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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九五暫綱下，我國高中各版本公民與社會教科書

政治教材國家認同之內涵，此命題是針對現行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綱

要實施質性分析，另外並對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2007年版本）的內

容，分析比較三個版本「三民版」、「南一版」、「龍騰版」的國家認同

意涵量化差異。本章依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以及第四章對教科書進

行國家認同分析之結果與討論，歸納得出研究之主要發現並作成結

論，且針對研究發現提出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及國家認同問題兩方面

之建議，以作為日後關於教科書編輯，還有未來研究、解決國家認同

問題之參考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依據第二章國家認同相關文獻探討，以及第四章對課程綱要

及教科書進行內容分析與對應比較後，綜合歸納出以下結論。 

壹、國家認同部分 

一、以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為理論基礎，構成國家認

同三大要素－「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制度認同」 

本研究採用學者江宜樺所歸納整理的三個認同層面：「族群認

同」、「文化認同」、「制度認同」，作為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台灣國家

認同分析之主題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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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主張種族血緣與民族文化之獨特性，以建

立民族國家為終極目標；自由主義的國家認同則強調族群多元；社群

主義之國家認同觀則較為重視族群的歷史文化。因此，民族主義與其

他二者相較，較為貼近「族群認同」層面。 

在「文化認同」層面上，民族主義的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一致；

自由主義則不強調文化層面的國家認同；唯有社群主義認為：人是一

定歷史文化脈絡下的自我，不可分割、也不能拋棄自身的獨特文化。

雖然民族主義與社群主義均重視「文化認同」層面，但是民族主義更

為強調族群的歷史連結關係上。歸納可得：社群主義及民族主義較偏

向「文化認同」層面。 

最後，自由主義的認同觀不重視「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等

層面，其重視的是民主憲政體制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及國家責任，在國

家認同觀念上，毫無疑問地是強調「制度認同」層面。依本研究之發

現：當前台灣學界的主流國家認同觀，以及教科書編寫的國家認同意

識型態，仍以自由主義下的「制度認同」為領導標竿。 

在台灣民主化下的國家認同演進歷程方面，本研究發現：在蔣經

國執政後期，台灣宣布解除戒嚴及開放黨禁、報禁後，台灣的本土認

同開始建立和受到重視；李登輝執政時期所加速推動的「本土化」、「民

主化」，對台灣人民建立「台灣本土意識」國家認同觀的成效是無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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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而在民進黨政府統治時期，其為選舉勝選考量所推動的加速「去

中國化」政策，除了沒有建立理論論述來說服人們外，未經通盤考量

的手法也稍嫌粗糙，致使當前台灣國家認同發展方向呈現矛盾及混

亂；而若有似無的族群撕裂言語及小動作，造成的族群間傷害更完全

無益於台灣國家認同的未來發展。 

二、當前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觀呈現分殊歧異的情況 

本研究發現，在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態度現況，就本研究所擷取

的大型民調顯示（見圖 2-5-1、2-5-2、2-5-3）：台灣人民國家認同呈現

分歧現象，對於台灣目前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之人民、主權、領土、政

府等國家構成要素，呈現出三種不同的態樣，有人認為台灣是一個獨

立完整的國家，自己是專屬命定為台灣人，而非中國人；有人認為我

國包含台灣及中國大陸，其國家認同包含中國人及台灣人的雙重認

同；也有極少部分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非台灣人。隨著民主化的

發展，以台灣人為專屬國家認同標的之比例，在近年來有逐漸增高的

趨勢，這樣的轉變，根據本研究所歸納的學者發現，是台灣的民主生

活已固定成型，從各項選舉的參與及投票、政治參與的擴大，台灣人

民漸漸感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他們的政治參與行動及選舉投票結

果，只影響台灣的政治，與對岸的中國無涉，台灣的政治是由台灣人

民自己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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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台灣人認同概念，代表的就是生活在台灣的政治公民，

