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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題目：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中「國家認同」變遷之研究—1995 年至

2008 年為主 

畢業時間：2009 年 

研究生：郭豐榮                指導教授：陳延輝 博士 

摘要 

    臺灣社會一直存在著國家認同的衝突，1987 年解嚴之後，衝突不僅沒有隨著

民主化趨緩，反而變本加厲成為臺灣社會不安的嚴重因素；影響所及，連教育現

場都不免捲入其中。 

    解嚴前，官方的中國意識融入公民領域教材，一直主導著臺灣國家認同教育

的形塑力量；解嚴後，隨著民主化運動的開展，臺灣逐漸轉型、甚至鞏固成為憲

政民主國家，公民教育也隨著這時代的脈動，與時俱進地調整教育功能，國家認

同內涵亦從中國意識漸次走向臺灣意識。本論文選取自 1983 年、1995 年以迄 2005

年，三套包括威權統治、民主轉型與民主鞏固等不同時期，修訂之課程標準（綱

要）及教材，針對其內容的變遷，加以比較、分析，從而在研究過程中，歸納得

到公民教材往民主公民教育邁進的時代趨勢；這趨勢的發展，同時也導引一個國

家認同的新理念—以臺灣主體意識為價值的認同觀點，正在逐步肇建之中；九五

暫綱整併後的公民與社會科，正是這肇建工程的礎石，順應著此般發展，期盼能

統合出一套符合現況的、單一的新臺灣認同國家圖像與願景，並供將於 2010 年全

面施行的高中新課綱，編纂公民與社會科教材時，參酌融入課程中，開創營造國

家認同共識的新契機。 

    教育力量的改造與內化，才是真正深入人心，化解國家認同衝突、凝聚國民

國家共識的最佳途徑。 

 

關鍵詞：國家認同、公民教育、公民與社會、普通高中課程綱要、公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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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Student: Kuo, Feng-Jung 

 

Abstract 

    The society of Taiwan has always had conflicts of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lifting the 

curfew in 1987, the conflict has not eased off with democratization, but worsened to 

become a serious factor to cause instability. The influence is that even educational field 

is unavoidably involved in among them. 

    Before lifting the curfew, official China consciousness was incorporated in civic 

education curriculums, and had led the molding strength of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n. 

After lifting the curfew, Taiwan consolidates 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rogressively with the democratizing movements. Civic education also 

adjusts its functions with this movements, and the inten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civic 

education also moves from China consciousness towards Taiwan consciousness 

gradually. The materials in the thesis were chosen since 1983, 1995, up to 2005, which 

includes three sets of course standards and curriculums that were revis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authoritarian, democracy transition, and democracy consolidation. The three 

set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nd a conclusion which appears civic education orients 

forwards democracy education trend is found dur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 trend 

also leads a new concept of national identity out: a new subjective Taiwan identity is 

being built progressively. The subject “citizens and society”, which is combined with 

three courses, in the temporary standard in 2005 is just the found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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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building construction. Keeping this development, we expect to integrate a 

single imagining of new Taiwan identity that fi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o give a 

suggestion to the edition of the curriculums in the new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ourse standards which will be implemented in 2010 to build a whole new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strength is the best way to 

root in hearts of the people. It dissolves the conflict and condenses new country’s 

common understandings. 

 

 

Keyword: National Identity, Civic Education, Citizens and Society, Ordinary Senior 

High School Course Standards, Civic Education Curricul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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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 研究動機 

身為一個中學公民教師，從事公民教學1迄今已十餘載；選擇研究教科書中「國

家認同」的教育功能，是基於一個教育工作者對臺灣的關懷與熱愛！ 

2004 年 2 月間的一個午後，一堂高三公民課，是決定研究「高中公民教育國

家認同概念」的肇始。那時正值總統選舉選情沸沸揚揚之際，我們在課堂上談到

《現代社會》第 11 章第 2 節〈臺灣的政治發展及其問題〉2，學生藉此機會大談總

統選情，並要求預言何者會當選，甚至「逼迫」表態支持人選，當我試圖淡化討

論的激情，並期望從民主政治角度解說選賢與能意義時，學生似乎不領情，討論

反而更加激烈，同時對立的情緒也不斷地高漲，「擁連」與「挺扁」各不相讓，並

且亮出各自支持陣營之競選旗幟及相關文宣，最後在雙方互相高喊「凍蒜」的聲

嘶力竭中，結束了這一堂臺灣政治發展的課程。 

3 月 19 日，臺灣發生震驚海內外的「319 總統、副總統遭槍擊」案；隔日，

陳水扁與呂秀蓮以些微票數差距擊敗連戰、宋楚瑜，連任第 11 任總統、副總統3，

但在開票結束之後，落敗的連、宋陣營拒絕承認選舉結果，並質疑民進黨政府自

導自演槍擊事件影響選舉結果，自此臺灣陷入了近乎歇斯底里的瘋狂抗爭與對

立。3 月 22 日，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後的第一天上班（課）日，在我們學校二樓圍

牆外，驚見國三班學生貼出大字報—「作票總統陳水扁下台」，該海報雖然在學校

                                                 
1 自 1995 年從事教職迄今，先後任教科目有國中「公民與道德」、「認識臺灣社會篇」、「九年一貫

社會領域」以及高中「公民」、「三民主義」、「現代社會」、「公民與社會」等。 
2 見南一版《高級中學現代社會》（林勝義，2007），第十一章第二節。課文內容略述如下： 

(1) 臺灣政治發展—以 1987 年解除戒嚴為政治發展的分水嶺，分別簡述解嚴前的威權政治期及

解嚴後的民主發展期概況。 
(2) 當前臺灣的政治問題—說明臺灣雖已向民主政治方向前進，但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卻產生了

憲政體制、政黨競爭、民意扭曲及國家認同等問題亟待解決。 
3 陳水扁、呂秀蓮獲得 6,471,970 票（得票率 50.11%）；連戰、宋楚瑜獲得 6,442,452 票（得票率

49.89%）。陳、呂以 29,518 票險勝連、宋，連任總統、副總統。參閱中央選舉委員會網頁，

http://210.69.23.140/vote3.asp?pass1=A2004A0000000000aaa 【20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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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的制止下撤除，卻令人內心產生無比的震撼！ 

臺灣社會一直存在著省籍對立與國家認同衝突。1947 年的二二八事件種下了

省籍矛盾的因子，隨後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政府在內戰敗後撤退來臺，

一方面透過〈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保障統治階層的政治利益，另一方面也透

過高壓的威權統治壓抑本省族群的政治參與，於是「臺灣本省菁英自動或被動地

與政治保持距離，而民間社會則長期存在著本省人/外省人的對立與猜忌。」（江宜

樺，1998：2）直到 1980 年代中期，隨著戒嚴的解除及政治上的轉型與開放，使

得潛藏的省籍對立與國家認同衝突浮現到公共領域，並成為選舉動員的利器；自

此，臺灣「社會日益陷入歇斯底里的狂熱—父子因此齟齬，朋友因此成仇，人事

任用先問統獨立場，教育傳習也無法迴避此『大是大非』的問題。」（江宜樺，1998：

1） 

政治意識的衝突與對立不僅沒有隨著民主的日漸深化而趨緩，反而變本加厲

地成為臺灣社會不安定的嚴重因素，影響所及，連莘莘學子都不可避免地捲入這

衝突與對立之中。臺灣社會如此的發展，著實令有識之士憂心；身為中學公民教

師，投身於第一線的教育工作，亦深感責任重大，故常省思，如何能讓新生的一

代不再陷入不理性對立，如何能透過教育的方式讓學生關懷鄉土、認同國家；因

此興起研究的念頭，冀望藉由課程教材研究與實務教學經驗的整合，嘗試為臺灣

公民教育中的國家意識，勾勒出一客觀可行的認同模式以供參酌。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礎石，公民教育更是培養健全國民的必要途徑。過去，由

於威權統治的意識形態牽絆，使得公民教育淪為執政者制約人民的工具；現在，

隨著民主政治的漸趨成熟，公民教育應該令其回歸教育的本質，成為凝聚國民意

志的重要啟蒙。本研究選定此一主題，是期以拋磚引玉之心，引發關心國家發展

者的共鳴，為創臺灣社會的和諧未來，略盡棉薄之力。 

貳、研究目的 

是故，本研究有以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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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透過文獻回顧及學理探討，分析「國家認同」概念的意涵，並據以比較、分

析新舊版本高中公民、三民主義等課程，在課程標準與實際教材內容上，有

關國家認同意識有何差異，剖析其隨時代變化的調整，對實務教學的影響。 

二、 探討臺灣社會現況「國家認同」的發展與歧異，並期望透過此紛歧現象的描

述，藉由公民教育的與時俱進，進一步探討建立一個異中求同、符合臺灣現

狀及多數人認可國家認同共識的可能；這也許不是一蹴可幾，但至少可以是

形成共識的濫觴。 

三、 透過上述兩目的，進一步思索建構高中公民教育教材中理想的「單一國家認

同意識」。期望據此教育莘莘學子，跳脫原生的族群或省籍對立，為臺灣凝聚

休戚與共的國民共同意志，以建立和諧新家園，厚植國家的團結基礎與對外

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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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 研究範圍 

一、高中課程標準修訂經過 

我國高中課程標準自 1968 年實施九年國民義務教育後，迭經下列幾次修訂（教

育部，1996：840）： 

     

一、1971 年為因應九年國民義務教育的實施，特別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二、1983 年為配合高級中學法，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三、1995 年為配合國中、小課程標準修訂及因應社會變遷，修訂高級中學

課程標準。 

1995 年修訂發佈之課程標準自 1999 年 8 月起由高一逐年實施；然「為使高中

課程能配合普通高中定位調整，成為注重公民素質培養之普通教育；並配合國民

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實施，讓高中學生能以九年一貫為基礎繼續加深加廣地學

習；另因應從實務面出發之現行課程標準檢討聲浪，如必修學分過多、缺乏選修

空間，難以符合多元學生適性發展的需求，週休二日實施帶來的學科數目與授課

時數過多的困境，學年學分制實施衍生課程標準缺乏可安排重補修彈性的問題

等。教育部爰於 2001 年 5 月起著手修訂普通高中課程綱要。」（教育部，2005：

601） 

歷經 3 年的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以下簡稱“九五暫綱”）於

2004 年發佈，並自 2006 年 8 月起高一入學新生逐年實施，「同時啟動新一波課程

修訂機制，預計於九十八學年度實施一套較具理想性之課程綱要。」（教育部，

2005：612）九五暫綱的課程原本預計實施三年，2009 年起正式施行「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以下簡稱“九八課綱”），然各界對九八課綱普遍存有疑慮1，因此教

                                                 
1 教育部二月公布高中九八課綱後爭議不斷，其中將高中國文授課時數由每周五節減為四節、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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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於 2008 年 6 月宣布延後一年至 2010 年 8 月再全面施行；「至於普通高中 98

課綱延後實施的最主要原因，是希望澄清各界疑慮，匯集共識，讓高中職 98 課綱

未來在實施的過程更順利，同時也讓教材編寫、教師研習進修有更多準備時間。」

（曾國華，2008：Yahoo奇摩新聞2） 

二、本研究取材範圍 

    為配合自 1995 年起任教之實務經驗，本研究選取之高中教材乃自 1995 年起，

故 1995 年修訂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2005 年修訂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

綱要」及預計 2010 年全面施行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均屬本研究取材範圍；

另外，為顧及研究之連貫性及解嚴前、後教材演變之分析比較，1983 年修訂之「高

級中學課程標準」亦將一併納入取材。 

    至於 1983 年以前歷次修訂之課程標準，一則因年代久遠，二則因當時政治環

境並不允許異於執政黨之國家認同主張存在，故不納入本研究之取材範圍。 

三、高中公民領域教材範圍 

    本文旨在研究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之「國家認同」變遷，所謂高中公民領域教

材範圍界定如下： 

（一）1983 年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社會學科3中的「三民主義」、「公民」

二科。「三民主義」於高三修習 1 年，每週 2 節課；「公民」於高一至高二修習

2 年，每週 2 節課。 

（二）1995 年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公民教育4中的「公民」，社會學科5中

                                                                                                                                               
文比例由百分之六十五減為四十五，以及將「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為選修，引發詩人余

光中、作家張曉風等重量級文學家的強烈反彈。此外，九八課綱將高二數學、英文及基礎物理課

程依難易度分為Ａ、Ｂ版，也遭家長團體痛批，恐造成學生二個版本都要念、增加負擔。鄭瑞城

昨坦承，家長和學生對九八課綱還有很多疑慮，教育部上周已召集相關委員會研議延後一年實

施。（蘋果日報，2008：壹蘋果網絡）【2008/12/25】 
2 http://ba.tchcvs.tc.edu.tw/98_99.pdf【2008/12/25】 
3 社會學科中，除「三民主義」及「公民」外，另有「歷史」、「地理」二科；上列科目均屬必修課

程。 
4 公民教育包含「公民」、「班會」及「團體活動」，均為必修課程；其中後二者係屬活動課程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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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民主義」、「現代社會」二科。「公民」於高二至高三修習 2 年，每週 2

節課；「三民主義」於高一修習 1 年，每週 2 節課；「現代社會」於高二修習 1

年，每週 2 節課。 

（三）2005 年發佈之「九五暫綱」社會領域6中的「公民與社會」。高一至高二

必修 2 年，每週 2 節課；高三為選修7，每週 3 節課。另「九八課綱」預計 2010

年正式實施，本研究亦針對「公民與社會」科課程綱要予以分析，以對未來教

材編纂略申淺見。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針對我國自 1995 年以來，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中有關「國家認同」演

變作分析、比較，因此於研究過程中有以下之限制： 

    首先是中等教育（Secondary Education）有前後期之分。「我國現行中等教育

階段的學校主要包括下列四種：1.國民中學 2.高級中學 3.高級職業學校……另外 5

年制專科學校的前 3 年，就其年齡及程度而言，應該亦可歸入中等教育階段……」

（王家通，1997：129）。故我國中等教育共 6 年，前 3 年為前期中等教育，是國

民義務教育；後 3 年為後期中等教育，可分為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等，本研

究所欲探討的專指高級中學之公民教育。國民中學因其性質為普通教育且其教育

對象為 12 歲至 15 歲青少年，根據多年教學經驗，主觀認為「國家認同」概念在

此階段較難發揮教育形塑功能；另一方面，國中教材淺顯，鮮少觸及「國家認同」

的深入論述，因而較無研究價值；是故，本研究命題為「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並

無包含國民中學階段之公民領域教材。而後期中等教育所涵蓋的高級職業學校與

五年制專科學校前三年，受限於教學經歷8，無法將其相關領域教材納入研究範圍，

                                                                                                                                               
般學科，並無課程標準及相關教科書編纂，故不列入本研究探討範圍。 

5 社會學科共有六種科目必修，分別是「三民主義」、「歷史」、「地理」、「世界文化歷史篇」、「世界

文化地理篇」及「現代社會」；其中「現代社會」在教學現場的授課分配，通常是由公民（三民

主義）教師兼授，故將本科納入本研究一併探討。 
6 社會領域包含「歷史」、「地理」及「公民與社會」，均為必修課程。 
7 「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高三選修課程，乃在高一、二必修課程的基礎上，提供學生進一步學

習的進階課程……」（教育部，2005：365），而教學實施現況則多為社會類組學生必選之課程。 
8自 1995 年任教職以來，均在國、高中合併之完全中學任教，所教授者皆為國民中學與普通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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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雖為遺珠之憾，但因能力不足也不得不割愛。 

    其次是科際整合的限制。1983 年、1995 年的課程標準，2005 年及 2008 年發

佈的課程（暫行）綱要，三民主義、公民9、現代社會或公民與社會等科目大都屬

社會學科（領域）範疇；換言之，雖然社會學科（領域）分有三民主義、歷史、

地理、公民（與社會）等科，「但是，這些概念和統念，不是各科獨立、各自為政

的，應該統整成為一個有機體，要採取科際整合的方式，加以組織。」（李緒武，

1998：87）以本研究主題「國家認同」的概念而言，不僅是公民等科的教學目標，

歷史、地理等學科亦揭櫫相關的教學目標10，因此，完整的研究應該以社會學科科

際整合的方式為之，方能真切瞭解教材之縱向與橫向連結全貌；然本論文限於專

業知識背景與教學經驗11之故，實無能力從事如此廣泛範圍之研究，僅能針對公民

領域科目提出分析與探討，對於社會學科中的歷史、地理等科均無法涉獵。 

    另外，教科書版本的選用也是研究上的限制。1983年的課程標準於實施辦法

中規定：「國文、三民主義、公民、歷史、地理等5科教學用書，由國立編譯館負

責編輯……」（教育部，1983：5），因此在1999年以前並無教材選用的問題，本研

究的取材便是以國立編譯館的版本為題材。1995年的課程標準，原也在實施要點

中規定：「國文、三民主義、公民、歷史、地理等五科教科用書，由國立編譯館負

責編輯……」（教育部，1996：1），然因應時代的轉變，教育部於1998年公布之〈高

級中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中，改訂高中教科書自88學年度（1999年）起逐年開

放為審定制12，故自1999年8月起，教科書便有版本選擇的問題。2005年發佈之「九

五暫綱」於教材編選上，亦做了以下的規定：「學校得因應地區特性、學生特質與

需求，選擇或自行編輯合適的教科用書和教材，以及編選彈性學習時數所需的課

                                                                                                                                               
生，並無高級職業學校之教學經驗。 

9 1995 年課程標準中，「公民」係屬公民教育，非歸類於社會學科。 
10 高級中學歷史課程標準，目標之參「引導學生思索人我、群我的關係，以培養學生對社會、民

族、國家的認同感與責任心」（教育部，1995：91）；地理課程標準，目標之貳「了解我國各區域

的特性，加強對國土的認知，以培養國家觀念和愛國情操」。（教育部，1995：103） 
11 本文作者係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畢業，持有中等教師公民科（三民主義）證書，並且均任教公民

領域科目，未曾完整授過歷史、地理等學科。 
12 參閱教育部部史網站，http://history.moe.gov.tw/milestone.asp?YearStart=81&YearEnd=90&page=9 

【200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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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材，惟全學期全學年使用之自編教科用書應送交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查。」（教育部，2005：5）2008年發佈之「九八課綱」亦有相同的規定：「各校得

因應地區特性、學生特質與需求，選擇、整合或自行編輯合適的教科用書和教材，

以及編選彈性學習時數所需的課程教材，惟全學期全學年使用之自編教科用書應

送交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教育部，2008：3）換言之，自1999年開

始施行的課程標準，同步逐年開放所有教材審定本，不再由國立編譯館統一編輯，

即開放民間廠商在課程標準（綱要）的規範下，自行編輯高中教科用書，送審通

過後發行，供各校選用。因此，本研究於1999年以後的取材，便面臨多版本選取

的問題；然而不同版本在同一課綱下，其實皆有異曲同工之處，只是章節編排稍

有不同，內容均不脫課綱規範；於是，本研究決定以任職學校選用版本—南一版

為取材內容，其他則略而不論，一方面便於與教學經驗結合，另一方面也令本研

究於教材版本的選用上具有連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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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研究撰述，以「質性研究」的方向為之。 所謂「質性研究」，其意義如下：

（潘淑滿，2003：18） 

 

  質性研究有別於實證主義的科學研究取向，主張社會世界（social world）是

由不斷變動的社會現象所組成，這些現象往往會因為不同時空、文化與社

會背景，而有不同的意義；因此，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必須充分

理解社會現象是一種不確定的事實。通常，質性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

中，透過與被研究者密切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資料蒐集方法，對

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行為，進行全面式的、深入式的理解。 

因為長時間任教中學公民領域課程，對教材較有深入的思考與體認，故選擇

研究高中公民教育中「國家認同」概念的轉變，及其「國家認同」的形塑功能。「國

家認同」概念轉變的依循，是臺灣社會中不同時空背景、不同政治氛圍，所形成

的認同變動與差異。 

社會現象隨時都在變化，並且是各種勢力彼此透過衝突、妥協進而產生新的

認知或價值，「國家認同」概念的轉變，亦是因此而發生。本文研究高中公民領域

教材的「國家認同」，其演變即與政治發展過程中的論述息息相關，因而本研究需

從歷史的演進與發展著手；故研究途徑採用「歷史研究途徑」1（historical approach）

及「演化研究途徑」2（evolution approach）中的「客觀變遷研究途徑」，假定政治

結構本身具有演化屬性，以臺灣社會「國家認同」概念的歷史變遷3為主變項—這

                                                 
1 歷史研究途徑係「傳統的研究途徑……其重點落在政治制度的歷史發展層面，而研究其源起、演

變與發展。」（邱榮舉，2002：40） 
2 「這是從『線』（歷史）（時間）的觀點著手。此一途徑有兩個主要小途徑：一注意客觀變遷；另

一注意主觀變遷。」（朱浤源，2001：183） 
3 本研究的縱向（時間）範圍雖侷限於 1995 年後，但對於「國家認同」概念的轉變，仍必須從 1949

年國民政府撤退臺灣後的政治發展研究起，才能真正明瞭不同時空背景下，有關「國家認同」的

衝突與不同論述，而後有何種發展差異持續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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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無既定方向或計畫，「而是在內外壓力下自然轉變，或頭痛醫頭式轉變，缺少

有目標的整體規則改變」（朱浤源，2001：184），從而觀察、對應公民領域教材國

家認同主張與時俱進的變化，據以探討其於不同歷史階段形塑「國家認同」概念

的功能。 

    本論文的研究方法，採用的是文獻分析法、歷史研究法及比較研究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論文針對「國家認同」的論述、「公民教育」的理念等，從各種文獻資料如

相關書籍、論文、期刊、報章雜誌及網路資源等分別整理、綜合及歸納。而有關

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亦從歷年之課程標準（綱要）、教科書及相關資料、書籍等做

細部分析，將「國家認同」相關概念分別整理、呈現。 

二、歷史研究法： 

針對臺灣社會「國家認同」概念的演變，主要係採用歷史研究法，由歷史縱

向時間發展的角度，探討其演變的歷程與發展；尤其是依高中課程標準（綱要）

修訂時期，劃分 1983 年至 1995 年、1995 年至 2005 年、以及 2005 年迄今等三個

不同時期，配合「國家認同」概念的演變，深入分析公民領域各相關教材的不同

變化。 

三、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本論文的重點研究方法，透過不同階段「國家認同」概念的演

變，據以分析比較 1983 年、1995 年課程標準及 2005 年「九五暫綱」中，各不同

階段「國家認同」概念的轉變及其教育形塑功能的消長；並試著整合出一符合臺

灣現況之「單一國家認同」概念，嘗試具體提供「九八課綱」教材、教法的建議。 

貳、章節安排與研究架構 

一、章節安排 

    本論文共分 5 章。 

    第一章緒論；闡述研究動機、目的、範圍、限制、文獻回顧以及研究途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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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同時定義「公民教育」、「國家認同」意涵，並據以做為分析公民領域教材

之理論基礎。 

    第二章公民領域教材「國家認同」內容分析；分別整理、歸納 1983 年、1995

年及 2005 年教育部頒佈之課程標準（綱要）中，有關公民領域教材之課綱與教科

書，論述當中之「國家認同」概念，並分別從橫切面歸類其認同的屬性，兼從縱

切面觀察其轉變概況；同時兼論將於 2010 年將全面實施之「九八課綱」（2008 年

發佈）。 

    第三章「國家認同」的轉變與公民教育；分析臺灣社會「國家認同」的歷史

發展與解嚴後的歧異，並依據此發展與歧異，分析不同階段所對應之教材教育功

能的消長。 

    第四章建立公民教育中符合現況「國家認同」概念；根據第二章、第三章的

分析與論述，並參酌相關理論，申論公民教育形塑國家認同的功能，且重新界定

「國家認同」在民主政治下的意涵，試圖建立一個符合現況的「單一國家認同」

意識。這或許是一個不容易達成的目標，也是會引起撻伐的脆弱主張，但本研究

仍企圖將政治理論、社會現況與實務教學經驗做三者結合，拋出一些想法供大家

參考。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歸納、統合研究發現與結論，並具體提出建言，供未來

即將實施之「九八課綱」做為研發教材、改進教法參考，同時也對本論文研究未

臻健全之處，及未來仍可繼續研究之課題、方向，提出說明與建議。 

二、研究架構 

    根據上列章節安排，研擬本論文架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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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論文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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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價值中立 

研究臺灣社會的「國家認同」，都不免要以嚴肅的態度面對「價值中立」的問

題。 

任教公民學科多年，每當課堂上談及「國家認同」、「統獨爭議」時，心中總

是自我提醒，應摒除自己的好惡，純從理論、事實的角度教導學生，引領其理性

思考、價值判斷；一再對學生強調，考量此一問題時，老師僅能從歷史發展的事

實陳述現況，至於統、獨的孰是孰非，老師秉持客觀中立立場，留待學生自行斟

酌。儘管如此，學生仍然不免要貼上藍/綠的標籤，因而經常自我反思，面對「國

家認同」或「統獨爭議」二極對立嚴重的情境，「價值中立」是否可能真正存在此

議題中？ 

擇定研究教材的「國家認同」概念，目的即是希望透過教育，逐步改變現有

的認同紛歧與衝突；因此對於「價值中立」的問題，自當善加處理，方不致令本

文撰述陷入統、獨任一方的偏頗。至於如何能達到研究者的價值中立？或許應從

方法論（呂亞力，1987b：78-84）上著手。 

    行為政治學者主張，政治研究應價值中立。價值的陳述應與事實陳述分開，

事實陳述是研究結果，研究者不應摻雜任何個人價值，以免影響信度與效度；價

值陳述是研究者以個人角色（公民、社會一份子等）對研究發現的反應、建議，

不是研究的直接結果。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應摒除價值判斷，使其研究成果不

致受個別偏見歪曲。 

    人文政治學者主張，政治研究不應價值中立。政治學的主要目的，在提供決

策者治國的意見與建議，以及改進政治制度、設施所需的知識，它是一門價值與

事實相配合的學科，堅持價值與事實截然二分，會使政治學失去存在的意義；政

治學所探討者，是關於人的政治行動，政治行動是依據理性作成選擇後的行動，

選擇必定涉及價值，故研究政治如排除價值，將只能觸及表象，無法深入內蘊。「因

此政治學不必強調價值中立，假如堅持如此，只能使政治研究狹隘化，無法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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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現象作全面的探究。」（呂亞力，1987b：83） 

    本研究贊同行為研究的主張，同意在研究過程中應摒除個人的價值判斷，但

「這不等於一個人不應堅持其價值或不宜表示其價值，而是說在研究過程的某些

階段，要盡可能達到『價值中立』，也就是盡量避免以自己主觀的價值判斷來選擇

或詮釋資料及作成研究結論。」（呂亞力，1987b：90）然政治學的研究，不該只

是單純的學術探討，應具有經世致用功能；故在研究結果呈現後，仍然依據研究

發現，提出個人的看法及具體的建議，以符合從事研究的目的，並試圖提供未來

教材編寫、教師教法參考。 

    是故，本論文在撰寫過程中，有關「國家認同」的概念及其歷史發展演變，

所取材者皆為相關學者的研究結果、或政治菁英的論述主張，不摻以個人認同上

的好惡，以求真切地反應臺灣社會「國家認同」紛歧的真實面；而分析歷年教材

中的「國家認同」概念，也皆以相關學術研究之「國家認同」理論為工具，據以

詳實析論課程標準（綱要）及課本內容。 

    但在文獻分析完成後，論及教材教育功能及興衰時，因融入教學經驗，便有

一定程度之價值判斷在其中；而提到未來如何能建立單一客觀的「國家認同」概

念時，更是依據現況所做的個人期盼，此亦無法脫離個人之價值判斷。不過在整

個撰述過程中，本文堅持沒有個別統、獨的喜好或主張，只強調公民教育營造學

子認同國家之共同意識的重要性，而後才可能共同面對國家未來的統、獨發展，

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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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民教育」與「國家認同」的意涵 

壹、公民教育的意義 

    近代德國教育家凱欣泰納（G. M. Kerschensteiner, 1854-1932）倡導公民教育，

認為教育的目的即在「造成適合國家及時代需要的有用公民」。主張「國家一切的

教育制度只有一個目標，便是造就公民」。自 20 世紀以來，世界各國大都重視公

民教育，惟對公民教育的確切意義至今仍莫衷一是（藍順德，1986：35）。 

    關於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 or Citizenship Education）繁多的不同定義，本

研究援引張秀雄的論述（張秀雄，1998：8），界定公民教育為「國家透過正式及

非正式的教育途徑，有目的、有計畫的持續性對青少年及成人所實施的政治性教

育，以培養能在民主社會中做一個見識廣博、能承擔責任、具有公民意識及社會

參與能力的全方位公民。」依其教育內容可分成廣義、狹義及折衷三種觀點；廣

義的公民教育，包括一切教育的過程及內容，以培養健全的公民為整體教育的最

終目標；狹義的公民教育，指各級學校「公民學科」的課程及教學活動，如國中

公與道德、高中公民等科；折衷的公民教育，是指除「公民學科」之外，尚包含

與公民教育相關密切的科目，如高中的三民主義、歷史、地理等。關於上列定義，

筆者基於研究主題所需，採取的是折衷的公民教育理念；因本研究的主旨，乃在

探討高中公民領域相關教材國家認同概念的演變及發展，且取材包括公民、三民

主義、現代社會、公民與社會等科目，即研究焦點聚集在「公民教材」，非廣義之

一切教育過程及內容。 

    進一步地從公民教育的內涵來看，公民教育應「包括道德、法律、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等六個層面……『道德』為公民教育的核心，唯有以道德來聯繫

貫穿前述法律、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學術領域的知識，方有可能達成培

養學生公民的知識、技能、價值、態度的目標。」（藍順德，1986：46）是故，公

民教育不等同於一般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強調價值中立，而公民教育則有濃厚的

價值導向；學校是社會為了教育其成員所設立的機構，故應該反映該社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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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而公民教育的目標更是培養健全公民，所以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務即在教育學

生支持政治制度與社會價值，並擔負公民責任（張秀雄，1998：8）；換言之，公

民教育必須傳遞社會共享的價值體系與生活準則，以教育所有成員認知、學習進

而表現符合社會所期待的態度及行為。 

因此，無論廣義、狹義抑或折衷觀點的公民教育，主旨都在形塑符合國家社

會需求的「良善公民」；並且公民教育還有一別於其他學科的重要特質，即會隨時

代的發展脈絡，與時俱進的調整、改進，以因應不同時代的社會需求，教育學子

因循社會變化而能設身自處、發揮所長，貢獻於國家社會。 

貳、「國家認同」的意涵 

1987 年政府宣布解除戒嚴以來，隨著政治上陸續地改革開放，學界對國家認

同的研究也逐漸地不再是禁忌，於是 1990 年代後學者開始了系統性的探討，部分

偏重理論面的討論，部分側重實證面的分析；雖然探討的面向不同，但卻顯示臺

灣在政治民主化後，國家認同議題逐漸引起的重視。 

施政鋒在〈臺灣人的國家認同〉（施政鋒，2000b：146）一文中指出： 

 

  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重要性在臺灣開始浮上檯面，大致是與民主

化的過程同時伴隨出現。臺灣人的認同在戰後長期受到威權體制桎梏凍

結，在解嚴後驟然獲得鬆綁而尋求停泊。我們可以發現，國家認同與族群

認同、以及政黨認同有某種程度的相互糾纏，不只左右選民的投票行為，

影響國家定位及對外政策，甚至導致族群間的張力，進而民主是否能進一

步獲得鞏固。 

    因此，解嚴後國家認同的分歧、甚至因認同差異所造成的族群衝突，已然成

為臺灣內部政治、社會不安與民主發展能否持續穩固的重要因素；「對於政治菁英

來說，國家認同的訴求不只是關心選票的取得，更是要為臺灣的未來作定位」（施

政鋒，2000b：147）；而學界的研究，則是透過理論的辯證，期盼為臺灣未來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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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找出立論基礎，以擘畫臺灣的新藍圖1。 

    國家認同的論述，學者間各有諸多不同觀點，本研究嘗試整合、歸納，以作

為分析公民領域教材中，「國家認同」演變之理論基礎。 

一、「認同」意涵 

    「認同」一詞，英文譯為identity，原意指「本質或實際上的相同、相似」（essential 

or practical sameness；likeness）、「獨特的身份」（distinctive individuality）或「本身、

正身」（condition of being what was declared or asserted）2等。其意涵可分為心理學、

人類學以及社會學（identity in psychology,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等的不同定

義，本研究屬政治學領域故採社會學定義，根據維基百科（Wikipedia）解為3：「在

社會學及政治學中，社會認同的概念定義為個體界定自我屬於特定團體成員的方

式，例如民族、社會階級、次文化、種族、性別等。」 

    江宜樺（1998：8-11）從日常用語及學術討論著手，提出「認同」指涉三種不

盡相同的涵義： 

第一種意義是「同一、等同」（oneness、sameness）。他指出洛克（John Locke）

在《人類理解論》討論「同一性」時說：「我們如果把一種事物在某個時間和地點

存在的情形，與它在另一個時地的存在情形加以比較，就會形成同一性（identity）

和差異性（diversity）的觀念。……一個事物不能有兩個存在起點，兩個事物亦不

能有一個起點。……因此，凡具有一個發端的東西，就是同一個東西；而發端於

不同時間地點的東西，就是與此東西不相同，而是相異的。」 

第二種意義是「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 belongingness）。他認為（1998：

10）： 

                                                 
1 江宜樺（1998）、施政鋒（2000、2006）、蕭新煌（1999）、王甫昌（2002）、高格孚（2004）等關

注臺灣國家（民族、族群）認同學者，均不約而同在著作中為臺灣認同議題勾勒可行的願景藍圖。 
2 見 Dr. Eye 即時字典翻譯。 
3 參閱WIKIPEDIA網頁，http://en.wikipedia.org/wiki/Identity_(social_science)#Identity_in_sociology。

原文為：In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notion of social identity is defined as the way t
hat individuals label themselves as members of particular groups , e.g., nation, social class, sub
culture, ethnicity, gender, etc.【2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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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識自己的特徵，從而知道自己與他物的不

同，肯定了自己的個性體。「歸屬」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識自己與他物之

共同特徵，從而知道自己的同類何在，肯定了自己的群體性。這兩種貌似

相反的辨識途徑其實是相輔相成、缺一不可。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事

物是完全獨一無二、自成一類。同時也沒有任何事物不是與同類分別存在，

否則他們必然被視為一體，而非各自具有個體性的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講，

認同就是「指認出自己的特色、確定自己屬於那一種類屬、不屬於那一種

類屬的活動」。 

    第三種意義是「贊同、同意」（approval, agreement）。這種含意似乎不是 identity

的字義，而純然是日常對話的慣用語。當一個人說：「我十分認同您的想法」，他

的意思是「贊同」您的想法。「這時『認同』也是『贊同、支持』的意義……通常

這種用法表達出相當明顯的『主觀意志』，使『認同』帶有一種『意志選擇』的色

彩（『我願意贊同、我願意支持』），與前述兩種意義偏向『客觀辨識』的情形有別。

許多人認為『認同』若為某種『確認、歸屬』，那就不應該包括這種『主觀意志選

擇』的層面。但是我們不能否認『認同』確有其主觀選擇（亦即『贊同與否』）的

含意。」（1998：10-11） 

    戴寶村（2000：123）指出：認同是一種包含認知、區別、接納、歸屬的過程

與現象，反映在認知、情感、行動等面向……經由生活歷史經驗而形塑命運共同

體的自覺，認知歸屬於斯土斯民所構成的社群，並願意付出心力營造護衛。 

    石之瑜從心理學家的研究論述，指出人類對集體認同的需要，他提到（1995：

35-36）： 

 

人對一個或多個集體發生認同，基本上是出於一種安全感與一體感的需

要。人的成長過程，常常是在學習著如何獨立自主地對行動負責任，從而

就造成心理上的孤寂，表現在短期的、具體的事件上時，便成為群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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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發生的內在動因；表現在長期的、情感的傾向上時，乃成為對集體認

同的依附。 

每一個認同的發生，伴隨著必然的心理壓力，要將自己與不屬於同一種認

同的人加以區隔，於是構成一種習慣，在遇到任何一個人的時候，得先辨

識來人是否為自己同一集體的份子。不屬於自己集體的人必須要存在，否

則就失去了可以藉以區分自己集體的對象了。所以，人們在認知上出現了

矛盾的傾向，即必須不斷地蒐尋一些不屬於自己集體的人，才能確認自己

的確屬於某個集體。因此，集體認同的標誌與符號，原本是要來滿足人們

對安定感的渴求，卻成為人們辨別人我，創造不同，以能藉由感受自己存

在的外在威脅。 

    綜上所引述，「認同」意涵的界定為：個體對自我身份的明瞭，客觀地辨識與

其他個體的區別，確認所屬群體；並願意在情感上依附所屬群體，主觀上贊同所

屬群體的標誌、符號、主張，從而形成共享之「集體意識」（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4，並且在此集體意識的凝聚下，所屬成員願意付出心力，共同營造護衛群體之共

同生活、文化及休戚與共之共同命運。 

二、「國家」概念 

    「國家」在政治學的研究上，是個複雜的概念，尤其與「民族」之間的糾葛

更是難分難捨。究其原因，乃係英文中的nation一字，字面上可解為「國家」，亦

                                                 
4 集體意識係指：「個體對集體的信念、目標、價值、規範等的認識。表現在個體成員能按照集體

的行為標準要求自己，個人利益服從集體利益，對集體充滿信賴與責任感。集體意識形成的條件

是：集體具有與社會一致的奮鬥目標；成員間具有責任依從關係；集體具有健全的自我管理機構；

個體的潛力能得到充分發揮。集體意識的積極作用在於它有利於培養人的愛國主義精神、集體主

義精神和良好的道德風尚，有利於解決人際間的矛盾衝突。但有時集體意識也會構成群體壓力，

使個體產生在認知或行為上不自主地與多數人趨於一致的從眾現象。產生從眾現象的環境因素與

個性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從眾現象的利弊，主要看其客觀效果。社會心

理學的實驗研究表明，通常情況下群眾對經常偏離自身規範的人常予以拒絕或施以懲罰。因此，

為了被群體接納，人們常常有意或無意地接受群體的影響，在行動上依從群體。所以，這不是自

覺的集體意識，而是一種規範性社會影響。」（田達，2005：創造力百科網站。

http://ccaweb.creativity.edu.tw/creapedia/modules/myeoc/content.php?content_id=5234&PHPSESSID
=f73f9f8d9531df9ffe5abb0a1eb049af。）【2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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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為「民族」5；另一原因係受到歐洲歷史發展所興盛的「民族主義」影響，「到

了十九世紀，沒有統一的國家要求統一，沒有獨立的民族要求獨立，民族主義成

為一種無法抗拒的時代潮流。足以代表這種潮流的，在歐洲有德、意兩國的統一，

在亞洲就是日本的維新。」（高亞偉，2002：245）孫文先生6（以下稱“中山先生”）

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所領導的中國革命運動，亦是高舉「驅除韃虜、恢復

中華」的民族大旗而獲致成功的。 

    縱然國家與民族有如此難分難捨的關係，但從眾多學者或政治家的主張中，

還是可以找到區隔的。首先就中山先生主張的「民族主義」來看，其認為「民族」

與「國家」是有一定界限的，他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講述（孫中山，1979：

2-3）： 

 

英文中民族的名詞是「哪遜」7，「哪遜」這一個字有兩種解釋：一是民族，

一是國家。這一個字雖然有兩個意思，但是他的解釋非常清楚，不容易混

亂……本來民族與國家，相互的關係很多，不容易分開，但是當中實在有

一定界限，我們必須分開甚麼是國家，甚麼是民族……我們要把他來分清

楚有甚麼方法呢？最適當的方法，就是民族和國家根本上用甚麼力造成

的。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於天然力造成的，國家是用武力造成的。用中

國的政治歷史來證明，中國人說，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句話說，自然力

便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便是民族。武力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

團體，便是國家。 

    是故，中山先生認為民族與國家起源是不同的，民族是天然力，即王道造成，

國家是武力，即霸道造成。何謂「天然力」？總括中山先生主張，可分類如下（1979：

                                                 
5 Nation 一字，據《朗文當代英漢雙解辭典》解釋：（1）a large group of people living in one area and 

usually having an independent government，國家；（2）a large group of people with the same race and 
language，民族。另依「Dr. Eye 即時字典」解釋：（1）the people of one country united under the same 
government；國民、國家；（2）a race of people having the same religion, language, history, etc.，民

族。 
6 孫文，字載之，號逸先，旅日時化名中山樵，世稱中山先生。 
7 即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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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當中最大的力是血統，「中國人黃色的原因，是由於根源黃色血統而成。」

次大的力是生活，「謀生的方法不同，所結成的民族也不同」。第三大的力是語言，

「如果外來民族得了我們的語言，便容易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個

民族。再反過來說，若是我們知道外國語言，也容易被外國同化8。」第四個力是

宗教，「大凡人類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成一個民族。」第五

個力是風俗習慣，「如果人類中有一種特別相同的風俗習慣，久而久之，也可自行

結成一個民族。」 

    有關造成國家的「武力」，中山先生曾有以下的講述：「論國家之起源，大抵

以侵略人之目的，或以避人侵略之目的而為結合。其侵略人固為戰爭，即欲避人

侵略亦決不能避去戰爭。戰爭不能以一人行之，故合群；合群不能無一定之組織，

故有首宰；首宰非能一日治其群眾也，故成為永久之組織而有國家。」（國立編譯

館，1995：44） 

    民族與國家除了起源不同，中山先生亦主張構成要素不同。前段述及的構成

民族五種天然力，亦是民族構成的客觀要素（1995：40）；至於國家的構成要素，

中山先生的主張與當代政治學普遍主張相去不遠，他說（1995：44）： 

 

第一為領土。國無論大小，必有一定之土地，為其根據，此土地，即為領

土。領土云者，謂在此土地之範圍內，為國家之權力所能及也。第二為人

民。國家者，一最大之團體也，人民即為其團體成員，無人民而僅有土地，

則國家亦不能構成。第三為主權。有土地矣，有人民矣，無統治之權力，

仍不能成國。此統治權力，在專制國，則屬於君主一人；在共和國，則屬

於國民全體也。 

    呂亞力（1987a）則從「國家」概念發展的研究9，闡述「民族國家」的興衰。

                                                 
8 本處僅探討中山先生的主張，至於民族間應否同化的議題，留待本論文第四章再行申論。 
9 「重商主義」主張，「『國家』為集中力量以獲得財富的有效工具，財富則可富足社會改進人民的

生活」（呂亞力，1987：85），所以國家必須存在。 
十八、十九世紀德國的羅曼蒂克民族主義，更把「國家」當作一個崇拜的對象，其本身就是一個

目的，此看法在黑格爾（Georg W. Hegel）的思想中，達到最系統化的發展（19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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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無論是對國家的崇拜或仇視，都是極端、不甚持平的態度，「在人類歷史

發展的此一階段，『國家』特別是『民族國家』的建制已成為人類政治生活重要的

組織型態，它對人民共同生活的維持，集體利益的增進有其積極的意義。」（1987a：

86）但他也強調有兩點是不得不細心思考的（1987a：86-87）：其一，國家的政治

權力是由政府掌握，而政府是一群人組成，既為凡人，能為善、亦能為惡，故其

雖然肯定國家的基本價值與存在必要，但不代表認為個別的國家（政府）都是造

福人民的。其二，「國家」是歷史階段的產物，在初民社會，並無國家，古希臘城

邦、羅馬的帝國，與今日的「民族國家」也甚為不同，儘管我們的生存在與民族

國家這一建制息息相關已歷數世紀之久，我們沒有理由認為這一建制必然會無限

期持續存在；由於科技的不斷進步，全人類關係的日趨緊密，今日愈來愈多的人

士發現民族國家已不足以解決不少重大的問題，一旦這種覺醒成為一股龐大的力

量，足以削弱各國人民對其自己的國家的依戀時，一種新的型態的政治建制的出

現，也未嘗絕無可能。然而，由於民族國家建制的根深蒂固，各國人民利益矛盾

之嚴重，民族主義的強烈，民族國家的改變與沒落，似乎不至於在短時間內發生，

而必然要經歷一個持久的過程後才可能實現。 

    民族與國家概念的結合與混用乃是歷史演進的事實， Ernest Gellner主張的「政

治單元與民族單元必須一致」（Gellner，1983：1）10、Benedict Anderson將民族界

定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11以及E. J. Hobsbawm所

                                                                                                                                               
馬克思與恩格斯則對國家持否定的態度，他們「批評資產階級的『國家』為其用來壓迫無產階級

的工具，他們認為此種工具必須加以粉碎，代之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1987：86）。 
另一個對國家持否定態度的是巴枯寧（M. Bakunin）等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主張「國家」必然是

一種壓迫人民的工具，其徹底摧毀是人類獲的自由的必要條件；其達成方式有以暴力手段來摧毀

國家，如巴枯寧，也有主張用和平的教育方法來達成的。 
10 Gellner 主張：同一民族的人群應該建立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一個國家也必須設法使其

成員由同一民族構成。最起碼民族主義要求一個國家的統治權不能落於外人之手……「讓所有的

民族都有它們自己的政治歸屬（political roofs），讓所有的民族都不必包含外族在內。」他以「農

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作為理解近代西方歷史發展的樞軸，因工商的快速發展，西歐漸漸擺脫

傳統地域緊密聯繫、文化認同分殊的格局，進而形成「高級文化」（high culture），在其中個人獲

得其認同的高級文化，而且渴望安居於一政治單元，於是創造了民族主義，形成民族；因此民族

與民族主義不可能出現在農業社會，而必然出現在工業化、資本主義化之後的國家秩序中。轉引

自江宜樺，1998：26-27。 
11 Anderson 認為（江宜樺，1998：29-30）：這「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有三個特徵，首先它是「想

像的」，不論民族的大小，其成員不可能認識大部分的同胞，然而在每個人的內心，卻有著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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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並不是民族創造了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了民族

（Hobsbawm，1990：10）12等均為民族與國家的結合提供了哲學性的論述；他們

也不約而同地認為，民族或民族主義其實是國家創造出來的，並且是一個國家生

存發展與現代化的必要元素。呂亞力主張隨著科技進步，民族國家概念的轉變與

沒落是必然的歷史演進，此看法與Gellner的「高級文化」說、Anderson的「印刷資

本主義」及Hobsbawm主張民族逐漸擺脫原生因素，朝向公民共同體發展等，似有

不謀而合之處。 

    除了哲學上對國家與民族的論述外，另有學者（薩孟武，1988：7-9）從「國

家」這個文字在歐洲的變化談起： 

「國家，英語為 state，法語為 Etat，德語為 Staat，均發生於文藝復興以後，

而出於意大利語的 stato，而 stato 則為拉丁語 status（狀態、地位、身份、組織、

秩序）之意，其後轉變而用以表示『國家』。」（1988：7） 

古希臘表示國家的文字為 polis，其涵義為市民團體，故當時的國家僅顧到人

的要素，未曾注意地的要素。古羅馬用的是 civitas，仍為市民團體之意，迨羅馬勢

力擴大，屬地人民如能加入市民團體之中也有公民權，於是 civitas 失之過狹，改

以 res publica 代之，意指全國公民的團體，仍以人的要素為主；到了羅馬改共和為

帝制，人民失去了公民權，國家變成政府權力所能達到的地方，於是改以 imperium

表示國家，其已非以公民為要素，乃以國權為要素，因此國家即由人民團體（res 

populi）變成統治團體（res imperantis）。 

中世紀封建時代，社會上一切權力皆以土地所有權為基礎，尤其統治權為然。

                                                                                                                                               
共屬一體的想像；第二，民族的想像有一定的疆域，它不可能無限擴大到全人類；第三，它是被

想像擁有主權的。而民族成員間「我群」想像的聯結，係肇因於「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

創造出的社會情感基礎。 
12 Hobsbawm 考察「民族」一詞認為：1830 年代以後，「民族原則」（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成

為重要的政治論調，民族就是全體國民的總稱，也是一個政治共同體精神的展現；這樣的轉變是

經過美國獨立與法國大革命的宣揚，民族逐漸擺脫了族群、語言、宗教或是其他原生因素的限制，

朝向代表公共利益的公民共同體發展。他將人群間原本確實存在某種共同歸屬的情感稱為「原型

民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而原型民族主義並不是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只有國家政府的廣

泛政治社會化，才會創造出「政治單元必須與民族單元合一」的民族主義。轉引自江宜樺，1998：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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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心既在土地之上，於是表示國家的文字便用 Land, terre, terra 等。 

最初要求一個文字總稱一切國家者，是意大利人。意大利自羅馬帝國滅亡後，

分做許多小國，各國制度均不相同，因此 Imperio, terra 無法總稱意大利半島國家，

於是發明了 lo stato 總稱一切國家，十六世紀初，stato 一語在意大利非常流行，不

久之後，該文字傳入法國、英國與德國。在英國，莎士比亞（Shakespeare, 1564-1616）

於其〈Hamlet〉中已有 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所以英國用 state

表示國家，係開始於十六世紀之末。德國於十七世紀初期，對於特定的國家型態

用 Staat，十八世紀初漸次被普及使用，而確定為國家之意是十八世紀最後十年的

事。 

統上所述，薩孟武總結國家一語的發展為（1988：9）： 

 

到了現在，state, etat, Staat, stato 已經成為表示國家的文字。由此可知「國家」

一語，最初是指市民團體（polis, civitas）或全國公民的團體（res publica），

其次是指統治團體（imperium），又次是指地域團體（land, terre, terra），最

後纔成為現在意義的國家（state, etat, Staat, stato）。然而國家的要素由於上

述文字，也可以知道。就是由於 polis, civitas, res publica，國家須有公民，

而為人民團體；由於 imperium，國家須有統治權，而為統治團體，由於 land, 

terre, terra，國家須有土地而為地域團體；而包括上述各種狀態（status）者

則為今日意義的國家（state, etat, Staat, stato）。 

    因此，從當代政治學的觀點論之，所謂的「國家」（無論是 nation 抑或是 state）

可定義為：「一個政治的單位，座落於一特定領土上，有某些的人民為其公民，有

權威的政府為該領土進行統治，並擁有別於任何其他國家正式的獨立自主。」

（Ranney，1981：34）學者 Ranney 指出，國家應有以下的組成要素（1981：34-36）： 

 

1. 明確的領土範圍（Definite Territory） 

每一世界上的國家皆應座落於地球表面上一特定區域，並有明確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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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認知且不與任何其他國家重複的邊界。 

2. 明確的人口（Definite Population） 

一個國家應視某些特定人們為公民，此外均為外國人。所謂的公民

（citizen）是指一個擁有成為特定國家全面性成員合法狀態的人，在其

中人們會展現對國家的忠誠，接受國家的保護並且享有政治參與的權

利。外國人或僑民（alien）只是一個國家暫時或永久性的居民，並不擁

有公民權利。 

3. 政府（Government） 

每一個國家均有一套官方特定的統治者或制度，可擁有權威去制訂並強

制領土內所有人民遵守法律。 

4. 正式的獨立自主（Formal Independence） 

每一個國家皆有其合法主權（legal sovereignty），完全且唯一為其領域內

人民制訂並執行法律的合法權力。這意味著國家在她自己的事務上有絕

對的合法統治權威且此方面與任何其他國家是完全平等的。這法律原則

在國際法上是被視為「國家主權平等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sovereign 

equality of nations）。 

5. 民族（國家）主義以及國家認同的意識（Nationalism and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一種人民對特定國家的心理連結，奠基於共

同的歷史、語言、文學、文化及政治獨立的需求；它是國家體系的心理

基礎。對於眾多世界上的居民而言，尤其是那些在古老國家的人民，民

族主義是最高的忠誠，遠比宗教、社會階層、種族甚至家庭來的更高。

民族主義的力量顯現於人們的思想與行為，最顯著的事證就是在今日的

戰爭上，它是人民忠誠度最極致的測試，當今的戰爭多為國與國間征

戰，而較少因種族、宗教或社會階層而戰。然而，在世界上新興的獨立

國家，民族主義相較弱勢的多了，而且以國家取代部落、宗教或語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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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來強化公民的認同又是這些國家領導人所面臨的嚴峻難題之一……

