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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新生〉1     陳黎 

像冬雪期待春光， 

像黎明撕破昨日的偽善， 

我夢見拖著沉重腳步上學的 

全台灣的孩子， 

終於敢跟著我丟開書包裡的 

教條、口號、陳腐、虛飾 

對著校園裡的標語，銅像 

大聲宣告： 

我們要新的國文課本! 

我們要新的地理課本! 

我們要新的歷史課本! 

我們要新的公民課本! 

脫離了戒嚴時期，走到了台灣真正民主化的時代，似乎，我們應

該遠離詩人所描述的「大中國主義」的國家認同教育模式，然而，「國

家認同」議題的爭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卻並未從此煙消雲散，反

而越演越烈。 

關於當前政治哲學的研究重心，皆著重在政治體系的價值觀念問

題，對自我的定位，無疑是政治文化中的核心問題之一，自我的定位，

如「我是誰」、「他是誰」等課題，牽涉到如何看待「認同」這一觀念。

關於認同的討論，學者雖大都認為它是一個個別發展的心理學現象，

                                                 
1 詩作〈新生〉收錄於作家陳黎詩集《小丑畢費的戀歌》。圓神出版社，199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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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個別的認同常常是由認同團體的文化所形成；認同的基礎是族群

團體本身團結與形成凝聚力的主因，卻也是族群團體間衝突、以及國

家團結整合問題產生的主要來源（葛永光，1991：47）。有些西方民主

化理論與量化研究發現：對國家認同共識的存在是一個國家進行真正

民主化的基本條件（Rustow,1970：350）。若是在此問題上產生意見的分

歧，達到無法整合及弭平差異時，將會影響到正常民主化的推動，甚

至摧毀既有的民主（Sorensen,1993：41）。這也正好可以解釋為何族群、

省籍對立，及政黨惡鬥在台灣仍甚囂塵上的原因。 

台灣國家認同問題程度的逐漸放大，是伴隨著解除戒嚴，政治自

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腳步而來。回顧近代的台灣國家認同歷史：

馬關條約簽定前的清朝統治時期，台灣住民的國家認同屬於先天的族

群或地域認同；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日本政府為獲取台灣的自然資源，

投入相當心力建設台灣，此一期間實施的教育及文化同化政策，有極

濃的政治意涵，屬於偏向文化和制度上的認同，台灣在日本大和民族

主義籠罩下，經歷了五十年的國族認同混亂之滄桑；1949年國民政府

遷台後，對台灣的統治，除了去日本化，並以強化灌輸大中國民族主

義為目標，加強台灣住民的漢人意識及中國文化認同；然而，如此的

中國民族主義操作，也造就了省籍問題的糾結衍生；撇開 1947年發生

的 228事件帶來的族群傷害不談，彼時的國民黨政府掌握了台灣政治、

經濟、與社會文化的強勢力量，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在政治與社會上

的階級地位呈現不均衡的現象（張茂桂，1993：256）：在政治方面，

國民黨政府集權式領導，加上國民黨政權撤退到台灣時，跟隨而來的

各級行政組織、黨組織，與軍隊數量龐大的種種因素，使國民黨成為

重要的黨政兩棲權力機構；經濟方面，由於接收日人遺留的資產，國

民黨政府掌控了大規模的公營事業，如電力、石油、省營銀行，數量



第一章 緒論 

 3

龐大的土地等等；即使到今日，國民黨黨產問題的爭議，仍是對手民

進黨陣營每到選舉時，拿來詬病攻擊的議題；社會文化方面，國民黨

政府將中國人與中華民族意識，透過文化及教育政策灌輸於人民身

上，包括國語運動的推行、禁說地方語言、歷史教育上忽略台灣本土

的歷史內容等等。國民黨政權利用如此優勢，透過其強力主導的文化

與教育系統，將中國認同強加在台灣人民身上，試圖塑造中國民族主

義的國家認同，想像中國大陸是台灣人民的祖國，歷史的敘述是以大

中國為中心。 

戒嚴前，學術界對國家認同問題的研究，深深受到如此政治情勢

的影響，在早前的戒嚴時期是不敢碰觸的（陳翠蓮，1992：10）。在民