心理上或主觀上對台灣認同，而中國人認同概念主要指涉的是對具有

華人或漢人文化或種族血緣之認同；雖然，台灣人認同的比例逐年增

加，但是在台灣未來的國家走向上，台灣獨立或與中國統一的比例都

沒有超過半數，即使剛巧過半，成為共識並推動成為政策仍有極大困

難。總而言之，選擇台灣獨立或與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走向，

絕對不是零合遊戲，更不能由比人頭數目的狹義民主形式來決定；民

主政治的決策，絕非如現今的台灣政治異狀，是以國家或族群動員的

方式來達到排斥政治異己，連帶使得理性、包容、尊重、互信的民主

政治文化都蕩然無存。當前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大部分的台灣民眾都

贊成維持現狀，而在維持現狀下考量規畫未來台灣國家認同走向問

題，應是當前兩岸政治人物、學者、台灣人民該堅持下去的大方向。 

貳、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部分 

一、九五暫綱及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內容未明確定義國家認同對

象 

依據本研究分析，教育部於 2004年發布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

行綱要》（九五暫綱）及《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

綱要》，雖指出我國現行的憲政體制乃依循《中華民國憲法》，卻未明

確指出認同之國家對象為「中華民國」，明顯模糊國家認同，連帶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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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依據課程綱要編訂的三民間版本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政治單元之

國家認同內容曖昧不清，然而，這樣對國家認同對象描述的模糊現象，

並不代表其將造成接受此課程教育的高中學生國家認同態度矛盾錯

亂，在本研究中，並未發現兩者呈正相關性。 

二、量的統計上，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國家認同內涵，以

「制度認同」層次呈現壓倒性的高比例 

「三民」、「南一」、「龍騰」三個版本的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第

三册中的國家認同內涵量的分析，教科書內容包含的主題類目指涉皆

以「制度認同最多、族群認同次之、文化認同最少」（見表 4-2-4、4-2-5），

制度認同占各版本教科書國家認同內容出現比率至少 72％以上，族群

認同略勝文化認同出現比率，占了大約 15％，而文化認同占了 10％，

顯示當前的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不訴諸過往審定版慣用的民族情感

渲染之書寫方式，並擺脫掉解嚴前的大中國意識形態宣傳手段，取而

代之的是以自由主義理論基礎為書寫原則，強調憲政體制及個人權利

的保障，以此教學內容幫助未來公民的高中學生達成民主價值的深化。 

在「族群認同」上，各版本皆以「主觀意識或行動」次類目出現

次數最多、「重大歷史事件或記憶」次之、「種族血緣」再次之，各版

本內容的次類目出現排序及次數大致相同，除代表教科書均確實依照

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編寫外，也代表教科書呈現近代台灣「主觀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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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動」及「重大歷史事件或記憶」，內容回顧貼近近代台灣人民所共

享的生活經驗和歷史記憶，相當程度強化了台灣認同意識。 

在「文化認同」上，三個版本皆以「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次類

目出現比率為最高、「傳統倫理道德」次之、「語言與宗教」再次之，

顯示教科書在文化認同上以敘述「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傳統倫理

道德」、「語言與宗教」為主軸；在當今「去中國化」的時代氛圍中，

仍不放棄灌輸高中學生關於中國歷史傳承下來的傳統倫理道德及宗教

信仰等，牽涉到個人價值評斷的認同內涵。 

最後，在占絕大多數教科書認同內涵的「制度認同」中，其次類

目出現次數前三名為：「政治制度」、「法治社會」、「個人權利」，且遙

遙領先其他次類目，顯示現行各版本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的台灣國家認

同書寫形式，是以尊重個人權利及自主性為核心、以法治社會為運作

模式、並以良善的政治制度來保障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基礎發展而來

的。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各章節結論及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壹、國家認同部分 

一、擱置當前國家認同爭議，以前瞻、寬廣視野找出台灣人共有

的時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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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研究，本文認為：今天的台灣國家認同問題，已不再純粹是