這些國家的領導人，以多樣的方式來處理國家認同與忠誠的難題，但其

中只有少數者能完全解決。 

    Ranney所指陳的國家定義，正是政治學界對現代國家的普遍觀點，而「領土」、

「人口」、「政府」、「主權」等亦是學界普遍認知構成國家不可或缺的要素13，至於

民族主義以及國家認同意識，Ranney也自陳世界上新興的國家，並未不像歷史久

遠國家般明顯、強烈，可見其是否為構成國家必要要素仍待商榷。 

三、國家認同論述 

    綜合以上論述，並參酌相關論文14，本研究將「國家認同」界定為：其本質是

個人自我界定「我是誰？」的心理歷程，此歷程一則認同自我，另一則差別他者，

透過自我認同與界定他者之差異，瞭解並確認自己所屬國家，並因此凝聚共同的

集體意識，從而為共同生活效力，且在面臨困難時願意犧牲自我，以維護國家的

長久生存。 

然因歷史發展的演變，認同標的—國家概念的不同，自然導引出不同的認同

論述，本研究因循前段國家概念的發展，將「國家認同」簡化成兩大面向，一為

「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另一為「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並據以作為本研究分

析高中公民領域教材，國家認同概念演變之理論基礎。 

（一）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 

    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觀點，主要是以「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出發點所

形成的論述。民族主義者思考國家認同時，通常將「民族國家」界定為由同一個

民族（或主要由一個民族）所構成的政治共同體，因此，國家的組成應以民族為

單位，國家認同就等同於民族認同；故民族主義主張：具備相同種族血緣、歷史

                                                 
13 呂亞力（1987：74-76）主張的國家四要素為領土、人民、政治制度與主權；薩孟武（1988：15-19）

認為國家的要素第一是國民、第二是領土、第三是統治組織，而「由於這三個要素，又產生了三

種高權，而總稱為統治權」；鄒文海（1989）更於其著作《政治學》分章闡述國家與人民、國家

與領土、國家與主權及政府總論等。 
14 如林姮妤（2003），《臺灣國家認同爭議之研究》；方建中（2003），《臺灣國家認同爭議之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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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語言、宗教、或共同生活習慣的人自然構成一個民族，他們不接受外族統

治，因而在政治上要求獨立自主或自治（江宜樺，1998：139-140），任一受外族統

治的民族，皆應奮力追求獨立自由的國家地位，以維持民族之生存與延續。換言

之，民族方是至高無上的目的，國家僅是達成民族獨立生存的工具15，所有國家成

員對於民族的忠誠應高於一切，為達成民族整體利益，個別成員皆可犧牲自己利

益、甚至生命，此係民族主義之極致展現。 

浦薛鳳將此「族國主義」（即民族主義）條列 16 項內涵，轉引江宜樺（1998：

38）歸納其要點如下： 

 

1. 民族主義提倡每一個民族應當獨立組成一個國家，而民族之構成有其唯

一因素，如語文、種族、地理等等。 

2. 如果一個國家之中包含幾個民族，則少數民族之特點應適度保存，其基

本權利應加以尊重。 

3. 民族高於國家。民族乃是目的，國家只是工具。國家之存在乃是為了保

護民族所產生之文化。 

4. 民族主義相信自己的生活文化乃是最優良的生活文化，而且自己的國族

負有貢獻於世界文明的特殊使命。 

5. 國族的成員願意為自己的國族服務奉獻，不惜犧牲一切。 

    Anthony D. Smith 將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達成或維持自治、統一與認同的

意識形態運動（ideological movement），此運動係為特定族群而生，該族群之部分

成員，並將其視為構成實際或潛在“民族”的要素。」（Anthony D. Smith，1991：73）

於是，Smith 從民族主義的意識形態（ideology of nationalism）出發，界定其中心

論述或核心意旨為以下四點：（1991：74） 

                                                 
15 「黑格爾（Hegel）定義國家為一個集體保護共同財產的團體，它唯一的基本權力是建立足以達

成此目的之民政與軍事力量。換言之，國家是一實際權力（de facto power），當然，它亦是民族

統一與民族自治意向的體現；但基本言之，它是民族意志（national will）可以在國內、外有效實

現的權力。」（George H. Sabine, Thomas L. Thorson，197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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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上分為許多民族，每一民族皆伴隨其個別特徵、歷史與命運而存在。 

2. 民族是所有政治與社會權力的來源，且對民族之忠誠須超越所有其他的

忠誠。 

3. 假如人們想要獲取自由及實現自我，就必須認同一個民族。 

4. 假如和平與正義要盛行於全世界，民族就必須是安全與自由的。 

    雖然Smith的民族主義不若浦薛鳳之族國主義，主張每一民族應獨立組成一個

國家，而是以民族之自由、安全為世界和平、正義的必要因素，來強調民族獨立

的重要性；即使浦氏亦主張，一個國家中如包含二個以上民族，少數民族之特點

應保存、權利應尊重，可見國家欲完全由單一民族構成是有極大困難的。但他們

共同都強調，民族文化、歷史的獨特性及優越性，從而認同所屬之單一民族，並

且要求民族忠誠的神聖不可侵，民族成員必須可以為民族不惜犧牲一切。因此，

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是有高度的自我肯定性質與強烈排他作用，於是就很容易

激起愛國愛族的熱忱，19 世紀德、義的國家統一，及其後許多民族追求獨立建國

的歷程16，均訴諸於此般認同，藉以激發人民對民族國家的最高忠誠，共同抵抗外

侮或驅除異族統治。 

    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亦主張民族與國族（即「國家」），在中國是結合為

一的。他在〈民族主義〉第一講便明白指陳，「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在中國是

適當的，在外國便不適當……何以在中國是適當，在外國便不適當呢？因為中國

自秦漢以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孫中山，1979：2）、「就中國的民族

說，總數是四萬萬人，當中參雜的不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

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來的總數不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數說，

四萬萬中國人，可以說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

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1979：5-6）其藉由民族主義的主張，形塑中國為

                                                 
16 「民族主義萌芽自德、義，而後遍及全世界……以歷史的光榮，來鼓勵國人，促成民族運動。」

（鄒文海先生獎學基金會，199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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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以激發百姓之民族意識，共同推翻滿清異族統治及抵抗列強侵略，

實屬民族主義之國家認同觀。 

（二）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 

    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有別於民族主義主張—國家需建立在同一民族的基礎

上，他們認為「一個國家不必以民族為建立其成員共同歸屬認同感的基礎，國家

要注意的反而是本國的憲政制度及人權保障是否完備合理，只有合理的憲政制度

及人權保障才是一個公民認同的關鍵。」（方建中，2003：73）換言之，自由主義

者所稱之「國家」是由人民、土地、政府、主權所共同組成的政治團體，是憲政

制度運作下的國家，而與其中組成的民族並無太大關連，「國家的任務只在維護內

部秩序、抵抗外來侵略，並在私人與公部門有所區別」（林姮妤，2003：11-12）；

故其國家認同強調制度認同，而非民族集體認同或共同享有之文化認同。 

    江宜樺將自由主義國家認同界定為「以憲政制度為基礎的國家認同」，並依自

由主義之六項核心命題17，分析其國家認同理論（江宜樺 1998：106-110）。 

    首先，就自由主義所標榜的個人權利而言，其受到契約論的影響，認為國家

之成立是個別締約者為脫離自然狀態，追求自然權利更佳保障而來的；「共同的歷

史文化」或「集體回憶」等的文化認同並非自由主義關注的重點，一個主權政府

能否提供個人權利的適當保障才是要點，這也正是制度認同的精髓；換言之，個

人權利甚至可令其選擇擺脫族群、宗教或階級等認同拘束，任何個人選擇不承擔

任何文化使命，國家仍然保障他活得愉快。 
                                                 
17 此六項核心命題分別是（江宜樺 1998：104-106）：（1）個人權利—主張個體具有自主性，個體

之所以為個體的價值，任何其他個體或集體（如社會、國家）不能動輒以大我之名侵犯或要求其

犧牲。（2）多元寬容—多元社會中的人際關係，只要一個人的自由不妨礙其他人享有同樣的自由，

他的思想言行就應該得到尊重。（3）立憲政府—國家的成立，必須是為了更有效地保障個人原當

享有的權利，否則便不具正當性，為了防止這大權在握的統治工具成為難以駕馭的怪獸，必須有

方法限制其濫權；方法一是以憲法為根本規範，將種種自由列為不可侵犯之基本人權，即法律主

治傳統的確立，方法二為分散權力的執掌單位，即分權制衡的設計。（4）國家中立—國家不得成

為任何特定族群、宗教、階級、黨派等之統治工具，即所謂國家中立原則或法律之前人人平等原

則。（5）私有財產—早期「私產神聖」的觀念，雖然在當代經歷了變化與挑戰，如國營事業、福

利制度、累進稅率等，但只要一個國家仍同意人民享有私產，而非試圖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或採

嚴格的配給制度，均是自由主義之經濟制度。（6）市場經濟—此原則與私有財產彷彿孿生兄弟，

但運用上卻更無遠弗屆，這個原則是要求以自由開放的競爭方式，決定社會經濟（乃至政治）供

需之平衡，讓無形的力量自然導致最佳的配置狀況。 

 35



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中「國家認同」變遷之研究 

    其次，自由民主社會提倡多元寬容，這是因為自由主義相信任何社會都具有

多元的價值。這多元價值來自不同族裔的文化背景，在文化認同的歧異下，政治

社會的共同基礎多在政經制度中尋得；自由主義的信念是不論個人的宗教信仰或

族裔文化，他們均珍惜自由民主體制本身，並樂於享受該體制所保障的各種權利，

在此基礎上，他們可以形成足夠的國家認同，並視其他宗教文化族裔為公民同胞

（fellow citizens），對他人的價值信念與文化認同予以適度尊重與寬容；而自由民

主社會，國家認同所憑藉的體制，包含有立憲法治、分權制衡、私有財產、市場

經濟等。 

    最後，國家中立這項原則對於國家認同的影響，在於其所蘊含的「公私領域

區分」之預設。所謂國家中立，意指國家僅在意公民於公領域中，是否善盡奉公

守法之公民義務，對於個別私領域作為，只要不對其他人之私領域造成困擾，國

家對其價值、信念、品德修養、文化認同等抱持不過問之中立態度。而自由主義

區分公、私領域絕不代表其標榜公領域重要，而貶抑私領域；相反地，它所注重

的是私領域更重要於公領域，因為寬廣自由的私領域才是一個人發展特性、實現

自己人生價值的最佳場域。自由主義相信唯有如此，全社會的成員（或絕大部分

成員）才會心悅誠服，以身為該國之國民為榮。 

    因此，自由主義國家認同強調的是制度的認同，是立憲主義18的憲政認同，且

此一制度包含政府分權制衡、自由經濟體系及私有財產保障等概念，制度是否適

切，才是合理愛國心與國家認同的衡量指標；它反對民族主義的集體認同，它也

反對文化認同在國家認同中的積極性角色，它所重視的多元價值，甚至主張個人

可放棄選擇原生族群的價值認同，如此方可將國家成員均視為公民同胞，進而尊

重有別於己的不同文化或價值觀念之族群；此外，自由主義所強調對私領域的尊

重與不干預，更是凝聚公民同胞向心力的重要因素。Habermas主張以基本人權、

                                                 

）。

18 所謂立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據美國政治學者David Fellman的說法，係指在一個政治社會

當中，政府的統治者不可以用任何他們喜歡的態度，做任何他們高興做的事，他們必然會受限於

國家社會最高的憲法之權力限制（the limitations on power）與正當程序原則；亦即立憲主義是一

種在最高法律—憲法之下的有限政府概念（the concept of limited government under a higher law
參閱WIKIPEDIA網頁，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titutionalism【2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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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憲政為國民凝聚向心力的焦點，此般的國家認同觀，需要的不是特定的民族、

歷史文化中，而是足以培養公民德行之政治文化，如理性、妥協、溝通、寬容等

（江宜樺 1998：112-113），他說（轉引自江宜樺 1998：113）： 

 

多元文化社會的國家（如瑞士和美國）證明了培養憲政原則所需要的政治

文化並不要求所有公民分享相同的語言、族群或文化根源。相反的，政治

文化本身就可以做為憲政愛國主義的共同基礎。這種愛國主義同時強化了

我們的信念，讓我們知道雖然多元文化社會中有許多不同的生活方式，卻

可以並行不悖，維持同異互見之局。 

（三）國家認同的分析指標 

    綜上所述，並參酌江宜樺（1998）、曾俊瑋（2007）等的論述、分類，將民族

主義國家認同與自由主義國家認同概念，分別以不同指標分類，如表 1-1 所列。 

表 1-1 國家認同指標 

主題 主要指標 次要指標 備註 

種族血緣  
族群認同 

主觀意識或行動  

生存疆域  

重大歷史事件或記憶  

政經成就  
歷史認同 

民族偉人  

傳統倫理與道德  

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  

語言與宗教  

民 

族 

主 

義 

國 

家 

認 

同 
文化認同 

建築與科技  

自由 制度認同 個人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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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度  

經濟制度  

法治社會  

主義 

國家 

認同 

政治文化認同 公民德行與多元文化 公民德行是
指理性、妥
協、溝通、
寬容等。 

資料來源：1.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 

          2.曾俊瑋（2007），《現行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國家認同內涵之分析》。 

3.本研究局部重新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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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民領域教材「國家認同」內容分析 

第一節  1995 年以前舊版三民主義科、公民科教材分析 

    1949 年國民黨政府撤退來臺，臺灣旋即進入威權統治時代，迄 1970 年代，臺

灣內外在局勢發生變化，以致威權體制漸漸鬆動；1980 年代國內掀起民主改革浪

潮，1987 年國民黨政府在內外壓力下，解除實施長達 38 年的戒嚴令，為臺灣後續

的民主化建設工程，揭開序幕。 

本研究取材之「1995 年以前舊版三民主義、公民教材」係指：依據教育部 1983

年 7 月 20 日修正公布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社會學科中的三民主義科及公民

科；本課程標準自 1984 年 8 月開始施行至 1999 年 7 月，共 15（學）年。這是戒

嚴時期最後一次的課程修訂，其實施並跨越解嚴前後。 

壹、三民主義科及公民科課程發展沿革 

    我國中小學正式訂頒課程標準1始於 1929 年，並於高中課程暫行標準設「黨義」

一科，講授三民主義。1932 年修訂公布「中學課程標準」（取消「暫行」字樣），

將高中「黨義」科目改為「公民」，並一直沿用至 1952 年。1952 年教育部局部修

正中學課程標準，「鑑於 1932 年公布之中學課程標準，將『黨義』一科改為公民，

並將『三民主義』的教材份量減少後，對於學生思想訓練似嫌不夠，而於反共抗

俄工作多有影響，為適應當前需要，決定將該科課程標準，予以恢復。經於 1953

年 11 月間，聘請三民主義教育專家盧紹稷先生起草『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程標準』

草案，並召開審查委員會修正通過，於 1954 年 1 月公布實施。1952 年局部修訂之

中學課程標準，僅係『公民』、『國文』、『歷史』、『地理』等四科教材內容的改進，

對於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時數表，並無改變之處。但為適應需要，教育部於 1953

年 8 月起，在高級中學增加『三民主義』一科，列在第三學年教學，每週二小時。」

（教育部，1996：847），故高級中學自 1953 年後，社會學科包含「公民」與「三

民主義」二科。1955 年教育部再修訂中學教學科目及時數表，明訂「『公民』與『公

                                                 
1 該課程標準稱為「中小學課程暫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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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訓練』合為一科，並移列第一、二學年教學。」（教育部，1996：848），自此以

後至 1999 年，課程標準雖迭有修訂，但在社會學科中，高一、高二修習「公民」

科2，高三修習「三民主義」科，一直未有改變。 

貳、課程標準 

    「教育宗旨必須符合建國理想和國家追求的目標。而課程則是實現教育目標

的具體內涵，同時課程尚需因應時代要求，社會需要，適時檢討修訂……」（教育

部，1983：827）；1983 年修訂前的課程標準係 1971 年公布，1972 年正式實施，

屆修正當時已歷十餘載，「時勢推移，需求變遷，理應詳加修訂，而符實際」（教

育部，1983：827）；於是教育部將修訂高中課程標準列入當年施政計畫積極辦理。 

    本次的修訂，其特點約有下列數端：五育並重、均衡發展，充分分化、有利

升學，編審教材、切合實際，發揚民族精神、健全公民道德，重視科教、彈性選

修，發展資訊、增列選科，輔導評量、相互為用（教育部，1983：835-839）。其中

「發揚民族精神、健全公民道德」一項，是「國家認同」教育的重要依據，在〈高

級中學課程標準修訂經過〉（教育部，1983：837）一文中，有如下的說明： 

 

民族精神及公民道德教育，旨在建立學生國家觀念、民族意識，及體認四

維八德，民主法治乃復國建國之精神武器，現行課程標準原極重視此種教

育，此次予以修訂，首即注意及此，尤重實踐。故在三民主義一科中，除

要求學生瞭解三民主義之時代意義及其與現代思潮之關係，以加深其對三

民主義之信仰，另使學生認識三民主義與國家政策和現行建設之關係，以

及三民主義何以能救中國的道理，俾使學生由認知到信仰，進而能身體力

行。在公民與道德一科中，指導學生探究現代道德與文化之梗概，進而求

其融通，以宏揚我國立國精神與優良文化，另培養學生應具現代公民應具

之素養、知能及價值觀念，作為實踐篤履，建設國家之張本……在歷史一

                                                 
2 1972 年至 1984 年間非稱「公民」科，稱「公民與道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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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中，指導學生了解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間融合與相互依存之關係。

務期明瞭我國歷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之趨向，尤重光榮偉大

之史實與文化成就，以啟迪復興民族之途徑與應有之努力。在地理一科中，

期使學生了解我整個國土及各地理區之地理特性，以激發其愛鄉、愛國、

復國和建國之精神……在軍訓一科中，不特重視學生軍事常識之灌輸，愛

國情操之激發，尤重國家觀念之加強與高尚品德之陶冶。至其他有關學科，

亦莫不依此鵠的，聯繫配合，相機實施。 

    而本課程標準的國家範圍界定，無論是在三民主義科、公民科、歷史科抑或

是地理科，甚至其他相關學科（如軍訓科），均是建立在當時憲法3架構下的中華民

國，即「中華民國領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不得變更之4。」

換言之，所謂「中華民國領土」仍然包含整個中國大陸，甚至蒙古；因此不論是

國家觀念的建立、民族意識的養成、民族精神的強化甚或是整個復國、建國的大

業，皆以全中國為思考範疇。「課程標準」政策方向如此清楚地揭櫫，落實至課程

總綱，乃至分科標準，自然進一步形成具體教材，以教育薪薪學子，令其認同大

中國意識5；而臺灣，是復國的復興基地，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 

一、 總綱目標 

    本「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總綱，開宗明義臚列高級中學課程之實施須達成下

列目標（教育部，1983：11）： 

 

一、 陶冶國家觀念、民族意識、養成修己善群、勤勞服務的習性。 

                                                 
3 1983 年臺灣尚未解除戒嚴，憲法未有增修條文，仍是施行 1946 年以全中國為範圍所制頒之「中

華民國憲法」及因應國共內戰而制訂之「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 
4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 
5 「臺灣長期以來欠缺臺灣主體性的教育內容，大中國思想籠罩的教育內涵，雖然目前已經有相當

的改善，可是原有的主流論述實際上正是青壯世代過去國民養成的要素。而縱使經過總統直選、

政黨輪替，不僅轉型正義的落實問題仍大有努力的空間，原本國民黨當局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及教

育體系建構的『文化霸權』，也未能解構，回歸臺灣主體，而嚴重影響現實面臺灣主體性的追求。

當臺灣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脅，過去『大中國意識』宰制的教育內容，所產生的嚴重後遺症

也昭然若揭。」（薛化元，20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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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語文閱讀、寫作、欣賞的興趣與能力。 

三、 增進基本的數學及科學知識，訓練思考的能力，培養其進一步研究學

術的興趣與能力。 

四、 鍛鍊健全身心，充實軍事知能，培養文武兼修的人才。 

五、 培養審美能力，陶融高尚情操，發揚固有文化。 

    其中首要目標即是關於「國家認同、民族意識」的養成，而「社會學科」的

課程便是該目標的具體實踐，本研究所欲深入分析之公民領域相關學科，更是此

等目標達成的必要教材。 

二、 社會學科授課科目及節數 

    有關「社會學科」教學科目及教學節數，如表 2-16所列： 

表 2-1 高級中學社會學科教學科目及每週教學節數表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三民主義     2 2 

公民 2 2 2 2   

歷史 2 2 2 2   

社 

會 

學 

科 

地理 2 2 2 2   

資料來源：節錄自教育部（1983），《高級中學課程標準》，頁 11-12。 

另於高二起，可開設選修課程，高二每週 3 至 6 節課，高三每週 14 至 19 節

課；社會類選修科目及教學時數如表 2-2 所列： 

表 2-2 高級中學社會類選修科目及每週教學節數表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社 

會 

類 中國文化史     2-4 2-4 

                                                 
6 表 2-1 所列皆為必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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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史     2-4 2-4 

人文地理     2-4 2-4 

經濟地理     2-4 2-4 

社會科學導論     2-4 2-4 

心理學導論     2-4 2-4 

理則學     2-4 2-4 

法學概論     2-4 2-4 

其他     2-4 2-4 

資料來源：節錄自教育部（1983），《高級中學課程標準》，頁 15-16。 

    惟 1980 年代仍是大學聯考主宰的時代，雖然課程標準強調「高級中學，是大

學教育的預備教育，但非大學入學考試的預備教育」（教育部，1983：21），但在

當時升學主義掛帥、考試領導教學的年代裡，各高中仍都以大學聯考考科為開課

準則，故社會類的選修課程多半只開設「中國文化史」、「世界文化史」、「人文地

理」、「經濟地理」等與聯考相關科目，其餘如「社會科學導論」等甚少開設。故

本研究以必修科目三民主義、公民為取材範圍，社會類選修學科均無論及。 

參、三民主義科課程標準及教材分析 

    三民主義科於解除戒嚴以前可謂顯學，不僅是大學入學考試考科之一，更是

當時國內大小公職考試必考科目，其重要性由此可見一斑；而執政當局用考試營

造的學科優勢，正好用來強化國民思想，並形塑中國一統的「國家概念」7。 

一、課程標準 

    三民主義課程以使學生對於三民主義有深入的認知和正確的信仰，並進而身

體力行為目標，為此要求：（教育部，1983：53） 

 

                                                 
7 1983 年的課程標準規定三民主義、公民等科教學用書由國立編譯館負責編輯，並無允許民間自

編教材，故教科書中的「國家概念」係全國一致，無其他不同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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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了解三民主義的基本理論及其實行方法。 

貳、 了解三民主義的時代意義及三民主義與現代世界思潮的關係。 

參、 認識三民主義與復國、建國的關係。 

肆、 認識三民主義救中國、共產主義禍中國的道理。 

伍、 三民主義與國家政策及現行建設相結合。 

    依上列目標及要求，訂定教材大綱分列如下（教育部，1983：54-67）： 

1. 三民主義的基本概念 

內容涵蓋三民主義的意義、思想淵源及其與國民革命的關係。 

2. 三民主義與五大建設 

內容論述心理建設、倫理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及經濟建設等意義及其

與三民主義的相互關係，並闡述以五大建設促進國家現代化。 

3.民族主義 

    包含民族主義概說、恢復民族地位方法、民族危機與民族地位的恢復、民族

主義的基本主張及民族復興運動等。 

4.民權主義 

    包含民權主義概說、民權主義基本主張、民權運動的演進、民權主義與西方

民主政治的比較及我們的政治建設等。 

5.民生主義 

    包含民生主義概說、民生主義辦法、發展經濟的基本原則、民生問題的解決

及共產主義不能解決民生問題等。 

6.三民主義的趨向與目標 

    本段落係三民主義教材總結，分別論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與世

界潮流趨向的整合，並總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及三民主義的近程、中程、遠程

目標。 

    在教學實施的方法上，關於陶養學生信仰主義、國家認同、增進反共復國意

識等，有以下數點值得注意（教育部：1983：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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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科用書內教材次序之編排，應依照教材大綱，惟細目得依編者酌予變通，務期

學生對於三民主義有明晰、正確的認識，以奠立對三民主義信仰的基礎。 

2.對於教材的各部分，應先說明其主要意義，並注意於實施情形，使學生聽講後能

與實際問題發生聯繫。 

3.學校圖書館應多購置三民主義書籍，以供學生閱讀；並應由擔任三民主義一科的

教師加以指導，對三民主義原文中與目前情況有出入之處，隨時詳加剖析、解釋，

俾學生對  國父當年的思想背景及目前的局勢有正確之認識。 

4.本科教學應將規定教材講授完畢，使學生對於三民主義得有一種系統知識。 

5.本科教師應酌量加授有關三民主義的補充教材，如先總統  蔣公所著「三民主義

之體系及其實行程序」、「反共抗俄基本論」、「建國運動」、「青年守則」、「反共抗

俄的工作要領和努力方向」等重要著作，以補課程之不足。 

6.校長或本科教師，應利用各種紀念日，在禮堂講演三民主義及其有關問題，並應

著重當前時事的分析，增進學生反共復國的意識，以補教學之不足。 

7.三民主義教學應注意與現代學術、反共復國國策、國家建設及國民生活相結合。 

    從以上的課程目標、教學大綱及實施方法可以清楚看出三民主義是一典型的

意識形態8教育，是執政當局欲灌輸國民共同體認的一套觀念、想法的教育工具，

更是政治上全民一致參與反共復國的政策宣揚管道，因而在教學實施方法上要積

極補充統治者的論述著作，要利用各種公開集合演講、宣教，並隨時強化學生反

共復國意識。 

    自 1929 年高中課程標準設「黨義」一科講授三民主義，至 1953 年「三民主

義」獨立設科以後，該科一直扮演建立國家中心思想的極重要角色；直到 1970 年

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仍然為三民主義的教材師資改進提出議案9，該案於說明段

                                                 
8 由馬克思主義定義（Marxist definition）主張意識形態（ideology）做為社會改造工具（an instrument 

of social reproduction），指出：意識形態是統治階層對其社會所有成員提出的一套觀念、想法

（ideas）；該統治階層的意識形態被提出予社會所有成員，意在令統治階層利益顯示為與大眾利

益一致。參閱WIKIPEDIA網頁，http://en.wikipedia.org/wiki/Ideology【2009/4/9】。 
9 見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之第 115 號決議案。參閱國立教育資料館網頁，

http://192.192.169.230edu_paperdata_imagee00001680n019701000p0000001.pdf【2009/4/9】。 

 45

http://en.wikipedia.org/wiki/Ideology
http://192.192.169.230edu_paperdata_imagee00001680n019701000p0000001.pdf/


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中「國家認同」變遷之研究 

指出：「高級中學三民主義教本，依據部定課程標準，編印繁簡不一，亦有研究改

進之必要……現各校擔任三民主義之教師，除少數對三民主義有研究者外，其餘

多半非對於三民主義有研究或有興趣，係為湊足鐘點，不得已而任教者，以如此

重要之課程而作敷衍草率之安排，欲建立國家之中心思想，其可得乎？故政府對

於擔任三民主義之教師資格，亦應有明確之規定。」故於辦法段具體建議，「各校

三民主義任課教師除具有規定教師資格外，對於三民主義一科，應有深切研究」、

「師大公民訓育系10及各大學教育學系四年級之必修科目，應增加『三民主義教材

教法』，以培養中等學校三民主義師資」及「現有師大三民主義研究所11應改為三

民主義教育研究所，負責研究三民主義教育之理論與實施。」可見，三民主義科

在解嚴前的威權政治時期，擔負之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責有多大，當然其擔負全

中國之復國、建國「國家認同」的形塑功能亦非其他學科所能比擬。因此自 1971

年的課程標準修訂，延續至 1983 年再次修訂課程標準時，對於三民主義的課程角

色與功能，均在上述的架構下建構而成的。 

二、教材分析 

    在課程標準與教材大綱的引領下，三民主義課本於國家認同的論述最為詳

盡，茲擇選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一）三民主義概說 

    三民主義概說部分共三課，分別是〈三民主義的意義〉、〈三民主義的思想淵

源和本質〉、〈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 

第 1 課開宗明義即援引憲法第 1 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

民享之民主共和國。」說明三民主義係我國的建國基本原則；而依憲法規定，中

華民國是包含臺灣、中國大陸、蒙古等法理領域（見本節註 3 說明）的獨立國家，

雖然自 1949 年以後，國民黨所領導的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權所及僅限台、澎、金、

                                                 
10 台師大現今之「公民教育與活動領導學系」前身。 
11 台師大現今之「政治學研究所」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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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等，但在未曾修改的憲法架構下，國家的定義與領土範圍仍以全中國為涵蓋對

象；故所有教材內容，均以此概念（範圍）為基礎，申述主義思想，民族、國家

認同，社會、政治建設，發達經濟、解決民生，及最終統一中國理想等課程內涵。 

在三民主義思想淵源部分，大量援引中國固有之政治哲學論述，如「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不絕」的道統，「大學中所說的『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禮運篇「大同」的道理，書經：「民

為邦本，本固邦寧」，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及論語「均無貧」

等（國立編譯館，1995：14-15），係以中國固有道德，引發學生之民族自信，並積

極認同中華民族之博大精深文化內涵。 

    在〈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一課中，提到的革命意義、性質等都以中山先生

領導之全中國的國民革命為論述對象，尤其談及其歷史分期時，將抗戰勝利以來

列為第三期，「革命的對象是中國共產黨，其本質是人民生活方式的社會鬥爭，同

時也是政治體制的鬥爭，亦即民主對極權、自由對共產的對抗……使全中國走向

自由、民主、均富的境地。」（1995：33）此係配合政府反共政策融入教材內容，

並未面對國、共內戰後兩岸分裂的歷史事實，或 1971 年後的國際局勢演變，中華

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成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12，仍將中共視為叛亂團體

竊據大陸，仍然主張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 

    以上三民主義概說的部分，清楚地定調了國家認同的標的—中華民國，並且

是領土範圍仍然涵蓋中國大陸的中華民國。 

（二）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部分，是三民主義教材論述「國家認同」概念最豐富的段落。 

                                                 
12 參閱〈聯合國大會第 2758 號決議案〉：「大會回顧聯合國憲章的原則，考慮到恢復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合法權利，對於維護聯合國憲章和聯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業都是必不可少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聯合國組織的為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理

事會五個常任理事國之一。。決定恢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切權利，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

在聯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立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聯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切機構中所

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1971 年 10 月 25 日第 1976 次全體會議）投票結果：76 票贊成，

35 票反對，17 票棄權。」譯文引自許慶雄（2001），《中華民國如何成為國家》，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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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民族起源論，課本援引中山先生的說法，主張造成民族的原因，「『概

括的說是自然力。』主要是由『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力。』

而『這五種力是天然進化而成的，不是用武力征服得來的。』這也就是說，民族

是人種逐漸進化而成的。」（1995：40）亦即在民族一詞的定義上，不侷限於種族

13，與種族相關連的「血統」，僅係構成民族客觀要素之一，生活、語言、宗教、

風俗習慣等均是廣義構成民族之要素，故民族其實是指有共同血統之種族，並共

同生活，享有共同文化之人類群體；然而在課本中特別提到「欲求一純粹之血統，

已少有可能，現在世界上文明的民族，可以說都是經過多次混血的……一個民族

之中，其血統即使不同源，但由於長時間血統自然融合的結果14，而結合各成為具

有同文（文化）、同種（血統）的民族」（1995：41）可見本教材所欲強調者，非

單指血統的傳承，而是廣從文化、生活角度建構中華民族，如此一則可以避去漢、

滿、蒙、回、藏及其他少數民族源不同血統卻同屬一族之爭議，二則可以彰顯中

華民族之多樣與包容。 

    除了在客觀要素上闡述民族的形成，主觀要素上更企望因此造就強烈的「民

族意識」；「所謂『民族意識』，就是同民族的人，有彼此一體、利害與共的感覺，

以自別於其他民族。有了民族意識，才會熱愛自己的民族……如遇外來侵略，便

會團結一致，為保衛民族的生存而奮鬥。」（1995：42）課本特別引用中山先生語，

「迨中國同胞發生強烈之民族意識，并民族能力之自信，則中國之前途可永久適

存於世界。」（1995：43）強調民族意識是中國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基礎。 

    其次，在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上，本教材特別強調「民族國家」的重要。中山

先生雖然主張民族、國家是兩個不同概念15，但他也同時主張民族主義在中國就是

                                                 
13種族也稱做人種，是在體質形態或遺傳特徵上具有某些共同特色的人群，劃分時可以根據外在特

徵（如膚色、髮色、面部骨骼結構等）、基因以及自我認同為標準。參閱維基百科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8%AE%E6%97%8F【2009/4/9】。 
14 所謂自然融合，係指血統累世維繫及婚姻相結。課本於第 6 課「中華民族由各宗族融合而成」

段，特別援引蔣介石故總統說法說明之，「四海之內，各地的宗族，若非同源於一個始祖，即是

相結以累世的婚姻。詩經上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就是說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詩經上又

說：『豈伊異人，昆弟甥舅』，就是說各宗族之間，血統相維之外，還有婚姻的繫屬。」（原見蔣

氏著作《中國之命運》，轉引自《三民主義課本上冊》1995：82） 
15 詳見本論文第 1 章第 5 節，援引中山先生有關民族、國家不同處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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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主義，因為中國人多數皆為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故中國是一個典型的民

族國家16。教材中順應此等主張，進一步說明民族國家的分類，其一為「單一民族

國家」，民族與國家合成一體，國家是民族的政治組合，民族是國家的生命體，二

者休戚相關；而民族與國家合一，不僅對內可加強團結，對外更因民族意識與愛

國心結合，可形成巨大力量，抵抗外來侵略。其二為「複合民族國家」，就是一個

國家中至少包含兩個以上民族，只要各族以平等為基礎，聯合組成一個國家，就

不會違反民族國家的原則，且會隨著時間演進而自然融合，使民族愈擴大，國家

愈強盛。而中國究竟是何種民族國家？依循中山先生的主張，教材所強調的是以

「民族同化」的方式，造就中華民族，以成單一民族國家。中山先生「所說的國

族，在辛亥革命以前是指漢族；辛亥革命以後則主張『漢族當犧牲其血統、歷史

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見以誠，合為一爐而冶之，

以成一中華民族。』」（1995：49-50）教材進一步地闡述，民族同化的過程中，須

以各族平等為基礎，「國內各族才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

之別，也才能極自然的逐漸同化成為一個中華民族。」（1995：81） 

    民族同化必須奠基於民族團結，促成民族團結的重要方法便是發展交通和統

一語言。「以往由於交通的梗阻，全國各地區間不免發生隔閡；而方言的存在，一

方面固然彰顯各地的風俗特色，另一方面卻有礙於全國民眾之間的溝通。因此，

在保留方言之外，必須進一步推廣全國統一的語言，亦即『國語』，以利全民相互

往來，形成共同的民族意識，促進民族團結。所以要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民族意

識覺醒，『發展交通』和『統一語言』，乃是最自然而又最根本的辦法。」（1995：

81）從教材反應政府政策的角度觀之，我們便不難理解，何以解嚴前的威權統治

時期，政府必須強力推行「國語政策」，抑制方言（現稱「母語」）的發展，將臺

灣各族群同化為中華民族的用心可見一斑；至於發展交通，因統治區域僅限縮於

臺灣 3.6 萬平方公里，相較於原中國大陸統治區域 1142 萬平方公里，各地隔閡自

然已不再是嚴重問題。 
                                                 
16 詳見本論文第 1 章第 5 節，援引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 1 講之相關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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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教材內容擇要分析可得，三民主義科之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觀，是典

型的民族主義國家認同理論，包含種族血緣、主觀意識、生存疆域、生存方式、

傳統倫理道德及語言等各面向，從中華民族源起、同化、融合的過程中，強化中

國係一擁有共同歷史、生活乃至文化之民族國家，所有少數民族均兼容並蓄於中

華大家族之下，以共同成就國家之偉大理想；中山先生說：「以言民族，有史以來，

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國家，其繼乃與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種類愈多，

國家之版圖亦隨之愈廣。」（1995：82）透過此般的引證與說明，教育學生民族統

合對國家之重要性，同時強化學生對中華民族融合的認知與認同，並清楚認識中

華民國的源起與發展，以落實高中課程標準總綱「陶冶國家觀念、民族意識」之

首要目標。 

    在國家分裂的現狀闡述上，民族主義段將「推展國家統一大計」列為近代中

國民族復興運動詳加敘述，以激發學生之強烈民族意識，共同擔負中國反共復國

大業的歷史使命。在中國民族自救目標之「內求統一」段，課本特別指出「統一

首先要使全國沒有任何分裂割據的局面。北伐成功後，軍閥割據之局雖告消弭，

但是中共禍國，稱兵叛亂，無日不在破壞統一、破壞建設、破壞抗日、破壞憲政。

直至 1949 年中共全面盤據大陸，以致大陸同胞，更深受其害，所以統一是民族自

救的目標，亦是全中國人民共同的使命。」（1995：82）在「推展國家統一大計」

段，直接援引〈國家統一綱領〉17第一項原則「大陸與臺灣均是中國的領土，促成

國家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1995a：95），明白而清楚地定義國家認同標

的，是大陸與臺灣所構成的中國，國家統一是兩岸中國人共同的責任；雖然課本

同步列舉第四項原則「中國統一的時機與方式，首應尊重臺灣地區人民的權益，

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在理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原則（前提）下，分段達成」

（1995：95），但始終是貫徹中國統一的意志，並將臺灣視為中國的一個地區以及

反共復國的復興基地。 

                                                 
17 〈國家統一綱領〉於 1991 年 2 月 23 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同年 3 月 14 日行政院

第 2223 次會議通過；迄 2006 年 3 月 1 日行政院第 2980 次會議決定終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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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穿民族主義各課課文，所串起之國家觀念是以中華民族為基礎，固有疆域

的大中國領土為背景，全文並充滿復國、建國使命的宣達，佐以全教材中對共產

主義禍害中國大加撻伐，並強調「在中共尚未放棄『四個堅持』而實行憲政民主

之前，我們的反共國策，也絕不改變。」（1995：99）總結以故總統蔣經國語「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來臨時，我們深信必將對自由世界作有利的貢獻……為維護世界

持久和平克盡責任，奉獻力量。」（1995：101）宣揚中華民國所賴以立國之三民

主義，統一中國的前瞻性與必然性。 

（三）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 

    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部分，雖不若民族主義強烈強調中華民族之國家認同，

然因三民主義整個課程，係建構在大中國的思想脈絡下，故於此二部分之論述，

仍不脫以全中國為概念之國家認同觀。 

    民權主義主要在闡明中山先生的民權思想與政治主張，並比較民權主義與馬

列共產主義的優缺，同時說明政府的政治建設；然整體而言，仍不乏對中國共產

政權的批判與強調中國復興、統一的重要。在「中國革命採民權的理由」段提及，

「中國立國於世界，自不能無視於民權的潮流；所以在過去要推翻君主專制，在

今日要剷除共產極權暴政」（1995：108-109）；在「我國民權運動的發展」段，論

述中山先生的革命歷程，從反清、討袁到護法，繼之蔣介石領導北伐、抗日乃至

實施憲政，「憲政既已開始，一切取決於民；但是不久，中共即占據大陸，實行共

產制度，採取極權統治手段，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使大陸同胞在政治上無民權

之可言」（1995：151）；在「政府在臺灣的政治建設」之「政治參與的擴大」段強

調，「經過四十多年來，我們在復興基地推動的民主憲政，已經使台、澎、金、馬

成為富足、安和、堅強、壯大的中興堡壘。民主發展的成就，不僅為國際間所重

視，而且也是我們重建國家的張本和藍圖。」（1995：182）由以上課文的引述，

我們可以再次清楚看出，三民主義的國家定位，是以全中國為思考範疇，不斷地

提醒學生反共復國之重要，並且仍屬於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概念，以中國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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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歷史事件及復興基地的政治成就，引導學生從歷史認同角度體認中華民國的生

存與發展。 

    關於民權主義的意義與主張，倒是可以看見自由主義國家認同的部分論點。

課本援引中山先生主張「民權主義就是主權在民的主義」，強調「主權在民，就是

指國家的最高統治權屬於國民全體，不是屬於任何個人或任何少數人，這也就是  

國父所說的『用人民來做皇帝』的意思。」（1995：109-110）接續並以民權主義之

全民政治、權能區分、五權分立、均權制度、地方自治等特質，闡揚中山先生的

政治主張—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尚能符合自由主義的憲政制度認同，只是論及

國民大會的召開、歷屆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中央民代的增補選等，卻仍定位為

「雖在非常時期，仍堅持憲政」（1995：178-179），加上當時中央民意代表未能全

面改選，造成此一憲政運作機制，實際不能符合真正主權在民意涵；如此以全中

國為範圍設計的憲政制度，卻以臺灣為實施地區，並藉國家分裂之故實施威權統

治，自然無法完全契合自由主義的憲政制度認同。 

    民權主義主張真正的平等，以「巧者拙之奴」論述服務道德心的發揚，令聰

明才力大者為拙者服務，以濟天生不平等之窮，使人人真正達到平等（1995：133），

頗符合自由主義之政治文化認同觀；此外，「充分的民權」、「萬能的政府」等主張

亦符合自由主義之制度認同。而「合理的自由」主張「『為所應為』，有限制的個

人自由」、「限制個人自由，以保持人人之自由；犧牲個人自由，以求得國家的自

由」（1995：126-127）、「個人不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1995：162）等

似乎與自由主義主張之個體自由有違背之處，仍是以大我設限小我，小我必須為

大我積極付出，屬民族主義之認同觀。 

    民生主義主要在闡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思想，並區別其於社會主義學說的

不同定義，同時介紹中山先生在經濟制度上的主張，當然更少不了政府經濟建設

的說明。然民生主義的學說與主張仍是「針對中國的環境，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國立編譯館，1996a：14），故其國家範圍亦是包含大陸的全中國。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是計畫性的自由經濟，也就是在這個經濟制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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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畫為必要，政府訂定各個階段的經濟計畫，創造有利的環境，預防可能發生

的弊害，來協助人民從事自由的經濟行為」（1996a：32），因此民生主義並非完全

之自由經濟，它擷取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國營企業等概念，對私有財產並不完全

放任人民擁有，主張「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於私人資本的節制，以限

制私人企業經營範圍、課徵直接稅及分配社會化等方法，「使私有資本不能操縱國

民之生計」，於發達國家資本，主張發展國家實業，凡「具有獨占性的大企業，由

國家經營管理，間接防止私人資本的操縱集中，有促進社會化以求均的作用。」

（1996a：32-33；24-27）以上主張，與自由主義所強調的私有財產絕對化或市場

經濟供需法則明顯有別，不甚符合自由主義認同觀之經濟制度認同。 

    在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之末，各列〈我們的政治建設〉及〈我們的民生經濟

建設〉課程，用以說明政府遷台後的各項建設，企圖以政經成就引發學生對國家

之向心力與認同感，屬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 

（四）小結 

    總括三民主義的教材，並呼應課程標準之目標，其國家認同的論述定位係屬

民族主義國家認同，且其認同標的是憲法架構下的全中國，對臺灣的定位則是反

共復國的復興基地或三民主義的模範省。從民族主義的民族血緣、情感出發，連

結至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政治、經濟制度，雖稍具自由主義的制度認同傾向，

但整體而言仍不脫大中國的思維；對於 1949 年以後的中國共產黨，教材則予以嚴

厲批判，甚至專章講述共產主義的謬誤及其禍害中國的緣由18，藉以灌輸學生反共

思想，從而強化復國建國的認知與決心。是故，本教材不止是中國民族、國家認

同的專用教材，更是國家政策宣達的教育工具。 

肆、公民科課程標準及教材分析 

一、課程標準 

                                                 
18 見《三民主義課本》上冊，第 11 課〈民權主義的優點及其與馬列共產主義的比較〉；下冊，第

16 課〈共產主義的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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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科臚列之課程目標如下（教育部，1983：69）： 

 

壹、 培育學生具備現代公民應有的學養、知能與價值觀念，以三民主義思

想為主導，使其獲致整體的認識，並力求其實踐。 

貳、 研討心理與教育的學理，培養健全的品格，提高學習興趣，洞察教育

真義，發揮教育的效能。 

參、 探究道德與文化的梗概，並進而求其融通，注重我國立國精神和優良

文化的宏揚。 

肆、 了解法律與政治的關係，重視培養法治精神，進而啟迪學生研討政治

的興趣。 

伍、 認識經濟與社會的動向，同時明瞭我國財稅的措施和社會問題的探

討，激勵學生建設安和樂利社會的意願。 

公民科的課程包含心理、教育、道德、文化、法律、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

面的知識講授，教材教學時間約佔授課時數百分之七十；公民領域課程中，另有

公民活動的設計，約佔授課時數百分之三十，使知識講授與活動輔導可以同時進

行，並有生活規條可融入教學中，以知識傳授與行為塑成交互運用，培養學生成

為知行合一的現代社會好公民。以下節錄其教材大綱，與本研究主題相關者並細

述之（教育部，1983：70-77）： 

第一學年 

1.心理與教育 

1-1 講授綱要—心理的概念、學習的歷程、教育的概念、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 

2.道德與文化 

  2-1 講授綱要 

2-1-1 道德的概念。 

2-1-2 中西道德的思想—我國的道德思想、西洋的道德思想、中西道德思想的

比較、發揚我國崇高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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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文化的概念—文化的意義、我國文化的特性、西洋文化的特性、我國文

化與世界前途。 

2-1-4 我國文化建設的概況—文化建設的意義、文化建設的目標、文化建設的

內容、文化建設的展望。 

2-2 活動示例 

    酌用「討論」、「座談」、「講演」、「辯論」、「參觀」、「調查」、「展覽」、「演

習」、「檢討」等方式研究下列主題：道德為什麼要注重實踐、共匪如何破壞我國

的倫理道德等。 

第二學年 

3.法律與政治 

  3-1 講授綱要 

3-1-1 法律的概念。 

3-1-2 其他重要法律—有關國家安全的法令、有關社會安寧的法令、有關經濟

生活的法令、有關環境維護的法令。 

3-1-3 政治的概念—政治的意義、政治的類型、政黨和壓力團體、政黨政治、

國際政治。 

3-1-4 憲法—憲法的意義、憲法的性質、憲法的種類、我國憲法的制訂與發展。 

3-2 活動示例研究主題：認識當前的國際問題、怎樣模擬選舉民意代表等。 

4.經濟與社會 

  4-1 講授綱要 

4-1-1 經濟的概念—經濟的意義、經濟問題的發生、現代經濟的特質、我國經

濟的發展。 

4-1-2 財稅的概念—財政的意義、我國財政的政策、租稅的意義、各種稅制概

要。 

4-1-3 社會的概念—社會的意義、社會組織、社會制度、社會控制。 

4-1-4 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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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活動示例研究主題：共匪如何控制與剝削大陸人民生活、怎樣力行勤儉建國

等。 

    公民科有別於三民主義科的意識形態教學，是一知識傳授與生活實踐並重，

並且同時重視培養學生關心時事發展的學科，因而在課程標準的「教學要點」中，

特別強調（教育部，1983：84-85）： 

1.教師講解教材，宜盡量徵引時事資料，配合課文內容，進行講習及討論，並宜指

導學生經常閱讀報紙，俾與公民知識互相印證。 

2.教師應多利用各種紀念節日，講授有關公民的知識，以補公民課內教學的不足。 

3.公民行為的實踐，與公民知識的講授，同等重要。教師除在課內經常施行講習及

指導活動外，並宜多方利用校內活動或校外機會，輔導學生參與。 

4.教師對於輔導學生活動與講授公民教材的時間，宜酌量靈活運用。最好在講授教

材告一段落之時，根據教材內容，實施適當活動，期能相互配合。 

5.學校環境，應有適當的布置與設備，以配合學生的公民活動。 

    從以上的課程標準及教材大綱，乃至教學要點上可看出，公民科係較重視社

會科學中，各種知識領域如心理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基本常識的傳授，並且是

一門較具知識學術與實踐力行雙重價值的學科；不過，「此期課程目標仍是以愛國

取向為主……『道德、文化』領域的學習乃是為『我國立國精神和優良文化的宏

揚』而準備，『經濟、社會』領域的學習，則是『激勵學生建設安和樂利社會的意

願』，至於啟發學生的思辨能力或培養民主素養等等現代化的價值觀則付之闕如」

（楊順富，2002：191）。 

   而在教材編輯注意事項中也提到：「教科書編者宜酌量引證  國父遺教、先總

統  蔣公遺訓，以及有關當前國策的重要文獻，融會於教材之中，使學生明瞭現

代國民立身處事的道理，以及啟發學生奠定對家庭、社會、國家與世界服務的宏

願。」（教育部，1984：86）在與其他方面之聯繫，強調：「公民科的教學，應與

教育部頒『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及『生活教育實施方案』配合實施。」（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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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19在當時戒嚴統治的政治環境下，是闡揚中華民族

歷史文化、深化大中國國家意識、加強反共抗俄意志等的教育政策指導方針，茲

節錄其實施要點中有關各級學校共同重點之部份條文： 

1.各級學校在教學時，應培育倫理道德觀念，養成民主與科學精神，陶冶善良品行，

發揚固有美德，使學生明瞭我國歷史的演進與悠久，疆域的變遷與遼闊，資源的

分布與富藏，文治、武功昌明與鼎盛，傳統文化的優良與淵博，近代國恥國難的

紛至與緣由，以及雪恥圖強，復國建國的途徑與方策，進而激發其愛國心、進取

心、公德心與責任心，啟迪其思考力、鑑別力、判斷力與創造力。 

2.各級學校應加強有關民族精神之課程，國父思想、三民主義、國文、歷史、地理、

公民、中國文化概論等科目，應利用朝會、週會、演講、辯論、作文競賽及成績

展覽等集會，宣揚我國文化培養民族精神與國家觀念，同時批判共匪謬論邪說並

揭發其出賣國家民族，摧殘固有文化，以及滅絕人倫等陷謀暴行。 

統治者政治力的強力干預與介入，令公民科向來被視為宣揚國家政策的傳聲

筒，甚至被譏為服膺執政當局的政治教育工具。 

雖然如此，公民科在學術價值上還是勝於三民主義科，至少在意識形態的份

量上是相對較少的，加上其在社會科學的知識領域涉獵較廣，並強調實踐的重要

性，還是具有一定程度的學科價值與公民教育功能的。 

不過在教學現場上，本學科卻因為聯考不考而屢遭忽視，造成該學科的實用

價值無法有效彰顯。因為許多學校的公民課，常配課給升學學科教師如國文、歷

史、地理等，即使由專業公民教師授課，也往往提早教授三民主義科以因應升學

考試，定期考試也以三民主義為主，以致師生均不甚在意公民科，當時無論公、

私立高中，情形大致相同。 

二、教材分析 

    公民科教材共分 4 冊，依課程標準各冊主題分別為：第 1 冊「心理與教育」、

                                                 
19 見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之第 6 號決議案。參閱國立教育資料館網頁，

http://192.192.169.230edu_paperdata_imagee00001680n019701000p0000001.pdf【2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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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冊「道德與文化」供高一學生修習，第 3 冊「法律與政治」、第 4 冊「經濟與

社會」供高二學生修習。在前段關於課程標準的分析中可知，本教材較為著重社

會科學各種知識領域的傳授，並且認知與實踐並重，故不若三民主義科那般教條

化與意識形態化；只不過當論及國家認同相關概念時，還是不脫大中國意識的國

家定位，國家政策的宣達意味仍然濃厚20，臺灣依舊是三民主義的模範省、反共復

國的復興基地21。本科教材對國家認同的論述，多集中於第 2 冊、第 3 冊，茲擇選

相關內容分別敘述。 

    第 2 冊大量援引中國古代之道德觀念、文化發展加以闡述、宣揚，以建立學

生對中華傳統文化之崇敬與信仰。在道德思想方面，教材從儒家的「人性論」引

述起，這人性論被稱為「『性善論』，其真正涵義則是肯定人有『善端』，需努力實

踐，以成就善的行為。換言之，人性是向善的」，是與生具有道德實踐的要求，這

道德實踐始於孝與弟，一個人如無孝、弟，「我們怎能期望他對國家盡忠，對朋友

盡義，對人群盡愛呢？孔子重視道德的優先順序，他說：『弟子入則孝，出則弟，

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行有餘力則以學文。』可見孝弟是立身處事的基礎。」

此性善論是「依循人的自然情感，掌握人的內在要求，配合外在既成的規範，從

事道德上的實踐行動。當一個人既孝且弟，他就走上圓滿實現人性的坦途了。」（國

立編譯館，1994：18-22）此外，儒家亦「主張人生應行之道是『擇善固執』。『擇』

需要知識與智慧，『善』是人性之所向，『固執』則是勇敢的表現；合而言之，正

是『智仁勇』三達德。固執不是頑固，而是大勇，可以『殺身成仁』、『舍生取義』……

我國歷史上的英雄豪傑大都受儒家的啟發，以崇高的道德表率實現了生命的意義

與價值。」（1994：23）據此，教材進一步在〈青年的道德修養〉一課中，鼓舞學

子效法歷代偉人們以眾生苦樂為苦樂，達到其自我超越至無我之境，並舉例「國

                                                 
20 公民科教科書編輯大意第 3 條：「本書立論，以當前國策為主，陳述現代國民立身處事之道理及

個人對於家庭、社會、國家與人類文化之責任。」（國立編譯館 1998b：1） 
21 如公民課本第 2 冊提及「我國政府在復興基地勵精圖治，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的模範省，已維

