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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本圖像化思考單對提升高中生歷史思維能力之準實驗研究─以

「革命」主題為例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多文本圖像化思考單」（以下簡稱圖像化思考單）在提升

高中生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是否有顯著成效。採用準實驗法中「不相等

控制組前後測設計」和「成對樣本 t 檢定」。實驗對象為 77 名高中一年級兩班的

學生，並將其隨機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採用「多文本閱讀+圖像化思考

單」的教學模式；對照組則採用「多文本閱讀+傳統式學習單」的教學模式。在

實驗課程設計方面，實驗組則有四個學習單元和兩個統整課程；對照組也有四個

學習單元，但將統整課程以傳統式的討論和分享活動取代。實驗時間兩組皆共計

六節課（六週）。在實驗流程方面，兩組學生皆需接受「歷史思維能力」和「歷

史學習態度」的前、後測，以了解實驗組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方

面是否有所提升。除了從以量化的方式了解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

是否有所提升外，本研究亦透過質性分析「個人圖像化思考單」、「統整課程學習

單」、「活動回饋問卷」和「訪談記錄」，了解學生在動態學習歷程的表現，並透

過多面向的評量了解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對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

態度」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圖像化思考單教學能有效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和「歷

史學習態度」。其中在歷史思維能力的部分，尤其是「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

學家的主要爭論」的能力有明顯提升。同時本研究亦針對圖像化思考單教學方案

的設計與實施過程，進行詳細的記錄與分析，希望可以作為未來研究歷史思維能

力和多文本教學媒材的研究參考。 

 

關鍵詞：多文本閱讀、圖像化思考單、歷史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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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to Enhance High School Students' Historical 

Thinking Using the Graphic Worksheets in Reading Multiple Texts：The 

Theme of "Revolution" as An Example 

PO-Yi Le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graphic 

worksheets in reading multiple texts” in improving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learning attitude towards histor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pretest-posttest 

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design” and “paired sample t test” were applied in this 

quasi-experiment, in which 77 eleventh-grad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teaching 

method with "multiple texts reading and graphic worksheet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multiple texts reading and traditional worksheets" method. In terms of 

curriculum design, Experimental group had four units and two integrated courses. 

Control group also had four units, but the integrated courses were replaced with 

traditional discussion. Before the experiment, all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take a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learning attitude pretest. The experiment takes a total 

duration of six lessons (six weeks). All students then took a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learning attitude posttest when the experiment was complete. Besides 

pretest and protest, "personal graphic worksheets", "integrated course worksheets", 

"the feedback of course activity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 record" were also 

analyzed to understand th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the dynamic learning process, 

and multiple assessments used to find the impact of graphic worksheets on students'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learning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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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graphic worksheets teaching could enhance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learning attitudes. Ability of historical thinking "find historical 

evidence to assess the main arguments of historians"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detailed records and analysis with respect to the experiment were all provided as a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pla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search of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multiple texts as teaching mediu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multiple texts, graphic worksheets, histor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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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在本研究中，「多文本圖像化思考單」是指藉由引導式問題融入圖像化組織

所設計的學習單，幫助學生分析多文本，引領學生思考歷史。為了與傳統學習單

進行區分，故將此類學習單命名為「圖像化思考單」。同時在本研究中，透過此

圖像化思考單所設計課程，稱為「圖像化思考單教學」。 

本章共分六節，分別為「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假設」、

「名詞解釋」和「研究限制」，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自身經驗對研究的啟發 

歷史是一門求真、追求客觀的學科，但實際上卻無法避免主觀意識的介入。

由於歷史會因為史家的不同角度和立場而有不同的觀點，故如何訓練學生辯證、

詮釋和判斷史料等批判思考能力則相當重要（高明士，2009；廖羽晨，2009）。

為了培養此能力，本研究採多文本搭配圖像化思考單的方式，透過圖像化組織引

導學生分析、思考歷史事件的多元面向。 

之所以挑選歷史科作為本研究的探究科目，主要跟過去個人的學習和教學經

驗有關。在過去的求學經驗中，對於歷史這門學科是感興趣的，而感到有趣的原

因主要跟閱讀大量的歷史故事有關。在閱讀歷史故事的過程中，讓我體會到在這

歷史的洪流中，過去的人們如何面對自身所遭遇到困境，並又是用什麼樣的心態

和方法來解決其所面對的問題。每當讀完這些故事，心中總是充滿著佩服與感動，

並期許自己在遇到問題時，可以如這些歷史人物一般，坦然的面對問題。同時根

據過去的學習經驗，只要歷史老師開始講歷史故事，即使原本死寂的教室，也忽

然變得生氣蓬勃。而故事內容大多是以一位至兩位歷史人物為中心向外開展出來，

敘述著當時歷史人物們面對事情的過程和方式，讓同學透過此形式碰觸他人的生

命經驗，並與自身經驗相結合。從此可以了解，人物是歷史的重心，在整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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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具有不可輕忽的地位（王淑芬，2010）。 

同時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我也逐漸學會以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當歷史

人物們克服問題時，同時也促成了一點改變，這些一點一滴的改變將使歷史的齒

輪轉動，使整個社會慢慢向前推進，而產生今天的文明成就，可謂得來不易。因

此在此過程中，就猶如章五奇（2011）所認為的，透過歷史教學中的神入（empathy）

概念，讓學生透過史料證據進行想像，藉此體會歷史人物在當代的感受和難處，

使學生融入在歷史脈絡之中，而不是將歷史視為瑣碎和片段的知識，而使學生對

歷史產生斷裂感。 

到高中時期，歷史科的知識變得更加瑣碎與繁雜，教師也多以講述歷史事實

為主，同學們對於歷史更是感到無趣。同時，由於課程的內容變得更多更深，無

法如國中一般，靠死背硬記的方式來應付考試，所以漸漸地許多同學就放棄歷史

此一科目。然而由於我在高中階段，仍然保有閱讀歷史相關書籍的習慣，因此對

歷史的熱情仍然不減。在此過程中，也逐漸意識到人物之間會因為詮釋角度的不

同而有不同的觀點，而這也正是讓我對於歷史感到有趣的地方。 

但我真正了解歷史是一門「變」的學科，則一直要到大學才逐漸意識到。在

大學歷史系和修教育學程的過程中，開始深入瞭解過去的人們為了解決現有的問

題，會透過體制內或體制外的方式，試圖找出解決方案並加以行動，其中「革命」

則是所有改變中最為劇烈也最有影響力的，值得進行更深入的探究和反思，因此

本研究就以「革命」為主題，設計相關課程。 

歷史除了是一門「變」的學科外，在歷史思維方面，對於歷史不應只有歷史

事實，應該有更多的思考與理解；歷史不應該是無用的，應該可以更加豐富自身

的生命有更深的體悟。這就猶如黃春木（2015）所說：「歷史是一門在時序脈絡

當中探究變遷的學問；歷史是人類活動的實驗室，也是人類文明的資料庫；歷史

是佇足於現在的過去，也是通往未來的過去。」（頁 4） 

到了自己開始執教，進入高中的教學現場後，我雖然曾嘗試於課堂中帶入歷

史思維，如藉由提問的方式讓學生進行思考，但由於對於如何實施此課程沒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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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性的了解和系統性的規劃，使得回答的學生總是固定班底。且在回答問題的品

質上，學生不但常會以個人觀點進行回答，亦缺乏相關證據的佐證，在因果邏輯

上的推論相當薄弱。同時礙於兼課教師的身份，此種互動方式只能於一般正式課

堂中實行。然而，在一週兩堂課正式課程中，常迫於進度壓力及學生的升學壓力，

使得我將大部分的心力放在趕課與編製補充講義上，而沒有多餘的課堂時間和心

力，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然而，在這樣的教學過程中，或許研究者是將進度

趕完了，但學生卻常是睡成一片，並沒有真的將接收到的知識進行建構和內化。

為了能在有限的時間中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使我開始去思考解決方法。 

 

貳、高中歷史科課綱轉變 

近年來，十二年國教如火如荼地推行，不管是在課程目標的設定上還是在課

程的規劃上都有明顯的改變。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十

二年國教總綱，教育部，2014）中的課程規劃上，於高中階段增設大量的選修學

分。希望讓學生可以透過自主選修的方式來挑選自己感興趣的知識，並針對該知

識進行加深加廣的學習。因此藉由多元選修的方式，學生的學習自主權也越來越

擴大。 

事實上，十二年國教總綱所給的彈性課程的對象不單只有學生，教師應該也

是對象之一。因為過去的教學現場中，教師迫於考試進度，總是馬不停蹄的趕課，

基本上沒有閒暇的時間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但當十二年國教課綱上路後，教

師便有更多的時間來規劃課程，並訓練學生培養在一般正式課程中無法學到的能

力。本研究即是利用多元選修課程的時間來進行教學。這對於教材的選擇、課程

規劃不但較為彈性，也可以使教師有較多的教學時間用來培養學生歷史思維的能

力，且較不會受到考試進度的牽制。期望透過此研究可以做為未來現場教師在設

計有關歷史思維的選修課程的一個參考。 

同時由於台灣近年積極進行教育改革，課程目標開始有所轉變，例如在高中

歷史科的課綱中，可以發現學生的學習目標已經漸漸與以往不同。在 97 課綱中

 



 

4 

歷史科的部分，以「歷史思維」作為高中生應習得的核心能力，並希望將學生的

認知能力從「歷史記憶」提升到「專業史學」之間，為了提升學生核心能力，應

該培養學生靈活應用時序觀念、歷史理解、歷史解釋、史料證據等四項能力（教

育部，2008）。同時從 97 課綱中，也可以發現此時歷史科的學習目標主要以認知

為主，雖然在這過程中也能培養情意、批判思考、分析和綜合能力，但在教科書

的編排上和教學現場中，認知能力卻仍停留在記憶型知識上。 

到了 108 歷史科領綱時，教學目標做了更大的突破，尤其在基本理念中就直

接提到要以學生為主體，並考量要以不同背景的學生的多元生活經驗來設計課程，

且在能力培養上也特別強調要根植於生活世界的體驗與思辨，兼顧知識內容、情

意態度與實踐能力的多方面綜合發展（教育部，2018）。同時，由於在課綱中也

特別重視多元選修，認為藉由多元選修的課程設計和多元評量方式，可培養學生

高層次的認知能力。在課綱逐漸朝多元能力發展的過程中，認知層面已經不像過

去一般只重視記憶型知識，反而開始轉而關注探索、思考、推理、分析與統整等

高層次的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 

 

參、社會大眾對於歷史科的關注 

然而，在十二年國教教改的推行下，卻出現了許多相關的社會議題，其中又

以國文和歷史兩科的爭議最大。在國文科的部分出現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例爭議，

而在爭論的過程中也帶入了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公民行動，2017）。在

歷史科，2014 年也爆發課綱微調爭議案，其中又以課文中的字句使用最為爭議，

如：「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接收」台灣改為「光復」台灣等（聯

合報，2015）。但是，如果教科書的修改只在字詞和文體形式上調整，對於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思考能力的實質助益並不大。同時也發現，不管歷史課綱微調

前還是微調後，教科書內容仍然是以歷史事件為主軸進行敘寫，對於歷史人物大

多輕描淡寫的帶過，歷史事件間的脈絡更是不連貫，無法將事件間進行有效連結，

使學生在閱讀教科書時，無法主動與自身經驗相結合，甚至覺得這些歷史事件與

 



 

5 

自身毫無關係，歷史知識變得相當瑣碎。 

雖然教師無法任意影響教科書的編寫內容，但可以透過自編學習單的方式來

傳達知識，並將這些學習單轉譯成學生了解的知識內容。因此從此看來，教師如

何藉由轉譯教材，將所欲傳達的知識轉化成為學生聽得懂的知識，以提升學生認

知思考的能力才是更為應該注重的部分（歐用生，2003）。 

 

肆、高中歷史科教學現場概況─「歷史事實」與「歷史思維能力」教學的對抗 

不過在現今的高中教學現場中，高中歷史教師對於歷史教學仍然著重於求

「真」的部份，因此會於課堂上補充大量的歷史事實，認為藉由這樣的講述過程

可以快速讓學生獲得知識，以應付考試。但歷史教育的本質真的僅限於這些瑣碎

的歷史事實嗎？還是需要學習更高層次的歷史思維能力？事實上針對此問題，在

英、美兩國的歷史教育中早已爭論多年。有部分歷史學家認為歷史思考對於歷史

研究固然相當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能力，但是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並不能畫

上等號，畢竟歷史研究是相當專業的學問，並非 16 歲以前的學生所能理解和勝

任（Heyking, 2004）。 

然而本研究認為，雖然 16 歲以前的學生無法如史家一般細膩的思考，但未

必就無法進行歷史思考。例如，Bruner（1976/1992）指出任何學科的基本原理、

概念和結構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教給任何年齡層的學生，因此歷史思考能力仍

然是可以被教導的。在 1970 年代，英國的歷史教育為了改革傳統歷史科的歷史

事實教學模式，因此成立了「學校委員會十三歲至十六歲歷史科研究計畫

（Schools Council History 13-16 Project，簡稱 SCHP 13-16）」，開始提倡「新歷史

科」，強調對過去歷史的解釋，以培養學生歷史的重要觀念和能力，如：動機、

時間中的變化與延續、因果、證據分析、神入等（吳翎君，2004）。當新計畫進

行試教之後，接受 SCHP 新課程的實驗組學生相較於接受傳統課程的對照組學生

能以較成熟的方式對歷史進行推理，並且對歷史因果、人事變遷等形成較成熟的

概念，對證據的性質和運用有較清楚的理解，同時對於歷史這類型知識也有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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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銳的認識（陳冠華，2000）。 

從總體歷史科的教育目標來看，如果目標是在培養學生歷史能力而非瑣碎知

識，那麼教師對於教學勢必需要有所改變。張元（1998）也指出課表上的每一門

科目，都應該培養學生某一種能力。而歷史所提供的即是歷史思考能力，也就是

對於史料證據的評價、詮釋、系統分析、比較與省思的批判能力（黃麗蓉、賴思

儀、楊淑晴，2011）。為了使課程能符合歷史科的教學目標，也使學生在學習的

過程中能增進歷史思維能力，因此需要在課程設計加入核心問題與引導性問題，

以幫助學生進行歷史思維。 

 

伍、引導式教學媒材的設計─「圖像化思考單」 

雖然說培養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相當重要，但這對於現場教學的教師仍然是

困難重重。在現場中可以發現高中歷史教師常會因為趕課壓力而使歷史課仍以講

述法為主，並穿插人物的歷史典故幫助學生快速建構歷史知識基礎（國家教育研

究院，2017）。雖然藉由歷史人物的介紹可以一方面可以增加學生的興趣，一方

面也能幫助學生記憶歷史，但在此教學過程中，仍然著重於歷史事實的陳述，而

缺乏歷史思考層面的培養。同時，在高中階段又以升學導向為優先考量，學生與

家長皆相當重視考試成績，而學校的評量內容又著重於歷史事實為主，歷史思維

與歷史評論等相關能力的評量則較少著墨，因此如果要一邊講授教科書內容一邊

訓練歷史思維能力，光靠一般正式課程的時間是無法達成教學目標。 

雖然校內平時的歷史評量較忽略歷史思維能力，但在大型的升學考試中卻對

於歷史思維能力相當重視。從近年來的大學升學考試的題型轉變就可以有所理解，

例如學科能力測驗（以下簡稱學測），其考試題型開始從傳統的記憶型試題轉變

至高層次的認知試題。並藉由文章閱讀的方式，要求學生針對文章中的訊息進行

批判思考（親子天下，2018）。然而所幸近年來十二年國教的推行，上述對於歷

史思維能力的忽視以及時間不足的兩大難題皆可以透過多元選修的方式解決，使

教師有更充裕的時間開設歷史思維能力的相關課程，以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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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此也衍生出新的問題，就是教師必須自行設計課程和教材，這也使許多