認同的問題，講白話些，它是誰說了算的問題，是領袖？政客？還是

台灣人民？紛紛擾擾的政治情勢讓我們尋不著確切答案，但它其實是

一個令人難過的假議題。曾聽過電視節目名嘴比擬過一假定狀況：試

想在美總統大選黨內初選時，希拉蕊敢質疑歐巴馬是有色人種，一定

不愛美國嗎?「我是誰」這樣的認同問題，竟然要由旁人判定，這是一

向標榜自由民主的台灣社會的真正悲哀，也違反台灣人的寬容價值。 

翻開台灣的近代歷史，我們的祖先可能是因經濟所迫、無以為生

而來台開拓新生活；可能是為民族大義、反清復明而來；還有就是不

願接受共產黨統治而隨國民政府來台。不管先來後到，共同特質就是

反抗壓迫和追求自由的精神。來到台灣後，若不努力打拼、胼手胝足，

如何生存？所以，勤勞節儉總是台灣人所信守的道德價值，對於過往

的傳統，一方面是尊重而緬懷，從而選擇性的傳承；另一方面，在這

塊土地上，也不停地創造新的文化。 

然而，一旦喊出狹隘的「本土化」、「去中國化」、「主體意識」等

空洞口號，就立即與過去畫下鴻溝，這不僅只是揮別過去記憶，更是

製造對立、衝突、分裂的亂源，所有的問題討論都被簡化成「賣台」、

「唱衰」、「統派陰謀」等不知所云的話語。在選舉的操作下，「台灣人」

或「台灣認同」，不只是單純的認同問題，更成為一種政治符號，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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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表述的過程中，我們見到「台灣人」、「台灣認同」逐漸政治化。所

謂的台灣主體意識，難道是如此結論嗎？不，它指的不就是在台灣這

塊土地上生活工作的每個獨立個體的人權意志，這人權意志集中起

來，才是決定台灣社會未來的真實力量，它是一份會提醒人要擔負公

民責任，恰當使用自由權利的力量。 

文化本是一個有機體，吸收越多會越強壯。台灣融合了先民、河

洛、客家、中華、原住民、甚至日本、歐美等文化，展現出來的就是

台灣的本土文化。多元文化、多元族群，一直是台灣社會所存在的事

實，這不是任何名嘴、政客的政治言論可以否定的。當中國文化或儒

家思想不再受到重視，當道德修養不再是國家的普世價值，取而代之

的是欺騙、硬拗、現實、功利；當人與人的信任、道德、仁義心越來

越薄弱時，整體社會的共有價值都會為之震動，人心飄搖。每個台灣

人不是不認同台灣，而是無法認同政客們假本土化之名，進行族群、

認同操作之實，這侮辱了台灣先民傳承下來的智慧，也違反了台灣人

追求自由的精神和價值。 

政治不能決定一切，政客也不是唯一引領台灣人邁步向前的社會

領袖。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其實是社會公眾行為的共同結果，我們選

擇、製造且生產我們的政治社會。我們的選舉候選人互相謾罵，立法

委員以不負責任的爆料影響視聽，名嘴不用讀書、不用求證事實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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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口沫橫飛，因為，我們鼓勵他們的行為，當政客或名嘴用情緒語言