繫大陸同胞的一絲希望」（國立編譯館，1994：100）、「先總統  蔣公所昭示我們『保衛民族文化、

光復大陸國土、還我全民自由』」（1994：102）；第 4 冊提及「民國 38 年政府為建設臺灣地區為

光復大陸的復興基地……」（國立編譯館，2000：79）等均顯示政府對臺灣定位為復興基地、三

民主義模範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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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孫中山先生原本行醫救人，但一經發現革命救國的大業『舍我其誰』時，就

毅然以之為終身志業，最後創建民國，成就一代偉人典範。」（1994：47），以中

山先生為例，鼓勵學生向其看齊，以充分發揮自己潛能，積極造福人群。 

    在文化傳統的議題上，教材分別從器物層次、制度層次與理念層次論述中華

文化之博大精深，並嚴詞批判中共摧殘中華文化的重大惡行。器物層次的成就，

引述英國生化學家李約瑟（Joseph Needham）所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闡揚中

國之造紙、指南車、火藥、印刷術等四大發明及修築運河、宮廷建築等技術，甚

至醫學上免疫的技術等，其發達均早於西方國家（1994：68）；只是 16 世紀以後，

因西方出現工業革命、中國封建帝制阻礙研究的發展等因素，造成中國逐漸在科

技上的落後，「今天我們回顧歷史，應該為先民的科技表現感到驕傲，同時也要奮

發勉力，整理先人科技成果，繼續創造發明，以重振我們在科技上領先的光榮傳

統。」（1994：69）制度層次的部分，破除一般人以為中國「自秦、漢以後，一直

是帝王專制的局面」的刻板印象，引用史學家錢穆說法：「由監察權與考試權看來，

前者可適度約束皇權，後者則意在選賢與能，這兩者都是西方所謂的專制政體所

沒有的。」（1994：71）亦引用中國古代民本思想，論證制度上優越於其他東亞新

興民主國家之處（1994：63-64）。深入人心，牢不可破的是理念層次，「理念指理

想與信念，包括一群人所接受的價值系統，以之作為判斷是非、善惡、美醜的標

準。」（1994：64）儒家思想所傳承下來的，便是理念層次的價值，以儒家為代表

的中華文化，對於中國人樸實、中庸、寬恕、和平的民族性，發揮了偉大形塑的

力量。 

    至此，課本順應理念層次的說明，對「中國大陸四十多年來盲目接受馬、列

教條，背棄中華文化與儒家思想」（1994：93）予以嚴厲批判，並以國家民族認同

的觀點強調，「我們之所以是中國人，正是因為接受中華文化的理念所致。我們之

所以反共，正是為了反對共產主義的理念，因為它違背人性，把人當作階級產物，

可以任意利用，進行階級鬥爭，製造仇恨衝突，甚至抹煞人的存在權利……我們

由中共的倒行逆施，可知其違背人性的措施早已脫離了中華文化的理念。」（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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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除了於課文中對中共的批判，另配合公民活動22的進行，具體指導學生進一步

認識中華文化及其與共產主義倒行逆施的比較，以激發學生反共復國，發揚中華

文化的責任感。 

    由以上第 2 冊公民課本引述內容，可得其國家認同觀點：道德思想論述、中

華文化解說等均屬文化認同內涵；青年道德修養，引論古人或中山先生的德行供

學生參酌效法，係屬歷史認同內涵，而對中共之共產主義主張與惡行逆施的批判，

則是透過兩相對照，更激發學生民族情與愛國心，是為民族意識的陶養，屬族群

認同內涵；整體言之，本冊之國家認同觀點，仍是民族主義式國家認同。 

    第 3 冊之教材內容主軸是法律與政治，而國家認同概念則側重在政治部分。

在「國家」的論述上，課本提到「現代國家為具備下例幾個特徵的一種政治組織：

1.有一定的土地；2.有固定的人口；3.有一個政府；4.享有主權」（國立編譯館，

1996b：89），此一現代國家概念，頗符合自由主義的國家定義，可視為制度認同；

然其後卻又從民族意識的觀點，說明「一個現代富強的國家，必定有很多愛國、

願為國家奉獻甚至犧牲的國民」（1996b：90），尤其在國家與民族解說上，提出「我

中華民族以漢族為主，其他還有滿、蒙、回、藏等……各族間的界限因長久的歷

史發展已逐漸模糊，到如今已融合而成為一個中華民族。由中華民族所組成的中

華民國，也是一個民族國家。居住在臺灣地區的中國人，包括泰雅族、阿美族等

原住民都是先後移居來此的……所以臺灣地區人民，無疑地都屬於廣大中華民族

的一部份」、「我中華民國國號、國旗、國歌都是領導革命、推翻滿清、建立民國

的先賢所定……數十年來已成為中華民國的象徵，自應成為中華民國的永久象

徵。」（1996b：90-91），此般說法，又將國家認同概念導回民族主義的族群認同與

                                                 
22 第 2 冊公民活動（三），主題即為「對中華文化的認識」。其活動目標：一、認識中華文化的典

章、制度、文物；二、明瞭中華文化在大陸上被中共破壞摧毀的狀況；三、激發反共復國、發揚

中華文化的責任感；四、練習蒐集資料並展覽的方法。於活動前準備事項，特別要求教師說明「中

共盲目抄襲外來的馬克思、列寧荒謬邪說，以暴力強行於我國大陸，其所推行的共產主義，是反

人性、反倫理、反道德的暴政，和我中華文化所孕育出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及人道理性，

以民主思想為主體的觀念，在本質上無法相容。因此中共推行共產主義，建立『無產階級文化思

想』，就是幻想要消滅我國固有文化道德與自有民主思想。」本活動欲透過蒐集資料、陳列展覽

方式，令學生認識中華文物並於展覽結束後，請教師指導、同學彼此討論，從中認識中華文化的

博大精深。活動內容與設計見第 2 冊公民課本（國立編譯館，1994：8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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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認同；且為強化此等族群、歷史認同，課本特別於註釋補充：「由於清廷積弱

無能，臺灣地區同胞才會遭受日本人 50 年的壓迫；由於國民政府領導抗戰勝利，

臺灣、東北地區的同胞，才能重新享受一般國民的平等地位」（1996b：97），以此

觀念灌輸於學生，其欲將臺灣命運與中國大陸緊密結合，並證述臺灣的穩定與發

展係國民政府之功績，至為明顯。 

    不過，教材中對臺灣長年的戒嚴統治與政治發展演進，倒是以歷史發展為基

礎，有較為持平的陳述。關於戒嚴統治，課本說法是：「我國臺灣地區曾自民國 38

年 5 月 20 日起至民國 76 年 7 月 14 日之間實施戒嚴。不過臺灣地區所實施的戒嚴，

除為維護社會秩序、確保、復興基地安全所必要者外，並未依戒嚴法全部徹底實

行」（1996b：49）、「基於安全的理由，在戒嚴時期對消極人權的言論、結社、遊

行、罷工等方面有相當限制」（1996b：133）；上列說法或許亦為執政者的戒嚴統

治找尋合理化藉口，不過它也承認在人權上是有所限制的。綜觀臺灣近 40 年的戒

嚴統治，其目的大抵上是為維持統治者的法統地位、嚴禁異議人士從事政治活動

及限制人民思想、言論等自由與全面性的政治權利，除此以外，並無真正完全軍

事統治23，沒有宵禁等，經濟上的發展甚至是朝自由經濟體系逐步前進的。因此，

對於中華民國的民主與否，課本主張那是程度的問題，「從憲法觀點言當然是民主

政治，但從運作觀點言，自解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後，世人才認為是民主

國家」（1996b：110），等於間接承認解嚴前，中華民國不能稱作民主國家，此與

臺灣政治發展歷史實況是契合的。 

    關於臺灣政治發展與演進，教材將其列在第 10 章〈我國政府與政治〉。本章

起始即稱「中國人自應對中國本身政治有較多了解，故本章專論中國政府與政治。」

（1996b：138）然此處所指之中國政府與政治當然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而非中

國大陸之共產政權，因此其國家定位，再一次表露中華民國係包含全中國之統稱。

其中於「我國地方政府體制」段，倒是務實地陳述了「憲法『地方制度』係針對

                                                 
23 戒嚴統治，一般是指「以軍事統治取代一般正常政府運作的統治體系」。見WKIPEDIA網頁，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al_law【200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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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國而設計的，目前中華民國實際統轄的領域為臺灣省、台北、高雄二直轄市，

以及福建省金門、連江兩縣與南海諸島嶼。」（1996b：141）但卻也從此看出其將

臺灣視為地方政府，而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仍代表全中國之政治意涵。 

在政治發展與演進部分，教材將 1949 年以後的中國，視為如二次大戰後的德

國、韓國、越南等之分治狀態國家，「有兩個都主張代表整個中國並都要統一中國

的政府，但實際上則兩個政府都只有效統治中國一部份人民與領土，是兩個政治

實體分治局面。」（1996b：146-147）在海峽兩岸的關係上，主張非兩個主權國家，

而是一種非常態的國內關係，「目前海峽兩岸雖都主張中國和平統一，但我方主張

建立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要求中共放棄共產主義，自不為中共所接

受；中共所指『一國兩制』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下臺灣成為一個『特

別行政區』……此亦非我方所能同意，因此中國統一問題仍在膠著狀態。」（1996b：

151）但中國的分治只是暫時，將來必歸統一。於課文末了時，總結「兩岸中國人

勿作零合競爭，勿引發武裝衝突，勿作傷害對方行為，勿要求對方接受不可能的

條件，應以和平、理性、務實態度，在當前兩岸已發展的基礎上，自百餘年救國

總目標與中華文化為交集點出發，耐心的尋求雙方雖不滿意但均可接受的雙贏策

略，逐步結束兩岸分治狀態，共同建設一個富強、統一的新中國，真正達成百餘

年來救國運動的目標。」（1996b：154）上引課文敘述，雖如三民主義科，仍充斥

著中國統一的目標與決心，但有別的是，本教材採務實的陳述方式，具體說明兩

岸分治的政治現實，且明白指出中華民國政府的有效統治區域為台、澎、金、馬

及南海諸島等；故此一部份之國家認同論述，已逐漸淡化族群與歷史認同，亦即

慢慢退去民族主義的色彩，而依歷史事實發展，朝向多元的政治文化認同—妥協、

溝通、寬容，緩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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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1995 年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之公民領域教材

分析 

    1987 年解除戒嚴，1988 年蔣經國總統辭世，李登輝繼任總統，臺灣依次完成

終止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憲法全面增修等重大民主政治建設；

同時積極推動總統直選，以落實主權在民的精神，終於在 1996 年，臺灣人民得以

透過直接選舉選出國家領導人。解嚴後持續的民主化與自由化，讓臺灣的政治體

制，迅速地在近 10 年間，由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憲政制度。 

教育部 1983 年公布施行之課程標準，至 1995 年再次進行修訂時，已歷 12 載。

其間臺灣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均有重大的轉變，為配合多元化社會之需

求，以及引導社會邁向 21 世紀，乃同時對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和高級中學之課程

標準一併加以修訂。其中高級中學課程標準的修訂目的如下（教育部，1996：859）：  

 

1. 配合社會變遷與教育發展需要，改進現行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2. 研訂高級中學教學科目、教學節數、各科教學目標、教材綱要及實施方

法，以全面改進高級中學課程教材教法，增進教學效果，以達教育目的。 

    依上開修訂目的，教育部於 1995 年大幅地修訂了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授課科

目（時數）、教材內容、實施方法等，自 1999 年 8 月起由高一逐年實施。 

壹、課程標準 

    本次課程標準的修訂，其特色有以下幾點（教育部，1996：884-886）：重視民

主法治教育與公民教育、注重通識教育之理念、充實藝術教育之內容、反應未來

社會需要、消除課程內容中之性別差異、尊重學生的個別差異、增加學校排課的

彈性和自主性等。其中在公民領域教育的特色，與 1983 年課程標準之「發揚民族

精神、健全公民道德」已有顯著不同，不再強調民族精神的發揚，而改以民主法

治精神的培養為重點；隨著政治民主化在臺灣的開展，公民領域教育已漸漸褪去

為執政當局宣揚意識形態認同的功能，轉向成為民主普世價值認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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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綱目標 

    1995 年修訂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96），於總綱中指陳：高級

中學教育，以繼續實施普通教育、培養健全公民、促進生涯發展，奠定研究學術

及學習專門知能之基礎為目的。為實現本階段教育的目的，須輔導學生達成下列

目標： 

 

壹、增進身心健康，培養術德兼修、文武合一的人才。 

貳、增進溝通、表達能力，發展良好人際關係。 

參、增進民主法治的素養，培養負責、守法、寬容、正義的行為。 

肆、培養服務社會、熱愛國家及關懷世界的情操。 

伍、增進工具性學科能力，奠定學術研究的基礎。 

陸、充實人文素養，提昇審美與創作能力，培養恢弘氣度。 

柒、提昇科學素養，增進對自然環境的認識與愛護。 

捌、增進對自我潛能與工作環境的瞭解，確立適切的人生走向。 

玖、增進創造性、批判性思考，及適應社會變遷與終生學習的能力。 

    本次修訂的課程標準，其背景與過往已大不相同，臺灣在民主改革的浪潮下，

相繼完成解除戒嚴、終止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等民主化紮根工

程，社會也因而呈現開放、多元景象；做為現代化國民社會化重要歷程的教育大

業，其課程自然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逐步調整功能，因此總綱目標與 1983 年的「陶

冶國家觀念、民族意識」自然有別，雖然仍重視熱愛國家，但卻更著重對民主政

治制度的認同，加強民主法治素養的陶冶；且隨著動員戡亂時期的宣告終止，不

再視中共為叛亂組織，承認台海兩岸的分治現實，關於所熱愛的國家標的，逐漸

變成了以現實統治區域—台、澎、金、馬為定義對象。雖然執政當局仍然堅持中

國統一，但「國家」概念的敘述已能漸漸符合現實認知，憲法架構下的「中華民

國」成了未來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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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學科授課科目及時數的變革 

    有別於 1983 年的課程標準，將公民科自社會學科中獨立出，形成包含班會、

團體活動與公民學科合一的「公民教育」，並強調「上述活動均應儘量與公民科教

學相互配合。且公民科教學應以活動、實踐為主。」（教育部，1996：6）另於必

修的社會學科中，除保留原有三民主義科、歷史科及地理科之外，增列世界文化

歷史篇、地理篇及現代社會科，每學科 2 節課，於高二每學期每週擇二科目修習 4

節課；詳細授課時數如表 2-3 所示： 

表 2-3 高級中學公民教育、社會學科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每週教學節數表 

第一學年 第二學年 第三學年 類

別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公民   2 2 2 2 

班會 1 1 1 1 1 1 

公 
民 
教 
育 團體活動 1 1 1 1 1 1 

三民主義 2 2     

歷史 3 3     

地理 3 3     

歷史   2 2   世
界
文
化 地理   2 2   

必

修 

科 

目 

社 

會 

學 

科 

現代社會   2 

4 4

2   

選
修 
科 
目 

語文類、社會學

科類、數學類等

各類科 
0 0 0-6 0-6 17-19 17-19 

資料來源：節錄自教育部（1996），《高級中學課程標準》，頁 2-5。 

    由表 2-3 可見，本次修訂的課程標準將三民主義科改列於高一修習，公民科改

列高二、高三修習，授課時數不變，仍為必修；而社會學科中的歷史科、地理科

於高一必修時數改為每週各 3 節，高二增列現代社會科與世界文化歷史篇、地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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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等二科同列必修科目，但各校得依學校學生需求或師資配置開設其中 2 科。 

    為改革高中學生留級制度，教育部訂頒「高級中學試辦學年學分制學生成績

考查要點」，自 1994 年 8 月起實施；高中課程授課時數改以學分制，每週授課 1

小時滿 1 學期或總授課時數達 18 小時為 1 學分，本次修訂之課程標準自 1999 年 8

月起實施，便已是採行學年學分制。 

    配合大學聯考單一入學管道的改良，教育部於 1989 年成立「中華民國大學入

學考試中心」，1993 年改制為「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金會」，其目的在研

究改進大學入學制度與技術，並辦理大學入學考試1。配合「大學推薦甄選入學方

案」的實施，自 1994 年起辦理「大學學科能力測驗」（以下簡稱“大學學測＂），

共考五大考科，分別是國文、英文、數學、社會、自然，其中社會考科包含歷史、

地理及三民主義等學科；2001 年起配合 1999 年新課程標準實施，社會考科除上列

學科外，另加入高二之現代社會科。 

    因應入學考試方式的變革，在考試引導教學的實際考量下，各高中社會學科

的開課方式亦隨之調整。在大學聯考與大學學測並行的年代，社會學科計有三民

主義、歷史、地理及現代社會等科列為考科，故高一的三民主義、歷史、地理等

必修課，各校均照實開設，高二的世界文化歷史篇、地理篇亦會開設，而現代社

會則通常融入必修之公民科，因公民非考科，於是利用公民科的 2 學分，同時講

授公民科與現代社會科，有時如課程時數不足，甚至到高三上學期必修的公民科

都需加授現代社會科，以配合大學學測考試2。 

貳、三民主義科課程標準及教材分析 

一、課程標準 

    三民主義科為使學生對於三民主義基本理論有正確的認知，進而培養共同參

與建設現代化中國的共識，為此期能達成下列目標：（教育部，1996：79） 

                                                 
1 參閱「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網頁，http://www.ceec.edu.tw/CeecIntro/CeecProfile.htm 

【2009/4/9】。 
2 大學學測每年均於 1，2 月間舉行，即高三上學期結束後的寒假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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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認識三民主義學說的基本理論及時代背景。 

貳、了解三民主義與相關學術思潮。 

參、明瞭  國父建設現代化中國的理論及實行方法。 

肆、建立共同參與建設現代中國的信念。 

    其教材綱要簡述如下（教育部，1996：80-87）： 

1.導論 

    內容涵蓋三民主義概說（國父生平、三民主義基本意涵及革命理想）與思想

淵源。 

2.民族主義 

包含民族主義概說、民族問題與民族革命運動、民族主義的基本主張及民族

主義與相關思潮等。 

3.民權主義 

    包含民權主義概說、民權問題民權革命運動、民權主義的基本主張、五權憲

法原理及民權主義與相關思潮等。 

4.民生主義 

    包含民生主義概說、民生問題與社會革命運動、民生主義的基本主張及民生

主義與相關思潮（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派別及主張、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

生主義的比較）等。 

5.結論 

    本段落係總結，分別論述三民主義與國家發展及三民主義的時代歸趨。 

    在教材編選與教學方法上，有以下要點值得注意（教育部，1996：87-89）： 

1.為建立三民主義學科的學術地位，教學目標及課文內容，應排除政治性的用語，

至於國家的政策與三民主義的建設成果，宜由教師隨機引述講解，不編入教材。 

2.本教材編輯以  國父論述為主。課文著重於三民主義的基本理念，時代精神及其

與現代世界學術思潮的介紹，力求融會貫通，使學生對於三民主義有客觀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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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確的信仰，以達成教育目標。 

3.教師應深入研究  國父之著述言論與思想內容，對主義的原則，制宜性的政策與

國父思想的時代精神，能正確掌握，精闢分析，俾能解答學生的疑難。 

4.對三民主義原文中與現實情況有不一致之處，教師應隨時詳加剖析，解說導正，

使學生對  國父當年的思想背景及目前的局勢有正確的認識。 

二、與 1983 年修訂課程標準之比較 

    1995 年的課程標準修訂，其時空背景已經歷民主化過程，因此在三民主義科

的課程標準已有顯著差異。 

（一）課程目標 

    1983 年的課程目標仍然強調復國、建國使命，三民主義才得以救中國，共產

主義禍害中國，課程並且著重國家政策的宣達。而 1995 年的課程目標已褪去反共

復國的宣導，雖然仍明列建立共同參與建設現代中國的信念，但課程重點改為強

調三民主義的學術價值，並欲導引學生了解相關思潮，強化學生對政治思想的基

本認知。「修訂後課程標準之基本政策改採以主義理論為主軸，必要時，才引述國

家政策及政府建設為輔證，而且以不編入教材，由教師隨機引述講解為原則。」（教

育部，1996：896） 

（二）教材大綱 

    課程目標修正後，其課程大綱自然隨之調整。1983 年的大綱，除了三民主義

的概念、架構外，有相當篇幅在闡述中國民族的認同、民族復興，國家建設成果

宣揚，批判共產主義禍害中國，並總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重要國家目標。 

    1995 年的「教材綱要以建立三民主義學科之學術性為原則，避免國家政策及

政府建設等政治性內容，並增加三民主義相關思潮之介紹，使學生認識三民主義

在近代思潮中的地位。」（教育部，1996：897）因此，綱要中除三民主義的概念、

架構外，針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另加入相關思潮作比較，而共產主

義僅列入社會主義相關思潮中，供學生認知了解，除去批判性質；總結部分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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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與國家發展、時代歸趨之關連論述，不再宣揚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三）教材編選與教學方法 

    1983 年課程標準的教材編選與教學方法原則，強調奠立三民主義的信仰基

礎，並據以確立反共復國信念、大中國國家認同。故於教材編選上應酌量加授統

治者著述、主張為補充教材，而教法上應與時事連結，並注意與反共復國國策、

國家建設等相結合；學校師長，更應多加利用各種紀念節日，於公開集會講演三

民主義、結合時事評析，隨時增進學生反共復國意識，以補教學之不足；三民主

義科成了政策宣傳的教育工具。 

    1995 年課程標準則明示為建立三民主義的學科價值，應排除政治性用語，國

家的政策宣達亦僅作課程補充，不列入教材；三民主義科試圖擺脫為執政當局政

治宣傳之譏，回歸學科教育功能非常明顯。同時，教材編輯以中山先生論述為主，

結合現代世界學術思潮的介紹，以肯定三民主義的學術價值，可讓學生對其有正

確的認知，方能真正達成教育目標。 

三、教材分析 

    本教材依據 1995 年頒布之「高級中學三民主義課程標準」編輯，1999 年起由

高一起逐年實施；究其課程標準修訂的時代背景，當時臺灣已解除戒嚴，並逐步

民主化，與解嚴前 1983 年所修訂之課程標準兩相對照下，其教科書內容自有諸多

差異。 

    配合課程目標的改變，重新定位三民主義為一具有學術價值的學科，故教材

中已除去對共產主義禍國殃民的批判，教材編選亦不再採用政治性用語，且國家

的政策與三民主義的建設成果，不編入教材；因此，整體教材所引述者，都係中

山先生之原典3，不再引用統治者如蔣介石、蔣經國等言論或主張，以求客觀呈現

三民主義之學術價值。此外，舊版課本對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之意

                                                 
3 見南一版《高級中學三民主義上冊》（黃城，2004）之編輯大意第四點：「本書之撰寫方式，是將  

國父之原意融會貫通後，以編撰者之語調表達出來……所引文獻亦都契合學術論點與時代變遷，

避免落入僵化教條之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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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主張分別講述後，均再列有一課專門引證政府的建設4，以說明三民主義的可

行性及政府遷台後的貢獻，據以形塑學生認同當時政府的建設與反共復國基本國

策；而新版的課本則不再有此類的課文，改以世界「相關思潮」5之比較取代之，

以進一步令學生認知三民主義的學術優勢，順道理解其他相關思潮的發展。 

    新版教科書，除了以上結構性的改變外，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上，隨著課

程標準的修訂與臺灣民主化的進展，當然也有別於解嚴前的舊版教科書，以下將

擇要敘述相關內容。 

    在三民主義概說的部分，介紹了中山先生的生平與革命時代背景，並專課介

紹三民主義創立過程與基本意涵，另融入其與中國國民革命的關係；此外，也專

課介紹三民主義的思想淵源。與舊教材不同的是，去掉了反共復國的政策宣導，

國民革命的部分改為一段（舊教材是專課介紹），並僅從歷史角度介紹軍政、訓政、

憲政三時期（黃城，2004：26），不再繼續延伸「對中國共產黨的反共革命」；而

思想淵源部分大抵與舊教材相同，僅去掉蔣介石引伸「倫理、民主、科學」套用

三民主義的說法。因此，新版三民主義教材從中山先生個人的介紹及時代背景述

說論起，引領學生走進當年中國的革命情境，進而認識中國革命的理論基礎—三

民主義，它不再剛烈地強調大中國的國家認同意識。 

    關於民族主義的部分，在民族起源與民族、國家的議題上亦有別於舊版教科

書之論述。就民族起源而言，不再刻意主張民族由人種進化而來，「種族強調血緣，

是一種以血統、體型、膚色為分類標準的群體，而民族則強調文化面與心理面。

所以，不同的種族如擁有共同的文化內涵，仍可能形成一個民族，美利堅民族就

是一個例子。」（2004：40）課本從文化、心理層面述說民族的形成，頗有 Anderson

「想像的共同體」概念，雖仍為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觀，但已放棄了民族同化的

論述，也不再強烈標榜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在民族與國家關係的議題上，仍陳

                                                 
4 民族主義在第 7 課〈我們的民族復興運動〉、民權主義在第 12 課〈我們的政治建設〉、民生主義

在第 16 課〈我們的民生經濟建設〉。 
5 見南一版《高級中學三民主義上冊》（黃城，2004）第 7 課〈民族主義與相關思潮〉，《高級中學

三民主義下冊》（黃城，2005）第 12 課〈民權主義與相關思潮〉、第 16 課〈民生主義與相關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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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單一民族國家與複合民族國家的區別，「至於絕大多數的國家，則都由兩個或兩

個以上民族所共同組成的，只要各民族彼此是出於自願而平等的結合，且在該國

內能保持和諧相處與平等對待，那麼這樣的複合民族國家當然也是一種民族國

家……政府必須周詳地規劃民族政策，使各民族願意繼續在國內共存共榮……就

是要堅持民族平等的原則，並強調多元文化主義……甚至落實協合式民主的精

神……就民主的民族國家而言，國家認同決不能靠強迫性的威脅和灌輸，而必須

以鼓勵性的溝通和教育來達成。」（2004：48-49）由上列節錄課文的引述，我們發

現此時民族主義已不再談民族融合，而改從民族平等、多元文化觀點闡揚「國內

各民族彼此包容、尊重、欣賞」的重要，甚至主張以協和式民主—少用多數決逼

迫少數，改以溝通、妥協的方式（2004：49）來尋求最大共識，保障少數民族的

意見與權益，以達成國內各族的共存、共榮。此般論述所形成之國家認同觀，雖

仍從民族主義的角度出發，但已揚棄族群認同、歷史認同等傳統主張，而其平等、

多元的概念與協合式民主的想法，儼然已往自由主義之公民德行文化認同方向靠

攏。 

    在台海兩岸當前的問題上，本教材主張「兩岸的分治，其實並非不同民族的

對立問題，而是政權的分治問題……我國政府則尊重臺灣主流民意，以『維持現

狀（兩岸分裂分治）』為原則，對於兩岸未來的最終結局如何，並不預設立場，而

交由全體臺灣人民決定。」（2004：63-64）並提到「近年來，政府為改善兩岸關係，

先後成立國家統一委員會、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與財團法人海峽兩岸交流基金會，

並以國家統一綱領、兩岸關係條例之精神，推動兩岸事務……今後兩岸政府及人

民更應捐棄成見，增加交流，求同存異，建立互信，才能合作互助，並理性思考

兩岸關係的最佳方案。」（2004：66）教材將兩岸問題導引成「非民族對立」，有

雙重意涵，其一，分裂的兩方仍在一個中國的架構下，仍屬同一民族，只是政權

分治；其二，改變舊教材以民族主義認同觀，強制學生接受中國一統的思想，並

以「尊重臺灣主流民意，交由全體臺灣人民決定」，引領學生認知自由主義主權在

民與民意政治的觀點，如此的論述，意在提醒兩岸的同文同種，但也同時容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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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角度做不同思維，換言之，同民族並非一定組成一個國家不可。但當提及

我方政府兩岸政策時，又有替政府政策朝兩岸統一方向宣揚之目的；不過，至少

已不再是「統一一元論」，人民也可從不同面向思考國家未來，但無論如何，最後

總須回歸主流民意。在此，已慢慢呈現自由主義的制度認同。 

    關於中山先生民權主義的意義、主張，大致承襲舊版三民主義課本的敘述，

惟不復見舊教材中對共產極權政治的強烈批判。另在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解說

上，也改採持平論調，如「民為邦本，本固邦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等在舊教材中列為「民權思想」（國立編譯館，1995：15、162）者，在新教材中

改視為「民本思想」，並強調中國自古有民本思想卻無民權事實，究其原因，有以

下四點（黃城，2004：107-108）： 

 

1. 民權思想強調由人民治理國家，人民是主人；但民本思想強調君主對人

民的照顧，人民只是受照顧的被治者，統治者還是君主。 

2. 儒家文化強調聖君賢相之治，是一種「人治」，不易變成以「法治」為主

的民權思想。 

3. 我國歷來強調君臣綱常，亦即上下權威服從關係。 

4. 歷代君主專制統治，往往變本加厲為各種恐怖手段，使民本思想退位，

遑論民權思想的發展。 

如此以學術觀點剖析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已有別於舊教材對中國固有思想的

強加附和與任意吹捧，文化認同的內涵漸漸擺脫對中華民族的盲目崇拜，而引導

學生從學術領域正確地學習其真正意義。 

    在民權思想與相關思潮上，新教材加入了部分舊教材沒有提到的人權、民主

與政府的觀念，以強化其學術價值。首先，在民權的意義，加入了基本人權的主

張，「民權是人民管理政事的權力……比較偏屬政治的範圍……指政治社會中公民

享有的權利」，「人權是與生俱來的，而無關種族、性別、身分的區別，只要是人

類就可以享有的普遍權利」，「人權是民權的基礎，民權則是人權的保障，兩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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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相當密切。」（2004：96-97）。其次，在相關思潮中，提出民主主義的新概念，

如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與詹姆士彌勒（James Mill，1773-1836）主

張以投票權保障私有財產和市場制度、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主張程序民主之「修正民主理論」與「參與式民主」（黃城，2005：43）

等，均為民權主義加入了民主主義的新內涵。最後，新教材以專課介紹〈五權憲

法原理〉6，並以當時憲法增修條文所重新改造之中央政府，與中山先生之五權憲

法政體做比較，以令學生更能清楚了解政治思想與政體現況的異、同之處；不僅

有上述比較，在相關思潮中更加入了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混合制等當今世

界中常見民主政體的說明，藉以對照並解析我國現有政制接近法國的雙首長制，

但又不完全等同（2005：50-53）。 

    以上的新思潮，豐富了民權主義的內涵，更將其國家認同概念重新導向自由

主義之制度認同的多方位面向，包含個人權利、政治制度與經濟制度等。 

    而關於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意義、主張，大抵也同民權主義般，承襲舊版本

三民主義課本的陳述，但對於當代世界上的社會問題，及相關社會思潮如社會主

義、資本主義7等，新版課本均以客觀角度深入分析，有別於舊版簡單帶過或只重

批判；對於馬克斯主義，新版課本也從學理予以剖析論述8，不再運用政治語言指

責其禍害中國；另外，民生主義在臺灣實行數十年後，隨著經濟成長及整體社會

進步，而有些許的調整與改變，在新版課本中亦力求呈現，以賦予民生主義的新

時代意義。 

    「民生主義的主張在臺灣的實踐過程，也是一場解決民生問題的社會革命。

                                                 
6 見南一版《高級中學三民主義下冊》（黃城，2005）第 11 課；舊版《三民主義課本上冊》僅將五

權憲法列為民權主義特質之一（國立編譯館，1995：114）與萬能政府組成之一（國立編譯館，

1995：140）。 
7見南一版《高級中學三民主義下冊》（黃城，2005）第 16 課，頁 95-102；課文中對資本主義、社

會主義等均有詳實介紹，並與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比較異同。 
8見南一版《高級中學三民主義下冊》（黃城，2005）第 14 課，頁 68-73；課文中先對歐洲社會背景、

內容做敘述，並引出社會革命運動的產生以及該些運動的理論論述如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0）、聖西門（Claude de Saint-Simon，1760-1825）、傅立業（Charles Fourier，1772-1837）

等的「理想的社會主義」及馬克思、恩格斯等的「馬克思主義」。另於第 16 課，頁 102-106，詳

細引述中山先生評論馬克思主義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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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數十年的努力，臺灣的貧窮問題已得到大幅改善，對婦女、兒童、老人、身

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的保護，都次第立法實施……因此，臺灣的社會革命，可以

說是和平而寧靜的」。在民生主義兩大主軸—土地、資本的問題上，政府數十年來

的政策，已獲具體成效；土地問題在臺灣經歷工業化後，其內容與性質也有新的

變化，因此，「『第二階段土地改革』的呼聲不斷，近年來政府與民間，都在熱烈

討論未來的新土地政策」，以期對國土綜合開發與運用，能更有效率、更符合社會

所需。民生主義所主張的解決資本問題，是要發達國家資本，因而壟斷性的大企

業應由政府經營，故「臺灣經濟在經濟發展初期，舉凡自來水、電信……石油等

事業，皆因所需資本鉅大，與其具市場壟斷性，因此皆由政府興辦，對促進經濟

發展，有很大的貢獻。但是近年來，因民間資本興起，加上這些事業不再有壟斷

性，因此有逐步民營化的趨勢。」在社會安全制度的議題上，除了憲法第 13 章〈基

本國策〉第 4 節「社會安全」有相關規定外，在憲法增修條文中，也補充強化社

會安全的條款；「近年來，依據憲法精神所訂定強化社會安全制度之法案，如兒童

及少年福利法、老人福利法、勞動基準法、兩性工作平等法、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社會救助法等，皆為了讓每一個國民能過著有尊嚴、有保障的生活，以達成民生

主義的目標。」（黃城，2005：78-93） 

    褪去國家政策宣揚的外衣，摒除對共產主義禍害的情緒批判，三民主義課本

在民生主義段更顯學術價值；從主義理論的論述，到印證臺灣現況，三民主義的

國家認同觀，由虛渺的大中國轉向至現實生活的臺灣，清晰可見。 

    新版三民主義課本以「國家發展理論」與「時代歸趨」為總結，取代舊版之

「實踐哲學」、「五大建設」與「號召統一中國」，讓三民主義更具可行的說服力；

在其中，以國家發展的現代化理論、臺灣經驗內涵的述說，總結三民主義雖創於

百年前的中國，但其理論思想是在臺灣生活經驗可實際驗證的，並且對當代世界

「民族平等」、「國際合作」、「世界大同理想」、「政治理念」、「政府體制」、「計畫

性自由經濟」、「社會安全制度」（黃城，2005：131-134）等時代歸趨，具有先驅者

的啟發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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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1995 年修訂之三民主義科課程標準及課本教材，其欲擺脫政府政策宣揚

工具，重新塑造學科學術價值之目的，至為明顯；整體教材在國家形象的建構上，

亦逐漸略去法理下的大中國，改以一起共同生活的土地—臺灣為陳述主體，雖然

當時國家政策仍為終極統一，但卻務實地提供多元思考方向，國家認同已不再是

「中國」單一選項。 

參、公民科課程標準及教材分析 

一、課程標準 

公民科課程的教學目標，在於培養學生公民素養，使其具有國家意識，成為

健全的現代公民。其分項目標如下（教育部，1996：21）：  

 

壹、增進現代公民應具備有關社會、文化、法律、政治與經濟的知識和能

力。 

貳、發展道德判斷知能，陶冶健全品格。 

參、建立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本次修訂的課程標準仍然是教材教學與公民活動並行，時間比例亦是 7 比 3，

同時也有生活規條可融入教學。而課程內容則因應時空環境變遷，刪去 1983 年課

程標準中的心理與教育主題，重新規劃為社會、文化、道德、法律、政治、國際

關係、經濟、世界展望等主題；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國際局勢的急遽變化，海峽

兩岸的互動頻繁，因而促使價值觀與世界觀形成為當前公民教育發展的主線。因

此，本次修訂之課程標準增設國際關係、世界展望等兩項主題，開拓學生視野，

宏關舉世全局。」（教育部，1996：890）可見公民教育是隨著時代變遷而調整教

學目標與內容，以因應國家、社會需求，培養進步的現代公民意識。其教材綱要

如下（教育部，1996：22-27），與本研究主題相關者並詳述之： 

1.社會、文化 

 1-1 社會化與心理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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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社會 

 1-3 文化 

   1-3-1 文化的概念與組成 

   1-3-2 次文化與多元文化主義 

   1-3-3 我國現階段的文化建設 

   1-3-4 中華文化與世界思潮 

   1-3-5 活動示例—辯論會：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方式是否衝突 

2.道德、法律 

 2-1 道德 

 2-2 法律 

   2-2-1 法律與社會秩序 

   2-2-2 我國憲法的制定與演變 

3.政治、國際關係 

 3-1 政治 

   3-1-1 政府體制 

   3-1-2 政治文化 

   3-1-3 政黨、壓力團體與民意 

   3-1-4 選舉 

   3-1-5 兩岸關係演變概況 

   3-1-6 我國政治發展的過去與未來 

   3-1-7 活動示例—視聽教學：觀賞我國政治建設成就的視聽媒體 

 3-2 國際關係 

   3-2-1 認識國際社會 

   3-2-2 我國的外交現況 

   3-3-3 增進我國的國際地位 

4.經濟、世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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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經濟 

 4-2 世界展望 

   4-1-1 環境保護與地球生態 

   4-1-2 區域合作 

   4-1-3 世界和平 

    在本課程標準「教學要點」的講習要點、輔導要點中所強調之重點，如教師

講解教材宜盡量徵引時事、應多利用各種紀念日隨機講授有關公民知識、同等重

視公民行為實踐與知識講授、學校環境布置應配合公民活動等，均與 1983 年之課

程標準無太大差異；但在教材編選要領上卻不同於 1983 年課程標準，已不再將中

山先生遺教、蔣介石總統的言論輯選入教材，並且不再融入國家政策或強調民族

精神教育，僅在本科與其他方面聯繫上提到「公民科的教學，應與教育部所頒有

關公民教育之方案配合實施。」之原則性規範，而政治性議題、民族精神教育或

反共主張等均排除於教材之外（教育部，1996：33-35）。 

    公民科的教材，因循臺灣民主化歷程，已有走出為執政者宣揚之勢，逐步邁

向社會領域專業教學、培養現代化公民素養及強化民主普世價值觀等導向之教育

功能，並朝向落實公民知識與實踐並重的目標繼續努力。其學科價值透過本次課

程標準的修訂，益發彰顯；惟在教學現場上的實況，卻與 1983 年課程標準之公民

科面臨相同窘境，即其非大學聯考或大學學測考科，故無法在學校受到重視，課

程教材經常被「配課」所忽略，甚至完全犧牲了。 

二、教材分析 

    依 1995 年課程標準所編纂的公民科教科書，其內容與 1983 年課程標準下的

公民教材有諸多差異，如刪去心理與教育主題，增設設國際關係、世界展望主題，

已於前段分析課程標準時引證過，在此不多贅述。而關於國家認同的論述，多集

中在第 1 冊下半文化部分、第 2 冊前段道德部分以及第 3 冊政治與國際關係部分。 

    新版公民教科書，別於舊版編排方式，於每課起始處均安排一段短文，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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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學生學習興趣；在引用短文的取材上，多以臺灣本土故事或文章，以貼近學生

的實際生活經驗。其中有柔性的鄉土呼喚，如第 1 冊第 7 課以宜蘭「玉田經驗」（黃

人傑、鄧毓浩，2004a：92-93），說明人民自發性作為參與公共事務，對國家、社

會的影響；第 2 冊第 2 課以本土詩人吳晟9《吾鄉印象》序的詩（黃人傑、鄧毓浩，

2005a：16），引導學生進入古老中國人淡泊、知足、任命的心境，以開啟傳統道

德論述；第 3 冊第 3 課以台語歌曲「愛拼才會贏」（黃人傑、鄧毓浩，2004b：32），

引論臺灣政治文化。亦有剛性的政治事件或政治文告，如第 3 冊第 7 課以 1977 年

「中壢事件」（黃人傑、鄧毓浩，2004b：88）為引言，介紹我國政治發展；第 3

冊第 8 課以 2000 年陳水扁總統就職演說詞（黃人傑、鄧毓浩，2004b：102），做

為論述兩岸關係的開端。 

    在文化、道德部分的教材，仍可見中國所傳承者，如「我國是一個歷史悠久、

文化淵博的國家，但近百年來卻在文化上遭遇空前的危機。自鴉片戰爭（1839-1842）

以後，西方文化挾其船堅炮利直接湧入我國，對我國傳統文化造成巨大衝擊。」（黃

人傑、鄧毓浩，2004a：125）其所指傳統文化便是傳承自中國；「重視道德修養是

中國傳統歷史文化中一項重要的特色，也是我們所常引以為傲的。……身為中華

民族的一分子，對於傳統文化中，影響深遠的重要環節，我們必須深切的探討。」

（黃人傑、鄧毓浩，2005a：17），此說法將臺灣直接置於中華民族的熔爐中，所

欲引導者，是主觀意識與歷史文化之認同。如此的開端引述，不一定有偏頗處，

蓋道德、文化者，自該有其歷史傳承，臺灣的住民多數皆為漢民族，其源自中國

當無庸置疑，故道德理念、文化思想來自中國的傳承是一歷史事實，不可否認；

但觀察國家認同概念時，對文化認同所持標準，應視其內容是否獨尊中華文化的

單一價值，或只強調傳統文化而忽略現實生存環境的各層次文化，方可定論其國

家認同方向。 

    有關文化內涵，教材於「次文化」概念中，特別定義了依族群而形成的次文

                                                 
9 參閱部編版國中國文第 1 冊第 10 課〈不驚田水冷霜霜〉作者介紹：「吳晟，本名吳勝雄……國中

教師，任教之餘從事農耕，並致力於詩和散文的創作，作品真摯感人，充滿對鄉土的關懷。著有

《吾鄉印象》、《向孩子說》、《農婦》等書。」（國立編譯館，1998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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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每一個國家很少是由單一民族所組成，因此在一個國家中的各個民族或族

群，常會因其原有的文化特色形成次文化……臺灣地區……也有原住民文化……

和漢人有很大的不同，自然會形成屬於他們的次文化。」而後主張多元文化觀念，

「文化的多元現象一直存在於人類歷史文化中，而今隨交通的發達，資訊的交流，

更是呈現多元的現象」（黃人傑、鄧毓浩，2004a：116-118），並強調「在看待其他

文化時，不應以自己的文化為基準，而應採同理心，設身處地地站在別人的立場

來判斷……並無高低之分或進步與落後之別。」（2004a：119）同時據此呼籲「我

們應培養以多元、包容、尊重的心態，去看待與自己不同的事物，進而能欣賞另

一個文化的特色。」（2004a：120） 

    在「我國文化建設的回顧」段，提到「中華文化復興運動基本上是由政府主

導的文化建設……其主要目地除了要保存固有文化，還要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

命。這樣的運動，政治考量似乎大於文化考量……而它的內容，也頗多令人質疑

之處，例如『傳統』一定要復興而且能夠『復興』嗎？『倫理』可以藉由官方來

『建設』嗎？這些都在在顯示此一運動的困難與矛盾」、「畢竟，政府官方有其一

定的意識形態色彩，若由政府主導文化建設，則難免有泛政治或僵化的嫌疑，也

可能在有意無意之中，造成文化品味的偏差。」（2004a：129-130） 

    在「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面臨的困境」段，指出了臺灣地區文化發展，

在現代化過程所面對的雙重破與立，其一，以科技主導的西方文化，對我傳統文

化產生的威脅，迫使我們不得不反省傳統、快速學習外來文化；其二，西方文化

在物質與科技發展的背後，產生的精神失落、人際疏離等問題。「因此，我們不但

要吸收外來文化，也要對於從清末以來自外移植的西方文化進行反省，以建立屬

於我們自己的新文化。」（2004a：148） 

以上可見新版公民教材，持平的看待不同文化，並主張多元、包容、尊重觀

點的文化論，與舊版公民教材忽視不同族群次文化，獨尊中華文化，並結合反共

論述，使文化摻雜政治而落入教條失去真實，有所不同；尤其論及舊版教材據以

大肆抨擊中共的中華文化復興運動，更以文化角度不諱言指出其政治目的，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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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導致文化偏差。在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應以吸收外來優點以重新詮釋傳

統文化，來建立屬於自己的新文化；其雖未言明「建立臺灣新文化」，但已於其中

隱含臺灣主體意識的深層涵義。文化認同雖屬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面向，但其認

同的主體標的已不再是大一統的、強調融合的優勢文化族群—中華民族，取而代

之的是真實生活環境中的多元文化主角—現實臺灣。 

    第 3 冊「政治與國際關係」的教材內容，其論述主體、國家認同概念轉向為

「現實環境的臺灣」更明顯。政治教材中，強調個人權利，提倡積極參與、充分

溝通、寬容妥協等民主政治文化及公民理性、尊重、積極、自制等生活準則，述

說民主政府內閣制、總統制、雙首長制等制度比較及我國歷次修憲後的政府體制，

亦加入民主政治新論點如政黨之外的壓力團體、民意政治之外的大眾傳媒與民調

以及選舉之外的政治參與10等。上列民主政治的理論與臺灣實況講述，均可視為自

由主義國家認同之制度認同取向。 

    而國家認同概念轉向，主要集中在第 7 課〈我國的政治發展〉、第 8 課〈兩岸

關係〉。在政治發展的敘述上，新版教材捨去了舊版從中國歷朝講述起的方式，直

接聚焦在 1949 年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政治演進與發展，將臺灣政治發展分為「民主

奠基（1949-1977）」、「民主成長（1977-1986）」、「民主起飛（1987-1996）」、「民主

鞏固（1996 以後）」等期，客觀地從歷史縱切面分析臺灣民主發展進程，尤其自

1977 年「中壢事件」以後反對勢力的集結、乃至民主進步黨的成立，臺灣初具兩

黨政治雛形，接著解除戒嚴、一連串的政治改革開放直迄總統直接民選、甚至政

黨輪替等民主成就，均有清楚的陳述（黃人傑、鄧毓浩，2004b：89-92）。而在「我

國政治發展未來的展望」段，更將「國家認同的確立」列為首要應著力解決之問

題（2004b：98）： 

 

今日兩岸之間的危險依然存在，並成為無法預測的重大問題。支持和反對

臺灣獨立者，並對於「一個中國」的問題呈現不同的主張，使的國家認同

                                                 
10 以上政治理論教材，詳見《高級中學公民第 3 冊》（黃人傑、鄧毓浩，2004b）第 1 課至第 6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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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共識，導致國名、國歌、國旗與國界等經常成為政治上爭論的議題。

另外，在歷次選舉中，省籍問題常常被挑起與激化，這種本省人與外省人

在政治領域的對立現象，也造成族群間的紛爭持續不斷。今後，我們必須

以寬容、協商的精神來凝聚國內共識，並以平等、體諒的心胸來與大陸溝

通，才能重建國家認同，進而鞏固民主政治。 

    這是公民領域教材中，首度將本省、外省對立與國家認同爭議列入教材，供

師生共同思索臺灣未來的開端，過去懾於統治者威權而屈服的教育體系，隨著民

主化的進展，開啟了對國家未來的不同思維，它雖然未明確指出未來應發展方向，

但至少正視爭議的事實與本質，並呼籲以寬容、協商來凝聚共識，以重建國家認

同、鞏固民主政治。 

    影響國家認同至鉅的「兩岸關係」，新版教材以專課講述。在兩岸分裂、分治

的本質上，課本主張：「兩岸分裂分治表面上看起來是國共內戰、黨派權力鬥爭的

結果；但究其本質，實是兩岸政治、社會、經濟制度與生活方式之爭。經過五十

年的發展，臺灣無論在民主政治的實施、社會開放的程度及國民經濟的發展等方

面，都領先中國大陸。兩岸有這麼大的落差，顯然是意識形態與政治經濟制度不

同所致。」（2004b：103）兩岸問題並不只是政治分裂的問題，而是全面性的制度、

文化與甚至是思想觀念的差異，經過幾十年的分治與分隔，如無適當的接觸、對

話、交流，想要即刻建立互動、互信的機制，甚至協商統一事宜，恐怕是難以達

成的。 

因此，在兩岸關係的發展上，課本順應政府政策的演進，說明「隨著國際對

峙關係的和緩，自民國 70 年代起，政府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來回應中共三通

的統戰攻勢，即以柔性的和平政策來取代過去『反攻大陸』的強勢政策……亦即

主張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兩岸各自存在一個政治實體，彼此應互相尊重及合作，

以促進兩岸的經濟發展，等到兩岸的生活水準及政治型態逐漸一致時，兩岸的統

一自然就水到渠成。」為了謀求兩岸的和諧，李登輝總統於任內主張「兩岸平等

參與國際阻織，雙方領導人藉此自然見面」、「兩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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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等策略，追求中國統一；陳水扁接任總統後，也急呼「不宣布台獨」、「不

變更國號」、「兩國論不入憲」、「不舉行統獨公投」等政策，甚至呼籲中共有關「未

來一個中國的問題，也可以討論」來定位兩岸關係，並追求和平共存。（2004b：

105-106）以上引述，可明白政府自解嚴前後的 1980 年代末起至民主化歷程中，不

同時期的兩岸政策定調，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和平解決爭端追求統一，甚至

到未來一個中國；李登輝執政前期，兩岸仍架構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並致力追求

和平統一，故有「國家統一綱領」的制訂與因循其近、中、遠程的兩岸開放交流

（2004b：108-109）；至李登輝執政末期，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兩岸政策始逐

漸擺脫終極統一的架構，但卻因此激起臺灣前途議題的更大爭論與對立。 

    關於「兩岸關係的未來」，課本提出了四點努力方向，分別是經由文化交流增

進兩岸溝通、加入世貿組織擴展經貿活動、藉助經貿合作促成政治統合、放棄武

力進犯展開和平對話（2004b：112-115）；此四點亦正是政府兩岸和平共處循序漸

進的政策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教材雖有引領統一的向度，卻不若舊版強調統一

的具體目標，「和平共處、共謀發展」成了兩岸關係的關注重點。 

    教材論述主體的改變、國家認同概念的轉向以及統一不再是唯一目標，使得

公民教材雖仍有傳承自中國文化、思想觀念及政治延續的內容，但一個以臺灣為

主體論述的新公民教育觀，卻也正從這份教材逐漸開展。 

肆、現代社會科課程標準及教材分析 

    現代社會是本次課程標準修訂，於社會學科中新增的科目，與世界文化歷史

篇、地理篇同列高二必修課程，惟各校依實際需要擇二開課；但因列為大學學測

考科之一，故各校仍多會開設本科，且常融入公民科必修課程中講授，故多配予

公民科教師授課。 

一、課程標準 

    現代社會科之目標如下（教育部，1996：145）： 

壹、瞭解現代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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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培養學生對現代社會現象的思考能力。 