教師對於多元選修感到抗拒。因此研究者欲藉由設計類似多元選修課程的方式，

一方面提升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做為現場教師在設計課程上的參

考。 

在進行歷史思維的課程中，由於歷史學科必須透過閱讀獲得資訊，因此學生

在思考歷史之前，必須先有能力分析歷史文本中的內容，了解歷史事件的因果關

係後，才能更進一步的歸納、詮釋、評價歷史事件並形成歷史假設。因此若課程

一開始，就直接要求學生回答一個複雜且抽像的歷史核心問題時，學生必定會不

知所措，不知該如何回答。畢竟對於多數的中學生而言，在缺乏教師的引導之下

是很難進行獨立的探究活動（鍾建坪，2010）。故教師的引導是有必要的，可以

給與學生進行分析、推論的鷹架，引導學生走向先前預設的目標和技能，找到一

個特定的答案（McTighe & Wiggins, 2013/2016）。 

在本研究中主要是藉由學習單進行提問，然而本研究所採用的學習單有別於

傳統的學習單，通常傳統學習單的設計模式為閱讀完一篇文章後寫一篇心得，學

生所寫出來的心得可能不知所云，短短幾句話，應付了事。縱使這些學生努力將

文章讀完，可能還是無法了解這些文章要傳達的思想與理念，當然更不用說將文

章中的思想應用於自身上。 

不過，學生會有這些行為表現則是相當正常的。由於在這過程中，教師並沒

有給與學生任何的引導和鷹架，又要如何去期待學生將多文本間的知識相互連結、

分析和比較，並從中去了解多文本間相互交織的知識，進而習得歷史思維能力呢？

因此本研究在設計學習單時，為了幫助學生分析歷史文本以進行歷史思維，故會

大量使用圖像化組織引導學生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脈絡並輔以開放式問題，讓學

生在充分理解歷史事件的脈絡下進行歷史核心問題的思考，以從中提升歷史思維

能力。同時由於圖像化組織亦具有組織和連結知識的功能，因此可以解決以往教

科書中歷史事件間無關聯性的問題，也就是使知識點間產生連結，形成線形甚至

是網狀形知識。總而言之，本研究為了與傳統式學習單有所區隔，故將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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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單命名為「圖像化思考單」。 

圖像化思考單除了幫助學生閱讀多文本和增加歷史思維能力外，同時也還具

有許多其他功能，包括喚起學生先備知識、幫助學生設定學習目標以及反思所學

的內容等功能，也就是將閱讀策略中的 KWL 模式融入圖像化思考單之中。當個

人圖像化思考單完成後，為了讓學生有更深入的歷史思維，因此會藉由圖像化思

考單中的多文本設計相關活動，並設計統整課程學習單，讓學生於課程中一方面

進行意見交流，一方面進行深度的討論。由此可見，上述圖像化思考單的功能是

相當多元的，透過提問的方式應能幫助學生進行思考，除此之外，由於提問時機

的不同，似乎也具有喚起先備知識和自我學習監控的功能，以培養學生歷史思維

能力。 

 

陸、多文本的選取方式 

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透過閱讀除了可以幫助讀者快速了解過去外，同時也

具有仿效與學習的功能，以下將分別從歷史學與教育學的觀點進行說明。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歷史紀錄了過去人們面對事物時的罪惡、愚昧、不幸、

善良、聰明與幸福等惡與善的事實（杜維運，2011）。這當中當然也包括面臨困

境時應對的方法與心境，同時，由於歷史還具有以古鑑今的功能，羅馬史家 Livy

曾指出：「研究過去的事，是相當具有教育意涵的，在過去的歷史當中，可以清

楚看到各式各樣的事例。如果是好的，就去模仿。如果是惡名昭彰的，就要引以

為戒，將這些事例作為借鑑。」（Livy, trans. 1960） 

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透過 Bandura 的社會學習論，藉由觀察過去的人們如

何解決困境，以及選擇應對困境的方式後所帶來的影響，進行選擇性模仿（引自

張春興，2007）。因此在多文本的選材上，本研究會以革命為中心，讓學生透過

多文本閱讀了解革命的優缺點，並分析革命的前因後果，破除革命所帶來的都是

正面影響的迷思。同時也藉由此過程，讓學生從中了解歷史人物的行為與歷史事

件的關係和影響，使學生從中設想過去人們的經驗和看法，以達到歷史神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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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與現今社會連結，以達到鑑往知來（楊淑晴、黃麗蓉，2011；郭雅馨，2009），

讓學生可以歷史作為借鏡和學習的對象。 

綜上所述，以「革命」為主題，可以使學生了解因為人們不同的處理方式將

帶來不同的結果，並使學生了解光榮的革命背後所需付出的代價，讓學生能以此

為鏡，審慎思考自己所做的選擇。從「革命」的不同觀點中，就可以了解歷史本

身是一個立體式的存在，會因為觀看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觀點和評價。學生在

閱讀多文本的過程中亦需比對文本間的差異，進而對多文本內容進行評價，並有

邏輯地闡述自身觀點。為了培養學生這方面的歷史思維能力，本研究會採用多文

本閱讀的方式進行。 

多文本閱讀是指透過文本與文本所傳達的資訊進行相互交織，使知識變得更

加多元與立體。同時，多文本閱讀在進行選材的過程中，文本間是相互關聯的。

然而多文本依據性質也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根據 Hartman（2004）的研究，

多文本共可以分成五種類型，分別為補充式文本、衝突式文本、控制式文本、綜

觀式文本和對話式文本，詳文請見第二章第二節歷史多文本與閱讀策略。在本研

究中，在進行多文本選擇時，主要會挑選與主題相關的補充式文本，以及與補充

式文本觀點相互對立或衝突的衝突式文本作為閱讀的文章。文章來源主要以國高

中歷史科教科書為主，與教科書內容相關的課外讀物為輔的方式進行挑選，並再

有系統地排列文本間的順序，使學生對革命有多重角度的認識。 

在文本的選擇上，由於教科書中的文本內容較符合該階段年齡層的學生的閱

讀能力，因此本研究有部分文本是挑選自教科書。雖然教科書的文本符合學生的

閱讀能力，但以現今教科書的編寫方式，學生似乎無法接受。若改以主題式的方

式，使文本間產生有意義的連結，學生的反應則會有所不同。 

為了使文本間具有關聯性，本研究選擇以「什麼是革命？」作為核心問題的

主題，並以此概念作為挑選多文本的基礎。之所以選擇此主題主要是因為教科書

中主要以政治史為主，同時亦呼應歷史是一門「變」的學科，讓學生了解什麼是

「徹底性的改變」，此改變對於現今社會又有何影響，讓學生了解現在的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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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於過去的歷史，但同時也從過去的歷史中吸取養分，做為因應現在所面臨的

困境。 

 

柒、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的理由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藉由設計圖像化思考單，以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

同時在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過程中是否也可以增加學生的學習態度，也感到

相當好奇。 

因此為了了解加入圖像化問題引導是否能有效增進高中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本研究想藉由準實驗研究法的方式，了解「多文本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以下簡

稱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和「採用傳統式學習單教學」（以下簡稱傳統學習單教學）

兩組之間對於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和學習態度的影響。同時除了解兩種教學方案

的差異外，研究者亦想了解「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前與介入後對學生歷史思

維能力的影響。在本研究中，「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為實驗組，「傳統學習單教學」

則稱為對照組。傳統學習單是指當學生閱讀完文本後，教師並沒有提供鷹架給學

生，就直接提出高層次問題，要求學生進行作答或是進行心得書寫。 

 

第二節 研究目的 

1. 探討「實驗組」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相較於「對照組」的教學方式，對

提升高中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之影響。 

2. 探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對提升實驗組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之成效。 

3. 探討實驗組學生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學習歷程。 

4. 透過研究結果的提出與檢討，提供未來欲設計學習單以提升學生歷史思維能

力和歷史學習態度的教師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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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1. 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後，「實驗組」在歷史思維能力方面是否優於對照組？ 

2. 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後，「實驗組」在歷史學習態度方面是否優於對照組？ 

3. 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後，「實驗組」在歷史思維能力方面的後測得分是否

優於實驗教學介入前之得分？ 

4. 學生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學習歷程中，如何透過圖像化思考單分析、

思考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 

 

第四節 研究假設 

1. 經過以前測為共變數的調整之後，「實驗組」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的分

數會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生的分數。 

2. 經過以前測為共變數的調整之後，「實驗組」學生在歷史學習態度量表的分

數會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生的分數。 

3. 實驗組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之後測分數會顯著高於前測分數。 

 

第五節 名詞解釋 

壹、 多文本閱讀 

多文本閱讀並非僅指大量閱讀，而是透過有系統、有組織性的互文方式挑選

文本。在選擇多文本前，會先決定核心主題，並根據此核心主題選擇相關的文本，

因此文本間是相互關聯的。在本研究中，多文本的類型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文本

類型主要是觀點相近，且內容上可以相互補充的文本；第二種文本類型則是提供

相反或是衝突性觀點的文本，以促進讀者進行思考。 

 

貳、 圖像化思考單 

在本研究中，為了使學生可以透過圖像化組織的問題引導，了解文本中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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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所表達的意涵；喚取先備知識與多文本間資訊融合，產生網狀的心理表徵；

以及針對文本中所沒敘述的部分進行推測。故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時，會以圖像

化組織的方式設計三種類型的問題來幫助學生進行閱讀。第一種類型的問題為引

導式問題，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多文本字面上所表達的意涵。第二種類型的問題為

KWL 的問題，幫助學生於課前喚起先備知識，並於課中與課後進行自我學習監

控，使多文本資訊透過先備知識的連結變得更加緊密。第三種類型的問題是指沒

有標準答案的核心問題，幫助學生透過多文本資訊融合先備知識，對多文本中所

沒提到的訊息進行推論和預測，同時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本研究的學習單為了與

一般傳統的學習單有所區隔，故稱為「圖像化思考單」。 

 

參、 歷史思維能力 

歷史思維能力是指能夠客觀、理性的使用資料，並在下結論的過程中，對資

料進行觀察、分析、推論，並會對既有資料與知識提出質疑與反思，進而對問題

提出假設和驗證。在本研究中是指學生在研究者自編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的

得分，分數越高表示歷史思維能力越高。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共包含「能了解歷史

資料間的因果關係」、「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

心議題」、「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

設」和「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六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肆、 歷史學習態度 

學習態度是指學習者在環境影響下，對於某種學習活動所抱持的心理以及行

為的傾向，包含學習者對於此活動的想法、信念、正向或負項的情感和評價。在

本研究是指學生在陳妍岐（2012）編制的「學習態度量表」的得分。得分越高表

示歷史態度越高。學習態度量表共包含「學習歷史的興趣」、「學習歷史的信心」、

「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和「學習歷史的概念」五個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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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壹、對象限制 

由於本研究的學校在新北市是屬於前段學校，因此雖然班級學生是採常態編

班，但是由於經過會考篩選，學生閱讀能力普遍是較高的，因此當要將此研究結

果推論至閱讀能力較低的學校或班級須要較為謹慎。 

 

貳、文本類型的限制 

本研究主要處理的文本類型為單文本和多文本，但不會特別處理單文本字詞

理解的部份。此乃因為本研究假設高中學生應已具備單文本字詞的閱讀能力，因

此建議在採用本研究前，應先確認學生具有閱讀文本字詞的能力。本研究在文本

的分析順序上，皆是先分析各篇單文本內容後，再連結各篇單文本，進行多文本

閱讀。 

 

参、課程安排的限制 

由於研究者本身並沒有任教多元選修課程，因此需向其他教師借課。為配合

被借課教師的授課時間及國定假日，因此實驗組與對照組無法於同一週實行前測

和後測，不過兩組都在同一學期完成，使兩組的實驗數據可能會有時間上的誤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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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歷史思維教學 

在現今資訊爆炸、變化超速的社會中，如何理解、分析與比較資料之間的關

聯性，對於學生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能力。而思維能力即是在培養學生辯證的能力。

在學校課堂中，雖然沒有一堂課是專門在教導學生如何運用思維能力，但是卻可

以透過課堂活動中的安排，訓練學生此能力的提升。尤其針對思維能力的培養，

在眾多科目中，歷史科應該是最責無旁貸的。但由於傳統的歷史教育過於強調記

憶性知識，故歷史思維能力也是最常被忽略的。因此在本研究中，試圖設計歷史

思維能力的課程，以幫助學生增加歷史思維能力。 

而在設計此課程之前，必須先對於歷史教育中關於歷史思維能力有所了解，

故以下將分成「歷史教育的本質」、「歷史思維的意涵」、「歷史思維能力的內容」、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以及「歷史思維能力的評量」五個部分進行敘述。 

 

壹、歷史教育的本質 

在中學的歷史教育中，可以發現許多現場的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相當重視

歷史事實的講述，讓學生能順利應付考試。但歷史教育的本質真的僅限於這些瑣

碎的歷史事實嗎？還是有更高層次的歷史思維能力需要學生學習？針對此問題，

在英、美兩國的歷史教育中早已爭論多年，以下分別敘述： 

 

一、重視歷史事實的教學 

部分歷史學家認為歷史思考對於歷史研究相當重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能力，

但是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並不能畫上等號，畢竟歷史研究是相當專業的學問，並

非年幼的學生所能理解和勝任，Burston 認為要讓學生於課堂中閱讀史料並建構

歷史事實，可能會面臨以下顧慮（引自林慈淑，2010；Cantor & Schneider, 

1967/2007）：第一、教師使用單一觀點或是對立的兩種觀點，就歷史方法而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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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的訓練；第二、學生要有能力判讀史料，必須要有一定的歷史知識為基礎

才能做到；第三、學生要能自行建構歷史事實，必須先閱讀所有相關資料後進行

分析，並對這些資料進行評論與組織。 

從 Burston 的顧慮中可以發現，要訓練學生以歷史學的思考方式來學習歷史

是相當困難的，畢竟學生的能力與時間有限，不可能如歷史學家一般，蒐集與批

判各種觀點的史料以建構過去。再加上大多數的學生連基本的歷史知識都不足，

又要如何進行批判。因此有一派歷史學家認為，在中小學的教育體制中是難以訓

練學生歷史方法學的能力，並認為歷史這一門科目在沒有認知基本事實之前，是

沒有能力去學習如何思考、分析、綜合與判斷（Bain, 2004/2005）。 

從 Piaget 的發展心理學來看，學生要到 11 歲之後才會進入形式運思期，才

有能力運用假設、推理論證（引自張春興，2007），同時根據 Hallam 的實徵研究，

形式運思期階段則要到 16 歲以後才大致成熟，因此對於 16 歲以下的學生，是較

難進行抽象的組織和思考，故對於歷史方法學中的考證、分析和詮釋等歷史思考

更是無法做到（引自 Heyking, 2004）。而著名的歷史學家 Elton 甚至還認為歷史

是一門專業之學，就算是十八歲的大學生，在見識與眼界方面仍未達火侯時，要

從事歷史研究都有些勉強（引自林慈淑，2010）。因此要求高中學生進行歷史思

考是有難度的。 

從 Piaget 到 Hallam 和 Elton 的一系列論證都說明了中學的歷史教育並不適

合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並認為此階段的學生只要熟知歷史事實就好。此論點

也正可以解釋，為何教學現場的歷史科教師大多只教導歷史事實，而非歷史思考

的原因。然而，失去思考的歷史教育其所教授的歷史還是歷史嗎？抑或只是一種

宣傳？畢竟歷史的本質並非只是對於過去的紀錄，其還包括對於史料的詮釋與論

述，更重要的是對於過去的反思（Burrow, 2007/2010）。如果學生只是被動的接

受歷史知識，老師所教授的反而更接近「宣傳」過去的故事，而非「歷史」（林

慈淑，2010）。雖然 Hallam 表示 16 歲以下的學生無法進行歷史思考，但在其研

究中並沒有提出各種教學法與此結果的關係是否一致。同時，研究者亦不認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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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年齡的限制致使學生無法進行歷史思維，根據張元、駱月絹（1996）的研究顯

示，十一歲的兒童就具備有限度的歷史思維能力，且此能力是可以透過教學的方

式進行培養。因此綜觀美國與英國等西方國家，從 13 歲開始，也就是中學階段

就進行歷史思維的訓練並非不可行。 

綜上所述，猶如 Dickinson 和 Lee（1984）所說，歷史思維並非一種全有或

全無（all-or-nothing）的概念。雖然在思考歷史的過程中，學生可能會出現前後

矛盾或是對歷史產生嚴重的誤解，但是這並不代表這樣的行為是沒有價值的。畢

竟要一位學生真正學會如何思考歷史，中間還必須經過許多的猜測與思考等相關

學習歷程，絕非一朝一夕就能達成。因此歷史思維能力應以漸進式的方式培養，

而非等到大學甚至研究所才能開始學習。 

 

