力。再者閃主訪問答法需要學生運用已獲得的知識，學生必須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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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認真學習，課前預習、課後複習，學生成為學習主角 o

在歷史教學中「問答法」是常用的教學方法，不但簡單易

用，且能提高學生的專注力，建立學生的思考及批判能力。舉例

而言:教導「清領臺灣的移墾社會」課程內容時，就可問學生何

謂「移墾社會 J ?移墾社會的移民從何而來?是什麼理由讓這些

人願意離鄉背井來到臺灣?藉由一連串環環相扣的提間，讓學生

去思考、理解，使學生逐步建立清領臺灣移墾社會的知識架構。

然而「問答法」的提問者不應只限於老師，學生的提問往往

更能展現以學生為主體。在學生提間的過程中，能讓老師清楚明

白學生真正的思維及學習的疑惑。不過學生提間的勇氣及技巧，

必須花更多的時間來引導，這部分當然得靠老師平時的訓練。具

體作法則是進行歷史教學時，可請學生先朗讀課文內容，再針對

課文提出問題，老師可從旁協助讓問題更完整、周全。

2. 討論法

「討論法」是針對特定歷史事件及人物提供不同的文章或評

論，經由學生課前閱讀，透過課堂中同學們積極地發表意見與聽

取他人的論點，充分的意見交流、相互敢發學習的過程。此方法

能訓練學生查閱資料、收集論點、表達意見、分析思考以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並培養學生對事物的客觀思辨能力，引起學生對史

事作深入探討的興趣。

「討論法」按組織結構，可分兩種類型，-一般討論法」和

「辯論法 J 0 ，-一般討論法 J 首先須提出具綜合性的問題作為

中心議題，課前則須先請學生蒐集資料作好準備，且分成若干小

組，教師可指定適當的課外讀物以為學生參考。在討論過程中教

師可擔任主持人，敢發學生發表意見，最後再由教師做總結。

「辯論法」則是請學生按所持觀點的不同分成兩組，發表論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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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理由和見解。課堂中的集體辯論使學生認識到歷史問題的複

雜性，還能提高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度及深度。

參、批判思考的歷史課程設計

回歸歷史教學課題，教學理論要能夠實踐才具有意義和價

值 o 因此筆者以國中康軒版第一冊「清領時期臺灣」搞研究範

疇，透過歷史教學課程目標、課程設計模式、課程教學方法等分

析，建構具批判思考的歷史課程設計。

現行康版教科書將清領時期劃分為「清領前期的政治與經

濟」、 I ~青領前期的社會與文化」及「清領後期的積極建設」三

部分，然筆者為了教學便利及個人教學習慣，將此三部分重新規

劃整合為「清領時期的政治發展」、「清領時期的經濟」、「清

領時期的社會與文化 J 0 如此 a來在教學過程中能夠依照時間脈

路建立完整的時空背景，並且使學生了解到清領前期及清領後期

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異同，進而能說明其中異

同的緣由所在 o

再者批判思考很難利用一堂課或單一章節就能建立，所以筆

者試圖將時間拉長，教學內容以一個較完整的歷史時期來呈現，

加上清領時期的臺灣在前期及後期有相當大的差異，這部分學生

在學習上能夠清楚體會，較易引導學生去思索其中的異同、建構

事件的閃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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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教學目標

歷史教育第 15 期

對!在能力指標 教學口標

2-3-1 認識今昔臺灣的重要人物 一、認知l目標

與事件 I.能理解清頭前期與後期的區別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 2.能了解清代的治臺方針

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 3.能說出清領前期臺灣的行政區

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 劃及演變原因

過程 o 4.能說出清領前期處理臺灣住上是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思想、 的政策

文化、祉會制度、經濟活 5 能了解清朝治臺政策的變革與

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 揖~;.f"'-:二手誓多a言z示

過程，及其與臺 j彎闢係的 6.能說出臺灣開港通崗的背崇及

流變。 其歷史意義

2-4-4 [解今昔臺灣、中國、亞 7.能明白牡丹祉事件對臺灣歷史

j青 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發展的影響

領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 8.能明暸清領後期作力入侵毫灣
時 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 的情況