參、增進學生對現代社會生活的適應能力。 

    其教材綱要節述如下（教育部，1996：146-152），其中與本研究相關之子題，

本文皆摘錄詳述之： 

1.緒論：現代社會的基本概念 

 1-1 現代社會的形成 

 1-2 現代社會的特色 

介紹現代社會的主要特色 

   1-2-1 使學生明瞭現代社會的各項特色，包括：政治民主、經濟的分工與合作、

文化的衝突與多元化、科技文明發展等。 

   1-2-2 討論現代社會價值變遷的特色。 

 1-3 從傳統走向現代—臺灣的現代化 

     討論臺灣現代化的過程與其所面臨的問題 

   1-3-1 說明臺灣的社會變遷與發展現況，包括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傳統

社會走向現代社會及政治民主化的過程。 

   1-3-2 討論臺灣社會在此轉型過程中面臨的問題、衝突與調適。 

2.個人與家庭 

2-1 自我形成 

2-2 兩性關係 

2-3 婚姻與家庭 

3.社區與社會團體 

 3-1 社區的形成 

 3-2 都市化 

3-3 團體組織與互動 

3-4 族群關係 

    討論族群的意義及族群偏見 

 83



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中「國家認同」變遷之研究 

  3-4-1 介紹族群的意義 

  3-4-2 討論種族中心主義，檢討族群偏見及歧視問題 

  3-4-3 使學生明瞭多元社會的意義及促進族群和諧的條件 

4.社會制度 

 4-1 政治與經濟 

     從社會學角度介紹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特色 

   4-1-1 介紹現代民主政治的特質與現代人的政治生活 

   4-1-2 討論臺灣的政治發展與當前問題 

   4-1-3 介紹市場經濟的特質與現代人的經濟生活 

   4-1-4 討論臺灣的經濟發展與當前問題 

4-2 教育與大眾傳播 

 4-3 文化與宗教 

 4-4 工作與休閒 

5.社會變遷與社會問題 

 5-1 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 

 5-2 人口變遷 

 5-3 社會階層與社會流動 

 5-4 社會問題與偏差行為 

6.國際社會與地球環境 

  說明國際社會與地球環境對臺灣之重要性 

 6-1 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社會學分析 

 6-2 當前環保與生態保育的意識與發展 

 6-3 介紹地球村的概念及地球公民的權利義務 

 6-4 探討臺灣在國際社會中應扮演的角色 

    現代社會科係 1995 年修訂課程標準新增的學科，其教材內容「力求扣緊臺灣

現實的社會脈動，從個人、家庭、社區、國家社會到國際社會等各個不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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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出發……」（教育部，1996：154），因此這是一門探討臺灣社會現代化歷程的

科目，課程介紹主體是臺灣，故已不再從中華民國延續性的發展論述，而純然以

社會科學知識為背景，導引學生認識所身處的臺灣社會發展，教材編寫並強調「應

兼顧不同族群、不同社群的不同需求，提供所需的教材內容，由授課教師依據教

學所需加以取捨。」（教育部，1996：154）因應民主化後臺灣的多元現象，本學

科著重社會現實的闡述，並期盼學生從多元族群中認識自我，並學會尊重、欣賞

不同族群的文化，以促進社會和諧。 

    在政治、經濟發展的教材中，著重的是臺灣 1949 年以來的政經發展，與當前

問題的剖析，並介紹臺灣的社會變遷與社運發展。最後，再以臺灣的國際角色論

述國際社會的概況與發展。 

二、教材分析 

    現代社會科，是第一部以臺灣為唯一主體對象的高中教科書11。在教科書編輯

大意第四點即述明：「本書內容之選擇與敘述，盡量引用本土素材，協助學生了解

自身所處的環境。但重要名詞，則於初見時附加外文原文供學生參考，引導其擴

大視野。」（林勝義，2006：1）其課程內容涵蓋現代社會各個面向的思索，論述

重點在 1949 年以後臺灣的現代化發展及其問題，這是一部教導學生認識臺灣，並

學習如何面對、適應現代化臺灣的教科書，廣義來看，其國家認同主體就是臺灣，

不是憲法架構下的法理中國、或未來統一的中國。 

    在教材中，有關現代社會基本概念，大抵皆以自由主義觀點陳述，如傳統社

會演變為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變遷，特色為強調平等、理性的價值觀，並重視成就、

個人的價值等（2006：30-31）。 

    與「國家認同」命題有關的論述，主要有第 3 章〈從傳統走向現代—臺灣的

現代化〉、第 10 章〈族群關係〉、第 11 章〈政治與經濟〉、第 19 章〈國際社會〉

等。在第 3 章中，以客觀的歷史發展及政治學理，說明「臺灣的政治體制，由傳

                                                 
11 國民中學第一部以臺灣為主體對象的教科書，是 1994 年教育部發佈修正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中的

「認識臺灣」，包含歷史篇、地理篇、社會篇，自 1998 年 9 月（87 學年度）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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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上的威權政治，逐漸轉型為民主體制」（2006：36），同時表示 1949 年以來，政

府面對中共威脅，「實施戒嚴、管制言論、禁止組黨，中央民意代表一時無法全面

改選，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也受到阻滯……當時非執政黨人士……發起抗爭行動，

造成政治衝突，甚至衍生外省族群與本省族群之間的嫌隙」、「有些人主張臺灣獨

立，有些人則主張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兩岸統一。近年來，雖然有較多的人

主張維持現狀，然而國家認同始終是一個潛在的問題，每逢選舉，難免又成為敏

感的話題，甚至直接或間接影響臺灣政治的穩定。」（2006：43） 

在第 11 章講述「臺灣的政治發展」時，具體將國家認同指為一個爭議性的政

治問題，課文提到（林勝義，2007：12-13）： 

 

國家認同的問題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於哪一個國家的人民」的問題。當

前對於國家認同的問題上，出現了數種論調，例如「臺灣共和國」、「中華

民國」，以及「中華民國在臺灣」等。不論哪一種論調，身為生活在臺灣的

這一群人，所期望的是能夠有自己願意歸屬的國家。在現階段裡，「國家認

同」是一個棘手且難以立即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了解「國家認同」所存

在的歧見，對臺灣這塊土地在朝向民主化發展的過程中，將是一種阻力。

因此，唯有透過理性的思考，冷靜地探討，全民尋求一個共識，才能恰當

地處理「國家認同」的問題。 

這是公民領域教材繼公民科之後，再次將外省、本省族群嫌隙與國家認同爭

議呈現在課程中，並真實地反映國家認同在臺灣民主發展上的隱憂；藉此，期望

導引學生正確地認知國家認同對臺灣未來的重大影響，從而建立其理性思考與冷

靜探討，如果將來可以逐漸化異求同，形成一國家認同的多數共識，將會是臺灣

長治久安的重要礎石。 

    除了政治認同的歧異列入教材，在文化認同上，課本也據實敘述了過去以來，

臺灣文化發展的困境。「早期，政府透過各級學校普遍推行國語，傳播媒體也以國

語為主，國語遂成為人們溝通的主要語言」（林勝義，2006：41）、「臺灣文化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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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著以儒家為主的中原文化，尤其透過各級學校有計畫的教育課程，中原文化已

經深入臺灣社會之中，成為多數人共同接納的文化。但是許多新一代的閩南人、

客家人和原住民，並不熟悉自己的母語，更遑論了解自己所屬族群的習俗和歷史。

這種只接納共同文化，而忽視個別族群文化的現象，是與多元社會的理想背道而

馳的。」（2006：45）在過去，公民領域教科書配合國策與政令，只讚揚中華文化，

因而絕不會探討個別族群文化，即使有，最終也要匯流至大中華文化體系內；此

外，公民相關教材更不會主張多元文化的觀點，破壞一體的中華文化認同。現代

社會科打破了這種思維方式，以多元論點引領學生思考社會的多元價值與理想，

充分地展現了自由主義的民主素養內涵。 

    國家認同的核心爭議—族群問題，本教材更以專章論述。在「種族」（racial 

group）與「族群」（ethnic group）的概念區隔，課本定義的非常明確，「種族通常

是指生理上體質特徵相同的團體……族群是指具有共同文化特徵的團體」、「人類

在體質上的差異，已不若在文化上的差異來的重要……因此，族群概念中所強調

的文化特徵，較諸種族概念上所強調的體質特徵，對於現代社會更為重要。」

（2006：142-143）如此的定義，打破了舊有中華民族血緣、宗族結合的民族神聖

性，並企圖從文化整合角度界定族群意義，或許有助於臺灣成為一個多元共容的

「新興民族」。接著，說明優勢族群（majority group）與弱勢族群（minority group）

的相對概念，「弱勢族群不一定是人口數量較少的族群，優勢族群也不一定是人口

數量多的族群」，其優勢與否，取決於該族群在團體中的政經地位，及所掌握的權

利與資源，如過去的南非，白人僅佔全國人口 5％左右，卻擁有統治權，絕大多數

的黑人卻是弱勢族群（2006：143-144）。 

以此概念，從臺灣的歷史發展觀察，在不同階段，分別產生不同的優、弱勢

族群。漢人由大陸移居臺灣，原本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民，成了典型的弱勢民族；

清朝統治時期，閩、客械鬥，人數較少的客家人居於相對弱勢；臺灣光復之初，

發生「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的「本省人」與來自大陸的「內地人」相互對抗，

當時政治、軍事與文教系統主要由「內地人」掌控，「本省人」顯然居於弱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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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復以後的數十年間，「內地人」在政治上一直居於有利的地位，直至「社會逐步

民主化，本省籍菁英進入政府服務，國會全面改選，『內地人』在政治上的優勢也

開始逆轉，而逐漸產生族群的危機意識，認為自己在臺灣社會中，相較於本省人，

是弱勢的族群。」（2006：144-145）課本分析臺灣的族群優、弱勢，並非要引起族

群之間對立或鼓舞原弱勢族群崛起報復，故進一步說明「種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與「文化相對論」（cultural relativism）的相對概念，申明種族中

心主義遭有心人利用的可怕，並強調「文化相對論認為不同族群之間的文化並沒

有高低優劣之分，每一種文化對於所屬的族群而言都有其相對的價值」（2006：

147-148），藉此引導學生摒除族群偏見，甚至族群歧視，學會欣賞不同族群的相對

文化，共同為消弭族群衝突、促進族群和諧戮力以赴。如此平等、和諧的族群論

述，將有助於民主化後，國家認同意識共識的重新形塑。 

    最後，本教材亦從冷戰後的國際社會觀點，闡述臺灣在世界上應扮演的角色。

面對國際社會軍事對峙與意識形態對抗已趨和緩，經貿關係成了主導國際互動的

最主要因素，教材從現實的政經發展，說明臺灣現有的角色條件（林勝義，2007：

173）：（1）在國際社會上，臺灣的國際地位一直受到中共的強烈打壓；（2）在政

治上，臺灣實施民主政治，社會多元又開放；（3）在經濟上，臺灣經貿實力強大，

世界矚目；（4）在地理環境上，臺灣位處西太平洋地區，是東北亞與東南亞交會

的要衝。以上的說明，充分呈現臺灣主體國際地位的論述，以及我國國際自我定

位的轉向，不再是主張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而是務實外交原則下的「中華民

國在臺灣」。進一步看，教材在「重返聯合國」的議題上，援引外交部原則說明政

府立場（2007：174-175）： 

 

1. 宣示我為主權國家之事實，增加我國在國際之間之能見度，並籲請國際

社會了解我所遭受不公平待遇之事實，以營造有利之國際環境，進而爭

取國際社會之認同與支持，達到參與聯合國的最終目的。 

2. 不預設立場，亦不挑戰中共在聯合國之席位，其以溫和漸進之手段，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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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臺灣二千三百萬人民參與聯合國之基本權利。 

3. 為平衡政府在外交及兩岸關係之政策，並避免引起不必要之統獨爭議，

於推動方式上，強調「參與」聯合國，而不言明「重返」或「申請加入」，

以增加推動的彈性。 

    以上的引述，可清楚地看到政府彈性外交的原則及不觸及兩岸敏感爭議的立

場，並已揚棄早年「漢賊不兩立」的外交政策；課本所傳達的雖仍是當時政府的

政策，但隨著民主化後的政策轉變，已經清楚看到對臺灣務實的認同，承認中共

在國際間形成的國際地位，我們無意挑戰她，我們只是努力讓世界看到臺灣的真

實存在，以及尋求二千三百萬人民應有的合理國際生存空間。臺灣的主體價值，

在現代社會教材中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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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05 年修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之公民

與社會科教材分析 

    1996 年首度的總統直選，讓臺灣向民主政治重要里程邁進，人民首次嘗試真

正當家作主的經驗，政府的統治須得被統治者認可，「主權在民」在臺灣已不再是

口號，而是政治制度的重要基礎原則。持續的民主成長，在 2000 年更向前進步，

長年執政的國民黨，在選民的選票抉擇下黯然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成立近 15 年的

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開創臺灣政黨輪替的先例，自此邁入第三波民主

轉型國家必經的政治發展道路，民主制度在臺灣已臻鞏固之境。 

1995 年發佈之課程標準，自 1999 年開始實施，然配合國民中學九年一貫課程，

讓高中生能以九年一貫為基礎繼續加深加廣學習，並因應 1995 年之課程標準實務

的檢討，如必修學分過多、缺乏選修空間，難以符合學生適性發展，週休二日1實

施帶來學科數與授課時數過多的困境，學年學分制實施衍生原課程標準缺乏可安

排重補修彈性等問題，教育部於 2001 年 5 月成立「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

會」，著手進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計畫，本次修訂時程自 2001 年 9

月至 2004 年 12 月，分「課程總綱修訂」及「各科課程綱要修訂」兩階段進行。 

    修訂過程中，因社會各界對延後分化理念多有疑義，同時對歷史科課程綱要

將明代以後中國史置於世界史脈絡的作法引發爭議，教育部爰於 2004 年 4 月 19、

20 日召開「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以「高中課程與定位革新」為主軸進行研討，

凝聚共識並提出建議；其後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針對上述會議之建議

進行討論，並與各界進行溝通後，決議回復高二分化作法，餘採新課綱修訂精神，

將此課綱稱為《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於 95 學年度（2006 年）起逐年實

施，並重新啟動新一波課程修訂機制，預計 98 學年度（2009 年）起實施一套較具

                                                 
1 我國公務員週休二日自 2001 年 1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各級學校也同步實施每週上課 5 日。參閱

Yahoo！奇摩知識網頁，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13018140 
【200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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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性之課程綱要2。（教育部，2005：601-602、611-612） 

    「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九五暫綱）至此定調，並於 2005 年 1 月 20

日修訂發佈，自 2006 年起暫行實施 3 年，3 年後另行實施新課程綱要（九八課綱）。

1999 年起實施的高中課程標準，7 年後即被九五暫綱逐年取代。 

壹、九五暫綱課程綱要 

    九五暫綱的修訂起於 2001 年，其修訂的時代背景不僅已完整經歷臺灣政治民

主化歷程，更是在臺灣首度政黨輪替後的課程修訂，故課程綱要、內容所具的劃

時代意義，是過去歷次修訂所不可比擬的。 

一、總綱目標 

    總綱在修訂目標上，開宗明義即言明，「普通高級中學教育，除延續國民教育

階段之目的外，並以提昇普通教育素質，增進身心健康，養成術德兼修之現代公

民為目的。」為實現本階段教育目的，須從生活素養、生涯發展及生命價值三層

面輔導學生達成下列目標（教育部，2005：1）： 

 

一、提昇人文、社會與科技的知能。 

二、加強邏輯思考、判斷、審美及創造的能力。 

三、增進團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神及責任心。 

四、強化自我學習的能力及終身學習的態度。 

五、增強自我了解及生涯發展的能力。 

六、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念。 

    自 1983 年修訂課程標準，迄 2005 年九五暫綱修訂，共 3 次課程修訂，其中

關於高中教育的政治性目標，從 1983 年的「發揚民族精神、健全公民道德—民族

精神及公民道德教育，旨在建立學生國家觀念、民族意識，及體認四維八德，民

                                                 
2 原預定 2009 年實施之九八課綱，因各界仍有疑慮，教育部於 2008 年 6 月宣布延後一年實施。參

閱本研究第 1 章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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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法治乃復國建國之精神武器」，至 1995 年的「增進民主法治的素養，培養負責、

守法、寬容、正義的行為」與「培養服務社會、熱愛國家及關懷世界的情操」，迄

九五暫綱的「增進團隊合作與民主法治的精神及責任心」；高中教育目標從復國建

國到熱愛國家，再到民主法治精神的強化，可見其隨政治發展而演變的軌跡，過

去，教育總是為統治者服務、宣揚，隨著民主化的進展，教育逐漸回歸其本質，

強調教導學生認知民主普世的價值，從而內化為生活的態度，傳統國家觀念、民

族意識已不再是養成教育的最重要目的。 

    另於課程設計與教材編選上，主張「各校可依地區特性開設地方文史與藝術

等相關選修科目，以彰顯高中教育的地方特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法

治教育、人權教育、環保教育、永續發展、多元文化及消費者保護教育等材料宜

適度融入相關科目教材之編選」（2005：5），從關懷鄉土與自身文化出發，並著重

生命、人權法治、多元並蓄等議題，透過選修課程的增加，將開課彈性下放給各

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可依學生實際需求或在地文化等規劃選修課程供學生修習，

主流文化的單一價值不再是教育訴求的重點，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社會的多元學習

與認同。在教學實施上，強調「藉教學活動培養學生批判性與創造性的思考能力」，

教學活動不再是單向接受，而是雙向互動，進而培養學生批判與創造的思考價值

能力；亦著重教學與社區、社會適度互動，以培養學生公民意識與社會參與（2005：

6）；教育不再只為形塑國家統一的價值體系，而是廣為培養公民社會中的良好公

民。 

二、社會領域授課時數與科目整併 

    在九五暫綱中，社會領域於必修學分中共計開設 3 種科目，歷史、地理、公

民與社會各於高一、高二每學期開設 2 學分；於高一至高三每學期各有 3 至 19 學

分的選修課程，亦規劃有社會學科類的選修科目。詳細授課科目及時數規劃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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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九五暫綱社會領域科目及學分數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類別 領域 科目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歷史 2 2 2 2   

地理 2 2 2 2   必修 
社會

領域 
公民與

社會 2 2 2 2   

選修 社會科學類等 0-3 0-3 6-7 6-7 14-19 14-19 

資料來源：節錄自教育部（2005），《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頁 2。 

    本次的課綱修訂，有別於以往的公民領域分科教學，將 1995 年課程標準中的

「三民主義」、「公民」、「現代社會」等三科目加以統整、刪除重複、精簡內容整

併為「公民與社會」科，一方面延續共同精神，承繼原有優點，減少授課教師重

新調適的困難；一方面創新課程結構，調整課程內涵，迎接時代潮流不斷向前推

移的考驗（2005：648）。 

    值得一提的是，上列整併的 3 個學科中，「三民主義」科在這波教材改革中，

幾乎被刪除殆盡；公民與社會的課綱與教材中，除論及政府論與我國的立國精神

中約略提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外，有關詳細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

或其他思想淵源，在此均不復見，更遑論早期教材中的反共復國國策與政令宣揚。

三民主義學科在過去，一直被視為國民黨黨化教育與形塑意識形態的工具，終於

在 2005 年政黨輪替後的教材改革中，隨威權政治的終結而結束其任務。 

    另外，從過去大學聯考到大學入學學科測驗，乃至改制聯考而來的大學指定

科目考試，原居於重要地位的三民主義考科，自 1996 年改採測驗題形式並減為 50

分，至 2000 年大學聯考廢考，將其整併入學測社會考科中佔 4 分之 1，公民領域3

專任授課教師一度無奈嚥氣，因為公民課程紛紛成為其他考科的配課產品，各校

甚至對於公民科教師出缺，亦不補實。此等情況至九五暫綱發佈後才見改善，因

                                                 
3 因應考試領導教學取向，在過去，公民領域專任教師授課重點通常是考試重點科目—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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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課綱改革，大考中心將公民與社會列為指考科目之一4，令公民科重新取得學

科的考試地位，也再次展露其重要性。 

貳、公民與社會科課程綱要與教材分析 

一、課程綱要 

    公民與社會科教學目標，在於養成學生具備適應現代社會生活應有的公民資

質，使其成為健全的現代公民，欲達成之目標有： 

一、充實了解現代社會現象的公民知識與現實感。 

二、培養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公民德行與關懷心。 

三、增進現代社會生活的公民參與能力和未來觀。 

    據上列目標導引，公民與社會課程欲培養之核心能力為： 

一、認識心理、社會、文化、教育、倫理、法律、政治、經濟以及環境等

社會科學領域相關的基本知識。 

二、培養對於個人、人際、社區、制度、國家以及全球等現代社會範疇互

動應具有的公民素養。 

三、增進對人與己、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國家、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世

界等相關問題的解決能力。 

四、培養對自我的肯定、對鄉土的關懷、對國家的認同並具有地球村的意

識。 

五、建立正確的生命觀、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國際觀和永續發展的

理念。（教育部，2005：111） 

    綜觀以上課程目標與欲達成之核心能力，公民與社會科已迥異於以往的三民

主義與公民等科的教學方向，1995 年以前的公民領域教學偏重復國建國使命的灌

輸、立國精神與優良文化傳統的宣揚、發展道德判斷知能陶冶健全品格等，以塑

                                                 
4 為因應民國 95 年正式實施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考試科目增列為十科，包括國文、

英文、數學甲、數學乙、歷史、地理、公民與社會、物理、化學、生物等。參閱財團法人大學入

學考試中心網頁，http://www.ceec.edu.tw/AppointExam/AppointExamProfile.htm 【2009/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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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合於中華文化的高道德公民為目標；公民與社會則著重在現代公民資質的培

養，並促成健全現代公民，故課程內涵以優質公民資質的公民知識、公民德行與

公民參與為主，並順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特別重視國際觀與永續發展概念，以

養成足堪適應現代化生活的公民知能為重點。 

    本研究所關切的主軸概念—國家認同意識，公民與社會科亦有涉及，但連結

自我肯定、鄉土關懷、國家認同甚至全球化的地球村等方向，依次串成一整體性

認同概念，而非執著於民族國家的強勢認同或過去主流價值主張之國家觀念。在

課程內容的四大主題5中，從國家認同的不同研究面向看，本學科於國家認同議題

有關的指標，約分佈於文化、政府與政治等，茲摘錄課綱內容並加以分析如表 2-5

所列。 

表 2-5 九五暫綱國家認同議題內容分析 

主題 主要內容 說明 
國家認同

對應面向

單元 1 之 7-發

現文化 

4 主流文化與次文化 4-1 主流文化與邊緣文化、青

少年次文化等。 

4-2 建構多元包容態度。 

文化認同

單元 1 之 8-多

元文化 

2 文化起源的雜異與

涵化 

 

3 我族中心與多元尊

重 

2-1 各種文化起源的雜異性 

2-2 不同文化的涵化過程與學

習採借 

3-1 文明進化論與我族中心問

題 

3-2 種族主義的危害 

3-3 尊重欣賞不同文化間的價

值 

文化認同

歷史認同

多元文化

認同 

                                                 
5 公民與社會科教材之 4 大主題單元分別是（一）心理、社會與文化；（二）教育、道德與法律；（三）

政府與民主政治；（四）經濟與永續發展。（教育部，2005：1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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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 3 之 1-國

家的組成與目

的 

1 國家的形成 

 

 

2 國家的目的與功能

 

 

 

 

 

3 國家統治的正當性

基礎 

 

4 國家的分類 

1-1 群居生活與政治組織 

1-2 現代國家的出現 

1-3 現代國家的特色 

2-1 國家存在的目的（維持安

全與秩序、增進公共利益、保

障人民基本權利、落實社會正

義、維護文化傳統與生態環

境） 

2-2 國家、社會與市場的區別 

3-1 國家與人民的關係 

3-2 正當性的概念 

3-3 政治統治的正當性基礎 

4-1 國體與政體 

4-2 常見國家分類方式 

制度認同 

單元 3 之 2-民

主政治與公民

德行 

1 民主政治的意義 

 

2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

則 

 

3 民主生活 

 

4 公民德行 

1-1 民主政治與非民主政治的

分野 

2-1 代議民主、責任政治、定

期改選、政黨競爭 

2-2 民主政治的價值與限制 

3-1 民主的生活方式 

3-2 從程序民主到實質民主 

4-1 公民身份與公民意識 

4-2 現代公民應有的德行 

制度認同 

政治文化

認同 

單元 3 之 3-政

府的組織、功

1 民主國家的政府體

制 

1-1 總統制 

1-2 內閣制 
制度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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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權限  

 

2 我國的中央政府體

制 

 

 

3 我國中央政府的功

能 

 

 

 

 

4 地方政府的組織與

功能 

1-3 混合制（半總統制、雙首

長制） 

2-1 五權憲法下的中央政府 

2-2 總統的職權及其與五院的

關係 

2-3 行政權與立法權的互動 

3-1 萬能政府與有限政府概念

的比較 

3-2 我國憲法所規定的中央政

府功能 

3-3 政府改造與政府功能的再

界定 

4-1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

係 

4-2 地方政府的組織與權責 

4-3 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單元 3 之 4-政

府運作的基本

原則 

1 權責相符與效能政

府 

2 法治原則與依法行

政 

1-1 責任政治的意義 

1-2 政府績效評估 

2-1 法治原則（rule of law） 

2-2 依法行政（rule by law） 

2-3 行政中立 

制度認同

單元 3 之 5-政

黨政治與選舉

制度 

1 政黨政治 

 

 

2 選舉制度 

1-1 政黨的意義與功能 

1-2 政黨制度的類型 

1-3 政黨單獨執政與聯合執政 

2-1 選舉的意義與選舉權行使

制度認同

政治文化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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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舉活動 

 

 

4 公民投票 

 

的原則 

2-2 選舉制度的類型 

2-3 我國選舉制度分析 

3-1 競選活動的法律規範 

3-2 影響選民投票行為的因素 

3-3 如何改善我國的選舉文化 

4-1 公民投票與民主政治 

4-2 公民投票的運作 

4-3 公民投票的優點與缺點 

單元 3 之 6-我

國的民主憲政

發展 

1 我國的立國精神 

 

 

 

2 我國憲法的修訂過

程 

3 我國的政治發展 

 

 

4 我國政治發展的意

義 

1-1 憲法的制定 

1-2 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

共和國 

1-3 國家的認同 

2-1 歷次修憲的要點 

2-2 憲政變遷的意義 

3-1 政治發展的意義與指標 

3-2 從威權統治到自由民主 

3-3 我國政治發展的動力 

4-1 臺灣民主化經驗的重要性 

4-2 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前景 

制度認同 

歷史認同 

單元 3 之 7-兩

岸關係 

1 兩岸關係的演變 

 

2 大陸的對台政策 

 

 

1-1 分治的歷史與現實 

1-2 目前兩岸關係的問題所在 

2-1 中國大陸處理兩岸關係的

原則 

2-2 一國兩制等各項對台政策 

歷史認同 

制度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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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的大陸政策 

 

4 兩岸互動與未來展

望 

3-1 臺灣處理兩岸關係的原則 

3-2 國統綱領等各項大陸政策 

4-1 兩岸各自的政治社會經濟

轉型 

4-2 國際政治的影響 

4-3 兩岸各項交流的現況與展

望 

單元 3 之 8-我

國外交政策 

1 國際政治的基本認

識 

 

2 我國參與國際社會

的努力 

 

3 我國的外交現況 

 

 

4 如何突破外交困境

1-1 當前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 

1-2 爭取國際地位的重要性 

1-3 參與國際組織的重要性 

2-1 我國重返聯合國的努力 

2-2 我國參與其他國際組織的

努力 

3-1 正式外交與務實外交 

3-2 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 

3-3 城市外交、國民外交 

4-1 外交困境的現狀與原因 

4-2 突破外交困境的作法與實

際成果 

制度認同

歷史認同

資料來源：節錄自教育部（2005），《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行綱要》，頁 112-124 及

本研究者自行歸納。 

    表 2-5 所列舉係公民與社會科必修課程中，與國家認同相關論述的課程綱要；

從 1983 年的三民主義、公民依然強調民族意識與愛國情操的陶鑄，到 1995 年的

三民主義、公民或現代社會，其教學已漸漸擺脫教條式宣教，而企圖營造公民領

域的學科專業性，至 2005 年的公民與社會已幾乎完全脫離統治者政治束縛，以學

術理論與社會發展實況為基礎，以臺灣經驗為教材主體，詳實介紹我們共同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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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化歷程，一個以臺灣現況為主體認同的教育體系，刻正建構當中。 

    在 2005 年的公民與社會實施方法中的教材編選原則，特別強調「教材內容的

編寫應結合臺灣現實的社會脈動，從個人、家庭、社區、國家到國際社會等各個

不同層次出發，在各學科基本學理的基礎上，結合現實社會生活的素材為知識探

討的起點，以培養學生的現實感，並學習解決現實生活可能遭遇的問題」；「教材

的編寫應採多元化的理論觀點，避免訂於一尊，以利學生發展多元思考角度」（教

育部，2005：125）。因此，教材中不再有中華民族的文化、道德宣揚，不再有中

華民族一統的民族情感凝聚，不再從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觀點強調國家統一的重

要；取而代之的是臺灣民主化與憲政發展的敘述，所著重的是立憲制度的新認同，

是民主社會下個人權利保障的新認同，是多元族群下的多元文化新認同，是陶鑄

現代社會公民的公民資質新認同；即使有民族主義式政經成就的歷史認同，其所

認同的主體仍是 1949 年以後的臺灣成就，不再是傳承自中國的歷史成就。課綱中

所確立的臺灣主體意識，落實到課本教材中，自然成了更具體的臺灣主流價值論

述，國家認同在其中成為多元面向的討論議題，以引導學生共同認識現狀，思考

未來。 

    此外，教材編選還有一因應臺灣多元化族群的重要原則，即「教材的編寫應

兼顧不同社群、族群的需求，提供所需的教材內容，由授課教師依據教學所需加

以彈性取捨。」（2005：125）在講述臺灣多元化的族群現象同時，又兼顧到不同

族群可能的情感因素與需求，避免對任何族群造成傷害或因而產生對立，如此細

心的處理，在選修公民與社會的課綱6中，可見端倪。選修第一單元「現代社會與

法律」中，論及「社會階層化與社會流動」的現象時，課綱中提到社會階層的「結

構條件（如性別、族群、城鄉差距等）」時，特別附註說明「為考慮校園族群關係

以及臺灣社會的特殊族群文化，所謂族群不平等的問題，仍然需要敏感並審慎處

理。千萬別一堂課下來反而激發了激昂的族群意識與問題。關於性別、族群階級

                                                 
6 選修公民與社會係高三課程，其是在高一、高二必修課程的基礎上，提供學生進一步學習的進階

課程（教育部，2005：365）；於教學現場上的實況，通常開設於第一類組（即文法商等社會類組）

的選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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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建議多舉例，如使用當代社會分析的例子，應多舉歷史以及國外的例證

說明，以擴大學生視野為最高目標7。」（2005：367）在談到「社會運動與立法」

中，提及「社會運動與臺灣民主化的關係」時，課綱亦附註「本課宜針對不同的

運動，說明臺灣的情況，並儘量舉例8。」（2005：368）以上所舉例證，顯示了公

民與社會教材對臺灣族群現況的小心處理，它耳提面命地提醒授課教師，對族群

或社運等爭議性較高議題，在課堂上應保持價值中立與客觀陳述，並正反舉例，

以求學生徹底了解現況進而擴大視野，尤其應避免因授課者內容不當而造成更多

負面效果。 

二、教材分析 

    整併三民主義、公民、現代社會等科後的公民與社會，教材所包含的社會科

學內容有第 1 冊心理、社會與文化，第 2 冊教育、道德與法律，第 3 冊政府與民

主政治，第 4 冊經濟與永續發展；另有進階選修教材上冊現代社會與法律，下冊

民主政治與經濟。以國家認同的各面向指標觀之，其關於國家認同之論述多集中

於第 3 冊，另於第 1、2 冊關於文化、倫理、道德部分亦有相關闡述，以下將擷取

教材相關內容進一步敘述、分析。 

    承前段分析課程綱要所述，九五暫綱修訂的時代背景，係經歷臺灣完整民主

化歷程，甚至是首度的政黨輪替，臺灣在政治上已脫離威權統治，民主制度已臻

健全，故整體公民與社會教材方向已轉向為現代化社會公民資質的陶養，對於國

                                                 
7 配合課綱要求因應臺灣社會的特殊族群文化，應審慎處理族群議題，教材編寫社會階層的族群結

構因素，提到「在特定社會中，不同族群的地位與角色，使其所能獲取的社會資源有所差異，因

而造成族群間不同的社會階層地位」時，課本小心地避免引起不必要的族群偏見與對立，因而不

以臺灣社會現況舉例，改以法國信奉伊斯蘭教的非裔族群在 2005 年的暴動為例，說明弱勢族群

長期受到歧視而引發的社會動盪與不安。（鄧毓浩，2008c：39-40） 
8 配合課綱要求，教材論述「社會運動與臺灣民主化的關係」時，不單舉政治性社會運動為例，對

於社會議題性運動，亦多有著墨；如 1970 年代以後的大學雜誌、臺灣政論、美麗島雜誌等刊物，

對社會運動起了重大的促進作用；1980-1986 年間則舉例消費者運動、反污染自力救濟運動、生

態保育運動、婦女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等涵蓋社會各階層的各種議題社運；解嚴後，是社會運

動發展到最高峰時期，除民進黨相繼的政治性抗爭外，還有如 1988 年的農民、勞工、環保、老

兵等的抗爭，1989 年的無住屋、殘障者抗爭等。對於這些非政府力量，為從事公益性的目標而

相互競爭、努力等來自公民社會的社會力展現，持正面肯定的態度，社會運動雖然短暫的影響社

會秩序，但長遠來說，社會運動可以帶動公眾討論的功能，有相當正面的影響。從政治的角度來

看，社會運動對臺灣的自由化、民主化有五項貢獻，衝擊威權體制、人權受到重視及保障、改變

不當的政策與觀念、促成公民社會的興起、培養理性的公民等。（鄧毓浩，2008c：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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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同的概念則著重於臺灣現狀的陳述，與引導思考未來的走向。 

    在教材內容論述「文化」概念時，從文化意義與內涵出發，述說文化的起源，

生活中文化的現象與活動，對主流文化、次文化、邊緣文化分別定義，從而談及

當代多元文化的形成，與多元文化下吾等應持有的同理心與尊重的態度等。課文

內容不再陳述中華文化的傳承，甚至提及文化意義時，以「中國」古書易傳「觀

乎天文，以查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鄧毓浩，2008a：132）說明文化的

成形；提及每一社會所重視的價值時，以「中國」的儒家思想重視現世、強調中

庸之道為例說明（2008a：135）；提及民俗傳統活動時，特別說明「中國人」重視

農曆新年，除夕夜全家圍爐吃年夜飯，象徵闔家團圓，在大門貼春聯，象徵除舊

佈新（2008a：139）；細微觀察課文用詞，發現凡提及中國故有傳統或習俗時，均

加「中國」二字，似乎有意提醒學生，中國與臺灣並存的現況，這是過去教材中

所不曾有過的語法。此外，不同語言也反映出不同的文化，解嚴前的三民主義學

科引述中山先生主張，統一語言是加強民族團結、促進民族意識覺醒最根本的方

法；在公民與社會課本中，主張語言是人類文化中普遍的發明，人類使用語言也

有多元的現象，一個社會常會同時存在幾種不同語言，在臺灣社會中，同時並存

著官方語言的國語，以及閩南、客家、原住民各族的語言，和從中國大陸來台的

各省人所說的語言（2008a：137-138）；藉著講述語言的多元化，說明臺灣多種語

言並存的現象，並指此乃各族群生存與溝通的需要，以各種音串和語法形式存在

人類社會；以此反思早年強制性的國語文政策，似有昨非而今是之感。 

    對於多元文化的進一步闡述，教材提出「涵化」概念，說明不同文化互相接

觸後的交流與融合。「涵化就是指在文化交流變遷的過程中，兩個文化甚至許多文

化之間，因為持續進行第一手的接觸，彼此會吸收另一個文化中的某些要素，形

成相互採借甚至融合的現象，使得兩個文化的相同性日益增加。涵化可能是自願

的，也可能是被迫的，而且在涵化的過程中，人們可能會有相當程度的反抗。」

（2008a：161）此一涵化論點，其實是文化融合的觀點，並指出涵化也可能是強

勢文化強迫弱勢文化接受的一種形式；課本以持平的方式敘述文化間的融合，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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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倡任何文化的優勢地位，試圖讓教材呈現多元文化的差異性質，而無高低優

劣之分；更重要的是，僅從文化層面談文化融合，不再上綱到民族間的涵化融合9，

更不企圖營造民族一統的大團結景象。 

    至於過份強調種族造成的危害，教材提出我族中心文化霸權現象；歐美國家

從我族中心出發，借進化論主張，以教化者自居向外拓展殖民地，對其他民族與

文化帶來了極大的衝擊；明鄭時期從福建、廣東等地移民來台的漢人，稱呼原本

就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民為「番」，並根據其漢化程度的深淺分為「生番」、「熟番」；

凡此對其他文化產生的偏見、歧視，或此等妄大自尊的態度，經常造成人類社會

的災難。故而主張以尊重包容共創多元之美，提醒學生「對於生活在臺灣社會中

的各個不同族群以及外來人口，我們應該努力認識和了解他們的文化，進而能包

容、尊重、欣賞和接納各種不同的文化。文化有其普遍性和差異性，如何『一視

同仁、相互尊重』正是當前人類要努力以赴目標。」（2008a：163-167） 

    在倫理、道德方面的論述，雖仍提到儒家思想的五倫，但把倫理的討論從「人

與人間的社會關係」擴大到包括「人與自然萬物的關係」，使得倫理議題的討論更

加廣泛；道德則強調個人的德行，是指個人能依善惡對錯原則調整自己行為（鄧

毓浩，2009：28）；論倫理與道德之重要性，多從個人修維提昇至整體社會善行生

活，也就是著重個人內在思想與外顯行為的規範，而不再摻入有政治目的道德意

識，甚或褒揚固有傳統、復興中華文化。順應現代社會的德行，道德實踐上重視

尊重、負責、寬容，並強化公德心概念，提倡公共倫理如校園倫理、工作倫理、

經濟倫理等，配合現代社會的科技與資訊發達，亦加入新時代的科技倫理與資訊

倫理；凡此，在在顯示公民與社會學科，配合時代脈動，欲培養現代社會的公民

資質與新倫理觀，以適應民主多元的科技時代新生活。 

    以上引述雖屬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觀，然在課程中，已不復見中華民族主

義的統一國家觀，更無藉此營造高凝聚力民族意識之企圖，文化論述是要養成對

多元的包容與尊重，道德的陶冶是要發揚人類善性與公德的實踐；公民優良資質

                                                 
9 民族間的涵化與相互融合相關論述，見本研究第 4 章第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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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養是此文化認同的重要目的。 

    國家認同概念的論述，在第 3 冊—政府與民主政治中最為詳盡。在此單元中，

無論是國家概念的形成、民主政治的闡揚、政府組織的介紹、政府運作的原則以

及政黨政治與選舉制度的影響等，均是從民主的角度，形塑自由主義之國家認同

觀點，包括個人權利、政治制度、法治社會等的制度認同。在國家統治的基礎，

課本提出國家權力的行使須具備正當性（legitimacy）的概念，即「國家統治應該

以人民之同意為基礎」（鄧毓浩，2007：13）；並援引羅爾斯（John Rawls, 1817-1862）

「公民不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主張，說明當政府統治行為違反公平正義原

則時，人民有權以公開、非暴力且基於良知的違法行為，促使政府改變不正義的

政策與作為，「『公民不服從』代表著人民以良心監督國家的統治，以確保國家能

夠實現人民福祉，因此是公民重要的正當權利之一。」（2007：15）國家不再是至

高無上的集合體，她是為民謀福的工具，當她有所偏差或不再提供合於人民滿意

的政策時，人民有權拒絕她，個人優於國家政府而存在的自由主義思考邏輯，在

此澎湃開展起來。 

    在政治制度與法治社會的認同上，教材著墨甚深。從民主國家政府體制，包

括內閣制、總統制、混合制的介紹，到我國修憲後的中央政府體制與地方政府制

度，皆有詳盡說明。進一步看，除了制度的說明外，對於統治的內涵亦有深層論

述；權責相符與效能政府的主張上，課本提出政治責任、行政責任、法律責任三

者均重的責任政府概念，並引進管理學上績效評估理論，對政府機關進行績效評

鑑與目標管理，「政府的重要目的是為民服務，因此人民也應該像消費者一樣，要

求政府提升服務品質。如果政府的服務績效不好，人民就可以透過民意代表的監

督或是手中的選票，讓執政者負起應負的責任，真正落實責任政治。」（2007：73-78）

另外，對於政府統治原則，亦提出法治原則（rule of law）加以申述；法治是人治

的相對概念，是指國家必須依據代表人民的立法機關所制訂之法律，來進行各項

施政；亦即國家的行為必須受法的拘束，以「法」來治理國家。法治原則並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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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依法行政（rule by law）的法律優位10與法律保留11原則，並強調行政中立在民

主法治國家的重要（2007：79-85）。民主制度與法治社會的闡述，並不單只為了營

造制度認同，它更是民主素養深化與個人權利保障等重要觀念的啟迪。 

                                                

    關於國家認同的內涵，教材在〈我國的民主憲政發展〉一課中，以立國精神、

憲法修訂與政治發展層面分別說明。在「立國精神」段中所揭露的國家認同觀，

是偏重於心理層次的論點，亦即回到民族主義的認同角度為基準，「國家認同是一

種心理上的狀態，及國家內的成員基於心理、情感或安全的需求，自認為屬於這

個國家，因而產生一種歸屬感，因而願意向它效忠，必要時甚至願意為它犧牲生

命」、「國家認同對於國家的建立，至關重要……透過國家認同，可以使國內的國

民相互之間產生一種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同胞感，因而能凝聚國人的向心力……

國家若遭遇外敵侵凌，國家認同亦可激發同仇敵愾的精神，共禦外侮，保衛國家。」

立國精神是國家認同的基礎，各國的立國精神中也往往具有民族意識，主張本民

族的獨立自主或提倡本民族之光榮使命等，如一次大戰以後，巴黎和會逕將中國

山東半島與遼東半島權益讓予日本，因而激發五四運動；中國對日抗戰，以貧弱

之國力得以對抗全權，所仰賴者意識民族意識所發展出的愛國情操。總之，中華

民國的立國精神是民有、民治、民享，而其背後的理念基礎實為孫中山的三民主

義，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明訂的事實，除非修改憲法刪除前言及總綱第 1 條12，否

則國人都應依循此立國精神，來建立我國的政經制度，追求國家的發展目標。

（2007：119-120） 

    在「憲法修訂」與「政治發展」的敘述中，教材概要式地將 1947 年行憲以來

 
10 法律優位是指國家行政須受法的拘束，也就是以法來支配、指導行政，行政行為在消極層次上

不可以違反法律規定，亦稱為消極的依法行政（鄧毓浩，2007：80）。 
11 法律保留是指行政行為須依據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尤其是干預人民自由權利之行為，行政機

關必須依法律，不可僅以行政命令規定之，此乃植基於「國家是為人民而存在，而非人民為國家

而存在」的國民主權精神。（鄧毓浩，2007：80-81） 
12 中華民國憲法前言：「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依據  孫中山先生創立中華民國之

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寧，增進人民福利，制訂本憲法，頒行全國，永矢咸

遵。」這前言明白指陳，中華民國憲法的根本精神就是國父遺教，即三民主義（劉慶瑞，1990：

27-29）。 
  中華民國憲法第 1 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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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憲政發展，包括從「臨時條款」的制訂、廢止，到民主化後的七次修憲做一回

顧，提出了四項憲政變遷的意義—回應人民需求、實施國會改革、調整政府體制、

增加人民權利（2007：123-125），依此說明了三項臺灣政治發展的重大意義： 

 

1. 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機會的擴大，使每個人更能享有充分的權利。 

2. 政府能力增強，不但有能力執行公共政策，而且其服務能滿足人民之

需求。 

3. 政府體制的功能愈來愈講求專業化，因而其組織結構也必須能分工而

合作。（2007：125） 

    臺灣歷經威權統治時期（1949-1977）、民主萌芽時期（1977-1986）、民主轉型

時期（1987-1996），其間從中壢事件、美麗島事件等的重大政治衝突中，逐步建構

起臺灣民主化的先驅，繼之以解除戒嚴、黨禁報禁開放，民主的腳步已大步向前

邁進；終於在 1996 年，臺灣人民第一次以直選方式選出總統，主權在民的理想終

於在臺灣真切實現，而使臺灣走入民主鞏固時期（1996 年 3 月以後）；1997 年底

縣市長選舉的結果，地方政府執政版圖出現了朝野逆轉情勢，2000 年 3 月總統大

選揭曉，民進黨取代了國民黨成為執政黨，實現了政權和平轉移。我國自民主化

以後的政治發展，雖總是在紛擾中進行，但也獲致相當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不

但是我國珍貴的政治資產，對中國大陸或其他開發中國家，並具有一定的啟發作

用（2007：127-128；130）。 

憲法的修訂與政治發展的推進，是促成臺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動力；這重

大事件的歷史回顧或民主化的政治成就，亦屬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觀—歷史認

同；不過，此認同已全然聚焦於臺灣的歷史發展，有別於過去公民領域教材，著

重中國所傳承的歷史認同。 

    「兩岸關係」是造成國家認同差異的最大因素，對此，教材以專課論述。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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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課本從兩岸分治的歷史事實與不同階段13的發展，說明兩岸從衝突、對峙到交

流的演進變化，並指出目前兩岸關係三個層次的問題為：（一）政經體制的差異：

兩岸的分治，表面上看是國共內戰，黨派權力鬥爭的結果；但究其本質，實則是

兩岸政治、社會、經濟制度與生活方式之爭，其根本差異是意識形態與政經制度

的不同。（二）主權認定的爭議：中華人民共和國不承認中華民國主權，甚至宣稱

對臺灣擁有主權，這是兩岸最根本的衝突點；在此般主張下，臺灣變成一個地方

政府，不具備國家條件，不能參加官方國際組織或參與國際社會活動；而臺灣在

主權的認定上，則堅持代表臺灣的中華民國是主權獨立的國家，甚至以「特殊的

國與國關係」來處理主權爭議；近年來，政府更以臺灣主體性來突顯主權觀念，

積極參與國際活動。（三）缺乏互信基礎：雖然海峽兩岸曾透過海基會與海協會協

商，舉行過兩次辜汪會議（1993 年及 1998 年），其間也達成某些事務性協議；然

因兩岸對於一個中國爭執不下，使得兩岸關係轉趨冷淡，且因大陸經濟好轉，故

中國對兩岸協商姿態拉高，協商溝通更形窒礙難行（2007：142-144）。教材對兩岸

關係的發展有此般清楚陳述，對於學生認知兩岸問題有直接的助益；除延續 1995

年課程標準之公民課程，稱兩岸分治本質上是意識形態與政經制度差異外，更進

一步明指主權爭議是兩岸關係的根本衝突點，主張代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主

權獨立的國家，甚至將李登輝前總統的「兩國論」納入教材，此時的國家認同主

體已清晰地界定為中華民國在臺灣（R.O.C. on Taiwan），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至少是

特殊國與國關係，不是一個中國下的兩個地區。 

    不過，當政府的國家認同主張開始轉向，特別是政黨輪替，傾向臺灣主體意

識的民進黨取得執政權後，臺灣意識一耀而為主流價值，國家認同真的就揚棄中

國統一、轉向臺灣主權獨立的共識了嗎？事實上的發展似乎是否定的，而且從一

元的價值強制認同體系，鬆綁成為多元主張時，反而集結不成多數共識，造成認

知差異、甚至尖銳對立。教材中也意識到此般政治現狀，故論及臺灣的政治社會

                                                 
13 1949 年 10 月，中共在北平建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政府退守臺灣，兩岸遂形成以臺灣海峽為

界的分裂分治局面，綜觀其發展，可分三個階段：（一）軍事衝突時期（1949-1978）；（二）和平

對峙時期（1979-1987）；（三）民間交流時期（1987 迄今）。（鄧毓浩，2007：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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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轉型時特別指出 2000 年政黨輪替後，「近些年來頻繁的政治運動和激烈的政

黨競爭，無形中削弱了政府的公信力；加上不安的族群關係、分歧的國家認同，

以及多重的信賴危機，衝擊社會的穩定與團結，形成國家安全的內在威脅。因此，

在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的基礎上，臺灣透過對歷史的反省，用心包容理解不同族

群在認同上的差異，重建臺灣文化的主體性，建構共存共榮，互為伙伴關係的多

元性社會。」（2007：152）如此柔性的包容呼籲，可見教材對建立穩定、共存共

榮社會的殷殷期盼。 

    最後，對兩岸關係未來的展望，本教材與過去的公民領域教材有明顯差異。

1995 年課程標準下的教材14，儘管已如實地陳述兩岸分裂、分治事實，但仍對中

國未來統一充滿期待。本課程則從兩岸的社會、經貿、文教等交流出發，期盼雙

方朝良性互動，共同朝向健全兩岸協商管道、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構建互動合作

機制、建立軍事互信機制等一起努力，透過全面交流增進彼此認識、降低敵意；「兩

岸問題千頭萬緒，兩岸關係錯綜複雜，但『對等地位』、『國際空間』、『和平保障』

是臺灣人民冀求的基本利益，因此中共唯有抱持理性和平及平等互惠的態度，尊

重臺灣地區人民的權益與意願，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2007：153-157）在此見

到了呼籲尊重臺灣人民意願的主張，以共創雙贏結語，避去了對未來統一目標的

設定；對於主權，則提倡雙方共同暫時凍結主權爭議，並致力於加強雙方交流與

合作（2007：173），取代國際上的尖銳對立。國家認同的概念終於褪去了統一的

架構，朝向更多元化的思考。 

參、兼論「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九八課綱） 

    2004 年「全國高中教育發展會議」達成一重要共識，即 2004 年修訂、2005

年發佈之九五暫綱於 2006 年施行後，應立即啟動理想的新課程修訂機制，預定 98

學年度（2009 年）開始實施15；爰此，教育部自 2004 年起，著手籌畫修訂「普通

                                                 
14 1983 年的課程標準（或更早已前）因仍在戒嚴時期，故兩岸關係論述大致皆建立在反共復國的

國策上，最終所追求者，是中國的統一。 
15 參閱〈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經過〉，頁 435。全文下載自

http://physical.tcfsh.tc.edu.tw/physical/data/%B0%AA%A4%A4%BD%D2%B5{%BA%F5%A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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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九八課綱），修訂期程為 2004 年 10 月起至 2007 年 12 月；

2008 年 1 月完成修訂發佈，原預計自 98 學年度起實施，但因各界仍有意見，遂延

後 1 年實施。 

    重新修訂後的九八課綱，原則上係延續九五暫綱，因而總綱目標與九五暫綱

大致相同；而科目與學分數的調整，在自然領域必修部分變化較大；另外，國防

通識改成全民國防教育，僅列高一必修。課程比較大的變革，係數學、英文、物

理的分級教學；至於社會學科的必修科目與學分數並無改變，只是開課年段可斟

酌調整成高一至高三，每學期 4 學分。（教育部，2008：1-2） 

    在實施通則部分，為使選修課程更富彈性，有較明確的新規範：「各校應訂定

期程表漸進推動『無固定班級授課制』，並積極開設選修科目，以因應學生的個

別差異與發展。學校每學期開設選修科目之學分數，以各學期規定選修學分數的

一點五倍為原則，以供學生選讀。」（2008：3）此係為因應學生個別性向、興趣

差異所做之課程安排，目的在活化高中教育，並以選修課程替代分組制度；此改

革將有助於高中課程朝向更多元化的發展，協助學生依性向發展自我，為大學教

育預作準備，值得予以喝采。 

一、公民與社會科課綱目標與核心能力之變革 

    公民與社會科的課程綱要，將九五暫綱的目標與所欲培養的核心能力重新整

併，為增進學生的公民資質，其所欲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充實社會科學與相關知識。 

二、培養多元的價值關懷與公民意識。 

三、增進參與民主社會的行動能力。 

課程欲培養學生發展之核心能力如下： 

 

                                                                                                                                               
D%D7%ADq%BE%FA%B5{.pdf 【2008/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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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備心理、社會、文化、政治、道德、法律、經濟、永續發展等多面

向公民基本知識。 

二、肯定青少年後期自我與成長意義，朝向未來，發展出能欣賞他人、關

懷社區、尊重社會文化差異、認同民主國家、培養珍視法治與普世人

權以及追求經濟永續發展等相關的價值觀念。 

三、增進參與公共生活所需要的思考、判斷、選擇、反省、溝通、解決問

題、創新與前瞻等行動能力。（教育部，2008：159） 

    有別於九五暫綱，課程目標不再侷限現代社會的適應力，如公民知識、公民

德行、公民參與、未來觀等，改以培養全面性的多元價值關懷與公民意識，並增

進民主社會的行動能力。核心能力則去蕪存菁，整合原六項能力為三項，其中「對

鄉土的關懷、對國家的認同」改為「尊重社會文化差異、認同民主國家、培養珍

視法治與普世人權」，對國家的認同更具體強化為民主國家認同，並標榜法治與普

世人權，國家認同乃植基於民主、法治、普遍人權之上，換言之，任何人企圖將

國家改為非民主體制，人民有權拒絕認同之。另外，也將原哲學層次的生命觀、

人生觀、道德觀等，改為思考、判斷、反省、創新等的行動能力，欲養成學生不

僅坐而言，還能起而行，化知識為行動力量，以培養解決問題的真正能力。 

二、公民與社會科的主題單元 

    九八課綱是在九五暫綱的基礎上，重新修訂而成，然其內容仍有部分差異。

茲將課程主題單元的調整，及兩課綱差異列表 2-6 所示。 

表 2-6 九五暫綱與九八課綱主題單元差異表 

單元 九五暫綱 九八課綱 九八課綱修訂說明 

一 心理、社會與文化 自我、社會與文化

1 將心理修正為自我，並定位自

我是生命個體主觀的位置，也

是在社會文化脈絡中建構個人

的獨特性和社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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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入人權理念，並人權議題發