主化歷程開始前，族群分歧與國家認同的爭議，在國家機器有效的控

制下，於 228事件平息後數十年間未曾失控，然而這並不意味國家認

同及族群的矛盾隨著時空的遞移而煙消雲散，而是在國家公權力的壓

抑下躲藏起來，躲藏在台灣人民的心靈深處，靜待爆發的一天。 

隨著 1987年解嚴的宣布，1988年解除報禁，黨國及威權體制的

轉型，台灣開始邁入民主化的歷程。在民間，台灣人民開始迸發出積

壓已久的強大生命力，女性、工人、同志、生態、環保等社會運動，

始終不曾平息；學術層面上對於族群、省籍的研究，也從 90年代開始

著手，並逐步進入認同問題的研究，包括文學、歷史學、政治學、社

會學、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後殖民研究等領域的學者都加入對話（陳

昭瑛，1995：6）。國民黨政府推動一連串重大的政治改革，以及最大

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於 1986年成立，使台灣的政治進入到民主的轉型

過渡期。轉型過程中，民主進步黨的影響力於歷次選舉表現中逐步提

升，國民黨內本省菁英的力量也同步增強 ，而從學者的民意調查中可

發現，絕大部分的民進黨支持者皆為本省人（林佳龍，1989：23），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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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推動著台灣本土化前進的腳步。 

政治上的自由化，使社會言論大開，江宜樺的研究顯示：民主化

後選舉操作需要、政治人物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以及本土化後台灣

主體意識的高漲，使得過去的省籍情結以及潛藏在人民心中對大中國

主體為原則所建構的政治制度及教育的質疑，演變為對國家認同的爭

議（江宜樺，1998：7）。2000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執

政權；2004年，民進黨持續掌握執政權，象徵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

進程，來到全新的階段。執政的民進黨與陳水扁總統為了使台灣自主

性在社會及國際間受到重視，首先定義台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

的國名為「中華民國」2。另再配合執政當局有意地創造台灣史觀的情

況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奠基在「本土政權」的論述，民眾的自我認

同在 2000年之後也充分顯示，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國家認同遠超過

自認為是「中國人」國家認同的趨勢。  

然而，國家認同的爭議與困惑，難道就此消失了嗎？即使到今日，

省籍情結問題仍在近期舉行的 2008年總統大選競選過程中陰魂不散，

此問題不斷被政客們因選舉催票所炒作，成為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

影。族群動員普遍存在於台灣大大小小選舉中，政客們利用煽動性的

政治語言激化族群對立（吳乃德，2001：20），如「台灣人支持台灣人」、

「本土政權不可倒」、「本土政權對抗外來政權」等族群對立口號，來

達成獲取選票的利益。長期以來，台灣民眾與政客們習慣使用不堪的

字眼、語彙攻訐非我族群。濫罵風氣瀰漫於政壇，call-in節目中，不同

政治立場、族群身分的人毫無對話可能，只有不斷地激化對立。 

此時的台灣人民，對國家，對生活，甚至對自我的感覺，似乎是

日漸惶恐，自覺前途茫茫，歷史時鐘在認同問題的發生及對立情勢的

                                                 
2詳見一九九九年民進黨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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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下，彷彿在我們的眼前停擺，再也無法前進。國民的幸福感不只