期 解釋的多元性。 9 能指出沈藻棋、丁日昌、劉銘

的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 傳在臺灣的建設與貢獻

政 重國果關係。 10.能知道臺灣現代化的經過與內

:台 9-4-4 分析國際問衝突和合作的 容

發 原悶 ，，!tZ提出增進合作和

展 化解衝突的途愣。 1 、情意目標

I.能體認清領前期治臺的考量

2 能從臺灣的建設過程體會先民

的辛苦與「創業維艱、守成不

易」的精神

3.能體認族群平等的意義，並尊

重臺灣的多元文化

4 能培養愛護、珍惜及欣賞占

蹟、古物的情操

5.能感受臺灣地位的重要性，並

進而正主惜臺灣資源

6. 能培養「立足臺灣、胸懷大

陸、放眼天下」的胸襟與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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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2蝸牛 1 認識臺灣歷史(如思想、 一、認知目標

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 1.能說明清領時期的農業開發

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 2.水利建設的修築及影響

過程。 3.能說明清領前期的商業活動

2-4-2 認識中國應史(如思想、 4.能說明「郊」的形成與意義

文化、社會制度、經濟活 5.能理解「一府三鹿三蜢研」的

動與政治興革等)的發展 意涵

過程，及其與畫灣關係的 6.能描述臺灣開港通商後的經濟

清
流變。 貿易發展情形

d莘bτ莘主三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 7.能清楚臺灣開港通商後，外國

時
r1十卜til:界的互動關係。 領事、洋行設置的情形、功能

期
2-4-5 比較人們因時代、處境、 與意義

的
角色的不同，所做的歷史 8.能說明開港通商對臺灣北部發

經
解釋的多元牲。 展的影響

2-4-6 了解並描述歷史演變的多 9.能辨明清領前期、清領後期將
j齊

主因果關係。 濟轉變因素及情形
發

展
三、情意目標

1.體會外國勢力與臺灣的影響，

並培養具有國際觀的胸懷

2.明白臺灣農業發展過程，進而

體會前人的艱辛

3.非官方組織(如:郊商)對社

會的貢獻及影響

4.體會經濟發展對市鎮晰起反沒

落的影響

清領
1-3-1 了解不同生活環境差異之 一、認知目標

處，技能尊重及欣賞其間 1.能了解清代的移民來源

時 的不同特色。 2.能解釋清代臺灣宗族組織的變

期 2-2-1 I 解居住城鎮(縣市鄉 遷
的

頭)的人文環境與經濟活 3.能說出清領前期的民變與械鬥

刷U會與文 動的歷史變遷。 4.能說出清領前期的社會組織與

2-2-2 認識居住城鎮(縣市鄉 信仰

鎮)的古蹟或考古發掘， 5.能說出清領前期的臺灣文教事
化

守主欣賞地方民俗之美。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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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能力指標 教學目標

2-3-2 探討臺灣文化的淵源，並 6.能分析閒港通商對臺灣社會文

欣賞其內涵。 化的影響

清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 7.能說明開港通商後，問方宗教

領 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 文化在臺灣的傳播情形

時 下會有什麼變化。

期 9-4-2 說明不同文化之接觸和交 二、情意目標

的 流如何造成衝突、合作與 1.能說明清領前期漢原關係的發

社 文化創新。 展
會

2 能說出清嶺前期畫灣漢人文化

血E 的移植與原住民交流

文 3 能體認清領前期的臺灣社會概

化 況

4 能從臺灣的社會變遷中體認族

群融合的過程

二、歷史教學課程設計模式:

參考陳豐祥教授「螺旋型的知識體系建構法」 -9

項 目 歷史事件/歷史事實

過去性 1.施現攻畫至中日甲午戰爭， ¥青領臺灣 212 年( 1683-
(時間) 1894 )