展，如社會權、文化權、婦女

人權、性別平等、原住民人權

等及其可能爭議。 

二 教育、道德與法律 政治與民主 

1 原第 3 單元「政府與民主政

治」改列第 2 單元，並改稱「政

治與民主」。 

2「國家認同」原置於我國民主

憲政之「立國精神」下，現改

在政治主題初始處—國家形成

與目的。 

3 原「政黨政治與選舉制度」改

分列兩主題，「政治意志的形

成」與「人民的參政」，前者除

講述政黨政治凝聚政治意志

外，並加述利益團體的影響；

後者將選舉制度、選舉投票及

直接民權與公民投票深入論

述。 

4 兩岸關係與國際政治順序對

調。 

三 政府與民主政治 道德與法律規範 

1 原「教育、道德與法律」改「道

德與法律規範」，略去教育的內

容，增加道德與個人發展相關

深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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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濟與永續發展 經濟與永續發展 

1 簡化經濟學基本概念，刪去生

產函數等較艱深教材。 

2 將總體經濟學與國際貿易、金

融整併為全球化、永續經濟課

題。 

3 增加「外部效果」、「公共財與

租稅」等專課講述。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九八課綱與九五暫綱差異除了表 2-6 所列，還有一編寫教材方式的變革，即「在

每一單元之前有一個統整性的文章，如此對於教師和學生都有一個提綱挈領的導

引作用。因此這個新修的課綱就有一個全部主題的簡單說明，以便教與學者都能

夠很快地進入課程的情境與狀況，迅速掌握本單元的各主題之中心思想和其課程

的發展順序。這種導讀的文字是導引教與學雙方很好的階段，尤其讓同學們能夠

不害怕課程的生疏，立即進入新課程的狀況。」（陳延輝16，2008：7） 

三、公民與社會科有關政治教材的修訂 

    九八課綱的修訂中，與本研究主旨—國家認同概念有關者，多屬政治教材，

故政治教材的修訂，乃本文關注之重點。 

    九八課綱為考慮高中三年的課程發展，以及學生從個人、社會到國家認知的

心理發展，將九五暫綱中原屬高二上學期單元三的政治課程，往前挪移一個學期，

移至高一下學期單元二來修習。而原來的「政府與民主政治」，改為「政治與民主」；

其中將「政府」改為「政治」一詞，是因為政治係屬上層觀念，而政府體制是其

下層概念，如此，可符合課綱追求之核心能力，有關政治學領域學習基本知識的

目的；「民主」是當前人類社會理想的政治目標，所以標題稱為「民主」，乃欲讓

學生明瞭本單元最終學習目標。（陳延輝，2008：7） 

                                                 
16 陳延輝，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係九八課綱政治教材的主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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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程安排上，九八課綱將「國家認同」提至主題一「國家的形成與目的」

講述，此係更重視國家認同論述之舉，九五暫綱的國家認同是在單元三政治教材

中的第 6 主題，並且是置於「我國的立國精神」之下，其先後順序呈現的重要性

差別，在此可見一斑；而置於我國立國精神之下，頗有將國家認同仍架構於中山

先生遺教或三民主義之下的意味。九八課綱關於國家認同有如下的說明：「說明『國

家認同』概念的涵義，並應對應現行中華民國憲法相關內容，描述我國人民對國

家認同的不同看法。」（教育部，2008：168）此說明雖仍重視現行中華民國憲法

內涵，但仍是必要，因目前在臺灣所施行的，正是中華民國憲法及其增修條文；

不過，課綱也明白規範應描述人民對國家認同的不同看法，反映出國家認同在臺

灣仍是一個無多數共識的概念，為國家認同增添許多可討論的空間，並且是現階

段甚至未來不可迴避的重要議題。 

    對政治學知識理念的建構，大抵承襲九五暫綱而來，如民主政治的意義、憲

法憲政的概念、政府體制的論述、政黨選舉的運作等均是民主基本理論的傳遞，

只是內容有所減輕，或增加更符政治現況的理念，如地方政治、政黨之外的利益

團體等；九八課綱所欲營造自由主義國家認同之制度認同，與九五暫綱是一致的，

但卻可以更貼近臺灣政治現況。 

    值得一提的是，九八課綱將兩岸關係與國際政治順序對調，先講授國際政治、

國際組織與我國外交處境，再申述台海兩岸關係。如此安排是「因為台海兩岸之

間的問題牽動到國際之間關係的發展，所以在談論過國際政治後，再看台海兩岸

關係才能更清楚其間的問題所在。」（陳延輝，2008：7）先談國際政治與外交，

再由此探討兩岸關係，意在令兩岸關係從國際視野的多方角度思考，以求更周延

探索兩岸過去、現在與未來；在課綱說明中，並提出政治承認議題與武力威脅議

題，亦分析美國、其他國家及國際組織對兩岸關係的影響。凡此，均已將兩岸關

係與國際局勢接軌，試圖從國際政治角度出發，將台海兩岸問題訴諸國際視野；

如此的格局，才能確保臺灣能和平屹立於世界，而不被中共藉故內政問題，以武

力解決台海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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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依據九八課綱所編寫的公民與社會教材，在國家認同概念的

形塑上，會更往「臺灣主體」意識靠攏，多元化、歧異性的國家認同在臺灣，藉

由公民教育的努力，或許會有達成多數共識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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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家認同的歷史發展與解嚴後的歧異 

壹、省籍問題 

    在臺灣，省籍問題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敏感的議題。它最普通的意義，應該是

指「本省人」與「外省人」間相處不融洽、有隔閡、甚至歧視的問題。1945 年，

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管臺灣，當時的臺灣人民以歡欣鼓舞的心情熱烈迎接

國民黨軍隊抵台，但這種興奮的期待很快地就破滅了，他們沒想到「新來政權卻

以征服者心態臨駕臺灣，且官場貪污、牽親引戚、全面壟斷、經濟蕭條、物價暴

漲、米糧短缺、失業激增、軍隊擾民、治安惡化……，經過一年半的蹂躪，臺灣

社會倒退了三、四十年，終而爆發二二八事件」1，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續所引發「白

色恐怖」的整肅行動，致使許多知識份子、紳士名流遭殺害或羅織入罪2，影響所

及，造成了上一代臺灣人民尤其菁英份子，對政治的長期冷漠與恐懼，並且刺激

不少臺灣人流亡海外，投身獨立建國運動。（張茂桂，1993：233-240） 

    二二八事件造成了「本省人」與「外省人」嚴重的隔閡與對立。1949 年國民

黨政府全面撤退來台，蔣介石總統復行視事，更「試圖建立一個新的列寧式政黨

進行統治，並且必須擠壓臺灣的有限資源以支持來台龐大的軍公教人口（大部分

為隨政府撤退而來的大陸籍民，約佔當時臺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形成了另外一

面的省籍問題。」（張茂桂，1993：240）透過戡亂體制與戒嚴統治，不僅無限制

                                                 
1 見李筱峰〈近百年臺灣民主運動概要〉，參閱李筱峰個人網站，http://www.jimlee.org.tw/article.jsp?

b_id=24022&menu_id=4，【2008/11/27】。 
2 綜觀在白色恐怖下的政治案件，概可分為以下幾種性質：（資料來源：同注 1） 
（1）對親中共的左翼運動的打擊。例如，1949 年 6 月的鹿窟事件；同年發生鍾浩東等人的基隆中

學案；同年底爆發的「臺灣省工作委員會」蔡孝乾案……。（2）對臺灣獨立運動及主張者的整

肅。例如，1950 年 5 中的黃紀男、廖史豪等人的台獨案、1961 年的陳智雄案、1962 年的「臺灣

共和國傳單事件」……。 （3）對山地原住民自治運動的整肅。例如樂信瓦旦(林瑞昌)、吾雍雅

達烏猶卡那(高一生)、湯守仁等山地精英的遇害。（4）對民主運動的壓制。例如製造雷震案，

使籌組中的反對黨胎死腹中。（5）政治權力的鬥爭。例如製造孫立人案，消解了孫立人的兵權。

（6）情治特務單位之間的鬥爭。例如李世傑案……。（7）文字獄。如柏楊、李敖等許多作家

的下獄。（8）情治特務人員為了爭功領獎製造的冤案假案。這類案件多不勝舉。這些層出不窮、

罄竹難書的白恐怖案件，是戒嚴統治與戡亂體制下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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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擴張總統權力3、壟斷政治統治權位4，並且設限人民基本政治權利，形成了所謂

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5；在此般政權的威權統治之下，本省人6對政治

雖因懼怕而冷漠，然心中的「臺灣意識」—有別於統治者宣揚的「中國意識」，卻

日漸增長7。 

                                                

    「外省族群的絕對優勢，曾經因為 1971 年蔣經國掌權之後而有微妙的轉變。

眾人皆知蔣經國是臺灣政治『本土化政策』的工程師，他開始拔擢台籍人士並培

養他們成為閣員，也利用增補選的方式允許台籍人士進入外省人集團控制的國會

與國民黨中常會。不過本土化政策的推行，仍然是由黨中央所主導的菁英擇選過

程，它是吸納本省人但不改變外省人優勢的政治組織方式。」（張茂桂，1993：243）

但如此的變革，再加上當時國際局勢對「中華民國」正當性的質疑與衝擊，卻讓

臺灣的反對運動有更進一步的發展，民主化的腳步遂逐漸開展起來；另外，二二

八事件之後，許多劫後餘生的知識份子流亡海外，便在海外興起臺灣獨立運動，

後來海外的台獨運動與臺灣島內 80 年代的民主運動互相呼應匯流，對臺灣的民主

 
3 摘錄〈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1972 年修訂公布）〉有關總統擴權之相關規定：第一條，總統在

動員戡亂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行政院會議

之決議，為緊急處分，不受憲法第三十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第三條，動員戡亂時

期，總統副總統得連選連任，不受憲法第四十七條連任一次之限制。第四條，動員戡亂時期，本

憲政體制授權總統得設置動員戡亂機構，決定動員戡亂有關大政方針，並處理戰地政務。第五條，

總統為適應動員戡亂需要，得調整中央政府之行政機構、人事機構及其組織。 
4 李筱峰在〈蔣政權流亡入台〉一文中提及：移入臺灣的大陸人儼然成為一大族群，加以國民黨政

府的各機關要職仍以大陸人為主導，位居要津……。參閱李筱峰個人網站，http://www.jimlee.or
g.tw/article.jsp?b_id=24381&menu_id=4，【2008/11/27】 

5 李筱峰認為：臺灣的國家型態，自 1949 年底以後，竟出現這種世界罕見的型態。他的國旗、國

歌、憲法，都是由外面一個已經結束的國家帶進來的這樣的國家型態，正如學者 Ronald Weitzer
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根據 Ronald Weitzer 在其所著《遷佔者國家的轉型》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 Communal Conflict and Security in Northen Ireland and Zimbabwe）一

書中指出，「遷佔者國家」是「由支配原始居民的新移民所建立的國家」，「遷佔者所建立起的

政治系統，對於原來遷出的母國，或是實際上，或是法理上，均已經獨立；這個系統的目的是為

了保有遷佔者的政治優勢地位。」自 1949 年底以後，國民黨政權撤出其原鄉母土，播遷入台，

建立其統治地位，使臺灣成為「遷佔者國家」的形態。（資料來源：同注 4） 
6 「目前，臺灣學者將臺灣的人口構成分為『四大族群』：原住民、福佬人（河洛人）、客家人與外

省人。」（高格孚 2004：15）而一般均將福佬人（河洛人）、客家人視為本省人。 
7 李筱峰在〈近百年臺灣民主運動概要〉提到：名作家李喬在談到〈二二八在臺灣人精神史的意義〉

時說：「臺灣人經二二八的洗禮，心痛惶惑之餘，精神領域中的『文化祖國』虛位化了，卻可能

『創造』自己的文化認同﹔臺灣人對於『國家』產生根本的迷惑了，然而卻也深化確定了『臺灣

意識』、『臺灣人意識』，進而凝成動力─建造屬於自己的國家。」（資料來源：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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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產生相當的影響力8。 

貳、「中國意識」與「臺灣意識」 

    在臺灣，解嚴以前統治當局定於一尊的是「中國意識」，但二二八事件後，潛

藏在臺灣人心中的卻是無法表達的「臺灣意識」，「國家認同」概念的歧異，與此

二種意識有密不可分的關係。 

一、「中國意識」與「臺灣意識」 

    根據黃光國的研究（1987：2-3），1945 年臺灣光復以後，所出現的「臺灣意

識」與「中國意識」都不祇一種，為了方便分析，將之以圖 3-1 表示。 

圖 3-1 臺灣意識與中國意識之動力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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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黃光國（1987：2）  

                                                 
8 參閱李筱峰〈近百年臺灣民主運動概要〉：二二八事件引來一場大整肅，許多劫後餘生的知識份

子亡命海外。這些亡命海外的知識份子，在國家的追尋上，分成兩個路線發展：有的人開始尋求

臺灣的獨立自主，先後在日本、美歐組成臺灣獨立運動的團體；另外有少部分社會主義（或共產

主義）者（如謝雪紅），則投入中國大陸，並於 1949 之後，加入紅色中國的陣營。當然後者人

數不多，且大多在文革中遭整肅，對臺灣內部構不成影響。至於前者，隨著海外留學生的激增，

而有相當持續的發展，最後與 80 年代臺灣內部的民主運動互相呼應匯流，對臺灣的政治演變，

發揮了相當的影響力。（資料來源：同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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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中，「中國意識」可分為兩種，「保守中國意識」是在 1985 年底以前，

執政的國民黨所堅持的一種意識形態，它包含了三種基本「認知元素」（cognitive 

elements），分別是：（1）臺灣人就是中國人；（2）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3）

臺灣必須維持足以代表全中國的政治結構。而「民主中國意識」包含前述「認知

元素」之前二者，但在政治結構方面則主張應當建立（3）「民主政治結構」；屬於

自由派的知識份子，如《自由中國》時期的胡適、雷震、殷海光以及《大學雜誌》

時期許多人物等，均是主張「民主中國意識」。圖中的縱軸，代表「維繫體制的力

量」，此處所謂的「體制」是指代表全中國的政治體制，離原點愈遠，代表維繫體

制的力量愈大；換言之，「保守中國意識」是「維繫代表全中國之政治體制」的主

要力量；「民主中國意識」對維持現行政治體制的堅持，則不如「保守中國意識」

之強。 

    圖中的橫座標代表「反體制力量」，離原點愈遠力量愈大，因此反體制態度最

堅強者是「台獨意識」。「台獨意識」是與「保守中國意識」針鋒相對的一種意識

形態，其原型可歸納如下：（1）臺灣人不是中國人；（2）臺灣不是中國的一部份；

（3）政治革命。黃光國（1987：3）分析指出： 

 

      主張「台獨意識」的人以為：自清末以來，由於臺灣和中國的長久分隔，

臺灣已經發展出和中國大陸截然不同的文化體系，在這種文化體系下生活

的臺灣人和大陸上的中國人自然有所不同。因此，他們用諸如「福佬人」、

「否莫山人」之類的名詞來指稱臺灣人，表示「臺灣人不是中國人」。同時，

他們又認為：自甲午戰後，滿清割讓臺灣給日本以來，除掉臺灣光復後的

一九四五年至一九四九年之間，臺灣一直都不是中國的一部份。執政黨之

所以主張「中國意識」，不過是以之作為統治臺灣的一種藉口而已。因此，

他們主張：臺灣獨立，並且不惜以政治革命的手段，來達到臺灣獨立的目

的。 

此般「台獨意識」，在「保守中國意識」的強力壓制下，自然無法在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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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生存空間，只能存在於國民黨所不能及的海外華人社會。 

解嚴後，「本土性的政治反對勢力勃然而興……在爭取民眾的支持時，必須考

量臺灣社會中既有的各種社會力量及其意識形態，並提出最有利於自己生存的政

治主張。」他們的主張，可以稱為「現實主義的臺灣意識」，簡稱「現實意識」其

主要的成分有三：（1）臺灣住民共同體；（2）自決；（3）民主政治結構；此等主

張避開了省籍問題的糾結，他們認為：「生活在臺灣的一千九百萬人9，不論其移入

時間的先後，業已形成命運一致、禍福與共的『住民共同體』。他們應當用『自決』

的方式來決定自己的未來，並建立起符合民主原則的政治體制。」（1987：3） 

    而圖中的原點，是為「鄉土意識」，其意涵是指：（1）個人對於本鄉本土的認

同；（2）個人對於現實生活環境的關懷；它是「臺灣意識」中的一種，「在臺灣土

生土長的人，固然會有『鄉土意識』；即使是 1949 年移入的新移民，祇要他決心

在臺灣長久生活下去，他也可能認同臺灣，關懷臺灣，並產生出『鄉土意識』。」

（1987：3）因此，「鄉土意識」可能發展為「台獨意識」或「現實意識」，也可能

被誘導為各種型態的「中國意識」，如當年國民黨所呼籲的「愛鄉更愛國」，其道

理即在於此。 

二、解嚴前各種意識的歷史演變 

自 1949 年國民黨政府撤退來台，為了維繫代表全中國的體制與法統，便一直

堅持「保守中國意識」；在 1950 年代，國民黨的「保守中國意識」所面臨的是，

來自外省籍的自由主義人士主張之「民主中國意識」與之對抗10，主要就是胡適、

雷震、王世杰、杭立武等人所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自由中國》雜誌創辦於

1949 年 11 月 20 日，創辦初期以宣揚民主自由及反對共產主義為目的11；然而，「隨

                                                 
9 黃光國係於 1987 年發表是項研究，故一千九百萬人是當時臺灣人口的約略數字。 
10 二二八事件後，在臺灣島內的本省人因對白色恐怖的恐懼而對政治噤若寒蟬，故對政治多採冷

漠、拒絕的態度。 
11 「《自由中國》自創刊號起，每一期都在極明顯的位置，刊出四條『宗旨』，其中第一條是：『我

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切實改革政治經

濟，努力建立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條提到要用種種力量『抵抗共產鐵幕之下剝奪一切自由的

極權政治』……最後一條說：『我們的最後目標是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從這裡可

以看出《自由中國》對『中國意識』的堅持。」（鍾雅蓬，2004：5）而「《自由中國》的發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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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韓戰的爆發、美國對中共採圍堵政策、第七艦隊協防台海、美援的恢復、中美

共同防禦條約及中日合約的簽訂……國際局勢的變化逐漸有利於臺灣的蔣政權的

穩定，因此《自由中國》雜誌的存在，對於蔣政權而言，其意義就不顯得那般直

接而急切了。隨著臺灣內部的政治、經濟的變化（包括黨化政策），這份抱持民主

自由的理念、以反共起家的知識份子刊物，漸漸將論政的方面從原本對中共、蘇

俄的批判轉移到渡臺灣內部問題的反省與檢討。」 

1951 年《自由中國》發表社論〈政府不可誘民入罪〉；1956 年蔣介石總統七

十壽旦，蔣氏向全國表示「婉辭祝壽、提示問題，虛懷納言」之意，於是《自由

中國》推出「祝壽專號」，請胡適、徐復觀、毛子水、徐道鄰、陳啟天、陶百川、

蔣勻田、夏道平、雷震等多名知識分子，分別為文對蔣總統及國民黨提出檢討和

建言；自此以後，其對時政的批判愈來愈激烈，到 1959、1960 年間的修憲問題、

政黨承認問題，言論節節昇高，步步踏觸執政當局的禁忌，也遭來一次又一次的

圍剿。其中有關修憲問題，各方在醞釀修憲，或修改臨時條款，以便讓蔣介石能

夠繼續連任總統之際，大唱反調……在國民大會集會的前夕，仍忠言逆耳提出〈敬

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的社論。但《自由中國》維護憲政精神的努力，終究

沒有如願。1960 年 3 月 21 日，蔣氏終於在為他新增訂的臨時條款（第 3 條）護送

下，突破憲法限制連任的規定，順利當上第 3 任總統。而這群孤臣孽子的悲劇，

似乎也註定要發生了12。 

1960 年以後，《自由中國》人士組黨態勢益發明顯，7 月中旬至 8 月底間，終

於宣布即將成立新的反對黨，堅決聲稱：「由於組織新黨的運動已經是海內外民主

反共人士一致的願望，而在國內是由下起來的潮流。我們現在對於新黨的政綱、

政策、黨名及黨章等都已有了初步的定案，預定在 9 月底以前即可宣告成立，我

們敢斷定這不是任何干擾所能阻止的」13；《自由中國》並由殷海光主筆發表社論

                                                                                                                                               
旨雖然是要『宣傳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建立自由民主的社會』，不過其關顧對象卻是『整個中華

民國』……它所主張的是『民主中國意識』。」（黃光國，1987：5） 
12 參閱李筱峰〈近百年臺灣民主運動概要〉，見李筱峰個人網站，http://www.jimlee.org.tw/article.js

p?b_id=24022&menu_id=4，【2008/11/27】。 
13 資料來源：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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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東流擋不住〉，直言組黨是任何力量皆無法阻擋的洪流。但 9 月 4 日，臺灣

警備總部旋即以涉嫌叛亂為名，逮捕雷震、傅正、馬之驌、劉子英等人，《自由中

國》雜誌遭查封，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亦胎死腹中，「民主中國意識」至此遭受嚴

重打擊；此後十年，臺灣進入政治沈寂時期，除了在野的一些本土菁英經由地方

選舉的管道，在議會中從事政治批判外，再無凝聚集體性政治改革的動力。 

1960 年代末期，數位知識青年創立《大學雜誌》，原本只是文化思想性刊物。

1970 年代初，因逢「保釣運動」及國民黨政權外交情勢的逆轉，《大學雜誌》開始

提升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關切。在其 1971 年 10 月慶祝開國 60 週年專刊上發表的〈國

事諍言〉，「其中對法統的挑戰最為敏感，他們嚴厲批評：『二十幾年來，我們始終

在維持著一個龐大、衰老而且與廣泛大眾完全脫節卻以民意為名的特權集團。』」

14；同一期又刊出社長陳少廷專文〈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首先提出中央民

代全面改選的主張，更加引發海內外知識份子矚目。 

「《大學雜誌》革新運動的本質，是在執政黨的默許下，匯合當時社會中知識

份子的力量，呼籲並支持執政黨推動政治革新，來應付紛至沓來的外交挫折……

它的基本主張仍是『民主中國意識』，並未對『臺灣是中國一部份』的命題提出質

疑。」只是它的革新方向「是以『民主中國意識』為主，企圖引導『臺灣（鄉土）

意識』，在外交逆勢下，追求『革新保台』的目標。」（黃光國，1987：8-9） 

1973 年 1 月，《大學雜誌》因楊國樞辭去總編輯，走向分裂之途；1972 年 12

月在台大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後，陳鼓應、王曉波等人被約談，隔年又爆

發「台大哲學系事件」15，至此《大學雜誌》不再對時政提出論述，回復為純雜誌。

《大學雜誌》分裂後，負責發行職責的張俊宏與康寧祥、黃信介等人另外創辦《臺

灣政論》，「其內容除涉及政治、外交第三世界外，更涵蓋鄉土、臺灣史和社會問

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比較鮮明的『臺灣意識』。」（黃光國，1987：9-10）然同

                                                 
14 資料來源：同註 12。 
15 台大哲學系事件，是指1972 年12 月到1975 年6 月之間，由國民黨特工系統以「反共」之名，對

國立臺灣大學哲學系內自由派學者進行整肅的一連串行動。參閱維基百科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5%A4%A7%E5%93%B2%E5%AD%B8
%E7%B3%BB%E4%BA%8B%E4%BB%B6&variant=zh-tw 【20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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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年底，《臺灣政論》因刊出澳洲昆士蘭大學教授邱垂亮的文章〈兩種心向〉，內

容觸及台海關係與臺灣前途問題，被執政當局視為「煽動他人觸犯內亂罪，情節

重大」而下令停刊。雖然僅是短短五個月的曇花一現，但有別於《自由中國》的

外省籍主導、《大學雜誌》的得到執政當局默許，《臺灣政論》是完全由「民間自

生力量的產物，其成員人數雖然不多，但全屬臺灣省籍……從其內容和涵蓋的範

疇，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現實主義『臺灣意識』的萌芽。」（黃光國，1987：

10） 

當時序進入了 1970 年代之後，一方面蔣經國開始逐漸掌政，另一方面國際局

勢的轉變，令國民黨政府宣稱其代表全中國的合法性基礎一再地流失，復以 50 年

代至 60 年代《自由中國》、《大學雜誌》等民主思想的啟蒙，民主化的浪潮已經不

是威權統治所能阻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帶動了「黨外」民主運動，幾次

的政治衝突如 1977 年「中壢事件」、1979 年「余登發被捕」、「橋頭事件」進而導

致「許信良停職案」16等成了促成黨外勢力整合的重要契機。 

1979 年前半年，黨外勢力的抗爭活動，在上述的幾個衝突中熱絡了起來，臺

灣街頭的抗爭活動一再地向戒嚴令挑戰，朝野間形成了劍拔弩張之勢；就在這緊

張情勢下，黨外勢力兩本重要雜誌分別創刊，一為《八十年代》雜誌，由康寧祥

任發行人，司馬文武（江春男）擔任總編輯，從事批判性的論政，但沒有與群眾

直接結合，是比較溫和的論政路線；另一為《美麗島》雜誌，以黃信介為發行人，

許信良為社長，黃天福、呂秀蓮為副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該雜誌以「以社委

的型式組成，在實質上具有政黨政治的雛型，網羅了全台各地的黨外人物，從 9

月 8 日在中泰賓館舉辦盛大的創刊酒會後，又接著在全台各大城市分別設立分社

及服務處，每在一地成立服務處，便在該地展開群眾性演講會」17，因此它是比較

激進的群眾路線。「綜觀此時的黨外活動及其言論，其訴求除繼續《自由中國》及

                                                 
16 「橋頭事件」中，許信良時任桃園縣長，亦參與該示威遊行；臺灣省政府以「廢弛縣長職務」

為由，將許信良送請監察院查察，監察院通過許信良彈劾案，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許信良遭

處以「停職」處分。 
17 資料來源：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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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雜誌時代的訴求之外，更進一步，臺灣的主體意識更加彰顯，『臺灣人出

頭天』『臺灣人民萬歲』的口號已脫口而出。」（李筱峰，1995：111）至此，明顯

清晰的「臺灣意識」已然在臺灣社會成形，但它仍不是完整的台獨意識18，而是在

民主原則下的「住民自決」主張，仍屬「現實主義的臺灣意識」。 

然而本土意識下的「住民自決」主張，嚴重地挑戰了執政當局所堅持的「中

國意識」，甚至挑戰了「中華民國」存在的合法性，自然不能見容於國民黨政權。

終於在 1979 年 12 月 10 日，美麗島人士在高雄舉辦國際人權日紀念大會上，爆發

了軍警與群眾的嚴重衝突，形成了自二二八事件以來，再一次的嚴重官民衝突—

「美麗島事件」19。 

「美麗島事件」雖然使黨外勢力（美麗島政團）土崩瓦解，卻意外地培養了

另一批辯護律師紛紛地走向幕前，投入之後的大小選戰，以延續黨外政治運動的

香火；加上受刑人家屬以受難者家屬身份投入選戰，要求選民以選票對抗國民黨

的政治迫害，也多能高票當選；1980 年代以後，臺灣的反對運動已如潮水般無法

遏止，民主化已是一個無法阻擋的趨勢。 

參、解嚴後的民主化與「臺灣意識」的發展 

臺灣從 1980 年代以降，國內政局掀起了風起雲湧的民主改革浪潮。1986 年，

                                                 
18 在 1970 年代末，台獨的主張仍為統治當局的禁忌，不能見容於臺灣社會。 
19 「美麗島事件使得歷經十年艱辛凝聚而出的『黨外』政團，在一夕之間幾乎土崩瓦解，但是這

次全島性的大搜捕，卻震動全島，許多過去不關心政治的民眾，猛然驚醒，開始思索臺灣到底發

生什麼事？尤其隨之而來的大規模軍事審判（1980 年 3 月 18 日起為期 9 天），更為臺灣民眾關

心政治的熱度投下了催化劑。由於此案備受國際矚目（美國參議員愛德華．甘迺迪甚至發表對此

事件的聲明，列入美國國會紀錄），國際知名新聞媒體都派員來臺採訪。執政當局為表開明，對

於此次軍事大審的新聞採訪，不像以往作太多的限制與操縱，因此各大報皆能以全版，甚至數版

的篇幅，充份報導審訊的過程。每一位被告在法庭上的答辯，經由報端披露之後，引起社會大眾

對臺灣政治問題的思考，也造成人心更大的震撼。由於審訊的重點，不是放在『與軍警衝突』的

事件上，而是提昇到『叛亂』、『主張臺灣獨立』的高政治層面，因此每一位被告的答辯，都對臺

灣的政治問題提出他們的『政見』，且充分顯露出他們關切臺灣前途的心情。許多過去因大眾傳

播媒體的自主性受限，而無法讓廣泛民眾接觸到的政治訊息與見解，都經由這次的軍法大審與新

聞報導，提供了臺灣民眾『腦力激盪』。這次的軍事大審，無異給臺灣民眾帶來了一次印象深刻

的『政治教育』，由於有這次政治教育，使得在翌年的中央民意代表的選戰中，重新出發的黨外

候選人多能從挫敗中恢復元氣，重新整合而進入新的階段。」資料來源：同註 12。 
  「在美麗島事件的大審中，統治當局認定『美麗島』人員是在從事『台獨』的『叛國』行動……

林義雄辯稱：『臺灣的前途應由居住在臺灣的一千七百多萬人—包括本省人及外省人—共同決

定。那是根據我所信仰的民主理想當然的結論，這絕不是什麼台獨意識，一千七百多萬人也可能

共同決定馬上反攻大陸。』」（李筱峰，19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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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反對黨20民進黨宣告成立，「臺灣的政治體系……自此由一個非競爭性的黨

國體制轉變為一個稍具競爭性的政黨體系」（吳文程 1996：144）；國民黨受到此一

刺激影響，決定加速改革，1987 年故總統蔣經國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

以及大陸探親，為臺灣的政治改革跨出了重要的第一步。 

1988 年，蔣經國辭世，李登輝繼任總統，承繼其政治改革的步伐，繼續向前

邁進。於第八任總統任內，依次完成終止動員戡亂時期臨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

穩定兩岸關係開拓務實外交等，並積極推動總統直選以落實民主政治的基本精

髓—主權在民。終於在 1996 年，臺灣人民得以透過直接選舉選出國家領導人，李

登輝與連戰更以過半數的選票膺選為首屆民選總統、副總統。 

接著，為完成政府精簡與再造，乃召開跨黨派「國家發展會議」，達成修憲、

凍省等共識，其中「凍省案」雖然令國民黨自解嚴以來再次分裂21，並因此造成黨

提名第十任總統、副總統候選人連戰、蕭萬長落選22，卻為臺灣民主政治發展開創

了政黨輪替的先例，「讓臺灣邁入了所有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以政黨輪替作為轉型

必經過程的歷史潮流。」（羅俐雯 2003：128） 

而「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重要性在臺灣開始浮上檯面，大致是與民

主化的過程同時伴隨出現。」（施政鋒，2000b：146）隨著政治的民主化及民進黨

在歷次選舉中的操縱，潛藏在本省人心中的「臺灣意識」遂逐漸在民間顯現。李

登輝競選第九任總統之際，提出「新臺灣人」主張，便具體地陳述了臺灣意識的

內涵，只是在一九九五年決定參選的聲明裡，所主張的是一種柔性的臺灣意識，

並且仍然胸懷中華文化；所企圖者，是希望大家不分先來後到，從認同臺灣出發，

積極促進各族群融合，以共同經營臺灣為職志。他提到（李登輝，1999：76-77）： 

                                                 
20 「在戒嚴法和臨時條款的實行下，除了中國國民黨外，尚有其他政黨如青年黨與民主社會黨存

在，……而兩黨在國會議有少數席位，然而，由於黨員數目不多，政治態度又較不積極，並且在

經費上又接受國民黨的支援，被國民黨稱為『友黨』，因此，若從政黨政治的角度來看，這二小

黨並非真正獨立的反對黨，也不是相關政黨，而是非相關政黨（irrelevant party）」。（吳文程 1996：

137） 
21 1993 年，趙少康等人宣布退出國民黨，另組新黨，是為第一次分裂；凍省後，宋楚瑜脫黨參選

第十任總統，是為第二次分裂。 
22 2000 年第二屆民選總統、副總統，陳水扁、呂秀蓮獲得 4,977,697 票，宋楚瑜、張昭雄獲得 4,664,972

票，連戰、蕭萬長獲得 2,925,513 票；一般咸以為若非國民黨分裂，陳水扁、呂秀蓮很難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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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臺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除了最早期的原住民同胞，大多是歷

代從中國大陸遷移而來。而來台的先後雖然有別，但生於斯，長於斯，這

塊土地早已灌溉著幾代人共同的汗水和心血，才有今天的枝繁葉茂，欣欣

向榮，鎔鑄成血肉相連的生命依存關係。詮釋誰是臺灣人，以移民時間來

推斷，是沒有意義，也沒有必要。只要認同臺灣，疼惜臺灣，願意為臺灣

努力奮鬥，就是臺灣人。我們應該提倡這種「新臺灣人」觀。而懷抱民族

情感，崇尚中華文化，不忘記中國統一的理想，就是中國人。 

但在李登輝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後，或許是因為囊括過半的選票民意基礎雄

厚，他開始國家定位上積極地轉向，揚棄「一個中國」政策，開始強調中華民國

在臺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統治範圍不及中國大陸與外蒙古，冀望透過此等

主張，建立以臺灣意識為內涵的國家認同；直到 1999 年 7 月 9 日接受德國之聲錄

影專訪時，他更具體明確指出23： 

 

 歷史的事實是，1949 年中共成立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台、澎、

金、馬。我國並在 1991 年的修憲……將憲法的地域效力限縮在臺灣……立

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臺灣人民中選出，1992 年的憲改更進一

步……規定總統、副總統由臺灣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構出來的國家機關

只代表臺灣人民，國家權力統治的正當性也只來自臺灣人民的授權，與中

國大陸人民完全無關。1991 年修憲以來，已將兩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

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亂團體，或一中央政

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於是，所謂的「兩國論」正式定調。2000 年，李登輝更在其與中鳩嶺雄合著

的《亞洲的智略》一書中，寫道： 

                                                 
23 參閱〈兩國論〉，見聯合新聞，http://udn.com/SPECIAL_ISSUE/FOCUSNEWS/TWOSTATES/inde

xa.htm【20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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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來，臺灣人民都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政權。也就是說，臺灣長期遭

受外來政權的「壓迫」。所以對臺灣來說，如何掙脫外來政權，就成了最大

的問題。同時，究竟是認同中國、還是認同臺灣的族群問題，也必須釐清。

這是相當錯綜複雜的問題。 

臺灣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標？簡單來說，就是「臺灣的本土化」。…… 

我認為，認同的追求，是主導未來臺灣政治發展的中心議題。 

至此，「臺灣意識」一躍而成為臺灣認同政治的顯學，任何政治人物皆須強調

「認同臺灣」、「愛臺灣」，否則難以在大選競逐中脫穎而出。2000 年，自詡為「臺

灣之子」的陳水扁，擊敗連戰、宋楚瑜贏得第十任總統選舉，就是在高舉「臺灣

主體意識」的大旗下勝選的；2004 年陳水扁總統尋求連任，連戰、宋楚瑜呼應選

民要求搭配參選，被喻為是「本土政權」存續與「外來政權」復辟之戰24，終於也

在「臺灣意識」的效應下，陳水扁總統以極些微的差距順利獲得連任。 

即使 2008 年，民進黨敗選失去政權，一般也認為肇因於 8 年執政的績效未能

有效顯現、國民黨積極改走本土化路線25以及執政高層的貪腐26，並非臺灣意識或

                                                 
24 參閱〈李登輝 本土政權捍衛者〉，見自由時報新聞網，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

/new/feb/16/today-p2.htm【2005/3/30】 
25 「面對民進黨敗選,謝長廷表示民進黨應該認清臺灣本土意識不再是民進黨的專利，民進黨應該

認真面對國民黨也是本土政黨的事實，民進黨該如何重新定位路線，受到外界的關切。學者認為，

民進黨當前重要的課題，是在本土化路線和全球化的潮流之間，找到平衡……民進黨執政八年的

影響，是包括國民黨開始高度重視並不斷強調臺灣本土意識，這顯示國民兩黨在意識形態上已經

向中間靠攏，也有學者認為，非臺灣出生的馬英九能當選總統，顯示選民已經跳脫省籍問題，把

馬英九視為比民進黨更進步的力量……學者並認為，民進黨的失敗是在選票開了一堆，八年的政

策上卻無法兌現，未來國民黨是不是真的能夠挽救臺灣的經濟，將是檢驗指標……」參閱〈民進

黨敗選學者籲重新找定位〉，見公視新聞網，http://www.pts.org.tw/php/news/view_pda.php?TB=NE
WS_V2&NEENO=80984 【2008/4/27】 

26 「有些人責怪謝長廷沒有與中國國民黨區隔才會大敗，這種說法也有問題。即使民進黨與中國

國民黨區隔而變成兩個屬性不同的『腐化政黨』，民進黨還是一樣大敗，因為中國國民黨選票的

主流在於人脈，不是政治理念，所以，對『腐化』有免疫性。民進黨選票的主流在於政治理念，

支持者容不下民進黨『腐化』，所以，民進黨該切割的是『腐化』，不是國民黨。而那些圍剿謝長

廷的綠營人士，卻從未批判第一家庭的責任，實在令人驚訝。」參閱〈陳茂雄專欄-民進黨敗選

主因是沒有切割「腐化」〉，見南方快報，http://w1.southnews.com.tw/snews/specil_coul/Chen/02/03
90.htm 【2008/5/10】 

  「第二個原因，是民進黨執政後開始有驕傲傾向。從中央及高捷弊案，都透露出民進黨內部的腐

敗隱患。當然有人忿忿不平，強調國民黨當年怎麼爛。但民進黨是以反腐，強調清廉和改革而獲

選民認同的，因此人民有更高的期待。或者說民進黨的最大優勢之一，就是沒有國民黨長期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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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路線27的主張所導致。 

肆、國家認同的歧異 

    1945 年二次戰後直到 1970 年代，雖然「中國意識」在執政當局的威權統治下

定於一尊，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為唯一合法政府的政治認同，也被強行植入臺灣人

民的認知中；但「臺灣意識」卻未曾在本省人心中抹去，只是懾於統治者的高壓

威脅而潛藏，然隨著時代的轉變，國家認同的概念是逐漸轉向為「建立一個屬於

自己國家」的方向，究其轉向原因約有以下數端（李筱峰，1995：60-63）： 

 

一、對戰後新來的政權的措施與政風感到失望。 

二、因統治者採高壓手段，而導致在野運動採更激進的台獨路線，以相抗

衡，對既有政權及體制予以全盤否定。 

三、因視野的拓展與民主自由思想的啟蒙。 

四、國民黨政府外交挫敗造成的打擊。 

    1970 年代國際局勢的轉變，讓「中華民國為代表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面

對了前所未有的挑戰，執政當局長期以此做為威權統治臺灣的核心基礎，自然受

到質疑，反對勢力的黨外運動從鬆散的個別政治人物，到創立雜誌的政團型態，

他們對執政者以「大中國」框架匡住臺灣，因而拒絕民主制度的改革與實施感到

不耐，於是他們開始宣揚：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國家叫做什麼，以及要採取何種

                                                                                                                                               
的弊端包袱；因此若忽視了自身的清廉、親民等，就和國民黨不構成那麼大的反差，選民自然會

失望。」（曹長青〈民進黨敗選的五大原因〉，2008：大紀元）http://www.epochtimes.com/b5/5/12
/6/n1144026.htm 【2008/5/10】 

27
「最後一個原因，臺灣的政權雖已和平轉移，但媒體和教育等直接導向民意的關鍵領域，仍是原

既得利益者占絕對優勢。他們可以利用媒體優勢，對執政黨的任何一點過失大作文章，極力渲染。

外界不了解臺灣實情的人，如只看臺灣媒體，會感覺臺灣幾乎到了末日，因為負面消息鋪天蓋地。

一位近期抵台考察的旅美中國異議人士撰文『越過媒體看臺灣』，說他到了臺灣才發現真實的臺

灣和藍營媒體上的臺灣是兩回事。臺灣的民主化、本土化、真實化、正常化的四化進程，將比其

它國家艱難，因為存在上述這些因素，當然這還不是全部。但民進黨輸了這次戰役，絕不等於泛

綠陣營就會輸了『四化』的整體戰爭，因為泛綠所代表的方向已是臺灣不可改變的歷史趨勢。其

進程快慢，取決於綠營能在多大程度上總結教訓。想戰勝對方，首先要戰勝自己。」（資料來源：

同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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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型態、生活方式。 

迨 1980 年代，臺灣逐步民主化後，潛藏臺灣人心中的「臺灣意識」也隨之昂

揚起來，經過歷次選舉的炒作、李登輝總統的逐步「本土化」論述與政策落實，

終於令「臺灣意識」大大發揚，經過 2000 年的政黨輪替以及民進黨 8 年執政，「臺

灣意識」與「我是臺灣人」已一躍而為民意主流28，在民眾終極統獨（國家認同）

的立場上，也有 50.6%民眾贊成臺灣最終應該獨立成為新國家。 

民意的表現雖然一面倒向臺灣意識，也有 50.6%的民眾贊成建立新國家；可是

從反向思考，卻仍有 46%的民眾自認為是「中國人」，同時也有 34.1%的人不贊成

臺灣建立一個新的獨立國家。 1988 年以後李登輝總統所推動的民主化，積極地側

重威權舊勢力的瓦解以及民主制度的建構，在國家認同共識的形塑上並無太深的

著墨，甚至為了平息國民黨內保守勢力的反制、順利完成民主改革，在認同的路

線爭議上，刻意採取模糊策略，他曾說道（李登輝，1999：81）： 

 

要做出最周全的決策，政治家在面對問題時，絕不能只作直線思考。政治

問題絕無捷徑。思考問題的解決方法，不能只想找出最迅速便捷的途徑。

而必須考量各種因素，作最妥善的處理。因此，通往目的的最佳之途徑，

不見得是直線，有時稍作迂迴，反而更容易解決問題。 

就在這樣的思考邏輯下，他在國家認同上採多重詮釋，如在 1994 年接受日本

作家司馬遼太郎的訪談時指出：「到目前為止，掌握臺灣權力的，全都是外來政權

                                                 
28 根據《遠見雜誌》2008年10月份的民調顯示：在遠見民調逐項提示的測量下，臺灣民眾的自我

概念與認定依序是：臺灣人95.9%、中華民族一份子75.4%、亞洲人73.5%、華人67.3%、中國

人46.6%；除了「臺灣人」普獲認同外，其次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當詢問民眾若兩岸

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條件差不多，66.3%認為沒必要統一，16.2%認為兩岸各方面發展相

近即可統一。相較於2004 年至2006 年調查發現（年代民調），若兩岸各方面發展相近，認為

「沒必要統一」的從2004 年迄今，四年間增加了28.1%，認為「可以統一」的則由35.9%降至

16.2%。 
另根據遠見民調固定的「民眾終極統獨立場」測量題組調查發現，有67.5%民眾並不贊成兩岸

最終應該統一（贊成的有19.5%），同時有50.6%民眾贊成臺灣最終應該獨立成為新國家（不贊

成的有34.1%）。與2006年2月年代民調結果相比較可見，當前民眾已更傾向認為「沒有必要統

一」，至於在終極統獨的概念上則較趨指向「獨立」。資料來源：遠見雜誌民調中心網站，

http://www.gvm.com.tw/gvsrc/200809_GVSRC_otherissue_C.pdf 【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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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能心平氣和地說，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來政權，只是來統治臺灣人的一

個黨，所以必須成為臺灣人的國民黨。以往像我們七十幾歲的人在晚上都不能好

好的睡覺，我不想讓子孫們受到同樣的待遇。」29可是為了平息軒然大波，「在 1994

年 5 月 19 日，李登輝借著與國代共聚的機會，表示『國民黨是外來政權』一語，

並不具有國家認同的內涵，只是民主與否的問題。他說『國民黨是外來政權』意

指『國民黨原先並非臺灣本地所培養成長的政治力量。但當政權做到以人民為主

體、主權在民的時候，自然能得人民的支持，也就不再是外來政權了。』」如此的

多重詮釋，「導致臺灣人民在國家認同上的困惑，對於國家最高元首的統獨立場逐

漸感到捉摸不定」（郭正亮，1998）。 

    雖然在 1996 年李登輝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後，國家認同有比較明顯向「臺灣意

識」傾斜，並逐漸揚棄中國統一的口號，以經營大臺灣為擘劃國政重點；但十幾

年的民主化歷程，仍讓一路崛起的「臺灣意識」與逐漸式微的「中國意識」正式

裂解，彼此各自不相讓，嚴重齟齬。而「臺灣的族群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具有高

度的重疊性。一方面，一個人的族群認同（本省人、或外省人）大致會決定其民

族認同（臺灣人、或中國人），也會進而影響其對臺灣國家定位（獨立、或統一）

的態度。」（施政鋒，2007：164）於是，堅持「臺灣意識」的本省人，其國家認

同便以「建立一個新國家」為理想的圖像；強調「中國意識」的炎黃子孫，其國

家認同仍以「中華民國」為基礎，並冀望有一天中國能再度統一。兩種意識、兩

種認同雖在民意支持度上有所消長，但並未因為此消彼長而漸趨共識，反而更尖

銳對立、引發衝突。因此「臺灣民主化之後，政治領域中最顯著的議題是臺灣民

族認同的出現與勃興，以及它和原有的中國認同之衝突。民族認同的歧異是當前

政黨唯一的分界線；對新民族認同的宣示、以及對舊民族認同的護衛，這項對抗

形成臺灣政黨競爭的重要基礎。民眾在民族認同上的對立，也成為當前社會中族

群緊張的根源。」（吳乃德，2005：6） 

                                                 
29 參閱維基百科網頁-李登輝，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7%99%BB%E8%BC%9

D 【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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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單一國家認同的形成先於民主化，那麼它對民主鞏固不會造成障礙。可

是如果一個社會的國家認同尚未獲得一致之前就先民主化，那麼民主化帶來的不

是國家認同的共識，而是更激烈、更清楚對立的國家認同（吳乃德，1997）。臺灣

的政治發展，民主化之前並未妥善處理「國家認同」歧異的現象，因而引發的族

群分裂與認同差異，儼然成為臺灣社會對立、不安的重要因素，此亦是民主鞏固

與深化的嚴重阻力。吳乃德在〈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衝突、共生與解決〉一文

中，針對此一國家認同衝突對民主過程造成的障礙，援引 Mill 觀點有更深入的剖

析（吳乃德，1997）： 

 

一、國家認同的衝突讓公共政策的理性討論成為不可能。 

    由於不同群體的人民具有不同的國家認同，他們之間非但缺乏同

一群體人民所可能有的同情感，甚至彼此之間會有敵意。如果某項公

共政策對其中某一群體不利的話，單是這個敵意就足夠使另外一個群

體強烈地支持它。結果將導致：公共政策的目標不是在成就集體的、

或社會的善，而是為了剝奪敵對群體利益的工具。公共政策也將成為

不同群體之間衝突和鬥爭的焦點。 

二、「由於人們缺乏同胞的感情……社會中將缺乏民主政府運作所必要的

團結一致（united）的公共輿論。」 

……在社會遭遇重大的經濟、或國防危機的時候，一個分裂的民

族認同是否可能形成一致的共識，解決這些危機？一個不同的群體之

間缺乏同胞感情的國民，是否可能形成界定危機、解決危機的共識？ 

               更具體地就臺灣的現實情況而問，中國對臺灣的威脅和敵意一直

存在。在臺灣的居民具有中國認同和臺灣認同的情況下，他們可能形

成中國政策的基本共識嗎？尤其當臺灣面臨中國引發較立即的危機，

或至少對中國採取較明確的態度時，其國民可能達成共識嗎？ 

……軍隊是否國家化一直是民主鞏固的重要變數。可是在具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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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國家認同的情況下，軍隊效忠的將是哪一個國家？軍隊是否願意服

從民選的、主張「不同國家」的政府…… 

三、國家認同的衝突使得同一個國家具有兩組的政治領袖。任何一組的政

治領袖都無法獲得全部人民的信任；某一組政治領袖獲得部分人民的

信任，另一組的領袖則獲得另外一部份人民的信任。 

政黨競爭是民主政治過程的常態……執政的一組政治領袖，在其

執政期間對外代表了全國，對內則有足夠的權威動員全國的社會資源

解決社會面臨的難題。然而在國家認同衝突的政治體中，不同群體的

人民對敵對的一組政治領袖必然懷著不信任感，甚至認為後者不具合

法性…… 

在國家認同有所衝突的政治體中，「忠誠」的反對—民主的必要

條件之一，也比較不容易生存。因為具有不同的國家認同，反對者的

「居心」較可能被懷疑…… 

    的確，解嚴後的臺灣，尤其是在 2000 年首度政黨輪替，代表「本土政權」的

民進黨取得執政權後，社會旋即陷入「藍、綠抗爭」之中；這藍、綠表面上是政

黨的符號，背後深層意義卻是本省人/外省人、臺灣/中國的認同爭議。民進黨執政

期間，國民黨或泛藍體系挾立法院多數予以強烈杯葛，公共政策無論是非、對錯，

一律批判，其目的便是不讓民進黨繳出漂亮的執政成績單；而少數執政的民進黨

當然也不甘示弱地以民粹動員予以反制，因而政府機器幾乎陷於空轉、內耗，當

執政者無法順利施政而訴諸群眾力量時，所造成的不止公共政策無法有效推展，

更是加劇社會對立的衝突與抗爭。 

    另一方面，「兩岸關係」的政策也是令臺灣陷入內外不安的重要因素，面對強

權鄰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壓迫，臺灣在內政、外交上無不受其牽制。而民進黨執

政後所強調臺灣或中華民國的主權獨立，無論其論述如何包裝、陳水扁總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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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迴地陳述與保證30，皆無法獲得中共的善意回應，以致兩岸關係停滯不前、甚至

倒退，影響所及連外交上都節節失利，無論是邦交國的維持或國際組織的參與皆

然。兩岸政策的敗退不單只是中共的阻撓，國家認同的分裂，造成內部無法凝聚

共識更是主要原因，因為大家無法共同確認，中國究竟是「敵國」，還是「祖國」？

況且兩岸關係所關注者，不單只是政治議題，兩岸交流下的經濟利益更為民眾所

關切，當政治上的意識形態干預了經濟的發展，自然更引發反對一方的反彈，但

這反彈不但沒有令執政當局思考調整，反而更激起「臺灣意識」的一方撻伐，陳

水扁前總統甚至在下鄉時，脫口說出：「中國那麼好？太平洋又沒加蓋，覺得中國

好就游過去呀！」31 

國家認同的對立，致使人民面對強鄰而無法共同確認是「敵國」或「祖國」

時，一旦有軍事衝突時，如何形成同仇敵愾、共禦外敵的保家衛國共識？軍隊更

是有如此困惑，長期以來一直被教育認知的「三合一敵人」32，竟然一躍成為執政

                                                 
30 2000 年 5 月 20 日，陳水扁總統發表就職演說，宣示「四不一沒有」政策，強調「……秉持民主

對等原則，在既有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來處理未來『一個中國』的問題；只

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不會宣布獨立、不會更改國號、不會推動兩國論入

憲，不會推動改變現狀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領與國統會的問題。」 
總統府跨黨派小組經過 6 次會議後，在2000 年11 月 26 日的第 7 次會議發表「三個認知、四個建

議」。其內容為：三個認知是（1）兩岸現狀是歷史推展演變的結果。（2）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

和國互不隸屬、互不代表。中華民國已經建立民主體制，改變現狀必須經由民主程序取得人民的

同意。（3）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的目的在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祉；兩岸地緣近便，語文近同，

兩岸人民應可享有長遠共同的利益。四個建議是（1）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兩岸關係，處理兩

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2）建立新機制或調整現有機制以持續整合國內各政黨

及社會各方對國家發展與兩岸關係之意見。（3）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尊重中華民國國際尊