是幾個常見的經濟指數所能顯示的，更是無法用言語表述的心理素

質，每個人都帶著這徬徨的心情，面對將來的一天。台灣的國家認同

問題所造成的內部對立，在社會成本的計算上，讓台灣人民付出沉重

而難以計數的代價，崇高的多元共生目標，在近年來的轉型正義底下，

達成的機會似乎微乎其微。在國家認同的爭議下，內耗，似乎是台灣

人民的宿命。 

筆者認為，要尋回台灣人民心中失去的幸福感，釐清「國家認同」

的觀念，應該是件重要的事。學者曾指出：國家認同的分歧是現階段

台灣政治發展中，最顯著的衝突與社會分歧所在(吳乃德：1996：5)。

它是現今台灣社會許多重大爭議的根源，也是影響台灣民主深化一項

不利的因素。基於此，筆者想從教育部分的高中教科書分析出發，嘗

試從理性角度思考，藉由對各版本教科書的了解，還有以認同理論建

構研究架構，探討台灣當今國家認同的內涵和分歧，並討論台灣民眾

國家認同所導致的亂相之成因，此乃吸引研究者作此研究之第一個動

機。 

依照國家教育權的概念，教育是國家事業，國家可以運用教育的

力量與手段來形塑國民。反映在學校課程上，就是強調「愛國家」、「愛

民族」意識的培養，以及對國家民族和鄉土的認同。每一個國家都會

在其既定的政策、目標和理想下，透過學校教育的歷程，去塑造個體

的政治信仰及政治人格，形成個體在政治行為上的定向和模式（林水

波，1973：135）。本文選擇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做為分析的焦點，

是因為教科書是教育實施的具體依據及指導方針之一，其中公民類教

科書重要性更大於其他類科教科書，是最能夠看出國家認同論述內涵

之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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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公民教育及公民類別教科書有值得探討的廣大空間，但

是，近年來的學校教育對於國家認同問題一直無法正視，依學者研究，

可歸因於以下三點：一為教育學界對於政治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二

是戒嚴時期教育學界對於政治議題少有碰觸；三則是國家認同的學術

研究浮現較晚（李錦旭，2001：32）。歐用生認為：教科書在學校中無

所不在，其影響力無遠弗屆，古今不變，中外皆然。即使進入 21世紀，

教科書的重要性依然如昔（歐用生：2003：49）。教科書是形塑國家意

識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說法－國

家透過教育文化與意識形態上的駕馭與控制，作為最重要、最有效的

武器（趙素娟，1993：125）。過往國內外皆相當重視教科書的研究，

且以分析教科書的意識型態為主，而教科書的意識形態指涉的是教科

書內容中所包含的信念及價值體系，主要包括政治、性別、族群等三

方面（藍順德，2004：2）。國內的教科書研究方面，大都以教材內容

的分析為主，而在人文社會科學的教科書內容分析，也是以意識型態

為主，但是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來探討高中教科書的不多，如余剛式《台

灣與大陸小學社會科教科書國家認同模式之分析比較》，但也只有探討

中國大陸與小學教科書的國家認同比較，並未含括高中教科書。高中

學生是即將成為法律上所認定的公民，高中學生對國家認同的態度，

與台灣未來國家發展息息相關，了解高中學生的國家認同觀，可以作

為了解台灣前途的重大指標，以是觀之，國小學童的國家認同重要性

似不如高中階段；另外，還有林偉民《95暫綱高一台灣史之國家認同

內涵分析》，雖已探討高一台灣史部分的台灣國家認同內容，但仍尚缺

課程編排已成單一章節的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國家認同內涵分析部

分。本文研究的第二個動機，是希望從高中公民教科書的國家認同內

涵分析出發，期盼研究結果能回應或填補某些研究角度或解釋上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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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以期清晰了解，在台灣當今教育本土化變遷下，國家認同教育的

真實風貌與影響。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探討台灣國家認同的內涵和分歧，討論台灣民眾國家認同

所導致亂相的成因」，以及「了解在台灣當今教育本土化變遷下，國家

認同教育的真實風貌與影響」等兩大研究動機，以及對於台灣政治及

教育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階段的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國家認

同」內涵的關切。本研究預期的研究目的約有如下三點： 

壹、探討國家認同之基礎理論 

台灣國家認同之論述龐雜，但大多數仍流於政客煽動人民及挑撥

性的言論與口水謾罵，充滿「扣帽子」的意識形態偏見。本研究欲從

最根本的基礎理論整理出發，希冀藉著中性、客觀的國家認同理論，

對台灣目前國家認同分歧的現象做理性之探討。 

貳、暸解台灣人民解嚴後國家認同態度之演變 

從西元1949年國民政府移遷台灣至今，不同階段的執政當局形塑

了不同的國家認同觀點，而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態度也隨時間及階段

不同而有巨大之改變，尤以解嚴後之國家認同態度改變最甚。因此，

唯有暸解台灣解嚴後國家認同觀發展之歷史脈絡，才能深入了解台灣

國家認同之今日面貌與未來發展之何去何從。 

参、分析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中國家認同之內涵 

各個時期的執政當局，有不同的國家認同政策，相對也產生了不

同的教育政策，而當權者宣揚國家認同最有效的便是教育，藉著教科

書將國家意識、公民教育之理念、愛國教育之精神傳達給學生。是以

本研究選擇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政治教材部分來分析其國家認同之

內涵，以清晰反映當今國家認同教育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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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認同 