二、重視歷史思維能力的教學 

美國於 1994 年立法通過的全國課程標準中，提出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

標準，其中包含年代的思考、歷史的詮釋、歷史的分析與解釋、歷史的研究能力

和歷史議題的分析與決策（引自黃麗蓉等人，2011）。英國也於 2007 年修訂的歷

史課程中提出教師應該從六個「關鍵概念」（key concepts）來教導歷史這門科目，

而六個「關鍵概念」分別是指時序理解、文化、種族、宗教的多樣性、變遷與持

續、原因和結果、重要性與解釋（引自楊淑晴、黃麗蓉，2011）。從英、美兩國

的課程標準中都可以清楚看出歷史教育除了教導歷史事實之外，更重視詮釋、分

析和思考的能力。 

Bruner（1976/1992）也針對 Hallam 的說法提出不同的意見，其認為任何學

科的基本原理、概念和結構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教給任何年齡層的學生，因此

歷史思維能力仍然是可以被教導的。且 Bruner（1990）與 Egan（1989）皆發現

即使是非常年幼的孩子，也能熟悉思考敘述性知識（narrative knowledge），且能

善用這項知識來幫助自己進行描述和記住對他們很重要的事，也就是說他們能以

故事的形式進行整理和記憶。從此也可以了解學生對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認知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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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與皮亞傑的邏輯─數理知識結構是有些不太相同的。在 1970 年代，英國的歷

史教育為了改革傳統歷史科的歷史事實教學模式，因此成立了「學校委員會十三

歲至十六歲歷史科研究計畫（Schools Council History 13-16 Project，簡稱 SCHP 

13-16)」，開始提倡「新歷史科」，強調對過去歷史的解釋，以培養學生歷史的重

要觀念和能力，如：動機、時間中的變化與延續、因果、證據分析、神入等（吳

翎君，2004）。 

當新計畫進行試教之後，接受 SCHP 新課程的實驗組學生相較於接受傳統課

程的對照組學生能以較成熟的方式對歷史進行推理，並且對歷史因果、人事變遷

等形成較成熟的概念，對證據的性質和運用有較清楚的理解，同時對於歷史這類

型知識也有較為敏銳的認識（陳冠華，2000）。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接

受 SCHP 課程的 13-16 歲的學生的歷史思考能力會有所提升。同時也可以合理推

斷歷史思維能力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更加縝密，因此若要培養 16 歲以上的高中

學生進行歷史思維能力，應是一件可行的事。從上述的論述中，可以了解到歷史

教學除了教導歷史事實之外，也可以同時注重歷史思維能力的教導。張元（1998）

指出課表上的每一門科目，都應該培養學生某一種能力。而歷史所提供的即是歷

史思維能力，也就是對於史料證據的評價、詮釋、系統分析、比較與省思的批判

能力（黃麗蓉等人，2011）。綜上所述，歷史事實的教學固然重要，是思考歷史

的材料，但卻不是帶得走的能力。相反的歷史思維能力卻是相當重要的核心能力，

可以幫助學生面對龐大資訊時，進行理性與客觀的分析。然而究竟什麼是歷史思

維，以下將針對此部份進行探討。 

 

貳、歷史思維的意涵 

思維（thinking）是一種用理性且有邏輯性的思考模式，而理性的推理即是

屬於其中之一種。推理是指在進行批判性思考的過程中，根據既有的證據進行邏

輯思考的一種能力。因此，自然地批判性思考與邏輯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

在日常生活中，常有許多機會對很多事情下結論，而下結論即是透過一些事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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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邏輯，進行批判思考，從中推理出可能與可行的方案。然而，一件事物之所

以具有邏輯，主要是因它能透過我們的推理而被理解，使我們可以因此形成可能

正確地突顯其特徵的一些概念，而這些概念讓我們可以做更進一步的推論（引自

張玉燕，2004）。 

而史家在書寫歷史時也是如此，由於過去所殘留下來的資料常是不完整，且

有些資料可能遺失或是被摧毀了，因此史家只能靠現有的資料進行推論，以理性

的思考方式試圖還原過去（Shafer, 1974/1990）。因此歷史思維的培養某方面而言

就是要培養學生如何像歷史學家一般的思考。 

在歷史思維的分類上，黃俊傑（1996）將其分成具體性的思維方式和脈絡化

思維方式。在具體性思維方面，表現形式有類推思維、身體思維或隱喻思維等等。

其中最常見的具體思維方式就是類推思維，就是將自身熟知的事物類推至未知的

現象，並針對此現象提出判斷，如：以古喻今。透過此思維方式的確可以快速了

解未知事物。但是此種思維方式有一定的風險性，畢竟對於已知事物的了解不一

定適用於未知事物，因此還是必須加入未知知識的背景脈絡才能進行客觀判斷。 

在脈絡化思維方面，則是指將歷史現象置於具體而特殊的時空脈絡中加以考

察的一種思維習慣，其包括事件的時空、風氣、態度、價值、社會、文化、政治、

經濟等背景狀況（宋佩芬、吳宗翰，2013）。同時脈絡化思考對於讀者而言，其

可使歷史現象是有情境性的，而非抽象的理念。藉由這樣的思維模式，可使歷史

中的人物在經濟、政治、社會等脈絡情境中顯得更加栩栩如生，使讀者進入古人

的心路歷程，以至於對古人、古事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以神入至歷史當中。 

因此，楊淑晴、黃麗蓉（2011）也指出歷史神入是屬於歷史思維的重要特質。

歷史神入是指以前人的角度理解前人，以史料為基礎，設身處地理解前人的行為，

避免以後世的角度和價值觀來評斷前人而造成誤解（戴旭澤，2013）。 

綜上所述，歷史思維具有三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能將已知的知識類推至未

知的事物，以快速了解未知的知識，但在判斷的同時，也必須將未知事物的背景

脈絡一併進行考量；第二個面向是藉由批判思考的方式對史料證據進行評價、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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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系統分析、比較與省思，進而推測出過去發生的事情；第三個面向則是藉由

史料讓讀者進入前人的時代，並了解該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的情境

脈絡（黃麗蓉等人，2011）。以下將針對歷史思維能力的內容進行更詳細的敘述。 

 

参、歷史思維能力的內容 

吳翎君（2004）認為歷史教育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的了解、分析、反省能力，

最後建立對自己有意義的歷史知識，使自己融入歷史的發展之中。關於歷史思維

的教學目標，除了台灣有明確的訂定外，英、美兩國也對於歷史教育目標有清楚

的訂定。從中也可發現，台灣歷史思維的教育目標與英、美兩國的教育目標有許

多相似的地方。以下分別針對英國、美國以及台灣的歷史思維目標進行敘述： 

 

一、英國的歷史思維目標 

英國 2007 年版國定第三關鍵階段歷史課程中，關於歷史思維能力，可以分

成關鍵概念和關鍵過程兩個部分來看。在關鍵概念的部分有時序理解；文化、種

族、宗教的多元性、變遷與延續、因果關係、歷史意義以及歷史解釋共六項。關

鍵過程則共有三項，包括歷史探究、運用史料證據和關於過去的交流（蘇家惠，

2011）。以下分別敘述： 

 

（一）關鍵概念 

1. 時序的理解（chronological understanding） 

時序理解此關鍵概念共包含三項學習目標，分別為（1）能理解與應用過去

的時間、字彙和慣用語；（2）分析歷史時期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特徵來培養時間感；

（3）建立歷史時期的時序架構，並將新知識安排在歷史脈絡之中。 

從上述三個學習目標中，可以發現英國所欲培養的時序理解的概念並非只是

單純的時間順序，其還特別強調歷史時間與該時代社會背景的連結，將歷史時間

賦予意義和脈絡，而非只是冷冰冰的時間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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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種族、宗教的多元性（cultural,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此關鍵概念共包含兩項學習目標，分別為（1）理解過去社會中多樣性的經

驗、觀念、信念和態度；（2）這些經驗、觀念、信念和態度如何形塑這個世界。 

從此兩項學習目標中，可以了解「文化、種族、宗教的多元性」欲培養學生

了解歷史文化的多樣性，且其所了解的對象並非只停留於種族、宗教等歷史名詞

的說明，而是將過去人們的經驗、想法展現給學生認識，並透過這些抽象性概念，

讓學生真正了解該文明的精神。同時亦透過過去種族、文明間的交流，了解當時

的世界局勢。 

 

3. 變遷與延續（change and continuity） 

變遷與延續此歷史概念，是指辨識、解釋不同歷史時期的變遷與延續。由於

歷史的本質為「變」，是一個動態的歷程，因此學生應了解每個歷史時期的轉變，

同時也需了解在此歷史轉變後，對於之後歷史的影響為何。 

 

4. 因果關係（cause and consequence） 

因果關係此關鍵概念，是指分析與解釋歷史事件、情勢與變遷的原因與結果。

由於歷史有相當強的因果關係，且通常歷史事件間也具有脈絡可循，因此應訓練

學生分析歷史的前因後果，並透過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整合出完整的歷史脈絡。 

 

5. 歷史意義（significance） 

歷史意義此關鍵概念，是指思考歷史事件、人物與發展在其歷史脈絡與在現

今所具有的意義。此關鍵概念除了涉及學生對於歷史的理解外，同時也考驗學生

的詮釋能力。學生需對歷史的前因後果以及當時代的歷史脈絡有充分的了解後，

才能從中歸納並說明某人物、事件在歷史洪流中的定位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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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歷史解釋（interpretation） 

歷史解釋此關鍵概念共包含兩項學習目標，分別為（1）理解歷史學家如何

發展解釋；（2）理解歷史學家為什麼相同事件卻以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事件、人物

和情緒。 

從上述的學習目標中，可以了解此關鍵概念主要在培養學生了解史家的觀點，

以及為什麼史家會以該觀點說明歷史此歷史事件，其背後的原因為何。當對於不

同史家的觀點有所了解後，最後學生應闡述自身的看法，說明自身的觀點。 

 

（二）關鍵過程 

在訓練學生歷史思維的過程中，除了由教師引導學生學習關鍵概念外，也應

教導學生如何探究歷史的能力，以下將針對關鍵過程依序進行論述。 

 

1.  歷史探究（historical enquiry） 

歷史探究的學習目標包括（1）學生應能辨識與研究特殊歷史議題，並提出

假設；（2）學生應能批判性思考歷史問題與議題。 

從上述的學習目標中，可以了解此關鍵過程欲培養學生從歷史中發現相關議

題，並從中評價議題的好壞，判斷是否為好的探究題材。 

 

2.  運用史料證據（using evidence） 

運用史料證據的學習目標包括（1）學生應能辨識、選擇與應用一系列史料；

（2）對採用的原始材料進行評論，以獲得合理的結論。 

根據上述的學習目標可以發現，「運用史料證據」此關鍵過程基本上是緊接

在「歷史探究」之後。當學生發現值得探究的議題時，學生應針對此議題提出相

關的假設觀點，然而只有自身的觀點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相關證據支持。因此接

下來就需要蒐集資料，並將這些資料進行有系統的整理和歸納，以作為佐證自己

的假設觀點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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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於過去的交流（communicating about the past） 

關於過去的交流的學習目標共包含兩項，分別為（1）學生應能呈現有組織、

有連貫與被證實的過去的敘述與解釋；（2）以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歷史知識與

理解。當學生統整完資料後，學生必須神入於過去，站在過去的時間點詮釋這些

資料，賦予這些資料新的意義。 

綜上所述，英國將歷史思維目標分類得相當詳細，同時也特別將歷史思維此

複合能力區分為關鍵概念與關鍵過程，以幫助教師和學生檢核歷史思維能力目標

是否有所達成。雖然英國的歷史思維能力目標劃分得相當細膩，但是某些歷史思

維的目標是可以歸類或整合為一個較大的目標，使教師在設計課程時，是根據此

較大目標的整體面向進行課程設計，而非被瑣碎的小目標所綁死，例如因果關係、

歷史意義和歷史解釋三個關鍵概念可以合併為歷史解釋，使教師同時針對此三項

關鍵概念進行課程設計，而非只針對某單一關鍵概念來設計課程。 

 

二、美國的歷史思維目標 

在美國的部分，根據歷史科課程標準，有關歷史思維的課程綱目共有五個，

分別包含編年式的思考、歷史理解、歷史的分析與解釋、歷史的研究能力以及歷

史的分析與決定（吳翎君，2004）。以下分別敘述： 

（一）編年式的思考：確認事件發生的進程，以及時間的先後順序。 

（二）歷史的理解：理解歷史故事的敘述，並確認故事結構中的基本元素（角色、

情境、原因和結果）。 

（三）歷史的分析與解釋：對過去及現在，對於不同團體和不同人們的經驗、信

念有比較異同的能力。 

（四）歷史的研究能力：能組織史料，並發現史料中的問題，同時，透過這些史

料做成描述歷史的相關敘事。 

（五）歷史的分析與決定：能夠分析各種歷史問題上的觀點，並能評析處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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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各種不同選擇。 

 

三、台灣的歷史思維目標 

台灣歷史思考能力的目標則可從 97 課綱（教育部，2008）的規定中得知，

其包含時序觀念、歷史理解、歷史解釋和史料證據等四項能力。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時序觀念 

「時序觀念是理解歷史的基礎，也是歷史學科的特質。歷史人物及事件應放

置在時間架構下，才可能顯現意義和價值。發展學生時序概念，建構事件的關連

性，進而理解歷史變遷、延續和斷裂的概念。」（頁 85）由於歷史科的特色就是

以時間軸為骨幹進行延展，因此可以說是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同時在此所指的時序不單是指時間單位，也包括事件間的前後順序。 

 

（二）歷史理解 

「指學生能夠對史實的歷史脈絡與意義加以掌握。其可以區分成兩個層面：

1.能夠認知與掌握歷史文本的內容意義；2.能夠就一歷史事件，進行設身處地的

認知。」（頁 86）由於歷史科的學習方式除了教師進行教學外，也可以透過閱讀

的方式學習歷史。因此學生能否讀懂歷史文本所傳達的知識就相當重要，同時在

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光只有了解歷史是不夠的，還必須要能同理歷史人物的感受，

如此才能算是理解歷史。故歷史理解是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三）歷史解釋 

「由於已逝的過去無法『如實再現』，只能透過史料證據重新建構過去，因

此所有的歷史本質上都是對過去的一種解釋。『歷史理解』著重在設身處地的認

知過去，目的在盡可能的接近無法全然再現的過去；而『歷史解釋』則以史料證

據與歷史理解為基礎，有意識地對過去提出合情合理、系統性的、因果關係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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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頁 86）在進行歷史學習的過程中，只停於歷史事實層面的學習是不夠

的，還必須有能力分析、批判歷史文本，並有系統的轉換成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

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此能力相當重要，但要具備此能力相對也是較困難的。 

 

（四）史料證據 

「史料必須置於歷史脈絡中，轉化成證據，才具有價值。學生必須在史料中

學習發現線索，並且經由一番思考、推理和討論，以判斷做為證據的適當性。」

（頁 86）由於歷史學是相當重視證據支持的一門學科，且也可以說是歷史學的

基石。所有的歷史詮釋，都必須藉由此塊基石，才能神入至歷史當中，從中推論

可能的因果關係，以詮釋歷史（宋佩芬，2008）。從此可以了解歷史證據的重要

性。然而雖然此能力相當重要，但是許多學生卻也缺乏此能力，例如許多學生或

許有能力進行歷史解釋，但在此過程中卻常忽略使用證據來支持其論點。 

從上述英國、美國與台灣的歷史科課綱中，可以發現雖然國情不同，但在歷

史思維能力方面卻有許多共同的特徵。雖然台灣的歷史科課綱雖然類目較少，但

基本上都已將歷史思維能力的面向涵括其中，請參見表 2-1-2。因此在本研究中，

歷史思維能力主要是採用台灣的分類方式，分成時序觀念、歷史理解、歷史解釋

以及運用史料證據的能力。 

 

 

 

 

 

 

 

 

 

 



 

26 

表 2-1-1 台灣、英國、美國歷史課綱能力分類表 

台灣 英國 美國 

時序觀念 

時序的理解 

編年式的思考 

變遷與延續 

歷史理解 文化、種族、宗教的多元性 歷史的理解 

歷史解釋 

因果關係 

歷史的分析與解釋 歷史意義 

歷史解釋 

運用史料證據 

歷史探究 

歷史的研究能力 

運用史料 

歷史議題的分析與決定 

關於過去的交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歷史思維本身仍然相當抽象，因此在編製歷史思維能力測驗時，

類目表的部分必須再經過轉化，並以較具體的目標進行編制。在本研究中，主要

是參考劉慶忠（2007）所劃分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類目表、Norris 和 Ennis（1989）

所提出的批判思考架構和吳翎君（2004）所提出的歷史神入進行試題編制。以下

將詳述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部份。 

 