嚴與生存空間，放棄武力威脅，共商和平協議，以爭取臺灣人民信心，從而創造兩岸雙贏。（4）

昭告世界，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堅持和平、民主、繁榮的信念，貢獻國際社會並基於同一信念，

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兩岸新關係。資料來源：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
p?title=%E5%9B%9B%E4%B8%8D%E4%B8%80%E6%B2%92%E6%9C%89&variant=zh-tw 、htt
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7%A8%E9%BB%A8%E6%B4%BE%E5%B0%8F%E
7%B5%84&variant=zh-tw 【2009/1/9】 

  陳水扁總統的宣示雖釋放善意，但仍堅持主權獨立，不願認同「一個中國」。 
31下鄉接連遭民眾嗆聲的陳水扁總統，十日到苗栗通霄山上的農場，終於有個令他開心的場子，全

場四、五百人都是扁友會成員，還先彩排如何對總統歡呼加油，讓陳水扁暢所欲言，痛批馬英九

的九二共識賣台，愈講愈慷慨激昂。面對滿場的支持者，陳水扁說，「今天天氣那麼好，這裡風

景那麼美，臺灣竟然被他們說成一無是處。」他向反對者嗆聲，「中國那麼好？太平洋又沒加蓋，

覺得中國好就游過去呀！」資料來源：Yam新聞網頁，http://n.yam.com/chinatimes/politics/200711
/20071111941746.html 【2009/1/10】 

32以今日的眼光看，台獨主張和中國共產黨水火難容，但是戒嚴時代諷刺的是，黨外人士、海外台

獨和中共成為國民黨所宣傳的「三合一敵人」；最具體的表現是，1980 年初美麗島政治犯被設定

的偵訊方向，同案竟包括黃信介、蘇慶黎的匪諜罪名以及林義雄、陳菊等的台獨罪名。（陳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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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軍隊所一再打擊的「台獨意識」，因為政黨輪替而成為新的國家認同標的，他

們是否能服膺、甚至效忠？這些問題也一直考驗著臺灣的穩定發展與民主鞏固。 

最後，藍綠的抗爭，使得臺灣自民主化以來，形成兩政治族群勢力的個別領

袖，彼此互不信任、互不服從，此情勢自 2000 年政黨輪替後益發嚴重。選舉的激

情並未隨著開票結果趨於平淡，輸贏雙方並無「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的氣度，輸的一方不但不願意接受選舉結果，甚至動員群眾否定對方的合法地位，

並持續杯葛、抗爭直到下次政黨輪替為止。而再次的政黨輪替以後，輸的一方還

是不願意承認、或服從其合法地位，如此一再惡性循環，國家豈能有忠誠的反對

黨出現？民主政治的政黨良性監督總無法落實在公共政策的論辯，反對黨永遠用

叵測的居心看待執政者。 

    國家認同的歧異與對立，已成為臺灣許多政治、社會衝突的深層導因。 

 

 
2008/6/27：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n/27/today-o13.htm 【2008/7/10】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un/27/today-o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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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家認同變遷下三民主義科教育功能的式微 

壹、國家認同概念的歷史變遷 

    承前節所述，臺灣在 1980 年代以後，國家認同議題受到重視，係隨著民主化

的浪潮逐漸開展起來，而 1987 年解除戒嚴可以說是一個重要的分水嶺。 

    1949 年至 1970 年代，國家認同意識的發展，可謂均在「中國意識」的前提下

建構而成。其間雖有「民主中國意識」的萌芽，但也僅只對民主政治制度的追求，

並無挑戰「臺灣是中國一部份」的核心價值；至於極端台獨主張的臺灣意識，更

在威權統治的高壓壓制下，流亡海外，不見容於臺灣。1970 年代以後，隨著國際

局勢的轉變與《自由中國》、《大學雜誌》等民主思想的啟蒙，民間才漸次開啟「臺

灣意識」的主張，但仍受限於當時的政治情勢，只迂迴地以「住民自決」的形式，

形成現實主義的臺灣意識，亦即以主權在民的民主概念強調，臺灣前途應以住民

自決的方式解決，雖已脫離「中國意識」，但仍未能倡議完整的臺灣主體論述。 

    1987 年解除戒嚴，威權統治體制因強人的逝去而漸趨瓦解，潛藏民間、醞釀

多時的豐富社會力，在社會運動運與選舉的動員下，瞬間澎湃起來，並一股腦兒

釋放開，以致國家認同的爭議，甚至衝突、對立，也在民間蔓延開，一發不可收

拾。這除了與政治社會情勢的改變有關外，政治菁英的論述與推展更是重要因素，

以民進黨為主反國民黨勢力的理論主張與體制衝撞，是促使社會轉型思考的重要

原動力，但執政者的主張、論述更是國家政策轉變的引導力量。 

    檢視臺灣官方國家認同論述的演進，1987 年解嚴以前，國家認同概念完全籠

罩在中國意識之下，主張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尤其從民族主義角度的引證，兩

岸是不可分割、同文同種的一個國家，只是暫時分裂，將來必將統一，故國家認

同的標的，無疑地就是宣稱足以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解嚴以後，依循著執政

當局—李登輝前總統的宣示主張，才漸次地產生變化；1995 年左右，因應總統的

首次民選，在臺灣將第一次完整實現主權在民理想的同時，李登輝以「新臺灣人」

的觀點，主張不論先來後到，只要認同臺灣，就是臺灣人，而懷抱民族情感，不

 134



第三章 「國家認同」概念的轉變與公民領域教育 

忘統一理想，就是中國人，他創造了一個兼容並蓄卻影像模糊的新臺灣人概念，

為官方的臺灣主體認同奠下基礎。 

1996 年，李登輝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後，國家定位開始積極轉向，逐漸揚棄一

個中國主張，改強調中華民國在臺灣是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至其任期最後 1 年，

提出所謂特殊國與國關係的「兩國論」，並主張臺灣的民主化就是臺灣的本土化，

官方國家認同論述至此全面轉向，以臺灣為完整的國家認同標的，中國統一與否，

是未來的問題。 

2000 年臺灣首度政黨輪替，民進黨籍陳水扁當選總統，使得臺灣本土勢力為

之一振；此後官方的國家認同意識，已幾乎決口不提中國認同，中國的統一成了

未來可能的選項之一，並須取決於臺灣人民的最終決定；同時，政府開始不斷強

化普世人權價值認同、民主政治的制度認同，致力於法治社會的確立、經濟制度

的改革與自由化、國際化的推展；一個以臺灣主體為認同標的的民主國家認同，

至此發揚光大了起來。2004 年陳水扁順利連任總統，除繼續強化臺灣主體意識外，

因執政期間於兩岸政策上一直未獲中共善意回應，執政晚期，國家定位方向明顯

往「臺灣獨立」靠攏1，使官方國家認同論述更確立臺灣為主權獨立國家，甚至將

台獨建國列為未來努力目標，解嚴前極度反體制的台獨意識，竟成了官方的主流

國家意識。 

貳、三民主義科的教育功能 

    三民主義科是公民領域教材中最早設科教學的，自 1929 年設「黨義」一科，

教授三民主義；1932 年改「黨義」為「公民」並減少三民主義份量，一直沿用至

1952 年局部修訂「中學課程標準」，配合當時「反共抗俄」和「戡亂建國」的政治

局勢，始再增列三民主義為獨立學科（楊順富，2002：187-188），於 1953 年起置

                                                 
1 陳水扁前總統於2007 年3 月 4 日出席臺灣人公共事務會25 週年慶祝晚宴時，發表「四要一沒有」，

表示臺灣要獨立、臺灣要正名、臺灣要新憲、臺灣要發展；臺灣沒有左右路線，只有統獨問題。

如此明白的宣示，顯見其臺灣獨立的走向。參閱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
p?title=%E5%9B%9B%E8%A6%81%E4%B8%80%E6%B2%A1%E6%9C%89&variant=zh-tw 【200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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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3 學年教學；至此，三民主義確立為高中教材獨立學科，一直至 2005 年發佈

九五暫綱將其整併入公民與社會科，共歷經 53 年，是公民領域中最重要的意識形

態教育學科2。 

一、解嚴前的教育功能 

    解嚴前的臺灣，尤其是國民黨政府初撤守的 20 年間（1950 年-1970 年），對於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係採取較為嚴格而徹底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手段；在整個公民教育的集體作為上，則是訴諸以大陸共產黨政權的威脅為口實，

因此除全面以貫徹「反共愛國教育」（anti-communistic and patriotic education）為其

號召的主軸之外，並以主義、領袖為信仰中心的「剛性權威」（inflexible authoritarian 

or hard authoritarianism）與意識形態，來進行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支

配（莊富源，2006：85；劉阿榮，2000：151）。1970 年代以降，一連串外交危機，

引發內部民主化浪潮，1970 年代至 1980 年代，臺灣 civil society 的公民社會（早

期被稱為「民間社會」）逐漸興起，欲意反抗國家（the state）的支配；此時國家雖

仍採行威權統治，但已趨向「柔性威權」（soft authoritarianism），黨國體制與社會

控制依然存在，只是形式上多了些民主色彩與政治菁英甄補，同時注意到族群與

人口比例，但整體而言，威權統治時期的公民教育仍以順從黨國體制為目標。（劉

阿榮，2000：151） 

    劉阿榮（2000）深入分析臺灣威權體制下的公民教育，指陳出三項特徵，以

具體體現公民教育的行動取向（152-153）： 

 

（1）去皇民化而建立中國化之正統思想。 

    1949 年中央政府播遷來台，雖然失去大陸江山，卻仍以正統（法統）

                                                 
2 「國父解釋說：『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力量。』……主義亦稱為『意識形態』，意

識形態是一套整體性的信仰和觀念，它以表現、解釋和評價現實世界的方法，來指導、動員和影

響一定的行為模式。換言之，主義乃是一種觀念和信仰的體系，旨在解釋並改造世界。」（國立

編譯館，1995：2）故三民主義是一種意識形態，以其為教材學科，並成為統治當局灌輸學生齊

一思想的教育工具，是為意識形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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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居，一方面視中共統治（實行馬列主義）為「異端」，「偽政權」；另一方

面則極力清除臺灣地區經日本五十年（1895-1945 年）殖民統治的「皇民化」

政策，具體表現在「國語文的推行」（造成母語的弱化，於近年來方覺醒）；

國定假日及紀念節日彰顯中國歷史文化；人文史地教育選材的中國文化取

向……甚至台北市及其他市鎮道路，仍以八德、三達德及大陸地名而命名，

使國人在日常生活耳濡目染中，能祛除日本殖民統治之影響，改宗中華民

族的文化認同，進而建立中華「民族國家」之認同，此時為政府遷台三、

四十年間（1980 年代中期以前），公民教育最深層的意義所在。 

（2）黨國體制的建立與認同。 

    執政者為使公民認同「中華民族國家」，於是建構一套精緻黨國認同體

制。一方面凸顯中共政權之殘暴，泯滅人性、破壞中華民族文化（中共以

馬列主義建國，而 1960 年代更發起「文化大革命」），還試圖「武力解放臺

灣」……。面對如此「殘暴大敵」，統治者要求人民擁護「偉大領袖」的英

明領導。另一方面，國民黨之初建，即以「黨國一體」的形式，「以黨救國」、

「以黨建國」、「以黨治國」。 

因此，有些學者研究臺灣威權體制而提出種種名稱：「疑似列寧主義的

黨國體制」，「以法統體制排除大眾」，「二重的侍從主義」……等。這種黨

國體制以「法統」的「萬年國會」排除了大眾的政治參與，以體制內的侍

從主義（regime patronage system）透過職位與權力之恩給，獲取黨國精英

－地方派系－地方選民之支持。簡言之，黨國體制的建立與認同，是建立

在「外患」威脅與內部「法統」的維繫上，使人民必須擁戴黨國的權威領

導，犧牲若干公民權利（自由人權、參政權……等）而執政黨（或執政者）

亦充滿「使命感」，意欲領導國家人民完成「反攻復國」之大業。 

（3）從生活改善中去充實公民知識與道德實踐。 

    一個政治體制的維持，除了高壓極權控制之外，如欲建立統治合法性

與民眾支持，更須透過民眾生活的改善，使其在貧困中尋求希望，在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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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得溫飽。持平而論，無論當前如何批判國民黨以往威權統治的種種缺

失，但無可否認的，黨國體制的威權時期，至少解決了民生的基本溫飽，

甚至使平均國民所得由 1950 年代的不滿 100 美元，到 1980 年代的六、七

千美元，比起開發中國家有著斐然的成績，甚至讓工業先進國家亦刮目相

看。因此，臺灣地區自 1970 年代起，廣義的公民教育一直在宣傳此一經濟

發展的「均富」奇蹟，以增進威權統治的正當性與合理性……在威權時期，

基本人權雖受束縛，環境生態亦遭破壞，但大體言之，社會風氣及治安方

面尚稱良好，因此它體現著一種較為靜態地，臣屬的公民社會3。 

    解嚴前威權統治時期的公民教育，乃是一種不折不扣的黨國體制教育，尤其

在國家強力的介入與干預之下，公民教育也就承載了國家民族文化的復興、民主

戰勝共產、……乃至於集體取向等官方意識形態的灌輸與複製作用，公民教育於

是遂成為政治的附庸，進而成為統治階級合法化的一種文化霸權（莊富源，2006：

86）。 

    解嚴前公民領域的教材，三民主義科所積極扮演的，便是如以上所述，以反

共愛國教育為中心，成為統治階層的文化霸權灌輸工具，其為政治附庸的角色尤

勝於公民科。本研究取材之 1983 年課程標準下的三民主義科，從本文第 2 章的教

材分析中，處處可見上述黨國體制公民教育特色。總括整套三民主義課程，便是

一完整的統治者意識形態的論述，其目的以陶養學生信仰主義、服從領袖、確認

國家認同、增進反共復國意識為主軸。教材中除中山先生原典外，還充斥蔣氏父

子的言論輯選，以建立學生對偉大領袖「英明領導」之仰慕與崇敬。對政府的施

政作為，無論是民族復興、政治建設或民生經濟建設等均大加褒揚，對共產主義

的謬誤與其禍害中國的緣由，更以專章撻伐；藉由國、共正反兩相對照的描述，

欲從其中建立學生對反共復國充滿使命感，並以外部威脅合理化執政者內部的專

                                                 
3 臺灣威權時期的政治文化，確實表現出臣屬性質，對政治系統的輸出項（outputs），具有高度的

順從取向，情感上亦以「鞏固領導中心」，傾向認同權威，對於輸入項（inputs）則較少關注（或

統治者亦不重視，不允許），雖有若干不滿威權統治，卻無力動員群眾，號召民間社會的力量，

以對抗威權政府。（劉阿榮，200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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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威權統治。 

而對威權晚期，政府緩步的政經開放，教材予以大肆宣揚，猶如稱頌古代帝

王廣施德政般之豐功偉業；試問，一個自詡為民主國家的統治集團，長期未行民

主憲政，在國家遭逢內外壓力時，不得不改弦更張，朝民主化邁進，這值得稱許

嗎？黨國體制的鬆動、民主政治的確立，是第三波民主化的世界潮流4，是人民共

同完成的偉大事業，絕不是政府的恩給。 

    論及本研究主軸議題—國家認同概念，此一時期的三民主義教材，係將其完

全建立在代表中國、且領土範圍涵蓋整個中國大陸的「中華民國」上。論述方向

從民族主義論點出發，著重中華民族的共有認同，依此陶冶民族意識，進而藉民

族國家論述，強化國家觀念；最後，當然要再次強調中共禍國、反共復國與中國

統一的民族使命。關於自由主義的民主政經制度認同、法治社會認同、個人權利

認同，雖亦有部分提及，但多以中山先生主張及現行政治、經濟制度為申述重點，

整體仍不脫大中國的思維脈絡。 

    此般灌輸一致性意識形態、形塑「保守中國意識」的概念認同、宣揚執政功

績的三民主義教材，面對解嚴後紛至沓來的民主化改革呼聲，自然也面臨轉型的

嚴峻挑戰；三民主義學科，如何而能符合民主時代需求，不被民主化浪潮所淹沒，

正是下一階段課程改革所亟欲解決的難題。 

二、解嚴後教育功能的轉變 

    1983 年課程標準的三民主義科，自 1984 年起開始施行，其間經歷 1987 年臺

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一連串民主化改革措施，面對國家社會的巨大轉

變，教材內容自然不敷現實所需；於是 1995 年再次修訂課程標準時，已將三民主

                                                 
4 根據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著《第三波》（The Third Wave）的分析，二次大戰前的民

主化浪潮屬於第一波，如英國、美國；二次戰後至 1974 年間的民主化現象歸類為第二波，如日

本、西德、義大利等。而第三波民主化運動開始於 1974 年葡萄牙政變所建立的民主政體，此後

民主化浪潮襲捲了南歐，橫掃拉丁美洲，挺進到了亞洲，至少有三十多個國家從威權專制轉成民

主體制，且另有幾十個國家受到了民主潮流的衝擊。臺灣自 1987 年解除戒嚴，1990 年起民主化

腳步漸次邁開；而 1996 年人民直選總統，象徵臺灣政治民主最後儀式的完成，中華民國在舉行

總統直選以後，已經被正式列入第三波民主國家之林（彭德富，2000：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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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科作徹底的轉化，期使將三民主義賦予更高的學術價值，從思想探索角度研習

中山先生救國的主張，並排除政治性用語、刪去國家政策與三民主義建設成果，

以確立本學科的學術地位。 

    擺脫政治因素干擾後的三民主義，已不復是「官定意識形態」、「國民黨黨義」。

三民主義的原則與精神不可變，細節與方法則可變，故三民主義教學，一方面必

須忠實地反映現實，指陳社會的善與惡、光明與黑暗；另一方面必須超越時空，

導引時代的發展；面對詭譎世變、多元的社會，三民主義必須放棄長期以來對政

治的依賴，在多重思潮的氛圍下，自然地發展。學術的價值須在學術領域中決定，

而非在政治領域中找尋，秉持此一信念，不論政治上如何發展、執政者如何更迭，

三民主義仍可恃其原始學術本質，繼續永續發展（周繼祥，1998：372-374）。 

    依循上述課程轉型學術價值，並順應民主化潮流，三民主義科在 1995 年修訂

的課程標準中已大幅改革。首先，在課程目標上不再提及反共復國使命，亦不為

政府政策宣傳，改以主義理論為主軸，必要時才引述國家政策或政府建設，且不

列入教材，由教師隨機講解。其次，其教材大綱以建立三民主義學科之學術性為

原則，避免國家政策宣揚等政治性內容，且不再引用蔣氏父子言論，並增加相關

思潮的介紹，使學生明瞭三民主義在近代思潮中的地位；對於共產主義，亦將其

列為思潮之一介紹，不再一味批判；更明顯的改變是，不再宣揚三民主義統一中

國的民族使命。 

    同時，隨著社會上國家認同論述，由一元走向多元面向，1995 年新教材在國

家認同概念的闡述上，已明顯有別於 1983 年舊版教材。於民族主義部分，雖仍著

眼其國家認同的民族意識，但已放棄民族同化論點，亦不強烈標榜中華民族的國

族認同，主張國家認同不能靠強迫性的威脅和灌輸，須以鼓勵性的溝通和教育來

達成。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部分，則分別強化了當代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意涵，

申述個人人權、自由與政經制度的深度內容，並以臺灣政經成就，引發學生對臺

灣主體的價值認同。 

    值得一提的是，教材以分裂、分治成兩個政治實體的概念，從現實層面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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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岸關係，不再將中共視為禍國殃民的全民公敵，並以尊重臺灣主流民意做為解

決兩岸未來的前提；雖然教材仍是以「國家統一綱領」為基準論述兩岸未來，也

就是仍設定統一的終極目標，但統一已不是未來的唯一目標，而是選項之一，最

終仍須由臺灣主流民意，依民主程序決定之。 

    因此，三民主義教材的國家認同概念，與時俱進地隨社會環境變化而同步調

整，從解嚴前民族主義認同觀，轉向為傾向自由主義的民主制度認同，同時認同

對象也漸以臺灣主體為核心。一個嶄新國家認同觀，隨著國家社會的轉型，由「保

守中國意識」解放為「民主中國意識」，在進而向「現實臺灣意識」開展，解嚴後

的三民主義，在百變之中尋找學科的全新定位。 

三、後續的發展 

    1995 年重新修訂課程標準的三民主義，自 1999 年起逐年施行。此間，臺灣除

繼續一連串的政治革新與民主化建設外，更於 1996 年首度舉行總統直接民選，真

正落實主權在民的民主精髓。面對此等政治環境的巨變，源自舊威權時代的執政

宣傳教育工具—三民主義，雖經課程改革而以學術面貌重新呈現，然其是否經得

起民主浪潮的衝擊？ 

    首先是學生的學習態度。民主化後的資訊發達，傳播迅速；學生接受資訊的

廣度隨社會的多元而豐富起來，對於舊時代的思想重新包裝後，藉教育的管道欲

進入學生思維中，恐怕已不是那般容易。新生一代的學生，對於三民主義已少有

民族情感的認同，反而認為思想教育實在枯燥無味，且對中山先生當年革命的時

代背景了解有限，以其生活在 21 世紀現實的經驗，欲令其認識、甚至景仰中山先

生的學術主張，著實困難。課堂教學現場時，常遭學生抱怨此學科無聊至極，而

令其感到昏昏欲睡；課堂中講述「國家統一綱領」時，學生亦質疑為何只有統一

進程而無臺灣獨立進程？課本提及「對於兩岸未來的最終結局如何，並不預設立

場，而交由全體臺灣人民決定」（黃城，2004：63-64），為何又制訂國統綱領，預

設統一進程及設定未來統一的目標？凡此，均是課程內容與現實社會思考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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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證，令教學者倍感困擾。 

    其次，考試領導教學是臺灣教育現況實際存在的現象，凡入學考試的考科，

其學科價值便會受重視。三民主義獨立成科後，自1954年納入大學聯考考科之一；

此外，過去國內大小考試，均會以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為必考科目，三民主義在

考試的領導地位下，曾一躍而為顯學；然隨著民主化的推展，此等國家大小考試

列考三民主義的現象，逐漸地受到抨擊。針對國家考試列考三民主義，1993年民

進黨立委許添財、邱垂貞等8位立委提出質詢，認為考試院所舉行之各種高普特

考，皆將三民主義、國父遺教列為共同必考科目，公然將一黨之意識形態利用考

試灌輸於人民，對於人民之思想箝制既巨且深，嚴重妨害考試中立；另外，陳光

復委員也提出質詢，建議高普考試應試科目應廢除國父遺教及三民主義等；陳委

員並呼籲擔任1994年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典試委員長之中央研究院院長李遠哲先

生，能以學術界影響力，將國父遺教等科目剔除，以為臺灣基層文官排除保守勢

力之反社會壓力。國家考試廢考三民主義的呼聲，一波一波接踵而至，立法院終

於在1994年10月5日通過廢考三民主義的決議，同年12月25日考試院院會亦決議：

次年7月以後舉行之國家考試，均不再列考國父遺教、三民主義。考試院於對外發

布廢考說帖中，強調不再列考國父遺教或三民主義之首要理由為：國父遺教或三

民主義係過去國民黨一黨專政時期之黨義，1947年政府實施憲政時本應停止該科

目考試，但其後名稱更易仍繼續列考，現在國家已進入多黨政治之民主時代，不

宜以一黨之黨義，採考試方式強迫應考人接受，如此反有損國父遺教之尊嚴與地

位（李震洲，2008：66-67）。 

    廢考三民主義的社會氛圍，也同步影響了大學聯考的三民主義考科。在1995

年國家考試廢除國父遺教、三民主義的同時，教育部宣布大學聯考自次年（1996

年）起，三民主義考科由100分改為50分，時間由80分鐘改為50分鐘，並僅考測驗

題；1999年教育部更進一步宣布，於次年（2000年）起廢止大學聯考三民主義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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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5。聯考雖廢考三民主義，但配合「大學推薦甄選入學方案」實施的大學學測，

自1994年開辦起，仍將三民主義列為社會考科的科目之一6，不過其重要性已大不

如從前了。 

    威權體制的瓦解，民主化的向前邁進，專制時期的意識形態教育—三民主義，

雖在臺灣社會環境丕變中，努力調整、轉型，企圖以學術取向重塑其學科價值，

但畢竟不再受到學生青睞，同時政治局勢的改觀也讓三民主義飽受抨擊，故其教

育功能在新世代中迅速式微；終於在政黨輪替後，2005年新修訂的課程綱要中，

將三民主義整併入公民與社會學科。 

伴隨臺灣學生五十餘年的三民主義科，見證過威權統治與民主發展，最後終

不敵民主潮流走入歷史。 

 

 
5 有關大學聯考三民主義廢考相關資訊，參閱Yahoo！奇摩知識網頁，http://tw.knowledge.yahoo.co

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22820659 【2009/5/2】。 
6 參閱本研究第 2 章第 2 節。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22820659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30602282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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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家認同變遷下公民科教育功能的調整 

    本文在上一節，論述了解嚴前的公民領域教育，以形塑「中國意識」、「黨國

體制」認同為目標的教育功能，並直指三民主義科即是在此體制下的教育工具；

解嚴後，三民主義科雖力圖轉化，期以學術性角色確立其教育專業功能，但終無

法褪去黨國思想的歷史包袱，而終結於 2005 年新修訂的九五暫綱中。 

    三民主義科所代表的中國認同、黨國體制，其教育功能因民主化而式微、消

失，對應至公民領域的其他學科，愈顯出其教育功能改革的重要性。本節將從解

嚴後的民主公民教育功能探討起，後就公民領域之公民科、現代社會科與整併後

的公民與社會科等課綱、教材內容，探討其於民主化前、後教育功能的轉型與調

整。 

壹、民主公民教育 

    威權統治時期的公民教育，因統治者的強力介入與干預，而成為政治附庸、

文化霸權的灌輸工具。因此，傳統公民教育施作模式，一向被視為是傳遞主流價

值、以及促進個人對國家認同，一種社會化過程的主要運作機制，並幾近淪為用

以「定於一尊」的意識形態宰制工具（莊富源，2006：88）；這一元化的意識形態

工具，孕育了順從的公民文化，也強行凝聚了民族認同（中華民族）、文化認同（中

華文化）與國家認同（中華民國）；而其所採行「教化式同化」策略，其用意在使

劣勢的族群被要求學習優勢族群的文化、生活方式，以便在優勢族群所控制的社

會中，正常有效地生活與工作，如國民黨早期的去日本殖民化、強化中華文化為

主體性的民族文化等，皆可看出明顯的教化式同化，並相當程度壓抑本土文化。 

民主化後的公民教育，開始漸採多元文化主義觀點，強調維護各族群、各個

文化的主體性與尊重其獨特性；在討論公民國家認同時，預設其所討論的政治社

會是一個多元社會，在此社會中的每個成員，既是國家這個政治社群的成員，也

同時是各種次級社群的成員，因此，每一個人的認同可區分為兩大面向，一是基

於公民身份而對國家產生之政治認同，另外則是基於次級成員身份而對次級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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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文化認同，此二認同，應設法並存於國家這個層次；換言之，一方面有一

個共同的公民國家認同，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認同。 

    不過，臺灣鮮明的族群對立，卻使得多元文化的理解與實踐，產生落差：一

方面大家肯認差異、尊重包容多元價值；另一方面卻大肆宣稱我族中心及排他性。

原弱勢族群在威權解體後，宣稱我族才是「正港的」臺灣人，是真正「愛臺灣」，

其他族群則常被冠以「賣台集團」、「中共同路人」或「不愛臺灣」；而統派意識者，

亦不甘示弱地回擊，貶抑台獨思想的地域性、狹隘性，甚至甘抱美、日帝國主義

大腿，缺乏民族氣節，是「漢奸」。 

    究其如此尖銳對立之原因，係國家認同的紛歧所導致。威權統治時期，公民

教育所擔負的政治社會化功能，即在培養單一族群、文化、國家等認同的公民；

解嚴後，多元並茂的族群意識與文化認同縱有被包容、被尊重的可能1，然國家制

度的多元則是無法存在的，亦即現實世界，我們必須只有「一個國家」、「一套憲

政制度」，然而它叫做什麼？中華民國/臺灣，它該以何種憲政體制呈現真實面貌？

中華民國憲法/臺灣共和國憲法；在主觀意志和客觀形勢（兩岸、國際）中，我們

沒有太多的自主權，卻擁有各種「想像」空間，因而導致國家認同極度紛歧（劉

阿榮，2006：8-11）；在此紛歧下，眾多主張如對外來政權的批判、倡本土化而去

中國化等，固然反映政治社會的現實，卻在無形中激化了族群對立，甚至在政治

人物的刻意導引下，「臺灣人是否為中國人」、公民國家意識中的「國家」究竟為

何等爭議議題，不斷瀰漫民間社會，因而造成更大的對立衝突（劉阿榮，2000：

156）。 

    臺灣在面對民主化後的對立與衝突，如何能讓傳統一元價值的社會，平和地

轉型成多元並容的公民社會，其轉捩關鍵有賴於透過公民教育的調整，以增強公

民的公共性格，及形塑優質的公民資質，進而邁向民主的、進步的公民社會。此

等公民教育，即是「民主公民教育」，其主要內涵歸納為以下數端（劉阿榮，2000、

                                                 
1 依筆者生活經驗觀察，在臺灣一般的民間社會裡，本省人與外省人早已無太大的族群意識或生活

方式等的衝突，本省人與外省人也大都能和睦共處；唯獨論及國家認同、統獨爭議時，部分極端

人士彼此間還是存在南轅北轍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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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54-156、11-15；莊富源，2006：88-91；張秀雄，2006：30-32）： 

一、祛除「黨國思想教育」的窠臼，朝向多元文化的方向發展，並富有批判傳統、

批判權威的性質。傳統公民教育強調國民對國家義務，相對忽略民主法治的

權利觀念；民主公民教育賦予公民批判精神，且範圍擴及社會、國家，以求

凝聚社會力量，追求社群中的「公共善」（public good），亦體認國家角色之多

重性，使國家與社會的互動能在抗衡與合作中進行。 

二、培養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資質。「公民資質」（citizenship）亦譯為「公民資格」、

「公民素質」，主要是指何種資質的公民，既能體現其個人意志，又能兼顧國

家社會的群體利益；因此，公民資格培育或公民素質的提升，是當前教育工

作的重要任務，甚至是整個國家發展的關鍵（劉阿榮，2006：12）。傳統公民

教育的同質性，容易造成族群不平等與不利弱勢文化，多元文化主義下的公

民教育則主張尊重族群差異、肯認族群權利、族群自主選擇、強調公平正義、

主張協商民主等，以公平對待差異族群，維護其發言空間，使其對公共政策

產生一定影響力。 

三、重建思辨理性、善意德行、欣賞悅納的公民社會。如何能建立民主公民資質，

並邁向重建公民社會的願景，學者劉阿榮（2006）提出3點主張（2006：14-15）：

（1）理性思辨以求真理—憲政民主固然以憲法法治為依歸，但公民對國家的

心理認同、權利義務的法律規範、公共議題的理性思辨等，均是維護自由民

主價值，體現優質公民社會的堅實基礎。（2）肯認尊重表達善意—多元文化

主義肯認差異、尊重包容不同族群文化，對弱勢族群，保障其特殊權利；這

境界已超越「票票等值」、「服從多數」的平等與民主原則，而是一種「尊重

（保障）少數」的「矯治（回復性）正義」，是以德服人的王道精神。（3）欣

賞悅納相互認同—培養欣賞悅納的美感，使不同個人或族群對「他者」、「他

群」學習欣賞悅納，甚至相互吸引，彼此認同，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不是強制、片面的同化主義；而是多樣性之下的溶滲主義）的和平共存、

和諧共榮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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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主公民教育應包含四個要素，公民知識、公民認知技能、公民參與技能、

公民氣質傾向等，詳細內涵如表3-1所列。 

表3-1 公民教育的四種要素 

公民知識 

1. 民主本質的概念與原則 

2. 民主核心理念的意義與實施之相關議題 

3. 憲法與代議式民主政府的制度 

4. 民主制度的組織與功能 

5. 民主公民資質的實踐與公民的角色 

6. 民主的脈絡：文化、社會、政治、經濟 

7. 民主發展的歷史 

公民認知技能 

1. 確認與描述政治/公民生活中的事件和議題 

2. 分析與說明政治/公民生活中的事件和議題 

3. 評估公共事件與議題，進而採取立場並為所持立場作辯護

4. 對政治/公民生活的情況作批判性思考 

5. 對如何改善政治/公民生活作建設性思考 

公民參與技能 

1. 和其他公民互動以增進個人和公共利益 

2. 監視公共事件與議題 

3. 商討公共政策議題並作決定 

4. 影響公共議題的政策決定 

5. 執行公共議題的政策決定 

6. 採取行動以改善政治/公民生活 

公民氣質傾向 

1. 促進公共善 

2. 肯定每一個人具有平等的人性與尊嚴 

3. 尊重、保護與運用每一個人所擁有之平等的權利 

4. 負責任地參與社群的政治/公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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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尊重、保護與實踐政府的成立是基於人民之同意的原則 

6. 支持與實踐公民德行 

資料來源：Patrick，1999：34；Patrick & Leming，2001：40-43。轉引自張秀雄（2006），

頁31。 

這四種要素，「公民知識」與「公民認知技能」屬於認知學習領域，「公民參與技

能」屬於技能學習領域，「公民氣質傾向」則屬於情意學習領域，涵蓋了教育目標

的認知、情意、技能三大領域，表現出課程相當的具體性與完整性。 

貳、公民科、現代社會科教育功能的調整與轉型 

一、解嚴前公民科的教育功能 

    解嚴前的公民科，依本研究取材範圍，係指1983年修訂課程標準之公民科，

實施期間自1984年8月起，至1999年7月止。從本文第2章的教材分析可見，此時期

的公民科教育功能大致亦遵循黨國體制、文化霸權的灌輸功能，與三民主義科同

為意識形態教育的工具。只是課程內容的涵蓋範圍較廣，包含心理、教育、道德、

文化、政治、經濟和社會等，不若三民主義僅侷限於中山先生思想、政府政策建

設等，因此學術價值相對較高。 

    不過，公民科的教學目標強調以三民主義思想為主導、注重我國立國精神和

優良文化的弘揚，且在教材編輯上又將國父遺教、先總統蔣公遺訓，以及當前國

策的重要文獻融入其中，又在配合「民族精神教育實施方案」中，明列應批判共

產謬論邪說、揭發其出賣國家民族、摧殘固有文化，以及滅絕人倫等暴行；於是

總無法擺脫為統治者服務、成為政治附庸的角色。 

    在道德、文化的弘揚上，純然宣揚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優越與完美，

對於臺灣地區的文化或族群僅以大中華民族予以同化、覆蓋，並未多加說明。在

政治教材部分，對於中華民國的存在更是以中國正統自居，強調代表中國的法理

正當性，臺灣正是反共復國的復興基地，而中共是國家的竊據者，當然不免對其

大加撻伐一番，從而建立學生反共復國的決心與恢復中華民族的責任感。兩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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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論述上，雖有務實地面對分裂、分治的事實，然總結仍是以中國統一，達成

百餘年來的救國目標為目的，其重點還是在灌輸執政當局統一的國策。 

    整套教材的政治教育部分，充滿執政當局意識形態的引導，並不時提醒學生

中國統一的重要，其所欲傳遞的國家認同概念，仍屬「保守中國意識」；此般解嚴

前的公民科，如同三民主義一般，令學生脫離現實的時空環境來學習國家的文化

與觀念，到最後學生只能迷惑地去認識一個國土、人民、政府與主權指涉不清的

國家，學生所要認同的中國，竟是那個對臺灣敵意與威脅最深的國家；所熱愛者，

竟是一個時時刻刻想要併吞消滅臺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陳延輝，2001：23）；如

此的國家認同概念，豈不令學生價值混淆？ 

二、解嚴後公民科教育功能的轉型與調整 

    1984年起施行的公民科教材，至1999年才再改版，經歷民主化改革後的課程

標準及教材，自然有別於舊時代的內容，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呈現出嶄新的氣

象；在其中，已經可以感覺到民主公民教育的雛形輪廓了。 

    首先，在課程教學目標上，雖仍欲培養學生公民素養，使其具有國家意識，

但已不若解嚴前所著眼的立國精神與文化弘揚，改以「發展道德判斷，陶冶健全

品格」替代。其次，在教材編選要領上，也不再輯選中山先生遺教或蔣氏父子之

統治者言論，並排除民族精神或反共國策等政治性議題；改以社會領域專業教學

題材為主，藉以培養現代化公民素養及強化民主的普世價值。凡此改變，均顯現

出課程欲祛除黨化教育思想的努力。 

    教材中關於道德、文化的敘述，雖仍見中華文化傳承者，但已不再獨尊中華

文化之單一價值，而兼容並蓄地論及臺灣的各種次文化，且強調文化無高低之分

的多元尊重立場；對於早年政府所推行的「中華文化復興運動」，更從批判的角度，

指出其政治目的與形塑單一價值意識的可議。其多元文化概念與培養欣賞悅納、

相互認同的精神，已然成形。 

    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上，本教材亦揚棄過去大中國思想，改以現實臺灣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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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敘述為主軸，強調1949年以來臺灣的政治發展與經濟、政治奇蹟，並客觀地論

述了反對勢力的成形及對民主發展的努力與貢獻，企圖從制度面與政經成就，引

領學生認識臺灣；課本也首次將本省、外省的族群衝突與認同爭議列為教材內容

講述，並引導學生思考，臺灣國家認同歧異所帶來的危機，呼籲以寬容、協商逐

漸凝聚共識。兩岸關係議題的處理，教材以當時政府的主張定調—一個中國、兩

岸各自存在的政治實體，雖展望未來仍以藉經貿合作促成政治統合為期許，雖仍

有引領統一的向度，但已可見一個臺灣主體意識的認同價值；它不再像舊版教材，

將國家認同概念完全建立在敵對的中國上，轉而主張我們的國家是在「一個中國」

下，事實存在，各自發展；因此，其國家認同概念已是「民主中國意識」，並逐漸

傾向「現實臺灣意識」。 

    總括而言，1999年施行的公民教材，是一套配合轉型社會論述的教材。它不

再是統治者灌輸單一價值的教育工具，它真實地呈現了臺灣民主化的社會情景與

認同趨向的轉變；它也漸從過去的一元價值體系解構而為多元文化的導向；改版

後的公民科已具備民主公民教育的教育特質。 

    關於公民科在實際教學現場的課程進行實況，其教育功能是較無法實質彰

顯，原因在第2章分析教材時曾提及，因公民科並非大學入學考試的考科2，以致在

升學主義的影響下，公民科經常無法真正有效進行課程活動，不是被配課給其他

升學學科，就是移做三民主義的加強或講授現代社會課程。所以這也形成一個有

趣的現象，當臺灣在解嚴後邁向民主化社會之際，眾人將學科批判對象指向三民

主義時，同為意識形態教育性質的公民科卻安然無恙，這除了因為三民主義是國

民黨黨國體制的產物而招致抨擊外，其一直為大小考試必考科目所形成的顯學地

位亦是重要原因；而公民因一直都不是考科，所受重視程度當然遠遠不及三民主

義。 

三、現代社會科的公民教育功能 

                                                 
2 包括大學聯考，以及大學推薦甄選入學方案實施後的大學學測，均未將公民科列為考科。參見本

研究第 2 章第 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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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年修訂的課程標準中，新增加現代社會科，其目的在「增進高中生對於

自身所面對的各種社會現象能有較完整的認識，以增進其適應現代社會之能力。」

（教育部，1996：928）本文在第2章教材分析時，曾說明此科是第一部以臺灣為

主體對象的高中教科書，其教材內容力求扣緊臺灣現實的社會脈動，是一教導學

生適應臺灣現代化的教學科目。因為它被列為大學學測社會考科之一，所以亦受

師生重視；且在教學現場中，本科通常由公民或三民主義科教師兼授，其學科特

性又頗具培養公民資質的功能，故可視為廣義之公民教育。 

    現代社會其實也是一門配合社會轉型論述的學科，且比公民科更貼近學生身

處環境與實際生活。公民科諸多觀點仍由中國傳承，只是其後申述以臺灣為重點

核心，而現代社會則是完全以1949年以後的臺灣發展與現實問題為教材內容，課

程重心則在臺灣現代化歷程講述及公民適應能力的培育，如教材講述傳統社會轉

變為現代社會的歷程，並說明價值觀變遷具有強調平等、理性價值、重視成就及

個人價值等特點，這些觀點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資質、或民主公民教育的公民

氣質傾向均直接或間接有關連。 

在臺灣社會的政治發展論述上，教材亦直指臺灣國家認同的爭議是民主發展

過程的重大阻力，並真實地呈現不同國家認同的主張，如臺灣共和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臺灣等，藉以引導學生正確認知國家認同的不同面向，助其建立理性

思辨能力，以共同思考臺灣未來。對於國家認同的核心爭議—族群問題，教材更

以專章論述臺灣不同族群的優、劣勢與民主化後的消長，最後以文化相對論強調

族群文化的相對價值，引領學生摒除偏見，學習欣賞，共同為消弭族群衝突、促

進族群和諧而努力。此等國家認同，著重事實現象的陳述，並無意圖形塑何種價

值系統；蓋現代社會是一門重視社會現象發展的學科，較不強調政治性概念的傳

遞，但如以整體課程所規劃的臺灣主體論述觀之，在國家認同的意識可謂已完全

脫離「中國意識」，歸類為「現實臺灣意識」。 

    以1995年修訂的課程標準看，公民領域的教材中，三民主義科仍舊承襲中國

傳統，只是賦予時代新解；公民科亦試圖在過渡轉型中，走出傳統窠臼，建立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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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主體價值；唯有現代社會是全然以臺灣社會為主軸，講述臺灣的社會轉型與未

來發展。在公民科非列為大學入學考科而遭輕忽之下，三民主義科與現代社會科

是引導學生面臨臺灣民主化後，在社會轉型中，認知國家社會的發展與學習適宜

的公民素養之教材，三民主義傳承了過去的歷史文化，現代社會則開啟了新時代

的新認同。解嚴後的臺灣，經歷了民主化、自由化的制度變革，當政府國家認同

主張不再堅持「中國意識」，而逐漸轉向「現實臺灣意識」之際，1995年修訂的公

民領域各科目，便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建構出社會轉型的論述教材，其功能即

在引導學生學習多元精神、提升民主素養、認同臺灣現實現況、以及思考國家未

來發展。 

參、公民與社會科的民主公民教育 

    面對轉型社會的1995年課程標準，自1999年起實施，然實施3年後，教育部隨

即在配合國中九年一貫課程，與因應本課程標準的實務檢討等因素下，於2001年

成立「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著手進行「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修訂計

畫」；2005年發佈，是為九五暫綱，並自2006年8月起逐年實施。轉型論述的公民

領域教材，在經歷了2000年總統直選的民主鞏固後，歷時7年即宣告終止3，改由九

五暫綱整併後的公民與社會取代。 

    九五暫綱是在臺灣首度政黨輪替，主張本土意識的民進黨取得執政後的課綱

翻修，其公民與社會科課程綱要、教材內容自然與過去歷次之課程教材大異其趣。

首先，它將原有之三民主義科、公民科、現代社會科整併，原屬黨國思想教育的

三民主義予以剔除，公民與現代社會內容酌予改編、整合，成為社會領域中高一、

高二必修之公民與社會。在課程目標的設定上，不再有民族精神或熱愛國家等民

族主義的主張，改從公民德行、參與能力的養成建構公民教材內涵。新的課綱設

                                                 
3 臺灣 1970 年代以來，歷次修訂之課程標準，其實施年限為，1971 年之課程標準自 1971 年起實

施至 1984 年止；1983 年之課程標準自 1984 年起實施至 1999 年止；1995 年之課程標準自 1999
年起實施至 2006 年止；2005 年之九五暫綱自 2006 年起實施，預計 2010 年起改實施正式課程綱

要（九八課綱）。不計九五暫綱與即將正式實施之九八課綱，1995 年之課程標準是實施年限最短

的高中課程教材（教育部，2005：59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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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材欲培養之核心能力，著重在社會科學領域基本知識的傳授，現代社會互動

應具有公民素養之養成，訓練解決人際間問題的能力，陶鑄自我肯定、鄉土關懷

與國家認同並具地球村意識，建立生命觀、人生觀、道德觀等哲學思辨；民主公

民教育的內涵，俱融入於公民與社會教材中。公民教育已完全擺脫黨國教育色彩，

朝向民主化、多元化方向前進。 

    在照顧弱勢、超越平等的議題上，本教材亦有所主張。在第2冊講述〈憲法與

人權〉時，課本引述羅爾斯（John Rawls，1921-2002）平等原則的兩點內涵：一

是每人都能獲得同等之自由，二是讓社會中最弱勢的人獲得最多的支持與照顧；

藉以說明憲法增修條文中，對婦女、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的特別保障措施（鄧毓

浩，2009：91-93），旨在實現弱勢族群的差別待遇，是民主公民教育之「矯治正義」

的落實。 

    於政治制度的敘述，教材詳盡地介紹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並強調國家統治

基礎須合於正當性，即國家統治應以人民之同意為基礎，且人民得以「公民不服

從」的公民權對抗政府的不公義，此係強化制度認同，並具批判權威之特質。對

於民主政治的兩大精髓—個人權利與法治社會，教材詮釋甚多，個人權利方面不

止宣揚基本人權，對政黨政治、選舉制度、公民投票等亦多有詳述，所欲建立者，

係一公平參與的政治社會；法治概念則以依法治理（rule of law）為民主社會的統

治原則。凡此，皆屬強化制度認同功用，而整體民主政治的闡述，亦相當符合民

主公民教育的公民知識傳輸、公民認知與參與技能的提升等層次內涵。 

    國家認同概念的重新定位，本教材在處理上格外謹慎，避免再次形成另一意

識形態的灌輸。在立國精神段中所導引之國家認同，是以民族主義的民族意識為

發揚理念，並舉例說明中國抗日成功，全得力於民族意識發展出之愛國情操。談

到現階段國家認同標的時，仍以中華民國憲法前言及第一條所規範基於三民主義

的中華民國為定義，在修改憲法前，全民皆應遵守。不過，隨後的憲政改革說明

中，又強調臺灣憲改及政治發展豐碩成果，足堪為中國大陸或其他開發中國家典

範，欲以臺灣的重大歷史事件、民主政治成就引領學生對臺灣本土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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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岸關係的論述，則更顯臺灣主體意識認同。公民與社會科除延續1995年課

程標準公民領域教材，據實陳述兩岸分裂、分治下的意識形態與政經差異外，並

進一步指陳主權爭議是兩岸的核心爭議，主權所指涉者，其實就是國與國的關係，

國家定位在此明白指陳，代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主權獨立的國家，並依李登

輝前總統的「兩國論」，將兩岸定義為「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臺灣不再依附

中國而獨立於世界的主張，已呼之欲出。 

    終於，在2005年修訂，2006年起實施的九五暫綱「公民與社會」科，配合臺

灣民主化發展，順應政府論述主張，將原部分留存於公民教育教科書的「中國意

識」全數撤除，改以「現實臺灣意識」民主制度下的臺灣主體認同，形塑國家認

同的新價值。這是首部脫離政府政治宣傳的民主公民教育，如果它仍含有宣傳功

能，那也是民主政治、普世人權、多元價值的宣揚。至於本課程所彰顯的教育功

能與效用，在此不可妄加評述，其一因本教材實施時間短暫，無法看出實質成效，

其二也因時間短暫，以三、四年的課程實施，欲解決臺灣社會中長期對立之國家

認同與統獨爭議，恐是緣木求魚。教育功能的體現，是需要長時間的累積、改進

與發展，絕非一蹴可幾；或許，待重新再修訂的九八課綱於2010年起穩定實施多

年以後，吾人方可研究、評估其教育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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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公民教育形塑國家認同 

壹、公民教育的國家認同形塑功能 

    在公民教育包含的各層面中，本研究特別著重於政治教育部分，因國家認同

概念係屬典型政治教育範疇；再者，本研究支持公民教育的價值導向，因其對形

塑國家認同的價值概念，有相當程度的影響。1967 年由 Hess 與 Torney 所做，一

項針對美國孩童有關國家認同的調查報告中，明白指出國家認同的發展，係由以

下 3 個階段引出的（轉引自 Liow Sheen，1997：405）： 

 

1. 國家符號階段（National symbols stage） 

此階段的對國家的忠誠認知主要是來自國家的一些符號，如國旗、國

歌、國家領導人、國花、國鳥、甚至對美國小孩而言，還有自由女神（Statue 

of Liberty）。孩童們以這些符號，開展他們在了解其中意涵之前的國家

歸屬。 

2. 國家的抽象概念（Abstract ideas about a country） 

孩童在此階段獲得的是認知面向的國家概念，其中包含抽象性特質與意

識形態的內容，例如自由權，民主及選舉權。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被連

結至言論、生命、工作的自由以及選舉與被選舉的權利，這是他們本身

或家人所享有的。 

3. 國家存在於國際間的組織中（Countries in the organized system of nations） 

孩童們此刻了解到他們的國家只是國際世界的其中之一，他們開始透過

了解他們國家在國際的角色發展對國家的忠誠。 

    學童國家認同的發展與建立，被認為是公民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公民教育被

所有的民主國家視為價值，因為它是唯一令公民學會承擔民主責任的方式。公民

教育對國民認同國家概念的養成，重要性不言可喻，而這國家認同的概念，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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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中政治教育重要的精髓。 

    另外，從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角度觀察公民教育，它亦是一

國國民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人的態度與行為，都是外顯的，但各具有內隱的

價值觀念為其基礎，政治社會化可說是塑造與傳遞政治價值與觀念的過程，對政

治態度與行為的塑造、影響是顯而易見的。」（呂亞力，1987a：349）所謂「政治

社會化」是指政治社會成員經歷的調適過程，經此他遂成為政治社會的一份子，

而政治社會也藉此維持存在；個人由於政治社會化，漸漸形成對政治事物的認知、

感情與判斷標準，明瞭政治事物與情勢的應付與處理之道；當個人對自己在政治

社會中的地位與角色有了一固定認識與看法之後，其政治態度與行為於焉形成。

多數政治社會化的研究者，較重視年輕時期獲取政治態度的過程，因為成年前的

可塑性高，對未來影響甚大；當然，如此的研究並不表示否定成人時期的政治社

會化歷程，對某些人而言，成年後的政治社會化，特別是與實際政治接觸後，對

其政治態度與行為，反而更具決定性（呂亞力，1987a：350-351）。 

    因此，政治社會化的途徑是多面向的，舉凡家庭、學校、同儕、工作場所、

大眾傳播媒體、選舉或其他政治性場合等均可以是政治社會化的管道。本研究所

側重的公民教育，當屬正規學校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途徑1，並且是以直接傳授的方

式，形塑學生的態度及行為；當學校透過實施公民教育進行政治社會化時，舉凡

國家的目標、政策等均會落實至教材中，形成課程的重要內涵，以本研究主軸命

題—國家認同概念為例，透過第 2 章的教材分析，便清楚見到教材內涵所蘊藏的

國家認同取向，接著第 3 章的認同轉變分析，更可見教材隨著政府政策方向改變

而調整的適應功能，藉由課程內容灌輸予青少年政府當局所塑造的認同概念，自

然對其政治認知、信仰之養成，有啟發性作用與決定性影響。 

    至此，公民教育無論就其終極目標—造就適合國家社會的公民，或工具性功

                                                 
1 正規學校的政治社會化，主要有兩種方式。一種是透過公民課程，培育教育當局心目中健全的公

民；在公民課程中，人民的愛國心之培養、正確參政態度的陶鑄，基本政治知識諸如國家政府組

織等傳授，均佔有份量。另一種是以學校為個人最早歸屬的一個團體，團體共同生活的經歷如對

權威的看法與態度、對群體的情感與評斷，亦間接影響個人的政治態度與行為。（呂亞力，1987a：
35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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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政治社會化，陶鑄公民意識與行為，均不脫政治教育的目的，而在這政治教