  認同一字，等同於英文的 identity，國內學術界有翻譯為「認同」、

「身分」、「屬性」以及「正身」等意義。本文採用英語「認同」所代

表之用語涵義，以免與其他含意產生混淆。中文的「認同」具雙重涵

義：可為動詞使用（如英語動詞 identify之意），亦可當作名詞使用，有

「身分」、「屬性」之意；本文所表達使用的「認同」，不僅包括動詞的

爭取認同之動作，也包括名詞上對身分確認的意思。 

認同是一種原始的慾望，要依附於某一主體，依附主體後，就形

成此一主體的一份子。西方學者指出：佛洛伊德認為認同之成立，建

立於防衛或競爭的模式，其目的是為求生存( Bloom,1990：60)；換句話

說，認同代表一種心理的狀態，用來區別個體與其他人的異同。 

  W.Bloom(1990：70)認為：認同是一種動態適應社會的機制，也

是一種心理情感的需求。建立良好的認同感，對於人類的心靈穩定與

安全感有極大的幫助。隨著社會或個體所處的環境改變，認同感可能

需要新的調適，但是人類總可以很快地去尋找更合適的認同對象。隨

著人類成長，進入社會團體，認同的對象可能更趨於符號化或抽象化，

而個體的認同也因此累聚成為集體的共同認同。當集體的共同認同產

生，便連帶形成社群與社群間不同的社會團體之存在，例如宗教與宗

教間，不同職業間，或是不同階級間，不同族群間等等。國家認同正

屬於其中一種，是人群必須在情感上歸屬於某一政治體之心理需求。

國家認同之產生，正式確立個人在國與國間歸屬之選擇。 

Mead則以為：「認同」之概念，必先源於個體自我概念之形成；當

個體經由社會環境意識到自己與他人的差別時，便創造出自我意象，

再漸漸由自我意象的統整，體認出自己之社會價值態度屬於哪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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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當個體產生社群概念後，自己的行為或價值觀就會越來越與所屬

之社群一致，形成對社群之認同(轉引自 Bloom,1990：61)。 

江宜樺(1998：8-12)認為：認同同時包含三種不同之意義。一、同

一、等同（oneness；sameness）：事物與另一時地之事物為相同事物的現

象；本文所討論之認同一詞，指的是國家或政治共同體本身之同一性；

二、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belongingness）：「確認」是指一個存在物

經由辨識自我的特徵，從而知道自己與他物之不同，肯定自己的特殊

性。「歸屬」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識自己與他物的特徵，從而知道自

己的同類何在，肯定自己的群體性。確認與歸屬相同，都有認同的涵

義。三、贊同、同意（approval，agreement）：指一個主體的某個意見與

另一個主體的意見相吻合，這層面的意義表達出「主觀意志」，使認同

帶有一種「意志選擇」的色彩。認同雖然有不同的意思，但主要是一

個主觀以及個別的現象。它的形成是經過不斷的自我省思：「我是

誰？」、「他是誰？」的問題後，引伸到團體內的思考，演變為：「我們

是誰？」、「他們是誰？」的問題（葛永光，1991：45-46）。換個方式說，

個體或團體會在變動的生活經歷中，尋找某種恆定的本質，以區別其

他的人或團體（蔡英文：1997：55）。 

蕭高彥（1997：143）指出：認同是一種認知、歸屬、接納的心理

狀態，更具有理想、價值、信念與行動內涵。施正峰（2002：4）認為：

認同之產生根據三種理論，一為「原生論」（primordialism）：即人類之認

同決定於天生的血統、外表、或是文化特色，而集體認同即可由共同

的有形特徵來判斷，例如膚色、語言、宗教、或是生活模式。二為「結

構論」（structuralism）：由於不公平的社會結構，剝奪了一群人應有的政

治權力、經濟資源或社會地位，原本鬆散之被剝削集體就會凝聚成為

族群或民族。三為「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集體認同是經由人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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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而成，強調成員之共同經驗、記憶、或是歷史。 