肆、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在本研究歷史思維能力的測驗中，研究者根據文獻將歷史思維能力轉化成五

項具體能力向度，包括「能解釋與分析歷史資料」、「推論的能力」、「定義與澄清

的能力」、「掌握證據的能力」和「歷史神入能力」。雖然劉慶忠（2007）和吳翎

君（2004）皆有編製歷史神入的問題和測驗，但因研究對象皆為國中小的學生，

且測驗範圍涵蓋了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因此研究者將另外以五項具體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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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能力向度為基準進行改編，以編製符合高中生認知能力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

而具體的評量內容則請參閱第三章。以下將分別說明此五項具體歷史思維能力： 

 

一、能解釋與分析歷史資料 

1-1 能判斷歷史資料的正確性與及適用性； 

1-2 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 

1-3 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 

二、推論能力 

2-1 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 

2-2 推論和判斷演繹的結論； 

2-3 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 

三、定義與澄清的能力 

3-1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 

3-2 能指認出歷史文件或敘述的作者或來源； 

3-3 能根據歷史資料做出結論。 

四、掌握證據的能力 

4-1 客觀分析證據來比較不同爭議性的歷史敘述； 

4-2 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 

4-3 根據資料證據能以過去的觀點來解釋資料。 

五、歷史神入能力 

5-1 應用過去人們所表現出的動機、興趣、希望及恐懼等，考慮多元角度的立場； 

5-2 指認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問題，建構這些敘述的目的、觀點或立場； 

5-3 比較相互衝突的歷史性敘述，並了解不同歷史學家對問題的選擇及他們採用

的反應。 

 

藉由上述的分類方式，雖然可以幫助現場教師迅速的掌握歷史思維所需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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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但是在分類的方式上，卻是相當紊亂的。尤其是根據劉慶忠（2007）所

編寫的「能解釋與分析歷史資料」、「推論的能力」、「定義與澄清的能力」、「掌握

證據的能力」此四項具體目標與其之下的子目標之間的從屬關係，並沒有非常切

合。例如：將「能根據歷史資料做出結論」歸類於「定義與澄清的能力」之下，

但研究者認為兩者之間的從屬關係並不明顯，反而認為若將其歸納於「掌握證據

的能力」則更加合適。除此之外，若將歷史思維的具體目標與歷史課綱中的歷史

思維目標相互對照後，也可以清楚了解兩者間並沒有完全相互對應，尤其是在時

序觀念的部份，請參照表 2-1-3。雖然在時序觀念並沒有相對應的歷史思維的具

體目標，但事實上在進行歷史推論能力、定義與澄清能力和掌握證據的能力時，

基本上皆是以時序觀念為基礎進行的，因此其他目標中也都涵蓋了一些時序觀念。

由於在本研究中，與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相對應的歷史思維目標為「歷史理解」、「歷

史解釋」和「運用史料證據」三項，故將以這三項目標作為本研究的上位目標。 

 

表 2-1-2 歷史思維目標與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對照表 

歷史思維目標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歷史理解 

1-1 能判斷歷史資料的正確性與及適用性 

3-1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 

3-2 能指認出歷史文件或敘述的作者或來源 

5-1 應用過去人們所表現出的動機、興趣、希望及恐懼等，考

慮多元角度的立場。 

5-2 指認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問題後，建構這些敘述的目的、

觀點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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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歷史思維目標與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對照表（續） 

歷史思維目標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歷史解釋 

1-2 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 

1-3 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 

2-1 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 

2-2 推論和判斷演繹的結論 

2-3 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 

4-3 根據資料證據能以過去的觀點來解釋資料 

5-3 比較相互衝突的歷史性敘述，並了解不同歷史學家對問題

的選擇及他們採用的反應。 

運用史料證據 

3-3 能根據歷史資料做出結論 

4-1 客觀分析證據來比較不同爭議性的歷史敘述 

4-2 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當對歷史思維的具體目標有所了解後，接著令人所關心的將是透過什麼方式

了解這些目標是否已經達成。因此評量就顯得相當重要，故以下將針對歷史思維

能力的評量進行說明。 

 

伍、歷史思維能力的評量 

歷史思維能力是相當高層次的認知能力，大多會認為採用申論題的題型較可

以測出學生分析、綜合、論證甚至是文字的表述能力，但事實上，考題大多扣緊

學科知識，因此要作答申論題，學生仍然還是要靠記憶力，因此即使問學生有關

事件的原因還有影響，測量到仍然是學生的記憶能力。且學生的答案大多是教科

書中或是教師上課時所教的標準答案。因此近年來 SCHP 的考試方式大多轉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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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沒看過的史料，並採用題組的模式讓學生從中去分析史料以及可信度並說

明理由（陳冠華，2000）。 

吳翎君（2004）在進行歷史實驗教學的過程中，評量的部分也大多採用一段

歷史資料，並針對這些資料設計問題，問題的形式大多以半開放式的簡答題為主。

如：在教國中台灣史鄭氏治台時期時，其選了兩篇關於鄭成功與施琅的衝突式文

本，並問學生「你覺得施琅是怎麼樣的人，理由是什麼？鄭成功又是怎麼樣的人，

理由是什麼？」從中了解學生歷史解釋的能力。由於此研究所設計的歷史思維能

力的試題具有一定的價值，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會以此題作為歷史思維能力出題

的參考準則。然而由於此研究試題的題型皆為簡答題，考慮到學生的作答時間和

負擔，故在本研究中，將採用選擇題與簡答題混合式題型供學生作答。 

綜合上所述，在進行歷史思維能力的過程中，學生必須能神入於歷史人物及

事件中，才能客觀地進行思考與批判歷史。然而要取得歷史思維的原料，也就是

歷史知識，主要還是要透過閱讀。由於歷史本身即具有多元的歷史解釋和歷史觀

點，因此為了對於過去有更全面性的認識，故須藉由多文本來建構過去並從中分

析與批判資料。由於本研究的目的是設計一套圖像化思考單，透過此圖像化思考

單幫助學生閱讀歷史、思考歷史，因此為了設計出此套圖像化思考單必須對於多

文本閱讀背後的理論有所了解。對於多文本閱讀理論有所了解後，由於本研究是

透過閱讀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因此如何挑選歷史多文本則會成為接下來所關

注的重要問題。以下將分別詳細說明多文本閱讀理論以及多文本的挑選。 

 

第二節 多文本閱讀理論與歷史多文本選材 

多文本閱讀就是用單一事件（主題）提供不同角度和知識的文本，讓學生在

該主題中，建構更豐富的表徵（洪儷瑜，2016）。而歷史的本質也是如此，由於

過去所殘留下來的資料常是不完整，且有些資料可能已經遺失或是被摧毀，因此

史家在書寫歷史時只能靠現有的資料進行理性推論，以理性的思考方式還原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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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fer, 1974/1990）。從此來看，歷史研究是在學習如何從眾多的資料中進行選

擇，並分辨哪些史料是可信且有價值的，進而從中去拼湊歷史圖像，所以歷史並

非真實還原過去，而只是一種推論（Lee, 2005）。 

因此在進行歷史教育的過程中，應培養學生像史家一般閱讀、思考歷史問題。

故在設計歷史思維能力課程時，文本的挑選與歷史問題的設計就顯得相當重要，

本節主要在敘寫文本應該如何選擇，而有關歷史問題的設計則留於第三節探討。 

為了對多文本的閱讀理論以及多文本的挑選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下將分成多

文本閱讀對歷史思維能力之影響、多文本閱讀理論、多文本的挑選及相關研究三

個部分進行說明。 

 

壹、多文本閱讀對歷史思維能力之影響 

在重建歷史的過程中，史家為了對過去有更具體和客觀的了解，因此必須藉

由閱讀不同觀點的史料以了解當時的歷史情境。由於史家對於多文本閱讀相當嫻

熟，因此在閱讀多文本時，首先會先特別觀察每篇文本的來源，並從中推測文本

內容。其次特別觀察文本間的差異，以了解不同版本事件的關係，最後藉由上下

文來評估文本的準確性和可靠性（Rouet, Favart, Britt, & Perfetti, 1997）。Nokes, 

Dole 與 Hacker（2007）則認為史家還具有情境化的能力，能夠進入歷史情境，

以過去的角度進行思考，且即使史家沒有相關的歷史背景知識，也能迅速從文本

中揣測歷史情境。 

但相比之下，一般的高中生在進行多文本閱讀時，往往會忽略文本的來源，

且在閱讀多文本時，大多只專注於各篇文本的內容，卻忽略文本間的關連性（Stahl, 

Hynd, Britton, McNish & Bosquet, 1996）。除此之外，根據 Goldman（2004）的研

究，高中生在進行歷史論述的過程中，常常只說明了個人觀點，但卻忽略了證據

的支持。 

然而即使如此，讓學生進行多文本閱讀仍然是必要的。Nokes et al.（2007）

認為在歷史課堂中，讓學生進行多文本閱讀，除了有助於學生對於歷史知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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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也能增加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同時也能使學生在進行論述的過程中，透過資

料來源的觀察和文本之間的比對，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論點（Young & Leinhardt, 

1998）。 

綜上所述，歷史多文本閱讀對於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是相當重要的。然而

學生在進行多文閱讀的過程中，其背後的心理歷程是如何運作亦是研究者所關心

的。若能了解多文本閱讀得心理歷程，對於文本的挑選以及圖像化思考的設計皆

有所幫助，以下將針對多文本閱讀理論進行說明。 

 

貳、多文本閱讀理論 

由於多文本相對於單一文本的資訊量、複雜度都來得高，因此在閱讀歷程上，

也會與單一文本有所差異。以下分別利用 CI 模式和文本互織理論來說明多文本

的基礎理論： 

 

一、Kintsch 的建構─統整模式 

Kintsch（1988）所提出的建構─統整模式（constructon-integration model，簡

稱 CI Model），一開始此模式雖然是應用於閱讀單文本的心理表徵，但之後許多

學者以此模式為基礎，建立多文本的閱讀模式。以下將分別說明從單文本至多文

本 CI 模式的應用。 

 

（一）單一文本閱讀 

在單一文本閱讀理解過程中，讀者是不斷地「建構」與「統整」文本資訊，

並與自身的先備知識相結合以形成心理表徵。 

在這 CI 模式中，讀者會經過以下步驟來建構與統整自身對於文本的認知：

1.建構階段（construction stage）與整合階段（integration stage）：讀者在閱讀的

過程中，一開始會不斷地從文本中建構許多概念和命題。緊接著，讀者會針對這

些命題自動進行篩選，只有與文章相關的概念與命題保存下來，並去思索這些概

 



 

33 

念與命題的涵義；2.文本模式（textbase model）：讀者會開始去了解文本的內容，

文本內容大至可以分成「微觀結構」與「鉅觀結構」。「微觀結構」是指文章局部

的部分，包括字、詞、句之間的關係；「鉅觀結構」則是指文章整體部分進行閱

讀理解，著重於段落間的大意；3.情境模式（situation model）：隨著讀者不斷的

閱讀，讀者會將文本訊息與先備知識加以統整，並透過參照性推論的歷程，形成

新的心理表徵（連啟舜、陳弘輝、曾玉村，2016）。 

因此在進行單文本閱讀的過程中，讀者會先建構各式各樣的概念，再從中統

整出與文本有關的命題，並透過這些命題來了解文本字面上所欲傳達的內容。然

而光只有了解字面上所欲傳達的訊息是不夠的，畢竟作者有時會為了增加閱讀的

趣味性，故意將文本中某些訊息隱藏起來，讓讀者進行推測。因此在進行閱讀的

過程中，還需適時的融入自身的先備知識，以了解文本背後所欲傳達的資訊。 

 

（二）多文本閱讀 

在進行多文本閱讀時，除了必須了解每篇文本的內容外，更重視跨文本間的

訊息以發展對文本的情境認知，以下分別針對文本間模式和情境模式進行闡述。 

 

1. 文本間模式（intertext model） 

在閱讀多文本的過程中，可以從微觀結構與鉅觀結構的角度進行切入。由於

在閱讀多文本的過程中，是一篇文章接著一篇文章進行閱讀。因此如果將焦點放

在多文本中的單一篇文章來看的話，則可以從微觀層次的角度切入，了解單一文

本的內容。而當焦點放大至多文本間的關係時，則可從鉅觀層次來看，此時則著

重於文本間的關係，但不管是從微觀結構還是鉅觀結構來看，對於文本的理解都

停留於文本表面上所傳達的訊息（吳敏而，2013）。 

 

2. 情境模式（situation model） 

當讀者在進行多文本閱讀時，透過先備知識，可使文本間的資訊連結得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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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並能深入了解文本間及其文本背後所欲傳達的想法。同時也可以從中推論

出文本中未明白詳述的訊息。 

然而兩者模式之間，還是有高低之分。Goldman（2004）將文本間模式與情

境模式兩種閱讀模式進行比較，認為情境模式的心理表徵高於文本間模式。由於

文本間模式，只著重於文本間字面上的關係，因此在心理表徵主要以線狀的形式

呈現，請參照圖 2-2-1 左側。而情境模式則是加入了先備知識，將先備知識作為

連結文本間知識點的橋梁，使文本間的訊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心理表徵就猶如

網狀一般，請參照圖 2-2-1 右側。因此整體而言，喚起學生的先備知識，並與文

本相連結就顯得相當重要。 

 

 

 

圖 2-2-1 多文本閱讀的文本間模型（左側）與融合先備知識的情境模型（右側） 

資料來源：Goldman, S. R. (2004). Cognitiv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meaning through 

and across multiple texts. In N. Shuart-Faris & D. Bloome (Eds.), Uses of 

intertextuality in classroom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pp. 351).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綜上所述，Kintsch 的 CI 模式雖然一開始只應用於單文本閱讀，但由於單文

本閱讀與多文本閱讀在概念上，有許多相似之處，因此透過適當的變形將可運用

至多文本閱讀。然而對於多文本的意涵，除了可以用 CI 模式的角度進行理解外，

文本互織理論則提供了另一個理解多文本意涵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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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互織（intertextuality）理論 

文本互織這個詞最早是由 Kristeva 於 1960 年代採用，一開使用於文學的文

本分析，其指出一個詞有三種意義向度：作者的意思、文本中的意思以及該詞在

其他文本中的意思，同時其他文本的意思也會影響到焦點文本（focused text）的

意思（引自吳敏而，2003）。因此一個詞的意思是透過文本間的交織而形成的。 

然而這個詞也相當適合於教育領域使用，因為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除了閱

讀教科書外，教師也常會給予學生多元教材當作補充的閱讀材料（唐淑華，2011）。

而在多文本閱讀的心理歷程上，讀者會啟動並集合潛在的知識片段到一個特定的

情境結構的文本，建構一個嵌入個人經驗和先前文章的複雜心理表徵。為了建構

此一表徵，讀者會選擇、組織、連結、轉換知識到一個「心裡面的文本」，隨著

閱讀文章訊息不斷的輸入，這個暫時的文本不斷調整，直到當前文本輸入的所有

訊息都調和好（引自趙金婷，2007）。 

同時根據 Goldman（2004）對於互文性（intertext）的概念分類，亦可以分

成隱含式（the implicit intertextuality）與顯現式（the explicit intertextuality）兩種。

隱含式互文性概念的使用時機通常是在單文本閱讀時，且通常是在讀者不自知的

情形下進行。其意涵是指學生在閱讀一篇文本時，會藉先前所讀過的文本的資訊

進行理解的過程。例如：當學生被要求回憶單文本的內容時，學生會先回憶起先

前文本的內容，並以文字或是口頭的方式將其文本化。之後再將這些文本化的內

容與真正的文本進行比較，就是一種互文性活動，如此將可確認對於文本的理解

和記憶是否有誤。 

顯現式互文性則是指在進行多文本閱讀的過程中，除了將每個文本的內容進

行連貫性的整合外，同時也必須將讀者先前的相關知識一併進行整合。在進行整

合的過程中，也會出現一致性與不一致性的內容與觀點。透過釐清明顯不一致觀

點，可以使學習者獲得更豐富的解釋能力（Perfetti, Rouet, & Britt, 1999）。 

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採顯現式互文性的概念。因此在進行多文本閱讀的過程

中，學生除了統整文本中的知識外，也必須針對文本融入自身的先備知識，並加

 



 