育中，首重的即是國家認同概念，蓋國家認同可謂一切政治教育的核心；因此，

在無獨立政治教育的學科以從事此等認同教育時，公民教育便是國家認同教育的

最佳形塑工具。 

貳、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公民教育的國家論述 

    1980 年代以來，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公民教育觀點，產生了相當的爭議，

對公民教育的發展與實施，自然有不同的影響；本段將簡略比較兩種不同的公民

教育思潮，在國家認同議題上產生的差異。 

一、自由主義的公民觀 

    自由主義者認為人是理性的主體，可自由地選擇社會歸屬（social 

attachment），故個人與國家存在兩種關係：（一）個人與國家之間是一種邏輯關係，

國家是個人基於自保、自利所自願建構的機制，個人優先於社會、國家而存在；（二）

個人與國家是一種工具性關係，政治制度的安排在確保個人能有效地行使權利，

並使個人在追求利益的過程中，不受外在威脅，政治制度若無法保障公民的自由

與安全，公民有權予以推翻。在一個正義所導引的社會中，個人權利具絕對優先

性，不能為了任何普遍利益理由被犧牲；在一個民主社會裡，政府的目的不在為

促成某一特殊價值觀的實現，而在確保「具有不同價值構思」的個體得以自主地

在社會中共同生活，因此，國家的責任在貫徹正義原則，在此原則下，尊重每個

公民擁有追求自己的價值目標與生活方式的自由。 

    是故，國家的目的只在保障個人基本權利，不在培育或強加某特殊價值於公

民身上，價值的抉擇是個人權利；國家只是工具不是目的，此「國家中立」主張，

是解決當代社會價值多元分歧的最好方式。（廖添富等，1999：4-5） 

二、社群主義的公民觀 

    社群主義者認為，所謂的社群是由一群「生活在共同疆域之中，具有共同歷

史，分享共同價值，共同參與社群活動，具有高度團結意識」的人組成的團體，

 157



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中「國家認同」變遷之研究 

在此團體中，社群是構成個人自我認同的核心，個人並不具有優先性，唯有社群

存在，做為社群一份子的個人才得以存在；因此，個人與國家並非契約性的工具

關係，而是一種「固有關係」（appropriate relationship），國家決定了個人在群體秩

序中的相應地位，並非個人決定工具化的國家目的及功能。 

    社群主義反對權利政治，主張共善政治（the politics of common good），共善

是社群成員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目標，他鼓勵成員選擇與社群價值相符的生活方

式，故強調公民的公共服務角色，而非個人權利絕對優先性。而在國家觀上，特

別強化愛國心；所謂愛國心是指一種對自己所屬社群的政治認同感，也是具特定

國籍身份者對其國家展現的忠誠，此忠誠與認同感可令個人為增進公共福祉而奉

獻，危急時甚至犧牲個人性命。因此，社群主義認為，自由的社會單靠權利原則

做共識基礎是不夠的，還需公民對政治社群高度認同與愛國情操，只有公共認可

「愛國心」的美德，才能促使成員對制度效忠，並珍惜、維護社群，國家才能長

治久安（廖添富等，1999：6-8）。 

    總結以上所述，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在國家認同觀的差異，整理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國家認同觀的差異比較 

 
自由主義 社群主義 

個人與國家的關係 1. 個人優先於社會、國家

而存在。 
2. 屬於契約式的工具性關

係。 

1. 社會、國家優先於個人

而存在。 
2. 屬於構成式的固有關

係。 

權利政治或共善政治 1. 個人權利獨立於任何好

的價值而存在，強調個

人自主和尊重差異。 
2. 個人權利優先於任何社

會責任或促進公共利

益的要求。 

1. 個人的行為和社會制度

的安排都需符合共善

價值的要求。 
2. 強調公民的責任義務和

公共服務的角色。 

政治中心與愛國心 1. 國家的目的只在保障個

人的基本權利，而不

在培育有德性的公

1. 愛國心是構成政治社群

不可或缺的公民德

行。 

差異觀點 

比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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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2. 公民對美好生活及價值

的構思，國家必須給

予中立性的關心。 
3. 國家的中立性是解決當

代社會價值多元分歧

的最好方式。 

2. 社群應鼓勵成員選擇與

社群共善價值相符的

生活方式。 
3. 不應在愛國心的美德上

保持中立，應積極證

成愛國心。 

資料來源：節錄自廖添富等（1999），〈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公民教育觀〉，頁 9。 

參、多元文化論的公民差異與國家認同 

    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公民觀，反映出個人自由與社群福祉的不同取捨，但

基本上無論是自由主義的普遍平等、自由或社群主義的共善，幾乎都預設了「同

質性」的邏輯，忽略了不同族群的差異與不平等。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提出了差異（difference）的概念，以差異觀點解決族群的不平等，實現「差異政

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理想（劉阿榮，2006：13）。 

一、從同化論到多元文化主義 

    傳統公民教育，主要目的多在培養對政府的支持與對國家的效忠，因此，在

複合民族國家中，少數的民族往往會被要求放棄自己的文化特色，而同化於多數

民族；或一個國家內有階級、宗教、地域等不同族群，弱勢族群也會被要求同化

於優勢族群之中；這種認同主流民族（優勢族群），效忠主流民族所建立的國家，

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教化目標，而「同化」往往被認為是建立此等國家認同的主要

手段。 

    當然，這樣的同化論招致各種批評，如同化是單向的，被同化者沒有選擇的

機會與能力；同化是非自願的，很可能是運用強制甚至是高壓手段來進行；即使

同化是自願的，也會使人類社會消失某種文化形式。因此，20 世紀以後，許多學

者與政治人物改倡「融合論」，強調各民族或族群之間的相互涵化（acculturation），

進而融合為一個新的民族或族群。 

    1970 年代以後，融合論亦受到來自少數族群的批判。原倡於美國的融合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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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實際解決美國黑人不平等的問題，加上移民美國的有色人種不斷增加，使

得美國不得不改倡多元文化主義，反映美國的多元社會，多族群的文化差異問題，

藉以營造多元族群共同的國家認同意識（張秀雄，2004：38-39；劉阿榮等，2000：

121）。 

    本研究第 1 章提及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時，引述「如果外來民族得了我們的

語言，便容易被我們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個民族。再反過來說，若是我

們知道外國語言，也容易被外國同化」，另第 2 章論及三民主義課本內容分析時，

援引「中山先生主張中華民族是由各族同化而成的，以組成單一民族國家」；亦即

中山先生也是主張民族同化的，不過其力主漢民族之民族革命，推翻滿清的少數

統治，以當時時代背景與政治訴求，確能了解其用心；然從多元文化主義觀點，

此等同化2觀念，實不符合多元民族或族群的政治社會彼此間的包容與尊重，甚至

不利國家內部的真正和諧。尤其 1949 年國民政播遷來台後，藉戒嚴統治所形成的

漢化政策，以強制同化少數民族或別於外省族群的其他相對弱勢族群，如山地平

地化、國語文政策、反台獨分離主義等均是強制甚至高壓手段的同化例證，其結

果所造成者，便是 1980 年代逐漸民主化後的臺灣，紛紛呈現出族群的對峙、甚至

衝突，埋下國家不安定的深層因素。 

二、多元文化主義的主張 

    多元文化主義是指對於社會上所存在的不同群體，主張尊重其自主性，包容

其差異性，使之並行不悖，共存共榮。因為每個群體所代表的文化，無論強弱興

衰，均有一定價值。故其教育的基本理念有三，反種族主義—反對種族偏見、隔

離等政策；機會均等—無論任何背景學生均有相同教育機會；瞭解各群體的文化

背景—透過教育途徑，使學生瞭解不同群體文化特質進而培養尊重、理解、欣賞

的積極態度（張秀雄，2004：39、42）。 

    多元文化主義的教育觀點與主流公民教育主張，有諸多不同（張秀雄，2004：

                                                 
2 或依張秀雄觀點，中華民族由各民族熔為一爐而冶之，應屬融合論說法（張秀雄，2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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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5）： 

（一）認識差異的公民資格 

    主流公民教育通常是由特殊政治社群所定義，故其內涵會因政治社群的性質

而有所不同，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是基於被視為穩固國家

機制的準備教育，首要集中於行使公民權的訓練與國家認同的培養，包括對公民

權利義務的瞭解，對國家政治制度的研習與理解，以及形成自我管理系統的結構

與價值等。 

    從多元文化的教育觀點出發，除教導上列政治社群的主流價值外，應再加入

族群的觀點，教導學生認識族群壓迫的事實，正視社會不正義的現象，承認並尊

重弱勢族群的特殊權利；唯有從教育著手，才能根本改善弱勢族群被宰制的地位。 

（二）肯認差異的公民認同 

    在情感理念上，公民教育扮演著凝聚政治社群的重要橋樑。公民教育著重培

養對國家與社會的認同，以維繫一個穩定、完整的國家社會需求，亦即以主流文

化做為公民教育的基礎，其目的在達成一個共同的國家文化。 

    多元文化主義者認為，單一的公民認同無法契合多元的生活形態，故提出肯

認「差異的認同」（differentiated identity）。「差異」是一種相同的認同，且從相對

關係去瞭解，不代表全然的差異，唯有差異不再隱含貶抑，才能免去差異族群的

錯誤認同，也才能免去其他族群的錯誤肯認，方符合社會正義原則。多元文化教

育承認族群文化認同的正當性與優先性，而不強調認同的轉移與齊一；當各族群

各自認同自己的文化，又能尊重其他族群文化時，自然不會產生強迫同化、對立

排他、宰制壓迫的情形。 

（三）尊重文化差異的公民態度 

    多元文化教育除了要扭轉少數族群在教育中所面臨的不正義外，最重要的是

認為教育是族群文化及歷史經驗獲得延續的基本手段，少數族群的文化如果在教

育中失去了舞台，將面臨文化滅絕的命運。所以要保留族群文化在教育體系的空

間，不再以主流文化為唯一價值，以利差異族群的文化認同、歷史經驗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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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促進族群間的相互合作，亦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積極目的。多元文化論者認

為當前的族群衝突，應歸因於少數文化被主流文化宰制，形成族群間的偏見與憎

恨，故要透過教育使不同的文化獲得了解與學習，以減緩因文化差異造成的矛盾

與誤解，讓穩定的多元社會成為可能。 

    多元文化主義的教育觀，著重認知文化差異性，強調文化無高低、優劣之分，

每一族群的文化內涵均應在教育體系內佔有一席之地，以傳承其歷史傳統、生活

經驗；族群文化的認同不該轉移或齊一，而是要教導學生學習、了解並懂得尊重

差異，進而彼此包容、欣賞，以造成穩定的多元社會；此般論述，對於多元族群

組成的社會或國家，是具有積極整合功能的。 

    多元論者對於差異文化的強調與尊重，自然導引出中立的國家角色觀點。多

元論視「國家為利益匯集的場所，每個人在理性思考下，會加入其喜好或有利的

團體，藉以爭取其利益，國家便是在多元社會諸利益團體中，作為承受團體壓力

的場所，國家是中立的，她只是裁判，主要功能在調和利益，建立共識，確保政

治體系的合法性。」（劉阿榮等，2000：113）因此，其公民教育並不特別著重一

致性國家認同的培養，公民教育主要在養成學生尊重差異的態度，並學會欣賞不

同族群的文化，教育應訓練學生理性思考能力，以助其在眾多利益下，選擇最適

自己的利益歸屬；國家是各利益的融合，透過利益的調和、建立不同族群間的最

大共識，才能確保政治體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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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國認同 V.S.臺灣認同 

    國家認同與統獨爭議，雖然指涉的不一定是同一件事1，但在臺灣的政治發展

與現實社會的認知裡，兩者經常是交叉使用、相互影響的2；因此，國家認同的歧

異往往導致臺灣社會統、獨的對立，統的一方，其國家認同俱是中國認同，獨的

一派，當然便是臺灣認同。 

    國家認同的概念，經常與歷史文化、種族血緣等民族認同混用，尤其是以民

族主義思路來解釋國家認同者，更是將文化、民族與國家視為不可分割的整體，

期以一氣呵成創造出「民族國家」之認同圖像。從民族主義觀點出發的中國認同、

或是臺灣認同，皆有上述特性。 

壹、中國認同 

    「以民族主義方式論證國家認同，並從而得出臺灣必須與中國統一的理論，

自來是國內公民教育的主流。這也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以來，官方所提倡並容忍的

唯一說法。」（江宜樺，1998：141）就中國的歷史觀之，至遲到秦統一六國（西

元前 221 年），中國便已締造一個一統的單一民族國家，儘管此後分分合合，但以

漢民族為中心的「一個中國」觀念已十分穩固，而其創造發明的中華文化也大都

為少數民族所接受，因此「統一」是常態，而「分裂」是變態；臺灣與中國大陸

因長久分裂、隔閡，以致臺灣有人發展出一種追求自身認同的意識形態，並企圖

以「民族自決」或「公民投票」方式達成台獨建國目的，這樣的主張與運動，是

「既缺乏主觀條件，又不具客觀條件。」以主觀條件而言，自決與獨立須有一被

                                                 
1 統獨問題雖然可以籠統地說是國家認同問題，但二者間是有差別的。「統獨問題爭論的是臺灣要

不要明確宣告宣告獨立、切斷與中國大陸的主權糾葛，還是應該以一個中國為原則，使臺灣成為

中國的一部份。相對地，國家認同問的是一個人『確認自己屬於那個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究竟是

怎樣的一個國家』的心靈性活動。」前者是針對特定政治問題的答覆，後者涉及的是認同的抽象

性、哲學性思考。（江宜樺，1998：4）。 
2 在臺灣媒體報導與政治評論之中，「省籍問題、族群衝突、國家認同衝突」，或者一般常民認知的

世界中，他們常被當成可交換使用的 3 個詞彙，指涉類似現象而不加以區別。不區別的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省籍被當成一個重要的政治、甚至社會分歧指標，比如說「臺灣本省人」比大陸來

臺灣的「外省人」，有更高的傾向支持民進黨或臺灣獨立，而「外省人」幾乎都支持國民黨，堅

決反對臺灣獨立，認為臺灣不可能自中國分離，或者主張基於民族主義，中國與臺灣應該統一（張

茂桂，1997：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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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所公認不同於其他民族的地位，且政治地位是殖民地或非自治領土，就此而

言，臺灣很難讓世人承認係一有別於中國的另一民族。至於客觀條件上，台獨運

動絕不可不考慮國際環境與中共的因素，我們不能否認，臺灣自身的發展和力量

已屬不容否認的現實，但也不能因此忽視另外的和更大的現實。臺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為國際社會的共同認知，且人民自決不能適用於一個統一的國家，已是聯合

國一再宣稱的立場，如果強行採取獨立手段，可能會帶來危疑震撼，甚至災難（王

曾才，1994：205-212）。 

此外，自從 1987 年臺灣開放大陸探親以來，兩岸關係已走上不歸之路。尤其

是兩岸的經貿關係，臺灣對大陸的貿易依存度可說是不斷提高，一個明顯的發展

是兩岸三地的經濟邊界正在逐漸消失中，臺灣的產業，特別是勞力密集性工業，

出走到大陸的情況，可以用「他們在填平臺灣海峽」來形容；歷史上看，經濟整

合常是政治整合的先驅。1993 年的「辜汪會談」，雖說是非政治性的，但這種事情

又有誰能事先想像得到？1949 年分裂以來的海峽兩岸，各自以不同途徑追求現代

化，現在逐漸有了交集。為全體中國人的福祉計，應該聽其自然演變，最後終會

有圓滿的歸宿或解決方案；中國大陸民主化的進程雖然緩慢，中共當局雖欲採行

政經分離的決策，但終將抵不住時代的潮流（1994：212-213）。 

此等中國認同主張，兼顧了種族血緣、歷史文化、共同利益與所謂的「時代

歸趨」，用以說明中國將來統一的必然性；這其實就是過去國民黨政府，透過教育

3與傳播媒體所宣導的統一主張（江宜樺，1998：142）。 

    除了符合國民黨統治當局主張的中國認同外，在臺灣亦有左派4主張的中國認

                                                 
3 如三民主義課本在民族主義主張中，便是以種族血緣、歷史文化等論述兩岸同為同文同種之中國

人，擁有中國五千年悠久的共同文化資產，相關內容見本研究第 2 章教材分析。另提及中國現代

化問題時，亦指出「大陸從事『經濟改革』十幾年以來，明顯的趨向  國父的民生主義建設的理

念，使我們有非常充分的理由相信，中共在思考未來的建設步驟時，如果更能慎重地參考  國父

在三民主義當中，對於上述各方面建設的主張，則中國現代化的理想，必能逐步實現。」（國立

編譯館，1996a：115） 
4 左派和右派的稱呼最初起源於 18 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間的各種立法議會裡，尤其

是 1791 年的法國制憲議會上，溫和派的保王黨人都坐在議場的右邊，而激進的革命黨人都坐在

左邊，從此便產生了「左派」、「右派」兩種稱呼。左、右兩派的稱呼與意義，在此後歷史發展中，

各有不同的新解；隨著時間的發展，左派裡的某些「左派」成分逐漸浮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原始的左派、以及他們的激進主義和共和主義分支都堅持某些抽象的權利平等，依然被視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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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陳映真的「父祖之國」自然民族主義，便是典型論述。陳映真長久以來是臺

灣島內「中國意識」左翼路線的健將，自 1977 年臺灣鄉土文學論戰5發生以來，其

文學理論與政治觀點，一直受到海內外人士注意；為什麼陳映真受到這樣的重視？

其背景有二：（1）他是國民黨迫害的思想犯6，出獄後的言行自然受到各方關切；（2）

他出獄後，不斷對「分離主義」提出強烈的批判，持續強調「臺灣是中國的一部

份」；陳氏是臺灣本地人，故其言論在政治運動中，居有一席特殊地位（施敏輝，

1989：5-6）。 

    1983 年，以演唱「龍的傳人」一曲成名的臺灣歌手侯德健，自香港進入中國，

此消息傳到台北，引起國民黨當權者吃驚，並在臺灣各大學的知識青年中，產生

巨大震撼（施敏輝，1989：2）。陳映真對此效應，在〈向著更寬廣的歷史視野……〉

一文中，寫出「龍的傳人」歌曲引發中國民族情感的流露。他認為這首歌確實深

深地打動我們靈魂的深處，因為它唱到的黃河、長江，不是僅具有地理學意義的

河流；唱到絕不單指人種學意義「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的「龍的傳人」；它

所唱的「百年前」「隆隆的砲聲」，也絕不只是一件單純的歷史紀事。「這首歌整體

地唱出了深遠、複雜的文化和歷史上一切有關中國的概念和情感。這種概念和情

感，是經過五千年的發展，成為一整個民族的記憶和情節，深深地滲透到中國人

的血液中，從而遠遠地超越了在悠遠的歷史中，只不過一朝一代的任何過去的和

                                                                                                                                               
左派的明確主張。不過，隨著社會主義成分的逐漸增加，尤其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政策在接下來

一個世紀裡的不斷的轉變為左派的中心，也因此到了俄國革命的時候，許多人已經將「左派」一

詞限定為稱呼共產主義者、或至少社會主義者。本文此處的左派，即指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

參閱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A6%E6%B4%BE%E3%80
%81%E5%8F%B3%E6%B4%BE&variant=zh-tw 【2009/5/9】。 

5 臺灣鄉土文學論戰（1977 年-1978 年），是一場從1970 年代初期開始，關於臺灣文學之寫作方向

和路線的探討，特別是在1977 年4 月至1978 年1 月之間，關於這個議題的討論，更是達到了前所

未有的高潮，一般稱之為「鄉土文學論戰」。「這場論戰的發生，主要因為七 0 年代早期臺灣文藝

作品中『臺灣鄉土意識』勃興，卻被解釋成為和中共互通聲息的左傾民族主義，因而招徠『西化

派』知識分子以及主張『保守中國意識』分子的聯手圍剿。」（黃光國，1987：10）參閱維基百

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4%89%E5%9C%9F%E6%96%87%E5%A
D%B8%E8%AB%96%E6%88%B0&variant=zh-tw 【2009/5/9】。 

6 1968 年 7 月政府以「組織聚讀馬列共產主義、魯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逮捕包

括陳映真等「民主臺灣聯盟」成員共 36 人；陳映真被判處十年有期徒刑並移送台東縣泰源監獄與

綠島山莊。陳映真被捕時亦為《文季季刊》的編輯委員，季刊相關文人黃春明、尉天聰也遭牽連，

因而本事件又稱「文季事件」。參閱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
%99%B3%E6%98%A0%E7%9C%9F&variant=zh-tw  【20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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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政治權力。」（陳映真，1989：33） 

    他對於有人以「空想漢族主義」，說明民族派臺灣知識分子所秉持以抗日的「祖

國中國」、「中國的臺灣」等觀念，予以嚴正駁斥。他舉猶太人為例，在亡國數千

年之後，所歷經的「近代化資本主義歷史發展」遠比臺灣更徹底，卻還能建立以

色列國家，這說明了：當為一個主觀的政治偏見服務時，被惡用的歷史唯物論，

是多麼幼稚、可笑。他對於主張「臺灣、臺灣人」意識的「一小撮輕狂的小布爾

喬亞」，感到痛心，他們不只是思想上的幼稚，也是政治上的嚴重小兒病。但「臺

灣、臺灣人」主義的錯誤，斷不應該由那些少數人去負責；從戰後歷史來看，對

待因日本殖民統治而歪扭的歷史中生活的臺灣人民，國共雙方都犯了十分嚴重政

治上的錯誤，這錯誤存在著右的和左的臺灣分離主義發生的基礎。若將這錯誤，

向著更寬廣的歷史視野擴大，歷代政治權力自然在巨視中變得微小，從而，一個

經數千年的年代，經過億萬中國人所建造的、文化的、歷史的中國向我們顯現。

民族主義是這樣的中國和中國人的自覺意識；是爭取這樣的中國和中國人向上、

進步、發展、團結與和平；是努力使這樣的中國和中國人對世界和平、發展和進

步做出貢獻的這種意識。 

    陳映真認為侯德健的出走，無關中共的勝利，或國民黨的失敗。「他只不過是

去看一看長久奔流在他的血液中的，在夢中神遊並且傾聽其澎湃和洶湧，經數千

年歷史和文化所形成的父祖之國罷了。」任何統戰腔調、叛逃之指控，都是對自

然的民族主義情感的羞辱。最後他呼籲，單獨的神州暢遊，畢竟不若常留兩岸，

為中國自由、民主和民族團結的努力，對苦難的民族來的有意義（陳映真，1989：

34-37）。 

    陳映真將社會主義的階級分析與民族主義反帝反殖民運動結合，充分體現民

族主義從 19 世紀蛻變到 20 世紀，由西歐民族國家的帝國主義演變成第三世界民

族國家反帝國主義的歷史結晶。這樣的論述，過去在臺灣一向是比較受壓抑的，

因為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只是用來與中共做政治鬥爭，並不想激起反日反美情緒。

換言之，國民黨（或前引王曾才之論述）的民族統一論，其假想敵是「毀棄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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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文化的中共」；陳映真論述所代表的民族統一論，其敵人則是「美帝撐腰下的國

府政權及台獨運動」。左、右翼的民族主義貌似雷同，槍口所朝的方向卻頗有差異

（江宜樺，1998：145）。 

    此外，批判威權統治的自由派學者胡佛7，在國家認同的立場上也採民族主義

觀點而非自由主義觀點。他在一篇〈政治文化與青年的國家認同〉訪問稿中，說

明政治文化分三種型態，第一是「統攝性」的政治文化，其作用在使政治系統成

員對該系統產生認同的情感；第二是「結構性」的政治文化，其作用在使個人政

治行為遵循規範，產生秩序；第三是「功能性」的政治文化，其作用在使政治系

統成員，在決策執行過程中產生能力感，而發揮系統的功能。此 3 種政治文化，

以「統攝性」最為重要，因為「『認同』是政治系統運作的必備條件，也是政治文

化『控制機能』最重要的功能，如果一個政治系統不能使系統內的成員對它產生

一定的認同作用，政治系統就根本欠缺維持的基礎。」（胡佛，1984：16） 

    胡佛肯定認同政治的重要性，認為在眾多認同範圍的層次中8，各層次最好相

屬相涵，而以國家認同為主，因在目前，整個世界仍以國家的利益為最重要、最

優先考慮，只有在國家認同的基礎上，才談的上進一步的國際主義。對於臺灣的

認同混淆，他指出：在情感上認同中國大陸，所要面對的是兩岸長期分裂對立的

事實，這就會發生矛盾與困擾；如果把中國大陸排除在認同對象之外，又與中華

民族的情感相違背。如不談民族情感，在政治現實上排除對中國大陸的認同，也

會產生政治上的衝突與危機，因為我們就算可以不認同大陸，但大陸卻不認為臺

灣不屬於中國的一部份，蓋此例一開，新疆與西藏也可能產生「離心」作用，而

                                                 
7 胡佛，台大政治系教授，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並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胡氏以在野之身，熱

心於政治改革運動，建言獻策，具有遠見。若干年來，結合自由派學者，創辦雜誌，成立社團，

倡導自由民主，回歸憲政，並堅持主張「學統」、「官統」兩分的立場。1986 年間曾推動政治溝

通，促進反對黨之建立。胡氏之各種努力，對臺灣地區民主政治之發展，具有甚大之貢獻，在臺

灣民主化的道路上，胡佛的貢獻爲人尊敬；爲此榮獲 1997 年度傑出民主人士獎，胡佛親自到舊

金山領獎，並在致詞仲介紹了臺灣包括反對黨成長在內的民主化進程。此外，胡佛有著濃厚的中

國情懷，這些年來不但推動臺灣民主進程方面有突出的貢獻，就是在堅持兩岸統一的立場、他多

次到大陸訪問並幫助發展大陸教育等方面，也很有代表性。參閱維基百科網頁，http://www.cdef.
org/Default.aspx?tabid=287&language=en-US 【2009/5/9】。 

8 胡佛認為，認同範圍的層次可分為以下幾種：（1）國際主義、（2）種族主義、（3）國家主義、（4）

分裂性的認同、（5）省籍認同、（6）地方認同。（胡佛，198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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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四分五裂的狀況，況且在感情上大陸也不可能允許臺灣「脫離」。在談及省籍

認同問題時，他以台語和國語爭執為例，說明這些其實並非真正省籍認同差異造

成，而是「大中國」認同問題的延伸，因為不管本省外省都是共一血緣，所以不

可能造成種族或社會的根本問題。 

面對此等認同的問題，胡佛認為解決之道，必須在前提上肯定中華民族的整

體尊榮感，因為這是認同上最高的象徵，在性質上它應該高於一切利益之上；在

政治現實的考慮上，也仍然必須將中國大陸列入我們的認同對象，因為只有在這

種「認同的共識」之上，將來中國統一的問題才能以和平的方式獲得解決，否則

就只有像美國南北戰爭一樣，以流血來解決認同的裂痕。 

    總之，解決當前認同問題，應將國家認同建立在中華民族及「大中國」的認

同之上，心理上承認臺灣是整體中國的一部份，但絕不是「共產中國」的一部份，

因為共產黨統治下的極權制度與我們日益發展的民主制度是無法達成統一的；如

果中國要統一，就必須統一在民主憲政之下，成為一個民主的中國，所以我們必

須在臺灣厲行民主憲政，在臺灣建立一個完整的憲政體制，這樣才能使臺灣與大

陸具備統一的條件（1984：17-19）。 

    胡佛的論述，將自由主義原來主張個人權利優先於國家整體尊榮的順序逆

轉，並將自由主義原本主張的公民意識為公民資格限制，改成以血緣為標準（江

宜樺，1998：144）；即使他對民主憲政充滿期許，卻仍不脫大中國意識的民族主

義。 

貳、臺灣認同 

    同樣民族主義的思考邏輯，換一個假定的民族，便可服務於不同的政治立場。

獨派人士界定國家認同，大抵亦不脫離種族血緣、歷史文化、共同利害為基礎；

只是訴諸種族血緣者較少見，因為臺灣住民中絕大部分在近代以降，如以血緣論

可謂幾乎都屬漢人，真正有血緣差距者是原住民，而原住民人數極少，並非多數

移民之先祖；強調原漢差別，只能導出原住民獨立建國，而非四大族群共同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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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獨民族主義論述，較以歷史文化或共同利害為立論根基（江宜樺，1998：

148-149）。 

    解嚴以前的臺灣認同，因不見容於統治當局而難以在臺灣本島蓬勃發展。然

不論是解嚴前海外的台獨論述，或是解嚴後島內的以臺灣為主體主張，其臺灣民

族主義的建構不外是強調，臺灣四百年來迭遭外來政權殖民統治，歷經政治、經

濟、或文化上的壓迫、歧視、剝削以及掠奪，在歷次的反抗運動中，已孕育出獨

特的海島文化、本土意識，當中有悲情式的集體認同，如「臺灣人的悲哀」，也有

堅忍不拔的「蕃薯仔精神」；同時這文化型態兼容並蓄，雖與中國有部分重疊淵源，

但目前已完成一獨立完整之命運共同體（江宜樺，1998：150-151；施政鋒，2002：

458）。 

史明在《臺灣人四百年史》中，探討〈臺灣民族獨立的反殖民地闘爭〉時，

對臺灣民族主義有深入的論述。1945 年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英等聯合國巨頭，因

蔑視臺灣四百年歷史發展，及臺灣人渴求殖民地解放的願望，讓蔣家中國政府以

武力佔領臺灣，造成臺灣人在蔣派中國人的法西斯殖民統治之下，前仆後繼地進

行反殖民地闘爭；究此闘爭的思想背景、出發點及終極目標，擇要說明如下（史

明，1980：1095-1100）： 

（一）臺灣社會與臺灣人民即臺灣民族，及臺灣人意識與臺灣民族主義，是代代

的祖先們艱苦奮闘，努力於移民與開拓，社會近代化與資本主義工業化，

以及進行反殖民地闘爭的發展過程中形成起來的歷史產物。尤其臺灣民族

生存，所不可欠缺的臺灣人意識與臺灣民族主義，就是在先祖一連串「反

紅毛」、「反唐山」、抗日及近代民族解放運動，與臺灣工農大眾的社會主義

革命闘爭中，累積凝結而成的。繼之到戰後，二二八大革命的「反阿山」

闘爭中，以臺灣人先烈們的流血犧牲為代價，刈掉了臺灣人對於中國在血

統觀念上的尾巴，把摻雜在臺灣人意識裡的「空想大漢族主義」剷除之後，

也就是徹底打消因與中國人同一血統所產生的意識上的瓜葛之後，臺灣民

族主義，即「渴求臺灣民族的獨立與解放，主張其民族利益，並關切其民

 169



高中公民領域教材中「國家認同」變遷之研究 

族的命運與前途」這個完整的民族理念終成為臺灣人唯一且最高的原理。

傳統的「臺灣民族主義」，就是這一代的臺灣人為了解除蔣派中國人外來統

治所給的殖民地枷鎖，反殖民地闘爭的最根源且最基本的思想背景。 

到了 1960 年代，隨著臺灣工業發展，勞動大眾的階級覺悟提高，加上革命

的知識份子（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及其革命方法，站在勞動大眾無產階級立

場，要為臺灣社會主義革命努力奮闘的臺灣知識份子），其勢力抬頭之後，

「臺灣社會主義」即成為反殖民地闘爭再一個思想背景。 

（二）蔣派中國人外來統治者施加殘酷的殖民統治，以法西斯手段捕殺與迫害了

成千成萬的臺灣人；並在經濟上，強行史無前例的獨佔支配，導致臺灣在

外國帝國主義資本、中國官僚資本及臺灣人買辦資本的壓迫剝削之下，農

村經濟蕭條、工資階級貧窮化，以致臺灣大眾自二二八大屠殺以來積怨日

深，「蕃薯仔」的民族意識愈熾烈化，「散赤人」的階級覺悟日益提高。另

一方面，隨著臺灣經濟發展，地方性中小企業的臺灣資本家（可以說是臺

灣的「民族資本家」）抬頭，青年子弟教育水準提高，小資產階級勢力壯大，

但他們在殘酷的殖民體制下上學、就職、留學等機會受到差別待遇與限制，

以致青年知識份子的臺灣民族主義洶湧澎湃、社會主義思想日漸發展。 

如此，在臺灣人大眾積怨已深，民族與階級的覺悟提高，民族資本家與小

資產階級知識份子勢力壯大且政治覺悟提高的情況下，臺灣人起來要求民

族獨立，主張自己當家作主並建立民主自由的「臺灣共和國」；再加上勞動

大眾與革命知識份子要求「社會革命」，廢除剝削並實現經濟平等的社會主

義社會，以上就是臺灣人反殖民地闘爭的出發點，也就是其終極目標。 

（三）由於臺灣人的反殖民地闘爭，與中共的統一中國，在其闘爭過程中固然具

有同一目標，即打倒蔣家國民黨集團；所以，竟有一些臺灣獨立主義者覺

得應與中共採取統一戰線，或者想借中共力量進行反殖民地闘爭。但從臺

灣人大眾的一般意識來說，無不反對中共佔領及統治臺灣；無論是蔣家國

民黨，或是欲侵佔臺灣的中共，均不外乎是屬於外來勢力的「阿山」，構成

 170



第四章 建立公民教育中符合現況「國家認同」概念 

著臺灣當家作主的障碍，均屬被排除的對象。也就是說，臺灣人一般大眾

的民族意識，自二二八大革命以來已與無論蔣家國民黨或中共的中國，尖

銳對立著。 

    史明將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視為接續自荷蘭、鄭氏、清朝、日本的另一個

外來政權的殖民統治者，在其史觀的建構下，從唐山過臺灣的移民，由「炎黃子

孫」變成「臺灣先民」（江宜樺，1998：152），且自二二八事件（史明稱之為二二

八大革命）後，臺灣已與中國剪斷血統觀念的糾葛，邁向一個獨立的臺灣民族。

因此，他不斷以反殖民地闘爭觀點，以社會主義階級對立思想，鼓吹臺灣島內凝

聚一體的臺灣民族意識，全方位地對抗外來政權的高壓、剝削統治，以建立民主

自由的「臺灣共和國」。這是一個極富排他性的臺灣認同，也是海外堅決台獨論者

的激進主張。 

    1983 年至 1984 年的「臺灣意識論戰」9，是臺灣島內繼 1977 年「鄉土文學論

                                                 
9 「臺灣意識論戰」是1983 年至1984 年間，主張臺灣意識及臺灣獨立的臺灣知識分子，及政治運

動人士通過黨外雜誌進行的一場思想論戰，主題在於臺灣人應抱持怎樣的國族認同。由於臺灣當

時仍處於威權統治時期，長期的中國觀念與政治神話也根深蒂固，贊成臺灣意識的一方不敢或不

能直接舉起「臺灣意識」或「國族認同」的旗幟，所以論戰是以所謂「臺灣結」對「中國結」的

形式展開，因此該論戰又被稱為「臺灣結與中國結論戰」。這場論戰使文學運動與政治運動更緊

密結合，臺灣意識成為公開話題，打開了國族認同的思想與言論禁區，並為日後臺灣獨立的理論

論述及運動開展創造了空間。 
臺灣意識論戰被視為1977 年「鄉土文學論戰」及1980 年代初期「文學界南北派爭議」的延續。

在「鄉土文學論戰」中，「臺灣本土論」和「左翼中國民族主義」基本上是結盟在一起對抗「右

翼中國民族主義」及「現代化論」所共同代表的官方意識形態。儘管「臺灣本土論」和「左翼中

國民族主義」之間的矛盾在「鄉土文學論戰」中已有某種程度的浮現，但在當時國民黨威權統治

及政治灌輸下，「臺灣本土論」一直只能隱而不顯或處於混沌狀態，而寄身於「中國認同」的符

碼之下。1979 年1 月 1 日中華民國與美國正式斷交，同年 12 月發生「美麗島事件」，都震撼臺灣

知識分子的思想與心靈。1980 年代初期，臺灣文學界爆發了一場關於「臺灣文學如何定位」的

「文學界南北派爭議」。爭論是由1981 年詹宏志的文章《兩種文學心靈》引爆。他在文中提出臺

灣文學未來在中國文學中的定位問題，悲觀地將臺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邊緣一支，引來不滿者的

強烈批評，並進而造成贊成與反對者間的一場論戰，文學界的南北派也正式成形。在「文學界南

北派爭議」中，「臺灣本土論」的支持者雖然找到一個暫時的出口抒發，但並未能暢所欲言，因

為問題的核心已涉及論戰參與者在國族認同之政治立場的差異，非僅限於文學定位的不同立場。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一直隱忍的臺灣立場論者，經歷這些劇變及爭論後已漸成熟並積蓄相當的能

量，俟時就會爆發。 
1983 年6 月 4 日，「侯德健事件」發生，震驚臺灣，至此「臺灣意識論戰」正式在臺灣島內的黨

外運動陣營中爆發出來，包括當時黨外左、右翼的雜誌，如《生根週刊》（後被查禁而改名《臺

灣年代》）、《前進週刊》、《夏潮論壇》等，都相繼投入這塊當時的思想禁區競逐。 
這場論戰在「臺灣意識」及「臺灣獨立運動」的發展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這之前，由於

國民黨對言論的鉗制以及對思想的教化，反對人士不敢公開宣揚「以臺灣作為思考中心」的政治

主張。然而，此論戰的展開，將這個長久以來的思想言論禁忌打破，並提出一個不同於官方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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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意識與傳統中國意識再次正面交鋒；從此，一個有別於官方定於一

尊的另類國家認同觀—臺灣認同，在這論戰紮下其立論根基。 

臺灣意識，是從「在地認同」開始的。梁景峰在〈我的中國是臺灣〉一文中，

對侯德健出走大陸認為不是一件了不得的事，當他仔細聽過「龍的傳人」後，有

別於陳映真的中國情感流露，他既無「胸中喉裡，竟梗著一股酸熱」，也沒有「心

中呼叫起來」，龍是鬼神的誘惑、帝王統治得遺毒，中國人是人的傳人，每一個人

都是人的傳人。中國存在於中國每個地方，並不是只有中原、神州、黃河、長江

才特別中國；口頭的民族主義者說中國時候，便是夢裡神遊長江黃河，而不睜眼

看眼前腳下的中國。難道越遙遠的就越中國嗎？「如果中國各地的中國人不能認

同他們生活所在的中國，而只仰望天邊的中國，那中國不會有希望！因此，我要

說，我的中國是臺灣，然後才能談大陸的中國！只有認同生存所在的人才可能是

民族主義者；而不認同生存所在，不能把臺灣視為中國，不能把臺灣人當同胞的

人也絕不是愛國者！」（梁景峰，1989：60）中國意識轉向為在地的臺灣意識，即

使胸懷未來的中國，也要從認同現實生存所在的臺灣看起。 

    陳樹鴻直言，臺灣社會自由民主障礙，不僅在一黨獨大、戒嚴法、臨時條款

等制度性基礎，其深層的本質在於該些體制是建立在對臺灣現實意識（簡稱臺灣

意識）的否定上。臺灣意識並不是與生俱來，並不是一個地理名詞的延伸，而是

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下的產物（陳樹鴻，1989：192）。1949 年前後來台的大陸

人士，不論其主觀願望如何，終究是這塊土地長期生存、活動、衰老或成長的。

他們面對一個客觀存在的社會經濟體—臺灣人民，是要自外於它呢？還是要進入

其中？臺灣的歷史證明了，大陸人並不能自外於臺灣社會，而形成一個個別的社

會經濟活動範圍，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進入其中，與臺灣社會融成一體，成為臺灣

人。1960 年代以來的工業發展，更加使得這個趨向不可抗逆；1970 年代以後，「臺

灣意識」更是隨著整體經濟發展，開始影響社會各個層面。「鄉土文學運動」與「黨

                                                                                                                                               
之中國民族主義的另類國家認同，為日後臺灣獨立言論的公開打下基礎。 
參閱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84%8F%E8%A
D%98%E8%AB%96%E6%88%B0 【200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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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民主運動」正是臺灣社會在臺灣意識衝擊下的產物。（1989：193-194） 

    戰後臺灣文壇，充滿「大陸文學」與「西化文學」，他們固然讓廣大讀者分享

他們的回憶，也以異鄉風味吸引了讀者一時的好奇，但卻無法持久對抗臺灣人民

要將現實社會文學藝術化的渴望，因為他們超越了臺灣的現實，而神遊於彼岸。

然文學的任務便是要建立以描寫今生今世、斯土斯民的「此岸文學」，鄉土文學運

動即是以臺灣意識來批判「彼岸文學」的新文學藝術。 

    反對臺灣鄉土文學論者，否定臺灣人意識，認為那是有心人以殖民地性格所

推衍出的分離主義；臺灣的鄉土文學早在殖民地文學中消失，而在全中國近代反

帝、反封建的個性中，統一在中國近代文學之中，而成為其光輝不可分割的一環10。

陳樹鴻反擊，否定臺灣人所能形成共同意識的說法，便是認定只有欺侮小國的殖

民地母國才能有民族意識；至於分離主義，若指陳的是日據時代，臺灣人欲自日

本帝國主義分離，這豈非民族主義？若指陳的是當代，則臺灣與中共本來就不在

一起，何來分離？臺灣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政治的現實只是更加鞏固這個客

觀實體；一切的政治改造、社會改造，乃至於文學改造，都只能而且必然從這個

現實出發，而非否定臺灣這個客觀實體以及從其所生的臺灣意識，如此的認同，

才會真實且有意義。臺灣鄉土文學，「它的對象就是這一個被共同的政治經濟生活

連結在一起的臺灣人民的生活，描寫他們所受的壓迫與不平，描寫他們的發展與

前進。鄉土文學運動的動力是臺灣意識對非鄉土文學的批判，並且在臺灣實體的

存在上建立起一個相對應的、反映客觀的文學世界。」（1989：196-198） 

    如同鄉土文學欲建立一個反映現實的文學世界般，臺灣黨外的民主運動也是

要在客觀的存在上，建立起一個相對應的民主政治。過去國民黨向來以「中共威

脅」來阻止人民履行憲法權利，殊不知把政治落實於臺灣，鞏固臺灣意識，才是

對抗中共威脅的最有效武器；無法認同於臺灣現實與臺灣人民，自然得不到臺灣

人民的認同，而須挾外患以制內。 

    一般討論臺灣的民主運動時，經常將黨外民主運動看作是「自由中國」的延

                                                 
10 見陳映真，〈鄉土文學的盲點〉。轉引自陳樹鴻（1989），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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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自由中國」是站在國民黨改良派立場從事民主運動，他們宣揚民主，寄望於

國民黨的反省與革新，他們以恨鐵不成鋼的孤臣孽子心來推展民主運動，卻沒有

直接認同於臺灣人民，其勇氣固然可佩，但失敗其實是歷史的必然。而黨外民主

運動，是一個認同於臺灣，以臺灣意識為基礎，血肉豐滿的民主運動，與「自由

中國」本質上大不相同；沒弄清楚這種基礎，就容易走入錯誤的路線，自以為追

求民主為標榜，因反對臺灣意識，便會走到阻礙民主的道路上去。（1989：198-203）

陳樹鴻以標榜反帝與民族主義的民主人士陳鼓應，對當年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的政見為例，說明其主張「發起召開全中國國民會議，以期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

選」是一個脫離現實、空洞的標語；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精神在於承認臺灣

實體，陳氏卻否定這實體，認為臺灣能不能享受民主要由全中國人民來決定，「這

種把民主寄託在天國的作法」，實與國民黨不相上下。講民主，臺灣意識是必要條

件。 

    最後，臺灣意識會不會擴大成為省籍矛盾？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既然臺灣社

會已形成一個政治經濟的共同體，所謂「外省人」自然無法自外於這個社會，所

謂的省籍矛盾，當然不會存在；如果有，那便是主觀認同與客觀存在之間的矛盾。

當民主化不斷推展向前時，外省人會漸漸地認識到他們的命運是緊緊的與臺灣依

存在一起的，隨著臺灣意識的普遍認同，這個矛盾終必被消滅11（1989：203-204）。 

    跳脫大中國的思維理路，將民族主義落實到實際生活的臺灣社會，此等臺灣

意識的崛起，是促成日後民主化中，臺灣主體意識國家認同的重要發展基礎。 

    在衝破所有的政治禁忌，經歷過民主化的洗禮後，臺灣認同主張，較之中國

認同愈為彰顯；其內涵也不再論述中國意識下的臺灣現狀，而主張由現狀架構出

臺灣民族意識，從而在政治上建立一個新的獨立國家。此刻的臺灣認同，已將曾

為臺灣島內政治最禁忌的「台獨思想」融入其內涵之中。為什麼當臺灣愈來愈朝

                                                 
11 不過，筆者以實際政治現象觀之，民主化以後的臺灣，臺灣意識自然是已經普獲認同，但省籍

矛盾似乎並未因此而消弭於無形，反而愈加引發本省、外省之間的對立、衝突。筆者其實就是因

為感受到臺灣社會的此等對立，才決定研究公民教材的國家認同議題，以期以教育的改造力量，

重塑臺灣的新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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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前進，國民黨愈來愈不像外來殖民政府，而且臺灣人也已經做了中華民國

總統的時刻，台獨的聲浪反而愈來愈高？張茂桂（1993：261）的解釋是：「台獨」

在臺灣一直是被壓抑的。所以，儘管海外的臺灣人早即有了台獨的組織，但是他

們一直被國民黨成功地隔離海外。換言之，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使得台獨根本不可

能在臺灣有效存在。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日本政府也是如此，故而當時也沒有顯著

臺灣獨立運動。所以衹有在 1980 年代後半這種威權體制崩潰後，台獨才有形成風

潮的可能……威權體制的壓迫只能解釋臺灣何以「不能有」台獨，但不能解釋何

以「要有」台獨。 

    對此，張茂桂（1993：261-264）援引 Anderson「想像的政治共同體」、Harold 

Isaaccs「部族偶像」繼續加以說明。所謂的「想像的政治社群」，其實不是單單憑

空的想像而已，這種想像是集體創造、新意義產生的結果，而這新意義也常投射

到一個身分的象徵符號（identity symbol）來維持，這符號便是 Issacs 所指稱的「部

族偶像」（Idols of the Tribe）；透過個人和部族偶像的儀式性活動，個人成為集體生

活的一部分，集體生活也透過個人而實現。1980 年代後半「臺灣獨立建國」的民

族運動，就是「為了要建立一個有名字的『部族偶像』，為了要創造一個和臺灣的

集體生活經驗有實質而且有密切關係的集體表徵，做為族群的及社會的自我崇拜

基礎……這種新的自我崇拜，反映了一種新的集體自我形成，它不是某些特定的

人特殊意識、思想可以創造出來的，而是在這個時空裡，有愈來愈多的人因為共

同生活與存在，開始同意，並主張對自己賦予一種新的詮釋、發展出特別的稱謂，

與特別的標幟，以有別於以往那種虛幻的存在」（1993：264-265），這才是臺灣民

族主義的內在意義。 

    因此，「台獨」論述在公共領域出現，並且做為「國家認同問題」，應該與下

面幾個基本出發點有關（張茂桂，1997：56）： 

 

（1）關於現在的政府：將中華民國定性為「外來」政權，沒有代表性，臺

灣人應該有「自己的」政府，也應該有自己的國旗、國歌、國號等，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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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憲法」應該重寫，而不只是「修改」原來的『中華民國憲法』；（2）關

於「過去」：臺灣人、臺灣歷史有它獨特性，是不能用「中國人」以及中國

歷史來代表，「臺灣人」一定要和「中國人」有所分開，臺灣的歷史也一定

要有自己的觀點，臺灣「四百年史」成為顛覆中國民族史觀的基本立場；（3）

關於「未來」：臺灣的前途，是要獨立還是要統一，都必須經過臺灣人民用

民主的程序表示意見後來共同決定（臺灣獨立，是「最終」的願望）。 

    施政鋒（2002）亦從民族主義的觀點，探討多元族群、多元民族下的民族塑

造與台獨建國。從民族運動的任務來看，推動初期的重心往往集中於負面的抗爭，

以追求「國家的肇見」（state-making、state-formation、state-creation，在此簡稱「獨

立」）。在後期（或是同時），民族運動的課題在於一方面建立自己的主體性，也就

是合宜的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制度，即「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在此

簡稱為「建國」）；另一方面，多元族群的國家還要專注內部整合的課題，即「民

族塑造」（nation-building，簡稱「塑族」）。在臺灣對外尚未取的真正主權獨立之際，

雖然對外獨立是對內建構民族國家的必要條件，但是這兩項任務在現階段並沒有

線性的序列關係。也就是說，獨立運動與建國/塑族運動必須同時進行（施政鋒，

2002：461-462）。 

    臺灣是一多族群的社會，一般分為原住民、福佬人（河洛人）、客家人與外省

人12；而一般均將福佬人、客家人視為本省人。族群間的張力，特別顯現在本省人、

外省人間的齟齬，外省族群對於歷史上的中國難免藕斷絲連，甚至有文化、血緣

上的優越感，他們多是隨國民黨流亡來台，屬非自願性移民，自然對臺灣土地的

認同較為遲緩，在政治上的國家認同，也比較傾向「是中國人而非臺灣人」，並不

太反對中國統一；本省人則多屬數百年前自願前來墾殖者，早已死心塌地將臺灣

當作母國，故傾向認同「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較能接受臺灣獨立。1987 年開放

「大陸探親」後，老兵們赫然發現自己竟成了「台胞」，從此，在臺灣認同的論述

裡，外省人不再是未來要驅逐出境的中國人，而是臺灣的「新住民」族群或李登

                                                 
12 參閱本研究第 3 章第 1 節。 

 176



第四章 建立公民教育中符合現況「國家認同」概念 

輝所稱的「新臺灣人」（李登輝，1999：271）；他們在國民黨逐漸本土化，省籍間

的族群關係由垂直調整為水平，所有政治認同秩序漸趨崩盤之際，也面臨尋求新

認同的定位關係。 

    族群間的差異性，如將其上綱至國家認同的定位，對臺灣認同而言，將永遠

無共識的一日。因此，在臺灣民族意識的定義上，或可採較寬鬆的權宜作法，即

主觀地建立大家對這塊土地的熱愛，而不再堅持血緣或文化特徵來決定身份認

同，甚至進一步以「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來建構一個超越族群的臺灣人認同，

一方面尊重各族群獨特的價值與文化，也就是以「集體權」來提供各族群的安全

感，另一方面每個人也都可以同時擁有個人、族群以及國家的認同。（施政鋒，

2002：462-464） 

    這樣的民族塑造是否過於鬆散呢？又或者民族是否可以如此形塑？因此可否

將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區隔開呢？也就是在保有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Chinese 

culture identity）同時，又有臺灣的國家認同（Taiwan political identity）呢？施政鋒

（2000b：153；2002：464-465）認為，這兩者是互相衝突的，除非民族認同被定

義為純粹的文化認同13，否則在當前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裡，民族認同本質上

即為政治認同，而中華民族的認同，是絕對無法與臺灣政治認同相容的，在政治

上只能在臺灣人或中國人間擇一，尤其是兩者相互敵視的情況下。 

    另外，從建構面來說，由於這個國家不是臺灣人自己建立的，而且當前制度

仍然是外來統治殘留下來的舊體制，並非由臺灣人親手擘建，連精神上都洋溢著

殖民式的倚賴心態，民間自然難以完全認同，這也不是機械性的投票主義，或純

粹的政權移轉所能取代的。如果先後來台的四大族群，願意形成一個共同體，共

組一個新的國家，則我們該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尤其是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

朝未來去構築大家可以接受的制度，尤其是權利分配公式。「透過這個建構過程來

                                                 
13 「就一個多元文化的島嶼國家而言，臺灣除了有原住民的固有文化外，也有繽紛的日本、以及

美國文化色彩，更況典雅的華人文化？這時，胸懷中國大陸就有如接納東瀛、或是新大陸文化一

般，就沒有必要令人戒慎恐懼。不過，若將這種文化認同稱為民族認同，未免過於擴張民族一詞

的定義。」（施政鋒，2000b：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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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族群間更多的政治共識，可以展現我們是否要塑造一個人為民族的決心，這

就是『政治式臺灣民族主義』的走向。」（2002：465） 

    總之，臺灣認同是全方位的國家建構過程，因此臺灣民族主義的具體實踐，

除了要以主權國家的肇建來抗拒中國的併吞外，還要擺脫舊體制的束縛，打造自

己想要的國度，更要致力於多元族群的整合，也就是臺灣民族的塑造；換言之，

臺灣獨立建國運動的課題，就是如何將臺灣構築為獨立的民族國家。對臺灣人而

言，臺灣民族主義是先祖打拼的結果，絕不會雙手奉獻任何外人，即使是遠親近

鄰的中國；對中國人而言，如果臺灣的取得只剩廢墟，卻要付出玉石俱焚的代價，

中國的民族主義又代表什麼？臺灣民族主義是自我認同的選擇，並沒有要仇視中

國的必然性，但臺灣獨立於中國的目標，亦不會以犧牲自主性來交換，中國如擔

心一個獨立的臺灣會不利中國，為何中國不主動支持台獨，讓臺灣人開始體會中

國人展現的手足之情（2002：468-470）？  

「中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在不同時期的政治發展上，各有其先後序位，

並皆有各自之顯性或隱性支持者。解嚴前的中國認同，是統治當局強加在人民身

上的意識，但並不因此意味著臺灣社會不見臺灣認同；同樣的，民主化、自由化

後的臺灣認同，已一躍而為官方、學界主要論述，但也不代表著原先支持中國認

同的也皆已轉向。本研究無力亦無意評斷兩種認同的優劣、對錯，但無論是表面

上的或暗地裡的支持，中國認同與臺灣認同至目前為止，始終沒有趨向一致共識

的跡象，甚至其對立與衝突是愈演愈烈的，形成臺灣社會兩極化不安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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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構公民教育中客觀的單一國家認同意識 