綜合以上學者所述，「認同」是指個體形成集體認同的歷程，其涉

及心理需求、資源需求、或是社會需求。認同包含層面，從自我認同、

社群認同，可擴及至民族認同，甚至國家認同。本文探討認同之本意，

在於透過教育系統的教科書內容分析，來探討其內容對未來國家主人

之現今高中生國家認同觀之影響，並經由文獻爬梳，探討當今台灣的

國家認同概念之爭議及出路。 

貳、國家認同 

本研究所探討的國家是指具現代意義、廣義的國家，也就是「政

治的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此廣義的國家涵義等同於政治實體

（body politic）、政治體（polity）等名稱，泛指近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

或民族國家出現前的各種政治共同體（江宜樺：1998：6）。英文的 nation

不僅指的是中文的國家（即英文的同義字 state，country，commonwealth），

也可指涉民族（英文的同義字 people，tribe，nationality）。學者指出：當

一個民族追求獨立自治，建立「國家」為其政治目標時，nation也可理

解為「國族」或「族國」（nation state）（江宜樺：1998：7）；因為中英

翻譯容易產生意義混淆，因此，本文首先須界定，本文的「國家認同」

（national identity）所專指涉的是「國家」定義。 

關於國家認同概念，有學者曾指出：國外政治學者 L.W.Pye和 S.Verba

認為國家認同乃是個人承認自己是構成國家的成員，而懼怕失去它的

一種信仰。因此，國家認同是指人們在心理主觀上的歸屬於國家的狀

態，這種歸屬感的產生，並不是一種利益的交換，而是人們之間相互

依存的互補性（彭堅汶：1992：2），也就是一種自認為是某一種政治

文化共同體成員的情感與選擇行動。 

蕭高彥（1996：267）指出，國家認同是指公民對於其身處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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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的主動認同，由此產生的凝聚情感，使公民願意積極地為共同

生活而效力，而且在共同體有難時願意犧牲自我。學者徐火炎認為：

國家認同是指公民個人認為自己屬於國家一份子的一種政治信念（徐

火炎，1996：89-90）。關於國家認同的定義，本研究採取江宜樺的觀點，

將國家認同定義為：個人對自己所屬或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具有

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和制度認同等理念，並進而產生歸屬感（江宜樺，

1998：15）。 

参、教科書 

教科書（textbook）是教材（teaching materials）最主要的組成因素；

教科書是根據教育主管當局所頒布的課程標準或課程綱要編寫的教學

用書，又稱為「課本」，是教學者在教學時最主要的材料。本文主要探

討現行高中各版本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的台灣國家認同內涵，因此對於

教科書所設定的定義，乃針對課室中教學用的課本為主，對於相關輔

助教材、習作或教具，或偶有列入輔助研究，但並未包含在論文研究

主題所表示的教科書定義中。 

肆、課程本土化 

自解嚴以來，民間教育改革團體要求教育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進而在 1994年 4月 10日舉辦大規模的「410教改大遊行」。值此時，

政府當局為了因應民間日益強大的不滿呼聲，商請當時任職中研院院

長、在民間頗獲眾望的李遠哲博士擔任「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召集

人，經過開會研議，陸續提出《第一期諮議報告書》、《第二期諮議報

告書》、《第三期諮議報告書》、《第四期諮議報告書》、《教育總諮議報

告書》，報告書中提示教改的五大方向：教育鬆綁、帶好每個學生、暢

通升學管道、提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會（周祝瑛，2003：23-39）。

落實作法則是在 2001年國中小階段開始實施九年一貫教育；廣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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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課程標準的修訂，則以課程綱要取代以往的課程標準，並