2.7青領前期、後期以英法聯軍( 1860) 事件為界

3.同治 13 年牡丹社事件促使清廷積極治臺

4.光緒 10 年中法戰爭後臺灣建省，劉銘傳為首任巡撫

具體性 具有許多古蹟能讓學生深刻體會清領時期的樣貌

(事實-人、事、 I. :t j牌、士牛國小的漢番界址

地、物) 2 沈;謀禎建造億載金城、八通關古道

3.恆春古城、琉球蕃民碑

4

9 見陳淑芬， <創造思考的歷史理論與實際一以國中歷史教科書中國共關條演變

之教材為例)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頁

4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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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歷史事件/歷史事實

5 最早的火車頭一騰雲號

6.璃公圳、八堡圳、曹公圳的舊址

7.英商德記洋行、德商東興洋行、英國頡事館

因果性 1.施現攻臺始末、清領臺灣棄留爭議

(關係的建立) 2.清初消極泊畫的因素及治臺措施、影響

3.水利建設興築的背景、清領農業的發展

4.臺灣開港通商的原因及影響

5.牡丹社事件的原因、經過、結果及影響

6.中法戰爭與臺灣建省

7.沈謀禎、丁日昌、劉銘傳在臺積極建設

8.清領初期的消極治臺與後期積極治臺的轉變

9.清領行政區劃演變因素

推論，生 1.臺灣棄留爭議，康熙、朝中大臣的心態

2 對於開山撫番你有什麼看法?如果你是漢人(原住

民)對於開山的舉動，你的想法是什麼。

- 3且在外力衝擊下治畫態度由消極轉向積極，如何解讀

清政府的態度。

4.清領行政區劃演變之意抽

5.出「郊商」到「洋行 J 臺灣經濟現況的改變

綜合性 l 清領前期與後期的區分並理解清領j台臺態度的轉變

2 沈保禎、丁H 昌、劉銘傳對臺灣的施政

3.清領時期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

三、教學重點

~妒iJ
章節 教學重點 批判思考教學

數

清領
治臺政策與行政措施 (4-1 ) 1.分析臺灣棄留爭論，說明棄

時期
1.臺灣的棄留問題 留原因

的政 2.清初對臺的泊理態度 渡臺 2 清領泊臺的態度

治發
理耳事之♂呵山，、 3 分析行政區域演變過程及因

展
3.清領臺灣的行政區域演變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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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章節 教學重點 批判思考教學

數

外jJ入侵與積極治臺 (6-1 ) 1.外力衝擊下的反應

1.英法聯軍與開港通商 2. 開山撫番是開發還是破

2 清朝治臺態度的轉變 壞?

j育領 3. 日軍犯臺經過、結果及影響 3.批判牡丹社事件中清廷的

時期
4.沈保禎的積極建設 處理態度

的政
4.沈謀禎的歷史評價

←一一一一
j台發

且要 外力入侵與積極治豪 (6-2 ) l 能說明臺灣建省的意義

I.丁日昌的積頓建設 2 劉銘傳的歷史評價

2 中法戰爭與臺灣建省

3.劉銘傳在臺的措施

土地拓墾與水利設施 (4-2 ) l 農業開墾與漢番衝突

I.清領移民與土地開墾 2 水利建設由民間或政府主

同 2.土地所有權及漢人的開發 導?原因?

3 水利建設璃公圳、八堡圳、

曹公圳 "

清領

時期
經濟發展 (4-3 ) I. r 一府」鹿三蜢鯽」的意

的經
1.新作物:茶、樟腦 義

濟發 2.兩岸貿易情況.一府~-1.鹿二蜢2 r 郊」的形成，反映什麼

展 昕個 現象。

五 3 r 郊」的意義、形成及功能 3 由「郊」罕「洋行」臺灣

j育領後期的經濟變遷 (6-3 ) 貿易的轉變

1.英法聯軍與閒港通商 4.臺j彎二寶出現原因、造成

2 臺灣至寶:茶、東糖、樟腦 的結果

3.閒港通商後造成的影響 5.能分析臺灣北部岫起因素

移墾社會的特質( 5-1 ) l 能分析渡臺悲歌與偷渡現

u青領臺灣移墾社會的形成與特 象

清領 點

2 民變頻繁的原區。
時期

2 宗族組織:唐山而且、開豪用且 3 械鬥的原因?反應什麼社
J/\A 的社

3 民變與械們 會現象 o
會文

{ 卡】 社會文化的發展( 5-2 ) 4.番界與設官的意義。

l 臺j彎移民的宗教信仰 5.漢原通婚的背景

2.1青領臺灣社會風氣與文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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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口
章節 教學重點 批判思考教學