    專制統治時代，絕大多數的統治者利用武力取得政權，而後便利用文教工具

來維護其所建立的文化，令其統治得以順利延長；此即一般專制統治先用武力來

屈服被統治者，再用文化力量改變其思想，讓被統治者除了服從統治者的武力控

制外，最後也失去自己的文化認同。臺灣過去四百年來一直在重覆如此的統治型

態，像鄭氏王朝的儒學、滿清帝國的社學、日本政府的國語學校以及國民黨政府

的國民學校等，都是以實行教育、文化改造，讓臺灣人最好忘記自己是什麼人（陳

延輝，2003：220-221）。 

    1949 年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後，開始在臺灣推行以反共愛國教育為核心的公

民教育，總括其發展軌跡，可發現有四種因素共同形塑臺灣公民教育的內涵與發

展（張秀雄，1998：27-28）： 

（一）中華傳統文化—中華五千年的傳統文化，為影響臺灣公民教育的主要因

素，尤其是主流的儒家思想，素來主導公民教育的目標與內涵。 

（二）三民主義思想—中山先生為中國革命所創建的三民主義意識形態，一直是

宰制公民教育的主要力量，直到 1980 年代才逐漸淡化。 

（三）反共教育—國民黨政府撤退臺灣後，面臨海峽對岸共產政權的威脅，一方

面實施反共教育，防止共產主義的滲透與赤化；一方面準備反攻大陸，統

一中國；除了加強三民主義的思想教育外，在政治上實施戒嚴，在教育上

實施反共教育。 

（四）民主憲政的推展—1987 年解除戒嚴，隨後一連串的憲政改革，逐漸使臺灣

從「硬性的威權體制」過度為「軟性的威權體制」，朝向自由的民主政治發

展。國民民主法治素養和世界觀、國際觀的培養，成為現階段公民教育的

主要任務。 

    1949 年至 1990 年代，四十多年間的高中公民教育，一直是以大中國的認同為

主軸，輔以反共教育的推展，其目的即是要臺灣人民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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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認同中華文化才是正統的文化傳承，進而合理化國民黨自中國所帶來的一切

制度乃至統治權威。臺灣的社會在經歷長久的戒嚴統治，加上政治體制與政治活

動受到極大的扭曲，人民亦因過去政治的壓力，無法合理的思考國家未來的發展；

縱然臺灣實質上已經主權獨立於世界幾十年，但過去國民黨為鞏固其統治的正統

性與正當性，利用教育建構虛擬的中華民族國家，阻絕臺灣人民對臺灣的認同歸

屬，使臺灣無法完成統合的國家認同（陳延輝，2008、2001：9、23）。 

然而，走過 1949 年以降的軍事統治（military dictatorship）、威權政治

（authoritarian），再經 1980 年代的自由化運動（liberalization）、1987 年的政治解

嚴，以及 1990 年代陸續的民主化改革，以迄 1996 年總統直接民選、2000 年首度

政黨輪替，因循著臺灣民主轉型的步伐，公民領域教育也在此進程中陸續調整與

改進（陳延輝，2008：4）。1995 年修訂的課程標準已淡去宣揚意識形態與反共愛

國教育，開始重視民主法治教育與現代公民養成，於國家認同的議題上，雖仍建

構在「中國認同」的基礎上，但已不再是統一一元論，開始務實地尊重「臺灣認

同」民意取向。2005 年修訂的課程綱要，更進一步從多元文化主義，說明臺灣多

族群並存的現象，力倡互相尊重、彼此包容，同時漸次著重臺灣主體意識與自由

主義民主憲政的闡揚，國家認同的概念成為多面向討論的議題。 

在臺灣社會發展的現況是，隨著政治上的解嚴、民主化改革，人民在獲得完

整之政治自由後，以種族血緣、歷史文化等的一脈相傳，所建構出代表全中國的

「中華民國」國家認同，被強調本土的臺灣民族主義強烈質疑、挑戰，形成兩個

國家認同1，彼此互相競爭。這兩個不同的國家認同競爭場域，不只在大規模政治

動員的選舉期間，不只在街頭示威遊行中，他們甚至在日常的政治過程中無時無

刻地競爭；而每次對外關係的舉措，不論是加入國際組織所用的名稱，或者和其

他國家外交關係的維持和斷絕，也都引起這兩個認同上的爭議。生活在臺灣的人，

很難不感受到這兩種認同的衝突和競爭（吳乃德，1992：36-37）。 

過去臺灣的公民教育，在威權統治的桎梏下，難免淪為政府及當權者所一味

                                                 
1 兩個國家認同即「中國認同」V.S.「臺灣認同」，本論文在上一節詳細地介紹了各自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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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的利用工具，因而塑造了人民對公共事務冷漠以對、附和權勢、明哲保身的

「反公民文化」；換言之，主政者為了確保政權，藉由掌控司法、教育、傳播媒體

等工具，不斷訓練一批缺乏批判思考能力、自發組織薄弱、以及參與精神不足的

「順民」，這對於邁向現代化國家或追求理想化社會，所需要的「公民」有著偌大

的差異（莊富源，2006：2；顧忠華，2002：174）。 

民主化後的臺灣社會，已漸由「順民社會」轉型為「公民社會」2，其中最可

貴的，是一種「自覺」的「公民意識」正逐漸擴散，而真正在民間生根的「公民

文化」也日益成熟，公民社會的「主體性」已破繭而出，不再依附其他勢力；民

眾們開始認知到，不是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能享有公民權，有愈來愈多的公民

不滿他們在投票前被百般巴結，選舉結束後卻根本難以監督民意代表，他們不甘

於只能消極地充作「沈默的大眾」，而嘗試組織起來，透過遊說、公聽會等形式，

實際參與公共政策的制定（顧忠華，2002：178）。順應公民社會的逐漸成形，公

民教育於此變革中，必須提出一套切合公民社會理念作為的價值取向，方能符合

社會所需、契合社會脈動，以培養新時代公民社會的新公民；這公民社會價值取

向的重點包括：政治方面—在於如何賡續鞏固民主化，藉以邁向穩定憲政體制；

經濟方面—在於如何深入落實自由化，用以導向理性的經濟活動；社會方面—在

於如何肯認包容多元化，從而充實理想的社會生活；文化方面—在於如何積極發

揚本土化，進而豐富優質的公民文化；意識方面—在於如何知所建立主體化，俾

使養成正確的公民意識。以上五項，正是轉變中的臺灣公民教育，在價值取向的

定位上，所需達成的重要課題（莊富源，2006：17）。 

    除了價值取向的定位外，就「國家—社會」的互動面向而言，典範遞移也是

                                                 
2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是指由自由的公民和社會組織機構自願組成的社會。在政治學中，是

對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一種思考和理解。該理論的前提是現代社會中國家政權與市民社會的二元

分離，使市民社會在理論上獲得了相對於國家的獨立性。公民社會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需符合

以下特徵：（一）存在著有效保護公民免受國家侵害之法律；（二）公民被允許自由組織非營利與

菲政府組織，公民個人及組織對政治的參與程度，足以監督掌有行政與強制工具之官員，並影響

公共政策之制定；（三）在不同公民組織間，有著互相制衡的多元主義存在，沒有任何一個團體

可以建立絕對的宰制。參閱維基百科網頁，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
%E6%B0%91%E7%A4%BE%E4%BC%9A&variant=zh-tw【2009/7/30】；顧忠華（2002），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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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調整的重要因素。威權統治時期，國家長期操控公民教育，使其成為國

家機器的宰制工具，淪為當政者遂行其一己思想的傳聲筒，置身此教育機制下的

公民，在社會公領域的生活層次上，常常受到被剝奪其做為公民所需的自主權及

抵抗權；威權體制解體後，國家權力的絕對優勢大不如前，社會覺醒的自主力量

乘勢而起，積極投入改造社會的各種自發性運動，目的在排除國家的過渡干預及

政治的不當介入，從而主導並型構一個以建設公民社會為共同職志的公民教育。

此後，公民教育在生活層次所涉的「國家—社會」互動架構，明顯由過去以「國

家意志」至上的理論觀點，漸漸遞移到以發展「公民社會」為主的典範。 

    另外，關於公民教育的未來發展有「公民資格決定論」與「公民參與決定論」

兩種不同的公民教育發展觀。「公民資格決定論」在於強調如何透過學校既有課程

機制的安排與設計，藉以培育公民所需的各種資格做為其未來的發展方向，此觀

點被視為我國長久以來公民教育發展的主流論述，然而此觀點一向側重理念層次

的主觀論述，以致常有坐而言多於起而行的窘境，其能否與外在社會環境變遷同

步而有效接軌，不無疑慮。相對而言，「公民參與決定論」認為公民教育的未來發

展方向，宜由公民身體力行的參與方式做起，並在公民成長的觀念指導下，積極

培養多元化及樂於終身學習的公民，期使能為順應建設公民社會的到來預作準

備，而不再拘泥於既有公民教育課程建制的思維架構，如此方能注入並形塑合乎

現代化公民教育發展的新質素（莊富源，2006：19-22）。 

檢視解嚴以後臺灣公民教育的轉變，自 1995 年起的課程標準，至 2005 年九

五暫綱的修訂與執行，乃至 2008 年發佈即將於 2010 年全面實施的九八課綱，在

公民領域教材的轉變與調整中，的確逐步地卸除了當權者的掌控，不再繼續擔任

統治者意識形態的傳聲筒，並因應臺灣社會的轉型發展，漸將國家意志的灌輸功

能，改變為陶鑄現代公民價值取向的概念，並且強調公民作為的學習與參與3；這

                                                 
3 1983 年與 1995 年修訂之高中公民科課程標準，活動時間均佔總授課時數之 30%（教育部，1983、

1996：69、21）。2005 年修訂之九五暫綱，整併所有公民領域學科改「公民與社會」科，活動時

間佔總授課時數之 20%（教育部，2005：111）；2008 年修訂發佈之九八課綱，再將活動時間改

成佔總授課時數 25%（教育部，2008：159）。可見公民教育向來是重視知識傳授與實際行動並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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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民主化後的臺灣，建構優質公民社會，確實逐步見其功效，舉凡政治民主化、

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本土化等，已然成為歷次課綱、教材改革的核心

價值，透過公民教育的傳輸，逐步形成新世代社會裡的公民意識與價值。 

但是，公民社會的漸次肇建，卻未能同時減緩臺灣社會國家認同的衝突。究

其原因，一則各政黨在彼此競爭的情況下，為取得政治與道德之合法性資源，運

用潛伏於社會生活中的族群差異，作為政治動員的號召，使得「認同」成為政治

上的極度爭議（蔡英文，1997：77）；二則威權統治所建構出大中國意識的國家認

同4，隨著威權體制瓦解而逐步崩解之際，符合多數利益的新國家認同論述卻未適

時建立；複雜的政治糾葛與莫衷一是的認同紛擾，終使得國家認同的爭議與對立，

在民主化後的臺灣社會中，成為許多不安與衝突的深層導因。 

公民領域教育歷經解嚴後 1995 年與 2005 年的課程改革，內容雖已趨向述說

臺灣現況的國家認同，並逐漸確立臺灣主體價值，但對於國家的定位與未來願景，

仍無清楚陳述與定義。2005 年的九五暫綱，將臺灣不安的族群關係與紛歧的國家

認同，作具體的事實陳述，並提出目前人民對國家認同的不同看法，是沒有多數

共識的。或許因為沒有多數共識，以致課程內容不敢貿然定義「我們的國家」究

竟為何。國家認同的紛歧與對立，須靠教育的改造與內化，才能真正深入人心，

慢慢凝聚國民共識，而後才能建立共同的國家圖像，營造國民一體的國家認同；

尤其公民教育是引導學生建立國家認同概念的重要管道，模糊的說法反而容易造

成學生認知的混淆，我們有責任創造一套符合現況與未來發展的說法，以帶領學

生跨出政治糾葛的現狀，逐步形塑公民社會中符合現況、統合的國家認同願景。 

    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中國認同 V.S.臺灣認同，在目前的臺灣社會裡，是處

於互不妥協、甚至對立的情勢，因為他們所謂的客觀基礎—「臺灣自古為中國的

一部分、臺灣人乃是中國人」V.S.「臺灣四百年來歷史發展自成一格，臺灣人不屬

                                                 
4 國民黨領導菁英在失去其中國大陸母國，撤退至臺灣後，形成所謂的「遷佔者政權」（Settler 

State）。該些「移民的統治菁英既不願在短時期內將政權本土化，中國意識就成為其合法性的重

要來源。只有當臺灣的統治團體代表全中國時，它在本土社會的無代表性才比較可能不被質疑。

如果臺灣認同的基礎之一是歷史的經驗，那麼中國認同的基礎之一就是政治力量的強力塑造了。」

（吳乃德，19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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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人」—是不同族群的主觀建構，此等建構均容易走向以某一多數或優勢「族

群」為中心的政治與文化支配，而產生偏激的「民粹主義」，侵犯性的「民族主義」，

或者所謂的「族群」之集體崇拜。如此的認同思維，只會加深不同族群的對立與

衝突，並加劇統獨的彼此對抗，短時間要化解，除非動用國家資源進行大規模政

治社會化或甚至族群淨化，否則根本不可能（江宜樺，1998：160-161；蔡英文，

1997：78）。民主化後的今日，公民社會已然在臺灣成形，國家認同似可不必要再

建立於如此高度爭議、後患無窮的民族主義的思維上；因此，跳脫族群、超越統

獨，從國家合理性基礎思考起的自由主義認同觀點，似可為臺灣的國家認同概念

重新找尋一個消除歧見、形成共識的方向。 

    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由三個基本論點所構成（江宜樺，1998：191-197）： 

第一個論點主張國家認同應該以憲政制度認同為核心。儘管族群因素與歷史

文化因素等也是構成國家認同的成分，但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制度的良窳才是

一個人決定國家認同的合理判斷標準。國家認同畢竟與（民族）文化認同有別，

國家是一種具備壟斷性武力的政治組織，可壓制其統治範圍內其他暴力團體的挑

釁，以及防衛外敵入侵掠奪，因其具有如此強大的武力，所以必須獲得人民某種

形式的承認；從此角度切入，我們就可以理解何以憲政制度必須是國家認同的核

心考慮，如果一個個體沒有機會表達自己對國家這個龐大組織的好惡，沒有權利

要求國家不合理的支配逐步改善，那麼他的國民身份只是一種負擔、一種夢魘。

民族主義論者，將歷史文化認同視為國家的第一序位，是錯認國家本質與功能的

順序，其結果使得人民無法理解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也模糊了個體認同國家

的自主意識。 

第二個論點主張，每一個個別公民有權利選擇所欲認同的國家，而不認為每

個人生來就從屬於一個民族，必須永遠認同於此民族或是所謂代表此民族的國

家。傳統民族主義以「脈絡下的自我」來理解一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文化社群是

個人理當維護的「善」，因為它的消褪失色必然造成個人生命的衰竭，因此個人必

須忠誠於自我所從出的脈絡，不能拋棄、背離此一文化社群；個人甚至不能有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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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變更脈絡的權利，如果有，也是脈絡所賜。這種脈絡論轉出的忠誠論十分威權

保守，與現代社會對個體自主能力的認知差距很遠；現代社會雖肯定文化脈絡與

集體認同對個體的正面意義，但也注意到文化脈絡不一定是個人的「善」，有時它

對個人生命的開展是限制多於幫助，從而成為個人不得不試圖擺脫或修正的框

架。文化脈絡有利有弊，須視具體的情境而定，當個人生命與原屬的文化產生難

以調和的衝突，或是自我有了另創生命之春的企盼，我們必須尊重其選擇權；只

要他能找到嚮往的目標，而新的社群也願意接納，我們便不該情緒性地指責他不

忠、背叛，彷彿他生在此地則死也必當為此地之魂。 

    第三個論點主張，憲政制度認同固然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堅持，但也最可能成

為各方人士理解國家認同的共同基礎。自由主義主張國家認同應以憲政民主與公

民權利為構成原則，憲政民主要求保障基本人權、政治程序開放、國家統治權力

分立制衡；公民權利指涉人民於政治共同體內，可以個別公民的身分獲得、實踐、

並保有其合法權利義務。自由主義不問成員是否帶有共同血緣或共享歷史記憶及

文化習俗，但也絕不是僅由共同經濟利益或物質考慮而結合，共同連結的基礎乃

在民主的公民共同意識，這也是不同民族主義論者所不致於反對的基本原則。目

前，不論統派或獨派的民族主義論者，在建構（或維護）其民族想像時，都承認

該民族必須也是奉行民主原則的，沒有任何主張是「即使我的民族不尊重自由民

主，我還是要認同她；即使是專制威權，也沒有比民族認同好。」 

    蔡英文5（1997）肯定自由主義揭櫫的「民主憲政」及其原則的認同意義，她

指出（1997：79）： 

 

由地域性而形成的族群文化認同，必須形塑與安置於一個更廣泛的民主憲

政的架構及其原則，同時民主憲政蘊含的一些基本價值（如平等自由），必

                                                 
5 蔡英文（1956 年8 月 31 日－），臺灣學者及政治人物，現任民主進步黨主席。蔡英文曾參與兩國

論的起草，2000 年民進黨執政後曾任陸委會主委。2004 年加入民進黨，同年當選全國不分區立

法委員。2006 年擔任臺灣行政院副院長，2008 年擔任民主進步黨主席。參閱維基百科網頁，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4%A1%E8%8B%B1%E6%96%87&variant=zh-tw
【20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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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取得人民的共同承認，並且，以它們作為調節爭執、衝突的機制，與作

為人民相互結合的形式上的紐帶，否則此地域終究無法成為一具合理性之

良好的政治社會型態，而可能長期陷入於一因認同差異造成的衝突。 

這民主憲政及其原則的落實條件，第一是依賴公民具有的反思能力，藉此，

他們對於個人特殊的認同歸屬，能夠保持某種程度的批判，更進一步能理

性地論究共有制度與實踐；第二，必須能適度地回應公民在其具體生活世

界中表達的政治與社會利益的需求，讓公民共有一共同商議的公共論壇。 

最後，民主憲政及其原則，就某一個地區的現實發展而言，並不純粹只是

普遍倫理之原則的運作，本質上，它們必然受其地區性的社會、歷史、政

治與文化之環境的塑造，具體表現區域之文化的內涵。就與我們在生活世

界中常引用的「承認異己」（the recognition of the other）的理想為例，在我

與他人的交往互動之中，倫理道德要求彼此能承認個別之差異性，據此，

能彼此寬容。但是，這種理念（或是一種原則）並不是抽象的道德要求。

能夠實踐這種原則必須是當事者能具體瞭解彼此因各種歷史與文化之環境

所造就的個體差異性，而且彼此能傾聽各自的認同表述與要求。類比而論，

憲政體制及其原則，包括理性反思的普遍價值，若沒有地區性之文化生活

為其運作與實踐的肌理，則變成工具性之骨架。 

    臺灣係一移民社會，族群關係自來就不甚和諧，早期的閩客對立、漳泉

械鬥、甚或與原住民族間的族群緊張關係等，均讓臺灣一直處於族群失和的社會

情境。1949 年以後，國民黨統治集團遷台，開始施行威權戒嚴統治，更造成另一

嚴重族群問題，即外省人與本省人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等的嚴重差別待遇，

幾經重大衝突後，形成臺灣社會的省籍情結，埋下兩大族群之間的仇視、對立心

理，在解嚴、民主化後，依然化明為暗地深植人心。因為族群關係的不和諧，甚

至仇視，以致於各自所信奉的國家認同，互不妥協、無法交集，更因此引發對國

家未來發展方向—統、獨的尖銳對立。如此的政治困境，以當前的形勢觀之，實

在是一無解難題，任何一方提出再好、再完美的論述均無法打動對方的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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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民族主義思維的糾結，從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觀點著眼，應是符合臺灣社會

現況，集結多數交疊共識的最佳論述。有民族主義主張認為，自由主義為基礎的

國家認同，在國家面臨威脅時，無法營造同仇敵愾、共禦外敵的民族張力。此等

說法與威權統治時期，國民黨引外力威脅臺灣人民有何差異？國民黨幾十年的大

中國意識、反共愛國教育，結果非但沒有達成反共復國「民族使命」，甚至導致民

主化後的認同對立、衝突；可見國民共同意志形成，或內部團結的激勵，非靠虛

擬的民族意識所能建構的，還是要憑藉族群之間和諧相處與真誠合作。自由主義

認同觀，正是族群彼此尊重與互相合作的肇始，透過民主憲政制度、共同民主生

活經驗等所形塑的共識，也許經過長時間的自然演進與融合，會昇華為一個嶄新

的民族意識，屆時各族群自然合組成臺灣民族，民族意識便發揚起來。現階段以

自由主義認同觀，來化解族群歧見，形成初步的國家認同共識，仍是當務之急。

當外省第一代大多已凋零殆盡，繼之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早已完全融入臺灣全

方位生活之中，他們對原鄉祖國的情懷已不若第一代的深刻，一個融合各族群嶄

新「臺灣認同」的塑建，在民主化後的自由社會中，是刻不容緩的政治建設工程。 

    這「新臺灣認同」的建設，首重憲政民主制度的認同。解嚴後的臺灣民主化

運動，造就當今主權在民的憲政制度，包括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公平、文

化多元等，是世所稱羨的民主成就，這是全臺灣不分族群努力、打拼而得的政經

制度，更是所有人民共享的精神資產，相信沒有人會懷疑這是臺灣共同的「善」。

因此，新臺灣認同須以憲政民主制度為基底。 

    接著，我們要努力深化民主，讓民主、自由成為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以營

造現代公民社會的新公民意識，其內涵不止是制度上的政治參與，更包含公民德

行的養成，如尊重、理性、溝通、妥協、寬容、自我反思等；當我們可以將民主

生活的公民德行內化成日常的態度、習性時，自然會懂得包容不同想法、尊重個

別差異，並在民主原則的制度下，溝通意見、彼此妥協，從而找到多數的共識。

當國家認同的差別主張，置放於民主制度的公共論壇中，不同的主張都有發言的

機會，縱使無法獲得他人的完全贊同，或是形成多數共識，在「承認異己」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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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諒解下，也能得到他人的理解與尊重；此刻，不論中國認同、臺灣認同或是其

他的民族主義主張，均能在憲政制度、民主原則的認同概念下，自由的論述；沒

有人會因為主張中國意識（統一）而被控賣台，或是主張臺灣意識（獨立）而遭

數典忘祖之批。民主憲政是任何主張均能服膺的最高認同標的，並成為調解爭執、

解決衝突的最佳機制。 

    於是，任何個體在這個國家的憲政制度下，均是享有基本權利的獨立個體，

個體的獨立存在，才構成國家的存在。國家的統治權力來自多數被統治者的認可，

而非建立在任何歷史的傳承或援引外力恫嚇為基礎；國家存在的目的係保護每一

個獨立的個體，使其自由自在，快樂地在國家社會中生活，因此人民有權要求政

府提供完善的服務與良好的環境，國家是提供人民服務的機器，扮演中立性角色

而不具支配性地位。 

國家更應肯認各族群文化認同的正當性與優越性，文化無高低、優劣之分，

其認同不該齊一與轉移，更不可用強制力與一切資源，宣揚某一優勢族群文化而

貶抑任何其他族群文化；並且進一步導引各族群的相互了解與合作，積極調和各

族群，在異中求取最大共識，使國家成為各族群利益匯集的場所，確保政治體系

的合法性與穩定性。 

    是故，新臺灣認同的國家，是二千三百萬人民所共同持有的國家，縱有 1949

年以前與其他國家的紛擾、糾纏，但那畢竟是過往的歷史，經過 60 年的禍福同度、

休戚與共，我們已經營造出屬於自己的制度、生活。我們不再繼續宣示不屬於我

們的領土範圍，不再是一個國家兩個政府、或一個分裂兩岸的中國6，以現行的憲

政體制與統治實況，我們的國家就叫做「中華民國」7，主權所及範圍是台澎金馬

等現有領土。這是一個不容抹滅的國際事實，我們必須自我肯定，而後才有可能

爭取國際社會的認知、甚至承認。 

                                                 
6 自由主義認同下的國家，不以種族、血緣為判定標準；即使臺灣多數人民與中國同為漢民族，那

並不表示臺灣與中國就必須同為一個國家，就如同美國與英國在種族上也多所重疊，但美國人絕

不會宣稱自己是英國人一般。 
7 以現行憲法及其增修條文的規定，我們的國家就叫做「中華民國」；但從統治實況觀之，台澎金

馬確是獨立的主權範圍，未曾受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一刻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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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灣認同的國家，就是一個符合客觀現況、事實陳述的統合概念，就是一

個單一的國家認同意識。對於國家未來的可能發展，並無特別設限，隨著現況的

繼續發展，如果可能形成多數共識，在國際局勢有利於我的情境下，完全切斷與

中國的紛擾，甚至更名為臺灣而走向完全獨立自主，那是因為民主制度的更臻成

熟，與臺灣民族主義無關；同樣的道理，如果將來的發展，是與中國統一共同成

為一個國家，那也是中國真正走向民主共和，使臺灣大多數人民意願同意與之統

一，無關中國意識的民族主義。新臺灣認同的國家意識，與統獨任一政治立場，

沒有任何必然關聯（江宜樺，1998：164）。況且，國家未來的可能發展，或許到

下一世代甚至更久以後才會發生，當代的論述或主張，其實不須杞人憂天或是越

俎代庖的。 

    公民領域教育自解嚴後的課程標準（綱要）、教材的修訂演進，根據本論文的

整理、歸納與分析，至九五暫綱乃至將於 2010 年全面施行的九八課綱止，在國家

認同的論述上，已漸由早期民族主義觀點過渡到自由主義觀點，除了為統治者傳

達意識形態、或為政府宣揚政績的相關內容已不復存在外，舉凡自由主義觀點所

標榜的民主憲政制度認同、開放社會多元文化認同及公民德行的養成等，均已明

列課綱、教材中，成為培育新時代公民社會之現代化公民的重要管道；同時，隨

著臺灣民主政治的持續發展與進步，公民意識的陶冶與公民參與的實踐，亦大步

推展。凡此，可謂公民領域教育的改革幾十年來幅度最大的一次，而且將民主政

治的基本理念與運作原則，試圖完整地全面灌輸於新一代的學子中，如此更是公

民教育擺脫政治干預、回歸教育本質的重要里程碑。 

然而，以多年實務教學經驗、與從事論文研究的撰述歷程觀之，發現美中不

足之處，在於教材（甚至是九八課綱）已經將民主憲政理念發揮的淋漓盡致之際，

對於國家認同概念的闡述，卻仍然持保守方式，小心翼翼的處理；或許是因為不

想激化不同認知者的對立，故對認同概念的關鍵，如兩岸關係、臺灣國際地位或

國家認同的確切標的等，均採紛歧現況的事實陳述，而少有具體的規範性引領，

換言之，國家認同的明確對象，雖已褪去中國統一的架構，朝多元化思考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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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清楚敘述臺灣主體價值的重要，但始終未能建立一客觀的單一認同國家標

的。過份的小心、謹慎的處理，有時反而創造更多的模糊空間；但學生是有思想

的個體，教材的模糊反而引起學生更多的想像空間，不利教師在教學現場上的整

合敘述，如果再加上教師本身具有某種特定的認同意識（或統獨想法），其後果可

能引起更多的爭議，絕不利於國家認同統合共識的形塑。公民教育與其他社會學

科不同之處，在於公民教育有重要的價值導向，不若其他社會學科的價值中立；

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務在教育學生支持政治制度與社會價值，並擔負公民的責任（張

秀雄，1998：63）。因此，在本論文研究中，提出建立一套符合臺灣現況，以自由

主義的國家認同觀點為論述主體的單一國家認同意識，以教育莘莘學子認知、理

解新臺灣認同的國家概念，它既不偏統、亦不偏獨，是一個對身處土地的國家認

同，如果愈來愈多的新生代，透過民主機制下公民教育的培育，能夠漸漸接受這

樣的單一國家認同概念，則未來的臺灣社會將可消去原生族群的對立紛擾，凝聚

國民對國家認同的共同意志。屆時，國力日盛的臺灣，有尊嚴地再次走入國際社

會，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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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教育是國家發展的礎石，其最重要目的即在培養適合國家社會及時代需要的

健全國民。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務便是教育學生支持政治制度與社會價值，並擔負

公民責任；換言之，公民教育在傳遞社會共享的價值體系及生活準則，以教育所

有成員認知、學習進而表現符合社會所期待的態度及行為。因此，公民教育是一

個國家養成國民社會適應能力與形塑公民意識的重要途徑，而國家認同概念的塑

造、甚至是國民愛國心的激發，又為一切公民教育功能的基礎。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均在意公民教育的實施功效；民主國家將其視為陶鑄

現代公民、追求民主永續發展的重要管道，極權國家更視其為灌輸統治者意志，

培養奴化順民的有效方式。臺灣公民教育的發展，大抵隨著政治發展，而有不同

時期的階段目標與任務。1949 年國民黨撤退來台後至 1987 年解除戒嚴，為威權統

治階段，此階段課程標準曾歷經六次修訂，最後一次修訂是 1983 年，其課程教材

自 1984 年起施行至 1999 年止；接著是民主轉型階段，課程標準於 1995 年修訂，

自 1999 年起施行至 2006 年止；最後是民主鞏固階段，課程綱要於 2005 年修訂，

但屬暫行綱要（九五暫綱），自 2006 年起施行，預計至 2010 年止，2010 年起將施

行 2008 年公布之課程綱要（九八課綱）。檢視各不同階段的公民領域教育，可以

發現其中所欲形塑的國家認同概念，係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政府政策方向有必然

的因果關係；易言之，國家認同教育內涵是隨著政治發展而與時俱進的，並且仍

受統治者政策方向的牽引，不同的政治氛圍與不同執政者的信念價值，自然導引

出不同的論述。 

壹、威權統治階段公民領域教育的國家認同觀 

    解嚴前的公民領域教育，均屬威權統治階段，其科目包含三民主義科與公民

（與道德）科。整體而言，此階段的公民領域教育，其目標在發揚中國民族精神、

強化反共復國愛國信念、與形塑大中國意識之國家認同概念；且不止公民領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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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包括社會學科之歷史科、地理科，其目標亦均在激發愛鄉、愛國、復國與建

國之精神，還有軍訓科，不特重視軍事常識之灌輸、愛國情操之激發，尤重國家

觀念之加強等。因此，威權統治階段幾乎各領域教育，均應服膺統治者單一意識

形態，架構於單一國家認同—代表中華民族的中華民國之下。 

    本研究配合教學經驗，威權統治階段取材 1983 年修訂之課程標準，分析三民

主義科及公民科。 

    三民主義科在此階段，因統治者運用升學考試營造其學科優勢，以致對學生

的影響最為深遠。三民主義是典型的意識形態教育，是國民黨灌輸國民共同體認

的一套觀念、想法的教育工具，更是政治上要全民一致參與反共復國政策的宣揚

管道，故其內容以中山先生思想為主述，並充斥統治者如蔣介石、蔣經國等著述、

言論，以形塑齊一的政治意識，並箝制學生自由思想。因此，三民主義科的國家

認同觀，是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無論是民族血緣、歷史文化等均以保守中國

意識為基礎，建構出一個虛擬的中華民族國家，配合所謂的「憲法架構下的法理

中國」，形塑中華民國成為地大物博的世界強國圖像，以灌輸學生認知中共禍害所

造成的民族危機，鼓舞大家共同參與反共復國的神聖民族大業。如此的國家認同

觀點，其實旨在為國民黨統治不能真正實施民主憲政找藉口，甚至為威權統治建

立合理化基礎而已。 

    與國家認同概念密不可分的兩岸關係，在三民主義科中是堅決主張中國必將

統一的。在教材中，除對共產主義大加撻伐，並宣揚中華民國所賴以立國之三民

主義，其統一中國的必然性與前瞻性；同時強調復興基地臺灣愈壯大，中國的統

一與重建便愈早得以實現。在威權統治階段的三民主義教材中，追求中國的統一

是臺灣未來的唯一選項。 

    公民科的國家認同概念，大抵也是與三民主義科同一基調，仍是民族主義式

的國家認同。在道德文化的引論中，充滿對傳統中華道德文化的獨尊；在民族融

合、發展的歷程中，仍強調由中華民族組成的中華民國，是一民族國家，居住在

臺灣的中國人，無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教材中甚至主張臺灣地區同胞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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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壓迫五十年，由於國民政府領導抗戰勝利，才得以享受一般國民的平等地位，

將臺灣的穩定與發展，全數歸功國民黨之功績。不過，對於臺灣是否為民主國家，

教材委婉指出：「解嚴、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後，世人才認為臺灣是民主國家」，

等於間接承認解嚴前的統治型態是威權政治；此論點有別於三民主義科，能以實

際現況，闡述臺灣政治發展，而非昧於事實，硬是將威權統治虛構成民主憲政。 

    另外，在兩岸關係的論述上，公民科仍主張中國分裂只是暫時，將來終將統

一；但卻也正視了兩岸分治的事實狀態，主張兩岸勿作零合競爭，應以和平、理

性、務實態度，從百餘年救國總目標與中華文化為交集點出發，逐步結束兩岸分

治狀態，共同建設一個富強、統一的新中國。此一國家未來發展論述，仍是建構

於統一的中國上，雖已務實地依歷史事實發展，面對分裂的中國，並朝向多元的

政治文化認同—妥協、溝通、寬容，緩步前進，但所傳遞者，仍是「中國意識」

的國家認同概念。 

    儘管如此，公民科的學術價值還是勝於三民主義科的，至少在意識形態的份

量上相對較少，加上其在社會科學的知識領域涉獵較廣，並強調實踐的重要性，

仍具有一定程度的學科價值與公民教育功能；不過在當時的教學現場上，因為非

聯考考科而屢遭忽視，以致學科的實用價值無法有效彰顯。 

貳、民主轉型階段公民領域教育的國家認同觀 

    臺灣從 1980 年代以降，國內政局掀起了風起雲湧的民主改革浪潮。1986 年第

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宣告成立，1987 年解除了長達 38 年的戒嚴令，接續而來的

民主化改革，讓臺灣迅速從威權體制蛻變為民主政治；澎湃的社會力也在這轉型

過程中，一股腦兒地迸發出來，當然，國家認同的紛歧與對立，也隨著威權體制

瓦解愈演愈烈，終於演變成許多社會不安、衝突的深層導因。 

    1983 年修訂課程標準的公民領域教材，其架構仍以威權體制所設定之保守中

國意識為主，自然不足以適應社會需求，於是因應民主化轉型變遷，乃於 1995 年

重新修訂課程標準，自 1999 年起逐年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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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修訂的公民領域課程，已大幅褪去為統治者意識形態宣揚的功能，跳脫

出黨國思想教育的窠臼，改為重視民主法治的公民教育內涵，著重培養多元文化

的公民資質，與重建理性、善行的公民社會等。其所包含的科目，除原有的三民

主義科、公民科外，另增加現代社會科。 

    民主轉型階段的公民領域，雖仍保有三民主義科，但已不是解嚴前的意識形

態教學。新版三民主義課程主張，應建立其學術地位，排除政治性用語，國家政

策與建設成果不編入教材，由教師情境隨機補充；教材內容捨去對共產主義的批

判，增列與三民主義有關的近代思潮，期藉由從諸多思想的比較中，建立學生對

三民主義學術價值的認識與信仰；擺脫政治因素干擾後的三民主義，已不復是「官

定意識形態」、「國民黨黨義」。在國家認同的定位上，隨著社會上論述由一元走向

多元面向，於民族主義部分，雖仍著眼其國家認同的民族意識，但已放棄民族同

化論點，亦不強烈標榜中華民族的國族認同，主張國家認同不能靠強迫性的威脅

和灌輸，須以鼓勵性的溝通和教育來達成。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的部分，則分別

強化了當代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意涵，以平等、多元概念，協合式民主論點與政

經制度的深度內容，同時強調臺灣政經成就，引發學生對臺灣主體的價值認同。

國家認同的概念，明顯呈現民主中國意識並轉向現實臺灣意識。 

    兩岸關係的主張，由舊版的追求中國統一，改稱兩岸的分治，並非不同民族

的對立問題，而是政權的分治問題，對於兩岸未來的最終結局如何，並不預設立

場，而交由全體臺灣人民決定。如此的論述，雖仍提醒兩岸的同文同種，但也同

時容許從民主的角度做不同思維，換言之，同民族並非一定組成一個國家不可，

人民也可從不同面向思考國家未來，但無論如何，最後總須回歸主流民意。在此，

已慢慢呈現自由主義的制度認同。 

    不過，企圖轉型的三民主義學科，在臺灣社會環境的瞬息萬變中，仍然招致

意識形態化的詬病，加上廢考的主張紛至沓來，反對三民主義的聲浪未曾停歇，

使其教育功能在新世代中迅速式微，終於在政黨輪替後 2005 年的課綱修訂中，整

併入公民與社會科。見證過威權統治與民主發展的三民主義學科，最後終不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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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潮流走入歷史。 

    公民科在此次的教材修訂中，亦朝民主公民教育方向前進。教材輯選以社會

領域專業教學題材為主，藉以培養現代化公民素養及強化民主的普世價值，有關

反共教育與為政府宣揚政策的內容均已祛除。另關於道德、文化的敘述，雖仍見

中華文化傳承者，但已不再獨尊中華文化之單一價值，而兼容並蓄地論及臺灣的

各種次文化，且強調文化無高低之分的多元尊重立場；對於早年政府所推行的「中

華文化復興運動」，更從批判的角度，指出其政治目的與形塑單一價值意識的可

議。其多元文化概念與培養欣賞悅納、相互認同的精神，已然成形。 

    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上，揚棄過去大中國思想，改以現實臺灣的政、經敘述為

主軸，強調1949年以來臺灣的政治發展與經濟、政治奇蹟，並客觀地論述了反對

勢力的成形及對民主發展的努力與貢獻。本教材也首次將本省、外省的族群衝突

與認同爭議列為教材內容講述，並引導學生思考，臺灣國家認同歧異所帶來的危

機，呼籲以寬容、協商逐漸凝聚共識。兩岸關係議題的處理，教材以當時政府的

主張定調—一個中國、兩岸各自存在的政治實體，雖仍有引領統一的向度，但已

可見一個臺灣主體意識的認同價值，其國家認同概念已是「民主中國意識」，並逐

漸傾向「現實臺灣意識」。1999年施行的公民科教材，是一套配合轉型社會論述的

教材，它不再是統治者灌輸單一價值的教育工具，它真實地呈現了臺灣民主化的

社會情景與認同趨向的轉變；它也漸從過去的一元價值體系解構而為多元文化的

導向；改版後的公民科已具備民主公民教育的教育特質。 

    現代社會科是第一部，以臺灣為唯一主體對象的高中教科書。教材論述內容，

以臺灣自1949年以後的社會變遷與發展為重心，教導學生認識臺灣，並學習如何

面對、適應邁向現代化的臺灣社會。這也是一門配合社會轉型論述的學科，課程

重心在臺灣現代化歷程講述及公民適應能力的培育，如教材講述傳統社會轉變為

現代社會的歷程，並說明價值觀變遷具有強調平等、理性價值、重視成就及個人

價值等特點，這些觀點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資質、或民主公民教育的公民氣質

傾向均直接或間接有關連。在政治發展論述上，教材直指臺灣國家認同的爭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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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發展過程的重大阻力，並真實地呈現不同國家認同的主張，如臺灣共和國、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臺灣等，藉以引導學生正確認知國家認同的不同面向，助

其建立理性思辨能力，以共同思考臺灣未來；且以文化相對論強調族群文化的相

對價值，引領學生摒除偏見，學習欣賞，共同為消弭族群衝突、促進族群和諧而

努力。此等國家認同，如以整體課程所規劃的臺灣主體論述觀之，可謂已完全脫

離「中國意識」，歸類為「現實臺灣意識」，因此，其國家認同主體就是臺灣，而

非憲法中國、或未來統一的中國。 

    民主轉型階段的公民領域教育，隨著民主化的轉型與開展，在國家認同概念

的闡述與形塑上，也呈現出全新的意義與價值，走出政治干預的陰霾，跳脫虛構

中華民族國家的迷思，臺灣意識主體價值的宣揚，自此逐漸散佈開來。 

參、民主鞏固階段公民領域教育的國家認同觀 

    1996 年，臺灣人民首次用選票直接選出總統，真正落實了民主憲政制度的精

髓—主權在民；2000 年，出現了有史以來第一次的政黨輪替；自此，臺灣在制度

上進入了民主鞏固的階段。 

    1999 年甫施行的民主轉型階段公民領域教育，在政黨輪替後的 2001 年起，開

始了另一波的課綱改革。此次課綱修訂於 2005 年發佈，自 2006 年起逐年實施，

然因社會各界對新課綱內容仍有諸多疑義，故將其界定為暫行綱要（九五暫綱），

自 2006 年實施時同步啟動新一波課程修訂機制，原預計 2009 年起實施一套更具

理想性的新課綱（九八課綱），後因故再展延至 2010 年實施。 

九五暫綱將原公民領域之三民主義科、公民科與現代社會科，整併為「公民

與社會」科，這是臺灣在歷經首次政黨輪替後的課綱修訂，綱要、教材內容自然

與過去歷次的修訂大有不同。在課程目標的設定上，不再有中國民族精神或熱愛

國家等民族主義的主張，改從公民德行、參與能力的養成建構公民教材內涵；舉

凡社會科學領域基本知識的傳授，陶鑄學生自我肯定、鄉土關懷與國家認同等意

識，建立生命觀、人生觀、道德觀等哲學思辨，相關之民主公民教育的內涵，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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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於公民與社會教材中；在教材輯選原則中，特別強調教材編寫應與臺灣現實

社會脈動結合，並應採多元化的理論觀點，避免定於一尊，以利學生發展多元思

考角度。公民教育至此已完全擺脫黨國教育色彩，朝向民主化、多元化、本土化

方向大步邁進。 

關於臺灣多元族群的講述，課綱完全擺脫民族同化論點，強調應兼顧不同社

群、族群的需求，避免對任何族群造成傷害或因而產生對立，並強調為考慮校園

族群關係以及臺灣社會的特殊族群文化，所謂族群不平等的問題，仍然需要敏感

並審慎處理；故對族群或社運等爭議性較高議題，在課堂上應保持價值中立與客

觀陳述，並正反舉例，以求學生徹底了解現況進而擴大視野，尤其應避免因授課

者內容不當而造成更多負面效果。 

    在國家認同概念的形塑上，教材將其建基於個人權利、政治制度、法治社會

等的制度認同上；同時提出國家權力行使的正當性，與公民不服從的主張，灌輸

個人優於國家政府而存在的自由主義思考邏輯。至此，國家認同已不再從民族主

義的種族、血緣或歷史文化等出發，而全然從 1949 年以後的臺灣政經發展與成就，

聚焦臺灣的民主制度認同；對於兩岸關係，教材援引李登輝前總統「兩國論」予

以定調。國家認同主體，此刻已清晰地界定為中華民國在臺灣（R.O.C. on Taiwan），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不是一個中國下的兩個地區。順著憲

法架構與臺灣主體論述推演，公民與社會的國家認同定位，是代表臺灣的中華民

國，是一個不再宣示對中國大陸擁有主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真實獨立存在於國

際之中的中華民國。不過，如此的推演終究只是隱含而未具體述明，對於臺灣內

部國家認同的紛歧，僅以臺灣主體性提示，族群間應共同建構共存共榮的多元社

會；對於兩岸關係的未來，仍然呼籲中國尊重臺灣地區人民，以創造雙贏。 

課綱、教材改革至此，始終還是未能清楚闡明：臺灣（或稱中華民國）是一

個主權獨立的國家，治權所及範圍是台澎金馬等現有領土，這是我們大家所共同

擁有的國家。 

2008 年發佈的九八課綱，基本上是承襲九五暫綱而來，但內容稍有調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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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材的部分，由原來高二上學期的第三冊（單元三）改至高一下學期的第二冊

（單元二），將國家認同相關概念提至主題一講述，顯示其更重視此一議題；而兩

岸關係與國際政治順序對調，先講授國際政治，再談兩岸問題，是將兩岸關係提

昇至國際視野之舉；凡此，均表示九八課綱中的國家認同概念，將比九五暫綱更

貼近臺灣現況，更彰顯臺灣主體價值。 

    臺灣的民主化腳步，走的稍嫌快速，1987 年至 1996 年十年間，將戒嚴統治的

威權政治轉變成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以致制度上雖已具民主規模，但人民民主

素養與民主生活態度的養成，卻未能同步快速進展，社會上的民主實踐與認知產

生相當落差。國家認同的嚴重歧異也是如此形成的，威權統治所建構的保守中國

意識國家認同概念，在政治民主化後驟然解體，這對存有國家認同極度差異的臺

灣多元族群社會而言，本是重新形塑共識的好時機，然政治人物的操弄與不當動

員，教育體制又未能適時全面引導，終致認同爭議、統獨對立成為民主化後社會

的深層隱憂；這改造的真正動力，其實需靠教育長時間的內化方能達成。臺灣的

公民領域教育，隨著政治發展的變遷，從解嚴前的政府傳聲筒、統治者意識形態

的灌輸工具，到解嚴後歷經民主化制度的轉型與鞏固，一直與時俱進地在進步；

或許它的進步幅度未必緊扣社會脈動或符合眾人期待，但它積極擺脫政治干預，

重拾學術價值、回歸教育本質、發揮教育功能的企圖，是值得高度肯定的。國家

認同概念，在公民領域教育中，從宣揚統治者的保守中國意識，以虛渺的中華民

族國家愚化人民，到民主轉型中現實臺灣意識的發揚，臺灣國家發展逐漸不再依

附中國而獨自成形，迄於當代民主鞏固後的臺灣主體意識確立，肯認認同紛歧並

積極尋求新臺灣認同共識；國家認同的塑建，將在公民教育的持續改革中，繼續

穩健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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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展望 

過去的公民領域教育，一直以來被視為政府形塑官方國家認同意識形態的工

具；解嚴以後，因循政治上的發展與變遷，公民領域教育亦隨之調整角色與功能。

從本研究的比較分析中可得知，自 1983 年以來，歷經 1995 年與 2005 年，共三次

的課程標準（綱要）修訂，公民領域教育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在國家認同

概念的形塑上，更欲積極擺脫政治不當干預，修正過去虛構的大中國意識，朝向

臺灣主體價值逐步邁進。本論文以學術研究與實務教學經驗之結合，在獲致結論

之際，針對 2010 年即將施行新課綱之公民與社會科教材與教學中，關於國家認同

概念的持續發展，提出淺陋建議如下： 

    首先是新課綱的教材編纂。從九五暫綱到九八課綱，臺灣主體意識的確立已

是非常明確，因此在九五暫綱的基礎上，進一步架構一個全新的、務實的國家認

同思維，是新課綱教材必須積極達成的。九五暫綱的國家認同，雖著重臺灣主體

意識的宣揚，但內容比較側重現況陳述及引導學生對未來可能選項的多元思考；

九八課綱中不論是培養多元價值關懷的目標，或是養成認同民主國家、珍視法治

與普世人權的核心能力等，均是以臺灣民主制度為國家認同標的的重要依據；對

於國家認同的涵義，課綱更具體規範須以現行中華民國憲法為依據，搭配國家統

治正當性的陳述，強調政府統治須建基於人民的認可，並從人民主權、人民福祉

來說明國家存在的應然目的；是故，縱然九八課綱亦主張，應描述我國人民對於

國家認同的不同看法，但一個以臺灣民主制度、社會多元生活為主體價值的國家

認同概念，在九八課綱中，業已完整清楚呈現。 

因此，九八課綱的新教材內容，應於描述國家認同紛歧現狀後，具體發揮公

民教育價值引導的積極功能，建構出以「新臺灣認同」為圖像的國家認同新概念。

「新臺灣認同」以民主憲政制度為基底，使民主、自由、多元、理性、尊重等成

為全民共享的生活方式。而國家是提供人民服務的機器，其存在係為保護每一個

獨立的國民，增進眾人幸福感，享受快樂生活；國家須導引各族群的相互了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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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積極調和各族群，在異中求取最大共識，國家應為各族群利益匯集的場所，

方能確保政治體系的合法性與穩定性；人民之所以認同國家，是因為國家可以為

人民謀福、仲裁糾紛、匯集利益，一旦國家遭人為操控產生質變、或成為侵害人

民的工具時，人民有權遽予推翻。 

    新臺灣認同的國家，是臺灣人民所共同持有的國家，自 1949 年以來，經過 60

年的禍福同度、休戚與共，我們已經營造出共同的制度、生活與文化。這是一個

從遷佔者政權，經由內部民主化轉變而來的獨立新國家，不是一個國家兩個政府、

或一個分裂於台海兩岸的國家；我們有二千三百萬人民、有三萬六千平方公里的

領土、有依憲法設立的民主政府、更有對內最高、對外獨立的統治主權，在現行

的憲政體制與統治實況下，我們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這是公民教育應該積極

營造的符合現況「單一國家認同意識」，它不含任何統獨爭議的問題，統或獨也許

是未來可能發生的現象，但均不該影響、甚至阻撓現有國家共同意志的存在。在

2010 年即將全面施行的課程綱要，公民與社會科應明白將此一國家認同意識載入

教材中，以進一步化解現有認同紛歧，形塑共同的國家圖像與未來願景。 

    其次，對於任教公民與社會科的教師而言，充實自身國家認同的政治學領域

相關知識，並多方理解各種不同思想內涵，是面對新課程的首要備課之道。新教

材施行後，面對複雜多元的國家認同主張，教師應摒除己身認同的好惡，以價值

中立的態度分別予以介紹、說明，對於學生課堂上的不同反映，亦應以最大胸懷

寬容待之，並不厭其煩指導其正確認識民主價值與臺灣社會現況發展，從而逐漸

認知、接受單一國家認同意識—新臺灣認同的中華民國。 

    另外，臺灣在歷經政治民主化建設工程、四次總統直選及再次政黨輪替後，

制度上發展已臻民主鞏固，任何執政者透過選舉取得統治權力後，均應努力建設

臺灣為一個美麗新寶島，不該再執著任何意識形態，與反對黨間的競爭，尤應聚

焦於全方位政策競賽，爭取選民最大支持，而非以意識形態差異予以全面杯葛或

抵制；任何政黨均不該再利用執政優勢，大量以行政資源影響國家認同教育的形

塑，應讓公民教育回歸教育本質，還給教育環境純淨、獨立的學術自由空間，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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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國家認同教育隨著不同政黨執政而不斷調整，臺灣將永遠陷入認同價值混淆的

困境中。 

    關於本論文後續的研究展望，有二點想法。其一，公民教育永遠是與時俱進，

隨著時代變遷，而不斷調整進步，國家認同概念的形塑，亦是隨著公民教育調整

持續發展的；本研究取材起始於 1983 年的課程標準，歷經 1995 年與 2005 年共三

次修訂，依研究結論具體對即將於 2010 年實行的九八課綱提出建議；課程教材是

一直活絡前進的，後續如有研究接續探究九八課綱的國家認同教育功能，甚至歷

經多年後，再次回顧檢視國家認同的發展與統合，及教材教育功能對其影響程度，

則此議題將可不斷引起關注，若能因此逐步透過教育完成臺灣國家認同概念的統

合，則將是國家未來發展與強盛的重要憑藉。 

其二，國家認同概念的形塑，其實不只是公民與社會科的課程目標與內涵，

社會領域的歷史、地理等科亦均有涉獵，且完整的研究應以社會學科科際整合方

式為之，才能真切分析整體教材之縱向與橫向連結全貌。然本研究受限於專業知

識背景與教學經驗的侷限性，無法從事如此龐大範圍的研究，僅能針對公民領域

科目撰述；未來如有社會學科統整的專業研究者，能進行全方位的科際整合研究，

將使國家認同概念的持續發展，建立更加完整的教學論述體系。 

    「國家認同」概念對臺灣社會發展影響深遠，期待所有關心此議題的教育同

業，為打破族群藩籬、形塑一統的國家認同意識，一起努力打拼，讓臺灣的未來，

看見祥和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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