開放民間書商編訂教科書。因應教育改革，反映在教科書上其中一項

就是「課程本土化」，如國中在 1997年至 2002年間所實施的國中一年

級「認識台灣」課程；高中台灣史內容及份量的增加，都是課程本土

化的現象及證明。教育改革的動機及目的，廣受各方肯定，然而，課

程及教科書的本土化卻屢屢引起爭議。如 1997年實施的「認識台灣」

課程，其《歷史篇》、《社會篇》皆受到很大的質疑，其內容被認為過

分的親日，肯定日本的殖民統治。此故，引發媒體的大幅報導，學者

專家的關切及批評，立法委員與教育官員的相互爭辯（王仲孚，2004：

93-97）。職是之故，教育本土化的內容，仍可能造成人民觀感不一，進

而帶來國家認同層面的紛爭。 

伍、《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 

為了銜接國民中小學自 2001年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成為系

統性、完整性的「十二年一貫」課程，還有為高中學生奠定大學基礎

教育能力，教育部經過專家學者多次的開會討論及積極的研擬，在 2004

年 8月 31日提出《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經過 2005年 1月修

正發布，從 95學年度正式開始實施。教育部計劃以 95學年至 98學年

作為此課程綱要之實驗期，預定於 98學年度完成課程實驗及修訂後，

發布另一正式的課程綱要，故將此課程綱要冠上「暫行」名稱。本研

究有時以「九五暫綱」之簡稱代替全名。（詳見附錄一） 

陸、「公民與社會」課程 

依據教育部發布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高中一、二年

級「公民與社會」課程為必修科目，每學期二學分，每週上課二節，

授課時間以連排為原則，每年分上、下兩學期授課。普通高級中學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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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欲培養之核心能力如下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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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各版本內容相異，主題分布之位置並不完全相同；以南一版為

例，其第一册內容是社會學部份，第二册內容為法律學，第三册以政

治學概念為主，第四册的內容則和經濟學相關。 

  柒、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是配合時代環境之改變，以新思維、新策略、新内涵，

從各個層面就底層改造，符應未來下一代最適切的教育行動。本研究

所稱教育改革，指一九九四年起迄今，我國因延續先前解嚴後政治漸

趨開放、國際間教育改革風氣及教育思潮之影響下，民間教改四一O 團

體提出四大訴求—小班教學、制定教育基本法、廣設高中大學、提昇

教育品質為起始，政府所進行之教育改造運動，其五大重點—教育鬆

綁、帶好每位學生、暢通升學管道、提昇教育品質、建立終身學習社

會。教育改革內容包括民間體制外的教育實驗，由非師範體系所組成

之「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所擬訂的「總諮議報告書」，還有

                                                 
3完整內容請參閱《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詳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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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單位配合制定之各項教改法規及推動之教育政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教科書方面 

根據教科書審查單位－教育部國立編譯館所公布「依據2005年1

月20日修正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申請審定之各學期必

修科目教科用書」已審查通過版本匯整表所示（見附錄五）：若不以所

有四學期教科書內容皆通過審查為必要條件，已審查通過之版本共計

有六家出版社：依表列順序是三民、大佳、全華、南一、新文京、龍

騰
4
；然而，並非所有通過審查之出版社皆完成教科書編定工作，更遑

論送審通過；全部版本業已送審通過且出版之出版社僅有三家：三民、

南一、龍騰。另外三家出版社：大佳、全華、新文京，因編輯人力、

時間或能力不足，或因進入市場時間慢於同業，只有第一冊版本編定

完成並送審通過；加上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國家認同主要內容，各

版本置放之位置有些許出入，大部分皆分布在第二、三冊，若將所有

版本都加入研究分析，其版本間量的比較將失之公允。基於以上兩客

觀因素，本研究將以國家認同的三大理論：民族主義、社群主義、自

由主義為理論基礎，主要採用內容分析法，針對發展於台灣民主化階

段時期，因教育改革所帶動的課程本土化，進而發展之〈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暫行綱要〉（見附錄一）（又稱九五暫綱）、〈普通高級中學必修

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見附錄二），與依據此課程綱要而編

定通過，且正式出版流通的「三民」「南一」「龍騰」三版本之「公民

與社會」教科書第三册政治單元之國家認同內容實施分析研究，此研

                                                 
4 國立編譯館民國97年01月18 日公告「依據2005年1月20日修正發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

申請審定之各學期必修科目教科用書」已審查通過版本匯整表。2008 年03月24日引自 
http://dic.nict.gov.tw/~high/dic/shnews94.htm?PHPSESSID=e58bedfd10a3facbdc681ae61a8279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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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課程綱要與教科書內容分析為主，必要時參考三版本所附之教師

手冊，但不包含課本習作及其他教具等附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只針對「三民」、「南一」、「龍騰」三版本之