36 

以應用和分析這些文本。同時在閱讀多文本的過程中，多文本間常有許多資訊是

沒有清楚說明的，這時就必須靠學生進行推測。在推測的過程中，學生必須加入

相關的先備知識進行推測與詮釋，並從中組織與評價文本，而非被文本中的內容

知識牽著走。 

整體而言，根據文本互織理論，可以了解多文本閱讀並不等於大量閱讀，

Snow 指出閱讀其實是一件高度主動的歷程，其主要涉及「閱讀者」、「文本特性」

以及「閱讀活動」三個相互關聯的元素（引自唐淑華、蔡孟寧、林烘煜，2015）。

因此在推廣閱讀活動時，除了增加閱讀的量和時間之外，閱讀者的心理狀態、文

本的品質以及閱讀的環境都會影響閱讀的品質。多文本閱讀也並非只是單純閱讀

補充教材或是課外讀物，學生還必須將教科書的知識和概念連結到「新」的訊息，

在連結的過程中，學生必須建構屬於自己的意義，並運用此意義來支持或輔助其

他學習歷程（吳敏而，2013）。 

綜上所述，透過 CI 模式和文本互織理論，使研究者對於多文本閱讀背後的

心理歷程有所了解。同時透過上述理論亦可以了解，在挑選文本的過程中，文本

間具有一定的關聯性而非隨意挑選，關於文本挑選的準則，則會於以下第参部分

「多文本的挑選及相關研究」進行說明。同時在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方面，透過

適當的引導，能幫助學生將各篇文章中的資訊進行連結、比對和分析，並適時喚

取學生的先備經驗，使學生對於該學習主題有網狀性結構的認知。 

 

参、多文本的挑選及相關研究 

對於多文本閱讀的理論有所了解後，然而究竟該如何挑選多文本，則成為研

究者所關心的問題。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因此在文本

的挑選方式上，除了會以閱讀領域的角度進行說明外，也會藉由歷史教學領域的

相關概念進行說明。以下將分別說明閱讀領域與歷史教學領域挑選文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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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領域中多文本的選文方式 

在進行多文本閱讀的過程中，Hartman 和 Hartman（1995）建議如果要營造

適合學生投入的多文本閱讀的教室環境，教師應該慎選適合的主題來編織多文本

內容，如此師生間的對話才會深入。關於主題的選擇，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一）概念式主題（concept-driven topic）：此主題主要以抽象的概念為主，而非

具體的事例或名詞，例如：變化（change）、革命、學派等。由於這些名詞

對於學生而言是抽象且難以理解的，需透過文本中更具體的實例來了解。 

（二）成長性主題（generative topic）：此主題是具有特定且具體的方向，如果學

生依據此主題向前邁進，學生會持續成長，使自己走向更遠的道路，且對於

該主題所探討的內容和思維邏輯會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複合式主題（complex topic）：此主題的特色在於其所探討主題是相當多

元的，且常會與其他主題相連結形成跨主題的探討，不過由於這樣的主題有

多個潛在層次和維度，因此在討論上，都有相當大的廣度與深度。 

（四）實用性主題（useful topic）：是指與學生生活相關的主題，可以快速吸引

學生的注意力。 

（五）訪問性主題（accessible topic）：學生透過訪問和調查去了解本就在那裡的

知識，讓學生根據個人經驗和現實狀況來幫助自己理解正在討論的主題。 

綜上所述，依據不同的需求而有不同的類型的主題。在本研究中，教學單元

主要是採用概念式主題為主，幫助學生對於一些抽象概念有更深層且多面向的認

識。當對於主題的類型有一定的認識後，此時最讓人關心的應該是如何選擇多文

本。 

在選擇多文本之前，應先了解多文本究竟有哪些類型。在多文本的分類上，

Hartman 和 Dyer（1992）將多文本分成補充式文本、衝突式文本、控制式文本、

綜觀式文本及對話式文本等五種組織方式。以下針對這五種分類方式進行敘述： 

（一）補充式文本：指根據一個中心主題，安排多篇相關文章圍繞在這個主題進

行延伸閱讀，以使學生學習由不同文本來建構、統整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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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衝突式文本：指提供對立或衝突觀點的文章，以訓練學生能有不同角度來

思考問題。 

（三）控制式文本：指以某一文本為參照架構，透過文本的權威地位來閱讀其他

相關文本，並以之作為審視及批判的對象 

（四）綜觀式文本：指針對某一故事或事件呈現不同對象的思考角度，亦或是單

一故事不同版本的比較。 

（五）對話式文本：指針對某個主題採用一系列書籍，並針對此主題持續對話或

討論，使學生對於某主題、角色、人物、事件有更多元面向的探討。 

對於多文本組織的分類有一定的認識後，就可以根據所欲探討的主題類型和

教學目的，選擇相對應的多文本。然而由於本研究的目的是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

力，也含括歷史教學範疇，因此在挑選文本的過程中，也需了解歷史教學領域是

如何挑選文本，以下將進行詳細說明。 

 

二、歷史教學領域中多文本的選文方式 

關於歷史思維能力的意涵已於第一節進行說明，但由於本研究是透過閱讀的

方式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因此應訓練學生像史家一般閱讀。然而要像史家一

般閱讀，文本的挑選相當重要。 

根據 Wineburg, Martin 與 Monte-Sano（2013）所編織的課程中，通常會以一

個歷史事件作為主題，並根據所欲培養的能力挑選文本，例如欲培養探究文獻的

史源（sourcing）、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史料、辨別歷史事件中的多重因果

等能力，所採用的文本則有不同，以下依序進行說明。 

 

（一）探究史源的能力 

在培養學生此能力的過程中，教師通常會依據歷史主題挑選 2 個以上相互歧

異的觀點，且每個觀點都會有 2~3 篇文本供學生閱讀，讓學生了解歷史會因為作

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觀點。因此藉由此種多文本的選材方式，可以讓學生藉由探

 



 

39 

究史源，歸納文本間的觀點，使學生了解即使是在相同的歷史事件中，會因人的

立場不同而抱持著不同的想法。 

 

（二）脈絡化史料的能力 

學生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由於時空的不同，無法確切了解歷史人物的舉動

和背後動機，唯有提供與該歷史事件相關的背景文本讓學生閱讀，學生才能從中

了解意義。因此為了讓學生對於某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有所了解時，則需提供與

該歷史事件或人物有關的文本供學生閱讀。 

 

（三）辨別歷史事件中的多重因果關係 

在歷史的洪流中，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常是多重且複雜的。因此若希望學生

對於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能有效掌握，在文本的選材上，應該挑選與該歷史事件

有關的原因和結果等相關文本供學生閱讀，讓學生了解歷史事件的因果多重性。 

 

綜上所述，以歷史教學的觀點挑選文本時，主要是以歷史事件為主題，並根

據欲培養的能力挑選與該歷史事件有關的文本供學生閱讀。然而在實際教學時，

教師則會如何應用上述理論挑選文本，也相當值得作為挑選文本的依據，因此以

下將針對歷史教學中，教師如何選文進行說明。 

 

三、教學現場中歷史多文本挑選相關研究 

透過上述多文本的挑選原則，研究者對於如何挑選文本大致上已有所了解，

但在教學實務上教師究竟會如何挑選，亦是研究者所關注的，因此以下將針對洪

儷瑜（2016）和唐淑華等人（2015）的教學研究中，挑選文本的部分進行分析。 

洪儷瑜（2016）針對國中二年級的學生進行兩年的多文本試探性研究，主題

為八年抗戰，而文本性質主要以第一手史料、第二手史料以及口述史的補充式文

本為主。在教學法上則是採小組學習，並利用口頭提問和學生主題口頭報告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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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學。 

唐淑華等人（2015）在文本的選擇上則相對較多元，其以「外侮」為主題，

並在此主題之下又分成清末外侮與日治外侮兩個歷史事件。在文本的選擇上，將

課本定位為控制式文本，再根據補充式文本、衝突式文本和綜觀式文本挑選課外

書籍，其中一些雖與歷史無關，但與「外侮」此大概念有關的課外讀物則皆被歸

類於綜觀式文本，這些綜觀式文本的內容主要是從生物界的角度和學生的校園生

活概念切入，讓學生對於「外侮」主題有更深入的理解，並幫助學生對於該主題

進行意義建構。 

整體而言，藉由閱讀領域、歷史教學領域和實務教學等挑選文本的方式，讓

研究者了解該如何挑選文本。在本研究中，由於實施對象為高一學生，且是在「研

究法」的課堂上，為了培養學生分析資料和歷史思維能力，一開始會採用閱讀領

域的選文方式，針對本課程的學習主題－「革命」挑選相關的補充式文本和衝突

式文本。接著再採用歷史教學領域的選文方式，將前面挑選出來的歷史事件和相

關概念脈絡化，故會提供學生與該歷史事件相關的前因後果及歷史背景給學生閱

讀。 

在多文本選材的比例上，考慮到學生的學習興趣與學習動機，會先讓學生閱

讀國中教科書再逐漸增加高中教科書的內容比例，透過此漸進式課程喚取國中時

的學習記憶和學習經驗，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並降低學習的焦慮（吳正一，

2006）。當對多文的選材有所了解後，接下來所關心的即是要如何設計相關課程

以提升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以下將針對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原則進行說明。 

 

第三節 圖像化思考單設計原則 

歷史思維能力固然重要，但要用何種方式培養學生此項能力則是相當重要的

問題。由於歷史思維能力中會運用大量的批判思考能力，因此以下將針對批判思

考的教學流程進行說明，並作為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依據。封四維（2003）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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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思考的教學流程共有以下四個步驟：第一步驟為活化已有先備知識，喚起過

去的學習經驗，讓學生能用舊經驗去理解新知識。 

第二步驟為教導主題的事實、事件、人物等知識，可以採用問題導向進行教

學，讓學生去思考如何解決情境中的問題。此問題最好是開放式的問題，讓學生

有更多的空間尋找問題的答案（張德銳、林縵君，2016）。由於問題導向的學習

模式的主體是以學生為中心，因此當學生要解決某一問題時，必須先了解自己已

知的知識，並檢視自己還需要補充哪些訊息，以及用什麼方法取得問題的答案。

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必須對學習的議題與解決策略的擬定作出判斷、評估與修

正，因此在此過程中能提升學生後設認知與批判思考的能力（黃琡惠，2007；徐

靜嫻，2013）。 

第三步驟為鼓勵「學中思」、「做中學」進行小組討論觀察，探索活動，藉由

合作學習可以讓學生從眾多面向的意見中以形成自身的看法，藉此也能提升學生

批判思考的能力（林雅博、林子鈺、王文宜，2013）。第四步驟為在前個步驟的

教學過程中，綜合與應用學習單並建構檔案紀錄。 

從封四維（2003）的研究中，可以了解在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的過程中，

透過問題導向的設計，可以讓學生進行批判思考，同時批判思考的教學模式也相

當適用於歷史科，使學生能客觀的分析和解釋歷史事件，使歷史思維能力有所提

升。而在進行批判思考教學的過程中，問題的設計扮演了相當關鍵性的角色，因

此以下將分別針對圖像化思考單的問題設計和多文本歷史思維能力教學的問題

設計進行說明。 

 

壹、圖像化思考單的問題設計 

 

一、提問的內涵 

提出問題可以說是閱讀教學中最常見的一種方式，其可以分成「問題─答案」

和「自我提問」。在「問題─答案」方面，其目的在於培養學生在回答問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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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本中尋找資訊。因此在教學歷程中，教師常會不斷引導提問，讓學生順著老

師問的問題到文章中尋找資訊。而這些問題的類型所要的答案，可以是從自身腦

袋中搜尋後獲得的或是來自於文本中本身的訊息，但都必須與學生經驗有關。透

過不同問題的引導，促進學生對於表層文字的理解、統整、摘要以及精緻化的深

層文意理解與個人生命理解（謝進昌，2015）。 

在「自我提問」方面，其是指教導學生如何對於閱讀材料提出問題並嘗試回

答的歷程，以監控自我對於文本掌握的程度。然而，在挑選閱讀材料時，則必須

選擇學生能夠理解的內容且能引起學生的閱讀興趣（陳海泓，2013）。 

本研究所採取的「圖像化思考單」為延伸型學習單，針對重要的主題進行設

計，引導學生延伸思考的活動。在圖像化思考單的問題設計上，則同時包含「問

題─答案」和「自我提問」兩種類型的提問方式，但主要仍以「問題－答案」的

形式為主，以引導學生思考，關於引導問題的部分將於下一個部份「二、問題層

次的相關研究」進行說明。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設計歷史思維的問題時，教師應避免以第一人稱來設

計相關問題。例如若你回到過去，你會如何解決當時人們所遇到的問題？此時學

生很容易以今論古，亦即將自身經驗與歷史情境混淆，並以現今的生活水平為基

準點來評價過去，並對於過去抱持的鄙視的心態，出現以今論古的謬誤。針對此，

Dickinson 和 Lee（1984）認為教師在提問時可以透過「時間旅行者」的概念幫

助學生將過去的概念與現在的概念區分開來。例如，可以邀請學生思考：「當你

回到過去的某個城市，該城市的樣貌可能為何？當地人會如何向你介紹當地環

境？」等。透過這種提問方式，讓學生以第三者的角度去觀察、理解過去，並以

過去的客觀時空背景進行思考。 

整體而言，在本研究中，由於是透過提問來引導學生學習，因此在設計的過

程中，除了應注意提問的形式與提問的類型外，也應讓學生站在時代中的第三者，

透過他者的角度客觀地理解當時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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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層次的相關研究 

在問題的分類上，不同學者對於不同的問題的類型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以下

則分別針對 Burke 和 McTighe 與 Wiggins 幾位學者對於問題的分類方式進行介紹。

Burke（2010）將問題分成三類，第一類問題為事實性問題，通常具有標準答案，

且在文本和教科書中皆可以被找到；第二類為歸納性問題，其特色在於學生必須

綜合、歸納文章前後的內容結構與細節，才能推敲出答案；第三類為分析性問題，

學生必須超出單一文本，並聯結其他不同文本的觀念，甚至納入自身觀察與體會

而得出概括式的答案。 

McTighe 與 Wiggins（2013/2016）則將問題分成核心問題與非核心問題。核

心問題的特徵則有以下幾點： 

1. 開放性：此問題通常不會有最終、正確和唯一的答案。 

2. 能夠刺激思考，引發討論和辯論。 

3. 需要高層次思考，如分析、推論、評價和預測。 

4. 能促發學科領域內或跨學科領域中重要、可遷移應用的想法。 

5. 引發其他問題，以作更深入的探究 

6. 回答問題時，必須要有證據支持或正當理由，而非只有答案。 

7. 在學習期間，核心問題會不斷重複出現，讓學生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思考。 

非核心問題的特徵為具有特定的答案，其可以分成誘答式問題（questions that 

lead）、引導式問題（questions that guide）和吸引式問題（questions that hook）。

誘答式問題是指該問題明確指明並要求唯一正確的答案；引導式問題是指藉由問

題引導學生朝先前預設的目標知識和技能前進，最後找到一個特定答案，但這個

解答需要一些推論，不是簡單的回憶就可以；吸引式問題是指藉由問題引起學生

興趣、抓住想像力和啟發好奇探問之心。 

之所以特別將問題分成核心問題與非核心問題兩種類型，主要是為了分辨功

能上的差異，然而不管是核心問題或是非核心問題，對於幫助學生進行歷史思維

都是不可或缺的。畢竟核心問題的困難度相當高，如果沒有非核心問題進行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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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將不知所措。 

綜合兩位學者對於問題層次的分類，可以將問題層次分成基礎層次能力與高

層次能力，基礎問題主要在引導學生了解文本所欲傳達的訊息，而高層次的問題

則是讓學生針對文本間所交織出來的議題核心進行思考，並根據證據與理性思考

的方式回答自己對於此問題的看法，請參閱表 2-3-1。 

 

表 2-3-1 問題層次比較表 

 McTighe、Wiggins Jim Burke  

基礎能力 非核心問題 

事實性問題  

歸納性問題  

高層次能力 核心問題 分析性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本研究圖像化思考單的問題層次與探討主題 

在本研究的「圖像化思考單」中，所設計的問題同時兼具有基礎與高層次的

問題，並以基礎問題引導學生回答高層次問題。雖然透過回答高層次問題，對於

訓練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具有相當的作用，但是如果思考中的問題只有高層次問

題，學生仍然會不知所措，不知該如何回答這些問題，畢竟對於多數的中學生而

言，在缺乏教師的引導之下是很難進行獨立的探究活動（鍾建坪，2010）。因此

在「圖像化思考單」的問題當中適時的放入引導式問題是有必要的，可以給與學

生進行分析、推論的鷹架，引導學生走向先前預設的目標和技能，找到一個特定

的答案（McTighe & Wiggins, 2013/2016）。 

思考高層次問題的過程雖然可以培養學生歷史思維的能力，但是其真正的目

的在於探究重要的教育目標。由於歷史是一門「變」的學科，在每個世代中，人

們必會遇到許多新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勢必作出改變，然而在改變的過程中，

者 問 
學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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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又會影響既得利益者，因此產生衝突。雖然在歷史的洪流中，「變」不一定是