數

漢人與原住民的關係(5-3 ) 1.能說明移墾社會、定居社

l 番界、設官 會的不同

2.通婚、競爭與合作 2.文教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

七
清領後期的社會變遷 (6-3 ) 係

1.開港通商後的社會情況 3 傳教士對臺灣的意義

2.西方宗教文化在臺灣的傳播情 4 區別「唐山祖 J 閒臺

形 祖」的異同

四、教學流程:以(清領時期的政治發展〉為例

教學活動 批判思考歷史教學

一、引發動機 臺灣棄留

(一)複習:臺涓歷經鄭氏三代th呵，最 1.如果你是康熙皇帝，你會如

後被施瑋率領清軍攻取，結束明鄭 何處理新獲得的領土 臺

短短的二十多年的統的時間，進人 灣?留下或丟棄。

了清領時期 2.如果你身為康熙皇帝的大

c- .)說明清領前期與後期的區別 臣，你會提出什麼理由勸皇

(云)臺灣棄留之爭
帝把臺j彎丟棄

3.反之，你會問什麼理由說 m~

皇帝留下臺灣

一、主要內容: 請學生朗讀課文內容，引導學

(一)清初渡臺禁令的施行與成效 生提出問題。將問題寫在黑板

1.清初渡臺禁令施行原因 上、尋求解答。透過學生的提

2.渡臺的規定 問&回答過程，增加學于對清

3.渡臺禁令的成效及影響 初渡臺規定的理解。

例:渡臺禁令的原因?成效及

且朋J/ 學金位會店 內

(二)清領臺灣行政區劃的演變 在黑板上貼出清領時期不同階

1 臺灣納入版圖，清朝如何設官的 段的臺灣行政區域圖，請學位



112 廖羽晨 歷史教育第 15 期

教學活動 批判思考歷史教學

理 共|司討論並排列出正確的時間

2 講述清朝各階段行政區演變，配 段落，說明理由並依學生的回

合課本圖片 答延伸問題，引導學生去聆聽

(I)鄭氏時期:承天府、天興州、 別人的說法，針對別人的看法

萬年州 提出贊同或反對的意見

(2)康熙年問:一府二縣。

(3)雍正年問:增設彰化縣、淡水

廳、澎湖廳。

(4)嘉慶年間:增設噶瑪蘭廳。

3.說明行政區域改變的原因

4. 引導出臺灣開發方向:由南而

北、由西而東

二、小結活動:

(一)檢查上課筆記及重點
.

C-~ )快問快答

第一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開始 理解十九世紀的國際情勢，並

一、引發動機: 且說明臺j彎開港通商的主要因

(一)臺灣優點大轟炸:身為臺灣人，你 素

能否向外國人介紹臺灣的美、臺灣

的優點。在十九世紀的背景下，這

些列舉的臺灣優點哪些是吸引外國

人前來的主要因素。

(二)清領後期的開端

1.英法聯軍與臺灣開港通商

2 英法聯軍為何可視為清領前、後

期的分水嶺

二、主要內容: 問答:

(一)日軍侵臺 1.日本利用什麼藉口侵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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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批判思考歷史教學

1.簡要解說日本明治維新的推動及 2. I 保民義學」合理嗎?從這

影響 裡可以看出中國外交態度是

2.牡丹社事件的經過及日軍侵臺目 如何?