亂吼亂叫，卻得到我們給他們的收視率、選票以及金錢回報，他們就

會繼續這樣做。而台灣人是不是反智、或是幫兇，看看現在所有的電

視節目設定收視觀眾，似乎都只有國中程度；而競選造勢大會上，主

持人喊「對不對」、「好不好」，底下人隨之起舞，就可以得到印證。 

走出藍綠對立，追求台灣未來最大的公約數。不管信仰統或獨，

既然了解現在的台灣是做不到的，就應該把精力放在大家共同信仰的

清廉、正派等核心價值。 

當代的台灣人，應該以更開闊、包容的心看待認同問題：既是台

灣人，也是中華民國國民，更是世界公民，對於有中國人認同想法、

抑或是台獨思考的人都可以包容，這才是台灣時代意識的進步。讓每

個台灣人都能了解：認同，也是一種自由，更賦予尊重，這才是真正

的台灣時代精神。讓我們一起來捍衛這樣的精神。 

二、以合理的憲政體制，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以凝聚台灣民眾的

向心力 

如同本教科書研究結果所得，建立「制度認同」的憲政體制是當

前台灣人所接受的認同價值，當前的執政當局，不該只是在教科書中

強調此種認同，而應即知即行，確實踐履。今天我們所生活的這塊台

灣土地，是歷經數十年來辛苦地終結威權體制，從而建立的民主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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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台灣的生存和未來發展，全繫於憲政體制的基礎之上，每個台

灣公民的基本人權，都必須受到國家憲法及法律的平等保障，台灣的

國家認同，應該是認同這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的憲政體制，在

此制度下，臺灣人行使公民應有的權利與義務。持續舉辦的選舉機制，

是一個很重要的憲政制度，它使人民及政治菁英有機會相應地調整國

家認同論述及態度，直到有共識產生的可能。如此，才能建構當代台

灣人的向心力；當人民對台灣有著堅強的向心力，達到未來集體共識

的目標，將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三、在全球化的影響以及當前友善積極處理兩岸關係氛圍下，仍

須持續關注重視中國威脅 

新政府於今年五月上台，目前正沸沸揚揚地邁步在選前所承諾的

開放兩岸路線，極力推動大陸客來台觀光投資、兩岸包機直航、人民

幣在台兌換等政策，這些開放政策當然值得當下大多數的台灣人支

持，因為，為了經濟的發展，政治的安全，如此才是國際地位晦暗未

明的台灣在全球化時代的最好策略。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早晚都

要開放及正常化，兩岸的交流是沒有辦法阻擋的，也是必要的，但是，

我們仍要清楚知道：中國的統一領土野心仍是持續存在的，台灣人依

舊應該抱持戒慎恐懼的心態，不宜因為這些兩岸開放政策而因噎廢

食，落入中國大陸「一個中國」的統戰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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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所造成的開放進程中，台灣的開放，不只是對中國大陸

開放，更是對全球開放。經濟上，台灣應該加強尋求資金流入的管道

與技術領先中國、甚至其他國家的策略，持續保持原先優勢產業的研

發技術能力，執政當局應投入更多的資源挹注在產業技術的研發及人

力資源的培養教育上。教育上，政府應該在全球化的洪流中，順水推

舟地推動更多的國際文化交流、學術交流，鼓勵學生修習第二、第三

外國語，以強化自身的國際競爭能力，提高台灣人在全球化競爭中的

人力價值；唯有持續而大量地投入資源在台灣教育，才是對台灣未來

穩賺不賠的投資。 

台灣的未來，的確需要包含兩岸議題，但是不應該因此自我設限。

當前的新政府應該拋棄中國化或台灣本土化的兩極辯論，開始多用全

球化、國際化的思維來思考，讓台灣成為一座世界級的島嶼。 

貳、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部分 

一、重視公民教育，使公民與社會課程不再是配角 

從明年（2009年）起，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將列入大學指定考試的

考科，若以當前各級教育都是考試領導教學的畸形現象，用考試與否

來判斷此科目受不受重視，那我們當然欣見公民教育越來越受到重

視，但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我們還需要時間觀察。公民教育，教

導著未來公民應有的基本素養，而公民素養，不是一種知識，而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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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身體的具體實踐慢慢培養，從公民參與的過程中學習；重視公民教