正向或是負向的，但不可否認有現今的成就，主要是經歷過無數的改變而成的。

然而這些改變對於學生而言似乎過於遙遠，且僅將其視為死知識，於其生活經驗

無關。因此本研究欲透過閱讀不同的歷史事件來了解改變背後的義涵，並了解其

意義，使歷史是有血有肉而非只是徒有文字的空殼。在歷史的所有變動中，「革

命」是最劇烈的變化，且影響性也相當深遠，但其所造成的影響真的是好的嗎？

同時雖然歷史是指已發生的事情，但是當人在面對困境時的心態與想法卻是相同

的，且在看待歷史的過程中，讀者就猶如客觀的第三者，從旁人角度進行觀察和

反思。為了讓學生了解歷史的本質，因此本研究選擇「什麼是革命？」作為核心

問題的主題。 

在「圖像化思考單」高層次問題的部分，主要以論文題的形式進行命題，以

測量學生回憶、組織、統整和表達觀念的能力。依據郭生玉（2010）的分類方式，

可以分成限制反應題與申論題。限制反應題給與學生自由表達的空間較小，通常

在反應的內容與形式上都有限制；申論題給與學生自由選擇其認為有關的知識，

組織其認為最佳判斷的答案，可使學生自由表現其選擇、組織、統整與評鑑的能

力。本研究的高層次問題則同時包含限制反應題與申論題。基礎層次的問題則是

以圖像化組織圖的方式呈現，詳文請見本節第貳部分中的「圖像化思考單問題呈

現方式－圖像化組織」。 

綜上所述，藉由各學者對於問題的分類與界定，使研究者在設計問題時，除

了以基礎層次的問題進行引導外，更會藉由高層次問題幫助學生進行思考。然而

究竟要如何設計相關問題幫助學生進行歷史思維，以下分別詳述。 

 

貳、圖像化思考單中的閱讀策略和呈現方式 

雖然本研究是透過圖像化思考單進行教學以增進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但圖像

化思考單同時亦扮演輔助學生閱讀多文本的角色，因此以下將說明圖像化思考單

所使用的閱讀策略。同時對於閱讀策略有所了解後，究竟要以什麼形式包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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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在圖像化思考單上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亦是本研究所關心的，因此亦會

針對圖像化思考單問題呈現方式進行說明。 

 

一、圖像化思考單中的閱讀策略 

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為了幫助學生閱讀多文本，因此對於相關的

閱讀策略必須有所了解。在閱讀策略方面，雖然本研究是針對多文本進行閱讀，

但在閱讀的過程中，亦會採用單文本相關閱讀策略，因此以下將分別針對單文本

與多文本閱讀策略進行說明。 

 

（一）單文本閱讀策略 

針對單文本的閱讀策略相當多樣，包含提問、推論、文章大意和閱讀心得感

想等（林素秋，2017）。然而 Afflerbach 與 Cho（2009）認為在閱讀單文本的過

程中，首先必須先根據文本的標題，找出與標題相關的重要內容與詞句。透過這

些詞句來了解單文本所要傳達的內容。然而，光是理解文本表面所傳達的內容是

不夠的，讀者還必須喚起過去相關的知識經驗，來解釋單文本的內容。當在文本

中遇到重要概念時，而作者又刻意不將內容寫清楚，這時學生必須藉由過去的學

習經驗從中去推測文本的內容，以了解文本所欲傳達的訊息，因此喚起學生的先

備知識相當重要。然而除了先備知識外，學生在進行閱讀的過程中，也必須了解

自己已經學習了哪些知識，此時就需要理解監控能力。 

關於如何喚起先備知識與培養學生自我監控能力，可以採用閱讀策略中，

Ogle（1986）所提出的 KWL 教學策略（What-I-Know, What-I-Want-to-Know & 

What-I-Learned）。透過此策略幫助學生將先備知識與新的學習經驗進行聯結，同

時也在此過程中讓學生為自己設定學習目標，最後在學習結束後進行自我檢視。

洪月女、楊雅斯（2014）與何祥如、黃勤雄（2008）認為依據閱讀的時間點的不

同，KWL 所使用的策略也會有所不同，在閱讀前主要的理解策略為啟動先備知

識、提問、設定閱讀目標；在閱讀中主要的理解策略為理解監控、預測、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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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化組織來提升理解；在閱讀後則使用回答問題、摘要等策略來提升理解能力。 

歸納上述學者所說，KWL 策略可以說是閱讀時的自我監控系統，藉由提問

的方式，在課前幫助學生喚取先備知識，課後幫助學生自我反思和自我監控，在

課中則可以透過圖像化組織的方式將問題進行包裝，以幫助學生理解文本，關於

圖像化組織的部分將於第二部分進行說明。在了解單文本閱讀策略後，接下來將

針對多文本閱讀策略進行說明。 

 

（二）多文本閱讀策略 

單文本閱讀固然可以提供學生相關資訊，但這類的資訊主要都是以孤立的形

式存在，因此較難將事件的多重面向呈現出來。但如果將多篇孤立式的文本以系

統性的方式進行連結，將使文本間產生連貫性。透過文本間的連貫性，一方面可

以了解事件的多元面貌，一方面也可促使學生從中去判斷，哪些文本的資訊可以

讓人信任，哪些資訊則令人質疑。以下將針對多文本的閱讀策略進行說明。 

從多文本閱讀理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多文本閱讀與單文本閱讀間的差異，但

究竟要如何幫助學生閱讀多文本則是本研究所關心的。根據 Goldman（2004）的

研究顯示，學生在自行閱讀多文本時，卻不見得會有互文性的概念，例如：給與

學生三篇敘述同一歷史事件，但觀點卻是完全不同或是相反的文章進行閱讀，並

要求學生說明他們看到了什麼。學生的反應則有以下三種情形：第一種是學生分

別說明各篇文章的內容，但文章之間並沒有進行任何的比較和整合。第二種是學

生將各篇文章觀點進行比較，並列舉文章間相衝突的證據。第三種是學生除了能

整合各篇文章的觀點，同時還能加入自身的先備經驗，並適時的加入自身的觀

點。 

從 Goldman 的研究中，也可以了解並非所有學生都具有自行閱讀多文本的

能力。因此必須藉由教師有系統性的教導，才能使學生閱讀多文本的能力增加。

然而在進行多文本閱讀教學前，必須先了解多文本的閱讀策略，使學生能根據相

關策略進行閱讀，教師也能根據相關策略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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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多文本之間是有關聯的，因此學生在進行多文本閱讀的過程中，應該試

著與前面讀過的文本進行連結。當學生在進行文本閱讀時，教師應該引導學生有

意識地以前面讀過的文本為基礎，來假設、比對現在所讀的文本，並從中尋求因

果關係（Afflerbach & Cho, 2009）。為了使學生能方便進行多文間的資料比對，

本研究還認為可以透過 Hoffman（1992）開發了一個名為 Inquiry-Chart（I-Chart）

的表格讓學生從中進行批判思考，如表 2-3-2。透過此表格可以幫助學生計畫、

交織知識和統整／評估。 

Assaf, Ash, Saunders 與 Johnson（2011）認為在使用此表時，必須根據以下

三個步驟。第一，師生間找到一個共同主題，教師再透過此主題設計相關批判思

考的問題。第二，喚起學生對於某個主題的先備知識，之後進行閱讀並記錄文本

中有趣或是關鍵的詞句，最後再針對這些文本提出問題。第三，進行跨文本的綜

合和評估訊息。由於 I-Chart 的使用可以將多文本的資訊同時展開來，因此在設

計圖像化思考單時，也會將此表納為輔助工具。 

 

表 2-3-2 I-Chart 資料表 

主題 問題 1 問題 2 問題 3 問題 4 

其他感興

趣的事實

或關鍵字 

其他問題 

我們知道什麼       

文本 1       

文本 2       

文本 3       

摘要       

 

資料來源：Assaf, L., Ash, G., Saunders, J., Johnson, W. (2011). “Renewing two 

seminal literacy practices: I-charts and I-search papers.” Voices From the Middle, 

18(4),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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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文本閱讀的過程中，除了進行文本間的比較外，學生在進行閱讀時，應

該注意文章的出處，並以多文本的主題進行檢驗以及分析單篇文本的真假與立場

觀點，同時學生應該要有能力透過文本的資料來源和內容歸納出多文本的主題。

藉由上述的訓練以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同時在多文本的閱讀工具的部分，學

生一樣可以透過圖像化組織、文章摘要等方式輔助閱讀，並透過這些工具幫助學

生分析文本間的關係，並將歷史事件脈絡化，以幫助讀者對於文本間的內容有更

清楚的連結（Afflerbach & Cho, 2009）。 

綜上所述，透過單文本閱讀策略中的 KWL 教學策略以及多文本閱讀策略中

的 I-Chart 應能有效幫助學生提取先備經驗，並比對文本間的內容。在問題的層

次方面，KWL 等相關問題是屬於引導式問題。然而針對 I-Chart 的部分，在問題

的設計上，雖然不如核心問題需要高層次的思考，但仍需要提供學習應架，引導

學生分析文本和剖析相關概念。同時在引導學生的過程中，為了讓學生對於歷史

事件的結構有所了解，因此在圖像化思考單中，將以圖像化組織的方式架構文本

和相關概念，以下將針對圖像化組織進行說明。 

 

二、圖像化思考單問題呈現方式－圖像化組織 

根據 Bromley, Irwin-Devitis 和 Modlo（1995/2005）對於圖像化組織的定義，

圖像化組織是指將訊息結構化，並將某個重要概念或主題的多層面項重新組成一

個新的模型（pattern），如：圖型組織、網、概念圖......等。由於圖像化組織能將

文章中的組織結構視覺化，因此可作為閱讀前後討論時或是解釋時的媒介。 

關於圖像化組織對於閱讀的幫助，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說明：一、由於圖像

組織具有結構性的特質，因此可以使原本獨立分離而不易理解的知識產生連結

（Novak & Gowin, 1984）。同時由於在圖像化的過程中，由於只呈現必要的內容，

故整體資訊變得更加容易處理和記憶（Vygotsky, 1962）。二、圖像組織同時也具

有鷹架的功能，可以使學習者提取先備知識，並使新的知識快速融入於過去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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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之中（Rumelhart, 1980）。三、圖像化組織的使用能提供學習者主動學習的機

會，使學習者透過視覺化以進行思考，並產生有意義的學習（Bromley, 

Irwin-Devitis & Modlo, 1995/2005）。 

由於圖像化組織具有強烈的結構性且在圖像的呈現上只摘錄文章的重點，因

此對於釐清文章的架構和脈絡具有相當大的幫助。除此之外，圖像化組織的應用

與知識的組織建構也有一定的關聯性。在知識的組織建構上具有以下四種基本型

態，分別為階層性（hierarchical）、概念性（conceptual）、序列性（sequential）和

循環性（cyclical），而這些知識組織的基本型態皆可以透過圖像組織進行建構，

以下分別進行說明（孫易新，2014）： 

（一）階層性：此種圖像組織型態大多以一個概念為主要核心，此核心概念下，

又有數個等級較低的概念，階層與階層間是相互隸屬的。通常會於訓練歸

納和分類能力時使用此圖像組織。 

（二）概念性：概念性組織圖通常具有中央概念，或是在類別等級下支援的事實，

像是特徵或是範例。 

（三）序列性：此種圖像組織圖主要以以時間次序來排列事件的優先順序，通常

應用於因果關係、過程與結果和問題解決的歷程。 

（四）循環性：此種圖像組織圖包含了一系列沒有起點和終點的循環歷程。 

綜上所述，藉由圖像化組織的設計，可以幫助學生分析文本結構，並將文本

的結構和脈絡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出來，以幫助學生整理文本中的重點。整體而

言，將引導式問題以圖像化組織的方式呈現，可以引導學生歸納文本重點，比較

文本間的概念，並試著找出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同時在分析完各個歷史事件後，

由於圖像化組織的使用，使單一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呈現得相當清楚，方便學生

進行歸納和統整，以將歷史事件概念化。當對閱讀策略以及圖像化組織有所了解

後，具體而言究竟該如何操作，以增進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則需要參考相關的

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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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圖像化思考單中的教學方法 

本研究是採用多文本的形式讓學生進行閱讀，但目的仍然在於培養學生歷史

思維能力。然而歷史思維能力究竟應該如何培養，則可以藉由觀察   

Goldman（2004）、吳翎君（2004）、廖羽晨（2009）等歷史思維教學的課程設計

以做為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藍本。由於上述這些學者在進行歷史思維教學時，大

多以因果關係法進行教學設計，再加上研究者希望學生在分析歷史事件後，能針

對當時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法。因此在本研究中，亦會將因果關係法和解決

衝突法以問題的形式融入於圖像化思考單中，以下則分別詳述： 

 

一、因果關係法 

因果關係在歷史教育中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我們卻常常忽略他的存在。

一般而言，眾人聽到因果關係的第一反應通常會與時間連結在一起，畢竟因果就

是一種前後順序的關係。然而，它的功能不單只是呈現在歷史時序的觀念上，更

重要的是還具有分辨不同歷史解釋以及說明不同歷史解釋的原因。同時，也能藉

由了解歷史因果關係，對歷史事件的原因以及影響提出解釋（汪栢年，2006）。 

雖然因果關係對於歷史教育或是歷史研究皆有重大的影響，但是根據 

Fischer（1970）指出歷史因果邏輯謬誤是常常發生的，畢竟歷史之間的因果關係

錯綜複雜，就連歷史學家也都有可能犯這類型的錯誤，因而產生怪異的歷史解釋，

這也突顯了在歷史教育中因果邏輯思考的相關訓練相當重要。雖然這些學生未來

不一定會成為歷史學家，但是透過訓練學生因果邏輯能力，可以使學生快速了解

人的行為反應，並能解釋出這些行為背後可能是由哪些原因所造成的。因果邏輯

除了在社會科學上可以有廣泛的應用外，在自然科學中也非常重視，雖然自然科

學其主要觀察的對象不是人，但是也一樣相當重視因果之間的關係（Gunter, Estes, 

& Mintz, 2007）。因此透過歷史因果邏輯的訓練，對於學生都是相當有幫助的。 

歷史因果教學的課程應該如何進行？Gunter et al.（2007）的書中提出了八個

步驟，並設計了表格供學生分析資料，以分別說明這八項步驟，為了讓讀者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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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步驟有更具體的了解，以下將以鴉片戰爭為例進行說明。 

（一）選擇要分析的資料、主題或問題 

這些要分析的材料可能是重大的事件、狀況或是衝突，也可以是真實或是虛

構的，且資料來源可以來自各個學科。 

（二）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支持這些原因的證據 

第二步驟中，學生要試著找出發生此事件的原因，並試著將所有的原因列出，

例如：「鴉片戰爭為什麼會發生？」「還有其他發生的原因嗎？」。同時也要在這

些原因底下，附上此次閱讀的文章中，有哪些句子或是字詞可以做為這些原因的

證據。 

（三）尋找事件發生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支持這些影響的證據 

第三步驟則是要求學生找出事件發生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提出此影響的理由

和證據。例如：「鴉片戰爭造成了什麼影響？為什麼你會這麼想？」 

（四）尋問事件發生的遠因以及支持這些遠因的證據 

讓學生進一步思考造成此事件發生的原因，又是因為什麼原因造成的。例如：

「為什麼英國必須藉由販賣鴉片來彌補貿易逆差？在鴉片戰爭前，英國與中國貿

易的情形如何？」。 

（五）尋問事件所造成的影響的後續效應及支持後續效應的證據 

讓學生思考該事件發生後，所造成的影響的後續效應，記得要將每個影響分

開分析和說明。例如：「簽定南京條約對於中國有什麼影響？以及試著說明你這

樣想的原因。」 

（六）詢問結論 

結論是指合理推斷事件和人物的行為，且可以從上述的資料中進行推論。例

如：「從我們分析的資料中，可以推斷林則徐是怎樣的一個人？」 

（七）詢問通則化 

由於結論所呈現的是具體的特殊個案或狀況，學生須將個案或是特殊的情境

轉化成一般化、通則化的概念。例如：「從中國與英國之間的互動中，中國與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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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列強是如何看待自身與他人？」 