的 分組討論:如果你是被殺害的

3.清朝如何閃應及處理 I 保上是義 琉球漁民家屬，你覺得應該如

舉」合理否? (提間，請學生回 何處理這件事情。對於清朝和

應) 日本的態度會予什麼評價。

4 影響:喪失藩屬-琉球(今沖繩)
舉例說明為何在外力衝擊下清

及重視臺灣 朝治臺態度的轉變

5 清朝治晝的態度轉變，為何會有

所改變，乃因受到外來衝力的影

響，舉生活上的例子說明。

(二)沈謀棋的各項措施 思考:沈種植來臺後的各項措

1.沈謀攝生平簡介 施

2.來臺的各項措拖:
號稱脂|若金湯的「億載金城」

(1)修建砲臺，增強海防力量(看
以現在的角度來分析戰們力是

圖說明)
否合理?能否利用現在的角度

(2)增加行政區首l 去理解過去的歷史?引出學生

(3)開山撫番
需深入歷史情境、以過去的視

3.重點歸納、畫課文重點、配合講
角去觀看、體會。

義

二、小結活動:

(一)檢查學年筆記

(二)分組搶答:分成:組，每個學生任

意編號，需自行記住自己的編號，

當老師出題後會自動選號，被叫到

編號的學生要立即起立回答，答對

者該組加分

(共)交待回家作業:

1.請學牛一回家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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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批判思考歷史教學

2.岡家蒐集有關劉銘傳的歷史事蹟

第二節課結束

第二節課開始

一、引發動機:

(一)複習:利用分組搶手等複習上次 l二課

的內容，問題中包括今 H上課內容

(已先請學生回家預習)

(一. )從問題中點出本次上課的內容

二、午三妥活動: 臺灣設省和臺灣隸屬福建省管

(一)丁日呂的建設 轄代表了什麼意義。

( --.)中法戰爭與臺灣建省
開山撫番是開發還是破壞?

l 中法戰爭發生的背景、經過 開山撫番的再思考

2.中法戰爭對臺灣的影響 '2008.7.21 自由~報剪報」

3.臺灣設省(配合小檔案) 利用與教材書不同論點的文章

4 臺灣的歷代巡撫
讓學生閱讀後進行分組討論

5.重點歸納、利用問答方式，畫課 I.站在不同的立場及觀點將看

文重點 到不同的歷史論述。

(三)劉銘傳對臺建設 2.盡信書不如無書。歷史是全

1.劉銘傳生平簡介 面的，書本可能只是片面的

2.對臺建設: 記載 o

(1)原住民:剃撫兼施，設立撫墾 3.可以質疑課本及教師上課的

局和學堂
內容，但前提是需要有憑有

(2)擴大經營樟腦事業(說明樟腦
據。

的經濟價值)

(3)增設行政區(配合課本行政區

演變圖解說)

(4)清理士地、賦稅

(5)交通:設立郵政總局，與建鐵

路

畫灣成為清朝自強運動下最進步的 J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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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批判思考歷史教學

簡要解說清代的自強運動

二、總結活動 問答:

(一)利用問答方式歸納課文重點，建立 1.具體說明清頭時期治臺態度

學生清領時期政治發展的因果闢係 的演變

(二)分組討論 2.外力衝擊下的改變

第二節課結束 討論:劉銘傳的歷史評價

肆、結語

培養批判思考能力早已是歐美國家相當重視的課題，近年來

也逐漸成為臺灣教育學者關注的焦點。然而批判思考雖漸受重

視，但在實際教學現場仍不足 o 既然批判思考是當今社會應具備

的能力之一，身為教學工作者亦扮演教導的重要角色。有鑑於

此，筆者企圖將批判思考與歷史教學相結合。

事實上，從事歷史教學工作時常可以發現歷史事件的因果關

係建立、不同立場的歷史評論 ，這些都與批判思考教學目標所

提及的行動特質 I 妥切把握事物間關係、洞悉問題的關鍵、區

辨主要與次要因素之別 J ...等不謀而合，顯示出歷史教學早已蘊

含批判思考的精神 o 因此批判思考與歷史教學的結合並非創新，

而是在既有的基礎上，重新重視歷史教學中的批判思維，藉由課

程設計強化批判思考能力的培養。

筆者首先闡明批判思考教學理論，透過批判思考的教學目

標、教學原則及教學方法，建立基本的理論認知;再來則是歷史

教學的實際應用，批判思考的歷史教學方法中，以最常見的問答

法及討論法為主軸，因為筆者企圖打造批判思考歷史教學並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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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甚至容易實行。教學現場的經驗告知，愈易使用的教學方法