育，絕對有助於提升台灣公民的素質。因此，執政當局、家長、老師、

學生，還有所有的台灣公民，都應該知道：公民的基本素養不足，很

容易被政客牽著鼻子走；而民主憲政發展的良窳，和公民的素養有極

大的正相關性，應該說，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此，公民教育，值得

所有關心台灣、愛台灣的人重視。 

二、清楚定位高中「公民與社會」走向為價值養成的路線，以培

養未來公民 

本研究中，筆者在接觸了「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後發現：部分的

課程，如第二冊的法律單元，各版本的教科書居然都將許多如筆者般

公民老師未必搞得清楚之法律概念置入教材當中，例如：民法債編各

種契約的差異、國家賠償與補償之區別等等，這些，其實就牽涉到高

中「公民與社會」課程定位的問題。公民教育，如上段所述，應該是

教導現代公民應有的價值及素養，但是，「價值」與「素養」很難配合

當前考試時使用的標準答案模式，所以，課程內容只好充塞著一些政

治、心理、法律等社會科學的知識細節，這個課程走向問題，其實一

直被人所發現及討論著。在目前，高中「公民與社會」科已經被當成

高中的主要學科，但是，「公民與社會」到底要走「公民養成」路線，

還是走「社會科學知識學習」路線，仍是混沌未明。就大多數人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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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共識，「公民與社會」科應包含社會科學知識，此為其必要知識基礎，

但是，「公民與社會」不該只是設定為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或是大學

社會科學概論的預習科目，如此，將會喪失培養未來成年公民正確素

養及價值觀的機會，並扼殺未來台灣發展正常公民社會的機會。因此，

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的定位及內容，仍需有更多人集思廣益，願意起

身投入其建構工作。 

三、強化教學者自我成長及專業能力，並提升教師對公民教育工

作的使命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公民與社會」課程範疇廣而深，

其包含心理、社會、法律、政治、經濟學之領域，任何專業學者都不

敢誇下海口說對所有領域都了然於胸，何況公民教師？身為第一線的

公民教育教學者，公民教師應該要不斷的進修，不只是社會科學的進

階研習，其他相關領域，也應多加涉獵，並將所學運用於實際教學現

場中。有些人或許會問，公民素養教育，真的可以教嗎？這答案絕對

是肯定的，只是，不能只用教科書教，或是只在教室裡教，而必須用

教師的身體來教，這就是身教。在公民教育的課程中，教師應該從自

我反省及尊重學生開始，從討論公民應有的素養切入，尊重學生的表

達意見，並盡其所能的引導學習者走向多元文化的觀點，建立與學生

之間的信任、合作、分享的關係。只要這個關係開始萌芽，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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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在教學現場開始萌芽，良好的德性將會逐漸增強，其他更強大的

公民價值，也會漸漸浮現，假以時日，美好的公民社會將從而實現，

一個更寬廣包容的多元台灣社會將因之而誕生。 

參、對未來的研究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文以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第三冊之政治單元為焦點，探討我國

國家認同教育之內涵，取樣是不足的，國家認同的探究，可以從多種

面向著手，本文只將焦點擺在教科書上，忽略了學校教育的其他部分

也具有型塑國家認同的功能。除了教科書，還有其他政治社會化機制：

家庭、同儕團體、大眾傳播媒體等等，都有可能影響人的認同態度，

特別是資訊爆炸的當代，大眾傳播媒體對台灣人國家認同的影響，似

乎仍未受到研究者關注。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從學校以外的其他政治

社會化機構之影響著手，譬如：大眾傳播媒體在台灣人建立國家認同

態度時的角色功能及影響力強弱；另外，不同時期或不同階段的學生，

其受到學校教育國家認同塑造的影響為何，也是可以研究的方向。 

二、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行「內容分析法」，在信度上雖達一定程度，但是在教材

綱要分析上仍難免有主觀上的語義敘述偏差，為求研究深入，未來研

究或可配合問卷調查、訪談、觀察等質性研究方法加以析探，應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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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的收穫。 

三、研究範圍方面 

本文之研究範圍，僅以現行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第三册政治單

元為限，廣度稍嫌不足，未來研究應可進一步擴大研究範圍，針對延

後一年實施的「九八課綱」及新版本教科書內容，進行整體性的分析

探討。另外，未來研究可以不僅侷限於國家認同議題，更可以擴展至

其他如法律、政治、經濟課程，甚至科際間之比較研究，如此，將可

供各版本教科書編輯書商編輯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之改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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