（八）評量學生表現 

評量對於學生相當重要，不管是對個人還是對群體，且在評量的過程中，如

果是學生是採小組討論模式，聆聽和適時的發表意見則會是評分的重點，內容的

正確性則是其次。 

因果關係法可以使學生對於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又更清楚的認識，且在此過

程中也可將其脈絡化，使歷史知識產生連貫性，同時也是在進行歷史思維時，判

斷資料之間的關係的能力。 

 

二、解決衝突法 

在解決衝突法中的「衝突」是指人或思想或利益間對立的狀態。由於在解決

衝突法的過程中，學生被要求列出、定義、假設和產出各種資訊，而這些都是相

當重要的認知歷程。因此藉由解決衝突法，認為可以增加學生深層且複雜的思考

（Hilda Taba, 1971）。而在進行此種教學模式的過程中，由於教師會請學生列出

情境中有關衝突的事實，並分析這些衝突造成的原因與故事中主角的感受。在此

過程中學生必須有角色取替的能力，並以同理的方式來了解學生感受，因此學生

除了能培養認知能力外，同時也訓練了情意技能（潘慧玲，1994）。 

在歷史課堂中，採用此教學模式相當適合。由於歷史本身就富含了許多衝突，

而擔任整部歷史的核心靈魂即是歷史人物，而這些歷史人物在過去的時空中也發

生了許多衝突。究竟這些歷史人物在面對衝突時，當下是抱著什麼心情？以及最

後又是為什麼做出這樣的決定？都是非常值得學生去探討和省思的。同時藉由此

教學法，可以讓學生藉由歷史了解過去的人是如何面對困境，以神入並尊重歷史

人物。藉由了解過去，再將情境遷移至現在，使學生能從過去的情境中，反思現

今的問題。 

其教學步驟詳述如下（Gunter, Estes, & Mintz, 2007）： 

（一）列出與衝突有關的所有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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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了解每個動作的原因，以及故事中人物的感受以及造成這些感受的原因 

（三）提出解決衝突的方案，並試想如果這麼做會有什麼影響？ 

（四）決定最佳解決方案和假設 

（五）討論類似的情況 

（六）評量替代解決方案的決策和預測 

（七）進行通則化 

（八）評量 

透過此二種方法也可以訓練學生不同面向的歷史思維能力。在因果關係法的

部分，可以訓練學生邏輯思考、時序判斷和推論的能力。解決衝突法則可以幫助

學生神入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之中，了解每個歷史人物的觀點，以培養學生歷史

解釋和同理尊重的能力。 

綜上所述，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會將因果關係法和解決衝突法融

入圖像化組織，透過圖像化組織幫助學生分析因果關係，並透過核心問題幫助學

生思考歷史，並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整體而言，在進行歷史教學的過程中，歷史事實固然重要，但培養學生如何

分析、詮釋和批判等歷史思維能力則更加重要。畢竟歷史是一門立體式的學科，

相同的歷史事實，也會因立場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

力，讓學生透過歷史多文本建構過去的歷史樣貌是必要的。然而多文本閱讀並不

等於大量閱讀，因此如何挑選文本就顯得相當重要。由於本研究的目的是培養學

生歷史思維能力，因此在歷史多文本的選材上，除了以閱讀領域方式進行選材外，

也必須參考歷史教學領域的選材方式。然而若只有提供歷史多文本給學生閱讀，

是無法有效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教師還需設計學習鷹架輔助學生提取先備

知識、分析和思考歷史，使學生最終有能力回答核心問題，進而思考抽象且高層

次的歷史問題，以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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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以「革命」為中心的多文本閱讀理解教學對學生歷史思維

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之影響。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中的「不相等控制組前後測設計」，

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實驗研究。選擇對象為高中一年級的學生，實施範圍為主要以

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史的部份（高二課程範圍），並以此範圍相關的歷史變革事

件為中心進行課程設計。為了檢視「多文本圖像化思考單」與「傳統學習單」的

教學形式對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的成效，因此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

實驗組採用「多文本閱讀+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教學方式。對照組則採用「多

文本閱讀+傳統式學習單」的教學方式，讓學生於課堂中閱讀多文本後，並完成

傳統式學習單。圖像化思考單與傳統式學習單的差別在於前者提供鷹架幫助學生

閱讀多文本並輔助學生進行歷史思維，其所提供的鷹架包括利用引導式問題喚起

學生的先備知識、透過圖像化組織分析文本和歷史脈絡以及使用 I-Chart 分析多

文本訊息等，以使學生理解多文本訊息；後者則是指閱讀完文本後，並沒有給予

學生鷹架的支持，就直接要求學生進行高層次的思考並產出想法，如直接拋出核

心問題，讓學生進行作答。 

在課程設計方面，以「革命」為主題，主題之下再分成四個單元，同時每進

行兩個單元後則再進行一節統整課程，以單元課程和統整課程相互穿插的方式進

行設計。而對照組則是將統整課程的時間以傳統式的討論與分享活動取代，讓學

生在沒有教師的引導及回饋下進行討論。由於每個單元皆設計一節五十分鐘的課

程，因此不管是實驗組或是對照組，皆共計六節課。在課程時間規劃上，實驗組

與對照組也皆是一星期上一節課，因此共計兩組花六週的時間完成課程。 

在實驗設計上，實驗前，對照組學生與實驗組學生皆必須接受「歷史思維能

力」和「歷史學習態度」的前測。在課程的實施過程中，蒐集統整課程學習單、

個人圖像化思考單以及活動回饋問卷。在實驗組與對照組課程結束的一週內，對

 



 

56 

所有學生進行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的後測，相關實驗設計請參照表

3-1-1。而在所有蒐集的資料中，前、後測分數和學習單資料為主要分析對象，

以了解兩組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是否有提升。 

 

表 3-1-1 本研究之實驗設計模式 

組別 前測 實驗處理 後測 

實驗組 T1 X T2 

對照組 T3  T4 

X：表示實驗組接受「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實驗處理 

T1、T3：表示實驗處理前實施的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的前測 

T2、T4：表示實驗處理後實施的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的後測 

 

一、自變項 

本研究自變項為「圖像化思考單」教學法。實驗組學生透過圖像化思考單的

鷹架進行多文本閱讀。對照組的學生則沒有獲得此種鷹架，僅在課堂中搭配傳統

式學習單進行閱讀。 

 

二、依變項 

本研究依變項為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在評量工具的部分則分成量

化與質性。在量化工具上，包括「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和「歷史學習態度量表」。 

在質性工具方面，主要的分析對象為「統整課程的學習單」、「個人圖像化思

考單」以及「活動回饋問卷」，以從中探討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是否有提升。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節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研究流程，第二部分為前導研究過程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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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圖如下圖 3-2-1 所示： 

 

 

 

 

 

 

 

 

 

 

 

 

 

 

 

 

 

 

 

 

 

 

 

 

 

圖 3-2-1 研究流程圖 

 

貳、前導研究 

為了使圖像化思考單能於實驗教學過程中正常發揮功用，故在 2018 年 8 月

進行前導研究。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高一新生，考量到此時高一新生還尚未

入學，因此找與高一新生年齡最相近，且又在研究者能力範圍內能找到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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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高一升高二的學生。在進行前導研究的過程中，分析學生書寫圖像化思考

單的狀況，並與學生共同討論圖像化思考單的問題，以作為修改圖像化思考單的

依據。 

前導研究總共實行 2 輪，每次的前導研究皆找 4 位學生參與，參與的學生是

隨機指派，因此每次前導研究的參與者皆不相同。在參與人數方面，每次研究只

找 4 位學生，之所以找 4 位學生主要是因為圖像化思考單共有四個單元，每一個

單元由 1 位學生獨力完成，完成時間為 50 分鐘。在此過程中，可以了解學生在

相當於一節課的時間中，對於學習單的掌握程度如何，同時也能作為研究者修改

圖像化思考單的依據，以下將分別說明 2 輪的前導研究及圖像化思考單的修正過

程。 

 

一、第一輪前導研究 

在第一輪前導研究的思考單設計方面，文本的篇數和字數上，每個單元約

4~7 篇文本，每篇文本的篇幅約 500~700 字。在思考單的設計結構方面，則共分

成三個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課堂活動和反思與回饋。在課前活動的部分，為

了喚起學生的先備知識和相關的生命經驗，因此此部分以限制反應的簡答題進行

設計。由於希望學生能自發性的提取相關的先備經驗，因此並沒有給與學生任何

的文本作為參考，只給與作答範例。 

在課堂活動的部分，則是藉由申論式和簡答式問題透過 I-Chart 的方式比較

和統整多文本內容。最後在反思與回饋的部分，為了使學生能完整地將自己的想

法寫出，因此以開放式申論的題型呈現，請學生寫出對於此單元的心得。 

在學生的反應方面，一樣分成課前活動、課堂活動和反思與回饋三個部分進

行說明。在課前活動的部分學生大多只寫關鍵字甚至以空白的方式呈現，為了了

解學生的反應，因此事後與學生進行簡單的晤談。學生認為在課前活動的部分，

由於沒有相關文本可以進行參考，直接要求從過去的經驗中提取訊息以進行作答，

是相當困難的，因為腦中完全沒有想法。同時在時間的使用上，學生完成課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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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部分，至少需要花 20 分鐘的時間。 

在課堂活動的部分，由於是以申論式的題型為主，因此學生在作答的過程中

需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導致思考單無法於時間內順利完成。最後在反思與回饋的

部分，由於時間過於充促，再加上沒有明確的問題，使學生在不知所措的情形下

放棄作答。為了解決上述思考單的問題，因此將思考單進行修改，並進行第二輪

的前導研究。 

 

二、第二輪前導研究 

在第二輪的前導研究中，圖像化思考單進行了整體的調整，為了解決作答時

字數過多的問題，故在題型上增加了是非題、填充題和配合題，並適度加入階層

性圖像化組織，以輔助學生整理文本重點。 

在部分的組織架構上，也做了細部的調整，以下個別分成課前活動、課堂活

動和反思與回饋三個部分進行說明。在課前活動的部分，由於第一輪的圖像化思

考單並沒有提供學生任何鷹架，就要求學生喚取先備知識，對於學生過於困難，

因此在此輪的圖像化思考單中增加了相關文本和圖像化組織，讓學生藉由文本可

以快速進入教學主題。在課堂活動的部分，為了減輕學生作答時的負擔和檢驗學

生自己對於文本的理解程度，故以是非題和配合題的方式呈現，最後再搭配

I-Chart 整合文本間的概念。在反思與回饋的部分，則分成兩個部分，將心得和

此堂課學習到的知識分開，使學生確實做到反思和回饋兩個部分。 

在學生的反應方面，的確透過題型的轉換能有效的降低作答時間，但不管是

是非題還是配合題都無法有效扮演閱讀鷹架的角色，反而淪為一般的閱讀測驗，

且學生在作答的過程中相當在意答案的對錯，而非文本的內容。但在圖像化組織

的部分，則有相當大的差別，由於圖像化組織只需將文本的重點列出即可，因此

能有效降低學生的作答時間，同時在完成圖像化組織的過程中，也一併將文本的

組織架構圖畫出，可以作為學生進行概念統整的鷹架。在反思與回饋的部分，學

生能明確的將心得與學習內容分開，確實達成反思與回饋兩個部分。 

 



 

60 

針對上述學生的反應，研究者會將圖像化思考單再次進行調整，調整後的學

習單即為實驗研究中的課程教材，以下將說明圖像化思考單修改的情形。在題型

方面，為了使圖像化思考單確實成為學生閱讀時的鷹架，因此會以大量的圖像化

組織取代是非題和配合題等題型，使學生能藉由文本間的圖像化組織來統整和歸

納出上位概念。除了圖像化組織外，在課前活動、課堂活動和反思與回饋皆有進

行部分的微調，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首先在課前活動的部分，為了使學生了解

該單元的課程活動內容，會藉由文本搭配圖像化組織訓練學生於課堂活動中會使

用到的相關技能，同時也藉由此活動使學生對於接下來的課堂活動有所準備。在

課堂活動的部分，圖像化組織主要是作為完成 I-Chart 和核心問題的鷹架，使學

生透過圖像化組織，對於文本有整體性的了解。最後在反思與回饋的部分，為了

使學生能反思單元活動中所學到的知識，因此在反思中增加了「提出問題」的部

分，讓學生針對課程有不了解的地方提出問題，對整個課程進行徹底的自我反思，

同時研究者也可以從中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以調整圖像化思考單和課程安排。

當對圖像化思考單的編製流程有所了解後，接下來將說明研究對象。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高中一年級學生，而之所以選擇高一學生為研究對象，

最主要是因為高中歷史與國中歷史在難易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且資訊量忽然增多，

對許多高一學生而言負擔相當大，也因此很容易對歷史失去興趣。同時，近年來

教育部相當重視素養導向，而歷史科正好可以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素養。然而，

不管是對於歷史的學習興趣還是歷史思維的培養，都應該及早實施。除此之外，

由於本研究實行的課程是在「研究法」此門課，而研究法只有在高一上學期開設，

因此為了配合課程時間，故將研究對象設定為高一學生。 

本研究以新北市某所高中一年級的兩個班進行實驗研究，由於此校高一的研

究法大多是由該班導師授課，因此經與班級導師協商後，入班進行授課。由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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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學生主要是採常態編班的方式進行，因此可以合理推測班級間的學生能力呈

現均質狀態。本研究邀請兩個班進行研究，並隨機分派一個班為實驗組（共 38

人），一個班為對照組（共 39 人）。在進行實驗教學研究前，已針對實驗組與對

照組的學生發放「多文本閱讀教學」家長同意書。經過統計後，實驗組共計 38

人同意，3 人缺交；對照組共計 39 人同意，2 人缺交。針對缺交的學生，本研究

則不引用其資料，以維護學生權益。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包括自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四個單元的個人圖像化思考

單、兩個單元的統整課程學習單、活動回饋問卷以及採用陳妍岐（2012）的歷史

學習態度量表。分別說明如下： 

 

壹、歷史思維能力測驗 

本研究是屬於自編測驗，參考劉慶忠（2007）、Norris 和 Ennis（1989）和吳

翎君（2004）等人的歷史思維的具體目標來設計問題，以題組的方式呈現問題，

回答方式採選擇與簡答的方式回答。由於會實施前、後測，因此會編制兩份複本

測驗進行施測。在測驗範圍上則是挑選具有多元面向的歷史事件為主題中心進行

試題設計，如：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和中日戰爭中汪精衛的立場。前測成績將作

為後測之共變項，用以排除兩組間的歷史差異。 

同時為了確認此測驗中的試題的效度，因此會請 2 位現任高中歷史科教師進

行專家效度的審核，確保試題與歷史思維具體目標能相互吻合，詳情請見「二、

預試結果與討論」最後一段。以下將針對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的擬題、預試結果與

討論和評分標準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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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題 

本測驗主要是針對高一學生進行設計的，透過此測驗了解學生歷史思維能力。

為了確認學生是否能將所學遷移至新的情境，但又不會因為主題轉換過大，造成

學生因為閱讀理解能力而影響到歷史思維能力的作答。因此在試題的設計上，選

擇與學習單元所培養的能力有關，但不同的文本供學生閱讀，最後再根據歷史思

維的內涵與內涵下的指標設計歷史思維能力試題。 

然而，由於劉慶忠（2007）、Norris 和 Ennis（1989）和吳翎君（2004）等人

所制定的歷史思維的具體目標並非專為多文本設計的，因此本研究在設計試題時，

會改以多文本的形式進行編制。且研究者認為文獻中所劃分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有些仍屬於相當記憶型的知識，例如「能判斷歷史資料的正確性及適用性」和「能

指認出歷史文件或敘述的作者或來源」皆需要有一定的背景知識才能進行判斷，

無法只藉由文本的訊息進行回答。而有些目標非常相近，例如：「推論和判斷歸

納的結論」和「推論和判斷演繹的結論」基本上都要求學生在作推論時，須有一

定的邏輯性規則。不是從事實中找出共通的概念，就是利用概念找出事實。雖然

思考的方向不同，但皆是在進行推論。因此在相近的目標中，只會從中選擇一項

目標作為本研究歷史思維能力的具體目標。在歷史神入的部分，雖然有具體的目

標，但其涵蓋範圍相當廣，在其他歷史思維的具體目標中皆可看到歷史神入的影

子，因此將歷史神入作為評分標準的參照。 

根據上述原則，本研究從文獻中挑選適合多文本且與本研究相符的歷史思維

具體目標作為本研究歷史思維能力的具體目標。本研究所挑選的歷史思維能力的

具體目標為「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推

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能指認出歷史敘

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和「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以下將