愈能夠長久，而教學效果往往也會愈佳，尤其批判思考能力的培

養非一蹦可及，更需教師長期使用具批判思考內涵的教學方法，

提供簡易有用的教學方法著實重要 o

以批判思考歷史目標及教學方法為基石，筆者利用現行康軒

版第一冊清頓時期為研究範疇。康版教科書將清領時期劃分為

「清領前期的政治與經濟」、「清領前期的社會與文化」及「清

領後期的積極建設」三部分，因個人教學習慣將此三部分重新規

劃整合起「清領時期的政治發展」、「清領時期的經濟」、「清

領時期的社會與文化 J '並透過歷史教學目標、歷史教學歷程模

式、歷史教學重點等方面進行分析，其中針對「清領時期的政治

發展」有詳細的課程流程設計，至於教學評量則在課堂中的教學

過程中不斷進行，畢竟檢核批判思考能力，課程中的觀察與評估

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批判思考的歷史課程設計經筆者在課堂中實際施行，發現學

生有較濃厚的學習動機、上課氣氛較活潑、學生專注參與，甚至

主動回答問題。諸如:問及清初晝灣棄留爭議時，學生很快進入

狀況思考留下臺灣的理由，這邊學生往往可以舉出非常多的優

點，可顯示學生對所居土地的認同;至於放棄臺灣的部分就比較

需要引導。或者渡臺規定的實施，透過學生自行提問、討論、回

答，發現學生比筆者想像中更優秀，不僅能掌握重點並可清楚說

明因果關係。課堂中學生積極參與，體會歷史不是過去的、死的

知識，而是從前人類的智慧累積，許多的歷史因果都可合理推

論 o 這樣的教學過程無形建立學生對歷史的興趣，培養學生思

考、批判的能力。

批判思考教學法的歷史課程設計，對筆者而言僅是一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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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未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至於如何建立一個客觀的評量機

制來檢視批判思考能力，尚需許多學者專家、教學工作者共用努

力。

附錄

撒奇萊雅族火祭憶先按慰祖靈 2008.7.21 自由時報

〔記者楊宜中/花蓮報導〕去年正名成為臺灣第 13 個原住民

族的撒奇萊雅族，前天晚間以長達 3 小時的「巴拉瑪火神祭」

重現 1878 年大清帝國剿滅撒奇萊雅族時火攻部落的場景，追靶曾

為撒奇萊雅族奮戰過的祖先 o

撒奇萊雅重建發展協會說， 1878 年，大清帝國對臺灣開山撫

番，在臺灣東都遭過撒奇萊雅族強烈抵抗，丟面剿滅撒奇萊雅族，

清軍火攻部落刺竹圍籬，稱為達固湖灣事件(或稱加禮宛事

件) ，將撒奇萊雅族燒成歷史名詞，倖存者隱姓埋名獲阿美族接

納，繼續傳承至今，終於獲得正名復族的機會。

當年激戰後，撒奇萊雅族大頭目古穆﹒巴力克慘遭清軍凌遲

處死以般雞做猴，族母伊捷﹒卡娜蕭也被處以圓木夾體極刑 o 因

此，撒奇萊雅族人藉這項祭儀追記古穆﹒巴力克夫妻為火神與火

神太，也撫慰在戰場上以生命護衛撒奇萊雅族的勇士英靈 o

巴拉瑪火神祭分四階段，第一階段以迎神揭開序幕，模擬當

年清軍火攻達固湖灣部落，族人身陷火海的景象。第二階段於第

二祭場點燃戰火，由北埔及花蓮市部落的勇士擔任弓箭于與彈弓

于，向天射出帶火的箭與彈，展現戰爭的意象。第三階段模擬當

年撒奇萊雅族風箏傳訊的實況;第四階段則西向奇萊山發射火

箭，代表烽火由奇萊平原往奇萊山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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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活動以焚燒火神花棺祭臺的「火祭」推向高潮，祭眾

吟唱撒奇萊雅族傳統的「火神之歌 J '在吟唱聲中，將火神與火

神太送至天上，並感謝祖靈一年來的庇祐。

(責任編輯:林益德校對:江宜頤、蔡坤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