《公民與社會》二年級上學期第三册教科書，實行內容及量的分析比

較。因此，推論出之研究結果只適用於本學年度（2007年）出版之三

版本「公民與社會」第三册教科書，而不適於推論舊課綱下各版本之

「公民」與「現代社會」教科書，更不適於推論也含有國家認同教育

意涵及教化功能的各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 

二、台灣之國家認同演進過程部份 

關於台灣的國家認同歷史演進之文獻探討部份，本文選擇從台灣

民主化的時間為出發點，亦即從李登輝主政時期開始，大致從 1990年

6月的國是會議召開起，一直延伸至 2008年 5月新舊任總統交接之際。

本文不探討荷蘭及西班牙治台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日治時期

及國民政府時期之台灣國家認同歷程，理由有五： 

（一）荷西時期：荷蘭、西班牙治台時期之經營台灣，主要以經

濟掠奪為目的（曾素秋，2002：17），國家認同之教育及塑造缺乏完整

體系，且距今時間久遠，史料難尋，對當今的台灣國家認同發展，缺

乏啟示作用。 

（二）明鄭時期；鄭成功父子統治時期較短，推展儒家文化教育，

對台灣庶民之國家認同教育無多加著墨，且無全面性關照。 

（三）清領時期：滿清政府未正視台灣經營之重要性，以消極態

度治理台灣，包含對台灣庶民之國家認同之培養塑造，無所用心。教

育制度移植中國傳統舊制，仍以儒化教育為主，國家認同之教化並不

明顯。 

（四）日治時期：日本政府雖然以國家強大的行政力量，推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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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明確的國家認同教育，相較前述時期，日本殖民政府投入於台灣之

國家認同教育積極度最高。甚至，殖民政府想要扭轉人民受異民族統

治之觀感，進而完全改變台灣住民之國家認同，企圖心之強烈，投入

之各類資源，其所收成效不可謂不大。然而，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

日本殖民政府欲改變台灣人民國家認同觀之企圖，其目的是為了順利

掠奪榨取台灣資源，以留作日本本島發展利用。此具有強烈掠奪性格

之國家認同塑造模式，對當代的台灣國家認同議題之解決，無法提供

太多可資參考之處，故不列入文獻探討部份。 

（五）威權時期：民主化腳步正式開展前的台灣，國民政府以威

權統治，實施黨化教育與中國化教育，灌輸大中國主義意識，刻意貶

低、矮化台灣人民本土意識。雖具討論價值，然而此部分已有相當多

學者專家探討（詳見 P92），且與本論文所探討之高中新課程綱要、公

民與社會教科書內容分析無關，且與本論文討論之教育改革後所帶動

的課程及教科書內容編修之時代無涉，因此不列入文獻討論範圍。 

貳、研究限制 

一、「國家認同」定義方面 

「國家認同」概念來自政治哲學研究，國內外學者對其理論內容

皆有不同的詮釋，本研究採用江宜樺、劉義周等人的研究理念作為「國

家認同」理論的基礎，內容廣度上稍有不足。「國家認同」概念偏向政

治哲學思維，本研究主要以內容分析方式實施，在概念解釋及轉換上

仍有無法完全反應學者專家理論之哲學思考，難免偶有失真之處。 

二、寫作限制方面 

礙於時間及本身學力，研究者使用大量次級資料來源、先前研究

者的專著與論文，作為本研究之參考佐證。由於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中

所產生的資料，混雜了當時寫作者個人的價值觀、政治信念、政黨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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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治取向、當時發生的事件、媒體報導、歷史人物言述、哲學及

社會科學等主觀因素，研究者在進行本研究之整理與寫作時，必也在

潛移默化中產生上述情狀；因此，本研究是在此情境下對研究主題做

一個有限「事實」的描述及分析。 

三、教學成效方面 

本研究僅就「國家認同」及教科書相關理論做探討，並對「南一」、

「三民」、「龍騰」三版本之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實施內容之分

析比較，關於教師所具備之本質學能、教學技巧及課室管理能力，以

及教師能否於實際教學時公正而客觀地傳達教科書內容，本研究礙於

研究範疇及能力所限，未能深入探討。 

四、研究時間方面 

本研究之研究時程自 2007年 9月開始，預計於 2008年 5月完成。

教育部已於 2008年初公布高中九八課程綱要，現有各版本教科書將因

應新課綱而作內容之修訂。礙於時間所限，本研究將不對新課綱做研

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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