分別說明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概念性出題原則： 

（一）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與此目標相對應的試題概念為為了瞭解

學生能否透過文本間的對比，從中找出事件間的因果關係。因此在出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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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要求學生找出事件的原因或所造成的結果。為了確認學生是否真的懂

得事件間的因果關係，也會將錯誤的原因和結果放入選項中，做為誘答的

選項。 

（二）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與此目標相對應的試題概念為學生能否以文本

間的訊息為依據，對於過去人們的想法或事件進行合理的假設。 

（三）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與此目標相對應的試題概念為學生能從文本間複

雜的資訊中，歸納出特定概念或觀點。 

（四）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與此目標相對應的試題概念為學生能

夠有系統性，並能依據歷史脈絡來回答問題。 

（五）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與此目標相對應的試題概念為學生

能從資料中，找出文本間的核心主旨。 

（六）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與此目標相對應的試題概念為

學生能從所提供的文本資料中，找出證據來評述歷史學家所提出的觀點。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上述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進行命題。在評量的題型設計

上，主要分成選擇題與簡答題兩種題型。設計選擇題的原因有兩個，第一、該題

目具有較明確的標準答案；第二、為了減輕學生作答上的負擔。設計簡答題的原

因則在於了解學生的思考方式，以及對於證據的掌握能力。 

 

二、預試結果與討論 

為了瞭解「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的前測與後測的難易度與鑑別度，故於 2017

年 7 月進行預試。預試對象為高二升高三的自然組學生。雖然高二升高三的學生

在閱讀量和知識量都高於高一的學生，但是本測驗主要是在了解學生的歷史思維

能力，因此在進行預試的過程中，學生相對較不會因閱讀理解能力而影響到歷史

思維能力的展現，如此將可以合理推估至高一學生的作答情形。 

由於「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共有前測和後測兩份試卷，因此預試對象為兩個

高二升高三的班級，以下分別稱為高三 A 班和高三 B 班。高三 A 班共三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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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測的預試對象；高三 B 班共四十人，為後測的預試對象。之所以挑選此兩

班作為預試對象，主要是因為此兩班的學生在段考中的歷史科平均相當接近，具

有同質性。在預試測驗的部分，由於前、後測試卷接分成選擇題和簡答題兩個部

分，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一）選擇題 

在選擇題的題數上，前測與後測的選擇題皆為三題，以下將分別說明難度與

鑑別度的計算方式。難度計算方式為高分組的平均數與低分組的平均數相加除以

二；鑑別度的計算方式則為高分組的平均數減低分組的平均數。關於高分組與低

分組的學生組成，分別是從測驗總分分數的前百分之二十七與後百分之二十七的

學生進行挑選。 

關於前測的選擇題的難度和鑑別度可以參照表 3-4-1。從表中可以發現三題

選擇題的難度大約落在 0.4~0.7 之間，鑑別度也皆在 0.3 以上。因此在難度方面，

前測試題算是中等難度；在鑑別度方面，郭生玉（2010）指出鑑別力可接受的最

低標準為 0.25 以上，因此前測的鑑別力尚可。 

 

表 3-4-1 前測選擇題的難度與鑑別度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難度  鑑別度 難度  鑑別度 難度  鑑別度 

0.39 0.56 0.725 0.33 0.61 0.3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後測中選擇題的難度與鑑別度可以參照表 3-4-2，三題選擇題的難度約落

在 0.6 上下，表示後測選擇題的難度適中。在鑑別度方面，皆在 0.25 以上，皆符

合郭生玉（2010）對鑑別力要求的最低限度，因此後測 3 題的鑑別度仍為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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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後測選擇題的難度與鑑別度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難度  鑑別度 難度  鑑別度 難度  鑑別度 

0.64 0.37 0.59 0.28 0.64 0.3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簡答題 

此部分主要採質性分析，觀察學生作答情形以調整題目內容，以下將分成前

測與後測兩個部分進行說明： 

在前測的部分，由於簡答題作答區的設計是給學生一個相當大的空白框供學

生作答，但學生則誤以為要將整個空白框寫滿，因此就直接放棄作答。為了避免

學生再次產生恐慌，故在題目最後方特別註明建議的作答字數。在作答區的部分，

則是明確畫出作答的行數，以取代空白框來暗示學生作答的長度，同時也可藉此

限制學生的作答時間，避免學生因特別著墨於某一題而沒時間寫其他的題目。 

在第五題和第六題的部分，題目的開頭皆為「根據上述資料」，但因沒有註

明是指哪篇文章，因此學生在作答時是隨意挑一篇文本的內容進行作答，而不是

統整所有的文本內容進行作答，因此將敘述更改為「根據上述四篇資料」，明確

說明作答時應參照的文本。 

在後測的部分，作答區與前測有一樣的問題，故也進行修正。另外在題目的

呈現上，第五題由於題目只要求學生寫出歷史人物的心理感受，因此學生也只寫

出感受的部分，卻沒有說明歷史人物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故在真正後測試題

的部份特別插入「為什麼？」的字眼，並在試題尾端特別提醒學生要根據資料提

出相關證據。關於前測與後測試題的最後修訂版可以參照附錄。 

透過預試的確可以了解學生對於試題的反應以進行修正，但試題能否真正測

得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則需檢驗試題的效度。在本研究中主要是透過專家效度進

行檢驗。本研究邀請 2 位現任專家教師針對試題與歷史思維能力指標的對應性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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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核，檢核結果為前、後測試題與歷史思維能力指標完全相互對應。當確定好

試題後，接下所關心的就是如何評分，尤其是簡答題的部分，以下將針對這個部

分進行詳細說明。 

 

三、評分標準 

在批閱試卷時，為增加評分者信度，將提供歷史思維能力的評分標準，給閱

卷者參考。在評分方式上，選擇題答對獲得 1 分，答錯則得 0 分；簡答題的部分

則是參考 Dewey（1933）、楊淑晴和黃麗蓉（2011）、吳翎君（2004）、劉慶忠（2007）、

陳妍岐（2012）等文獻後，制訂 0-5 的評分標準，評分參照表如下（表 3-4-3）： 

 

表 3-4-3 歷史思維評分標準 

分數 評分標準 

0 空白、答非所問。 

1 

學生回答的證據、解釋或看法與試題所提供的資料和歷史脈絡無關，而

是藉由過去所學的經驗或日常生活經驗進行作答。 

2 

學生能於試題所提供的歷史情境中闡述自身觀點和想法，但卻沒有舉出

相關例證作為支持或是無法綜合各篇資料進行作答。 

3 

學生能從文本中，提出至少一個面向的角度進行說明和解釋，並舉出與

此解釋相關的例證。 

4 

學生能從文本中，提出兩個面向以上的角度進行說明和解釋，並舉出與

其解釋相關的例證。 

5 

學生除了能提出兩個面向以上的證據和解釋外，還能將其所提出的面向

進行統整，形成完整的歷史脈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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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只依照歷史思維評分標準進行評分，則無法一體適用於所有的簡答題，

因此在與專家教師討論後，依據試題所對應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編製相關的評分

標準，而簡答題共有 3題，分別對應「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

「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和「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3 項歷史

思維具體目標，請參照表 3-4-4、3-4-5、3-4-6。 

在評分者信度方面，本研究共找了 2 位現任高中歷史科教師，再加上研究者

共有 3 位評分者，以降低評分誤差。3 位評分者同時批閱前、後測共 77 份試卷，

並根據評分結果進行肯德爾和諧係數（Kendall's W）分析，以求取評分者之間的

信度。由於前、後測的簡答題共包含 3 個能力指標，並依據 3 個指標的評分標準

進行評分，因此本研究將分別分析 3 項評分標準的評分者信度，以下將分別進行

說明：（一）依據「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此歷史思維具體

目標的評分標準，進行評分的評分者信度為.724，p=.000<.05。（二）依據「能運

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此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評分標準，進行評分的評分者信度

為.729，p=.000<.05。（三）依據「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此歷史思

維具體目標的評分標準，進行評分的評分者信度為.693，p=.000<.05。若將加總

三題簡答題分數後進行分析，評分者信度為.709，p=.000<.05。從上述三者的能

力指標的評分者信度，可以了解評分者間具有相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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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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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 評量內容 舉例 

0 空白、答非所問。 空白。 

1 

1. 學生在判斷史家的觀點時，其

證據、解釋或看法與試題所提

供的資料和歷史脈絡無關，而

是藉由過去所學的經驗或日常

生活經驗進行作答。 

2. 只舉出或摘述試題中所陳述的

具體證據，但無任何的解釋和

說明。 

3. 將題目的問題轉成肯定句。 

不支持，文中並未說明蔣中正知道此事（測

EPOTS01）。 

2 

學生能對史家的觀點闡述自身

的觀點和想法，但卻沒有舉出相關

例證作為支持且也無法綜合各篇資

料進行作答。 

支持，因為蔣介石試著派人暗殺汪精衛，

塑造著汪精衛為叛國者而自己為愛國者的形

象，若是表明了對日妥協的意願，則自身的愛

國者形象則會不保（測 EPOTS25）。 

3 

學生能針對史家的觀點從資料

所提供的面向中（政治、社會、文

化等面相向），提出其中一個面向進

行說明和解釋，並舉出與此解釋相

關的例證。 

支持，因為從資料四第一行得知，武漢淪

陷後，汪精衛認為蔣中正奪走他作為孫中山接

班人的位置，為了推翻蔣中正，不惜與日本連

手，所以蔣介石其實有部分責任的 （ 測

EPOT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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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評分標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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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 評量內容 舉例 

4 

學生能針對史家的觀點從資料

所提供的面向中（政治、社會、文

化等面相向），提出兩個以上的具體

面向進行說明和解釋，並舉出與其

解釋相關的例證。 

不。陳瑞雲只單從蔣介石的立場看汪精衛

所做的事，而沒想到汪精衛的理由其實只是不

想中國人民受戰爭破壞，和平相處，一起變好，

能使經濟進步（資料二），汪精衛只是沒想到日

本人的野心勃勃，才誤入陷阱幫助日本人成立

傀儡政府，所以我們也不能說他錯，因為人有

失蹄（失手），馬有失手（失蹄），吃芝麻（燒

餅）怎麼不掉燒餅（芝麻）嘛（測 EPOTS32）。 

5 

學生除了能提出兩個以上的具

體面向的證據和解釋外，還能將其

所提出的面向進行統整，形成完整

的歷史脈絡。 

中日戰爭發生前，國民政府已知中日雙方

武力懸殊，因此不會想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

但在強烈的國族意識下，與日本妥協等同被視

為漢奸，故只能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方式對

抗日本。 

另外，汪精衛則認為與日本開戰恐使人民

死傷慘重，且中國的共產勢力也可能因此壯

大，因此希望能與日本共同合作，一方面使中

國免於戰火的波擊，一方面可以與他國聯手共

同打擊共產黨，並使國家經濟上升，但在此過

程中，汪精衛也有私心，欲藉由日本的力量來

取代蔣中正，因此蔣中正更視其為敵人。整體

看來，汪精衛可以說是愛國主義者，但從個人

私益來看，其又可被視為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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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歷史思維能力指標（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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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 評量內容 舉例 

0 空白、答非所問。 空白。 

1 

1. 學生回答的內容與試題所提供

的資料和歷史脈絡無關，而是

藉由過去所學的經驗或日常生

活經驗進行作答。 

2. 抄寫資料中所陳述的具體事

實，且無任何歸納的跡象。 

3. 只出現簡短和模糊的詞彙，且

沒有任何的解釋和說明。 

他的心很累（測 EPOTS07）。 

2 

學生能從資料所提供的面向中

（政治、社會、文化等面相向），提

出其中一個面向進行假設，並提出

相關例證，但針對此面向僅從正面

或反面觀點進行論述，觀點單一。 

勢力，想要得到權力，認為蔣介石篡奪，

他作為孫中山的接班人，想要推翻蔣介石（測

EPOTS30）。 

3 

學生能從資料所提供的面向中

（政治、社會、文化等面相向），提

出至少兩個面向進行假設，並提出

相關例證，但針對這些面向僅從正

面或反面觀點進行論述，觀點單

一。 

自己是個促進兩國和平的偉人（資料三），

自己為孫中山的接班人，需要自立政府，防止

共產主義的擴張，兩國武力懸殊，所以要避免

兩國衝突（測 EPOT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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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歷史思維能力指標（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評分標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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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 評量內容 舉例 

4 

學生能從資料所提供的面向中

（政治、社會、文化等面相向），提

出至少兩個面向進行假設，並提出

相關例證，且能從正面或反面觀點

進行論述。 

疲累，對蔣中正絕望，因為一面想獲得政

治利益，另一面又想防止中國赤化，在兩個之

間周旋，身心皆疲累。一直提議將共產黨掃除，

並希望可以先解救在日本手中水深火熱的國

民，反而引來殺身之禍，忿而轉向日本，去幫

助在那的中國人民（測 EPOTS15）。 

5 

學生能將試題中的四篇文章加

以統整，並闡述出完整的歷史脈

絡，同時亦能提出史料證據支持自

己的假設。 

汪精衛的心情應相當無奈。雖然汪與日本

合作的動機有一部分可能是為了個人的政治利

益（資料二），但也不可否認其也隱含著救國救

民的決心，降低日本對中國的傷害並防止共產

勢力擴張（資料三、資料四）。 

然而在這樣的作為之下，卻直接被蔣中正

指為漢奸，且也因汪本身主和，使其許多想法

皆直接被蔣否定。然而就資料一所呈現的軍事

落差，主和真的不是好方法嗎？因此汪精衛應

是感到許多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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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歷史思維能力指標（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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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 評量內容 舉例 

0 空白、答非所問。 空白。 

1 

1. 學生回答的內容與試題所提供

的資料和歷史脈絡無關，而是

藉由過去所學的經驗或日常生

活經驗進行作答。 

2. 學生的答案相當含糊，無法清

楚說明自己的觀點。 

合理，為了個人利益，只要是人類就會不

計代價以提升自我利益（測 EPOTS07）。 

2 

學生能單一面向或觀點，有邏輯地

敘述自己的看法。 

愚蠢至極，日本人不可能輕易放開嘴邊的

肉，和日本合作是把外敵引進自己家門，為害

自己國家安全（測 EPOTS27）。 

3 

學生能以多元的面向或觀點，有邏

輯地敘述自己的看法。 

「與日本合作」，本身並不是件壞事，但就

各國之私心，極有可能就會使其的本意破壞

掉，故所有的合作應以人民為出發點，而不是

一味地佔有、侵略（雖其名為合作）（測

EPOTS10）。 

4 

學生能敘述當時代的歷史背景，並

神入歷史，考量多元面向的歷史情

境，以敘述自己的看法。 

以當時國情，和平談判實為上策，但由於

日方此次戰爭的目標不同於常規戰爭以賠償金

為目的，是要侵略中方，因此在此情形下，中

方必須全面反擊，外交談判應作為輔助而非主

力，反則在實力較差下，日方沒有遵循條約之

理由，在外交上也會處於弱勢，並使日方短期

結束戰事，為下一次侵華做準備，到時中方將

失去對抗的能力（測 EPOTS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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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6 歷史思維能力指標（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評分標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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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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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數 評量內容 舉例 

5 

學生能敘述當時代的歷史背景和歷

史脈絡，並神入歷史，以論述多元

面向的反應，且能與文本外的知識

相互結合。 

我認為他做的很好，如果今天他只是因日

本較有錢而去，那他是個懦夫，但，在我看來，

他不是為了錢，是為了尊嚴，付出的努力、時

間，得到的卻只是自己的意見沒人想聽，誰都

會不爽，而且綜觀大局，蘇聯就在旁虎視眈眈，

國民和日軍打起來勢必是日的武器有絕對優

勢，若吃了敗仗，蘇聯又攻，這是一定完蛋的，

不如就投靠日吧！保護受日佔領的中華土地的

人民，相對中國，被蘇聯併吞的機率也較小，

更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誰會不去？（測

EPOTS15） 

 

貳、歷史學習態度量表 

基本上本研究的歷史學習態度量表是採用陳妍岐（2012）所設計的歷史學習

態度量表，此篇量表原本的施測對象是國中八年級的學生，因此會進行部分的微

調，以符合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的能力。 

 

一、評量說明 

量表中是採李克特式四點量表進行評分，分成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同意、

非常同意，如為正向題則依序為 1 至 4 分，反向題則相反。總分分數越高代表歷

史學習態度越積極，越低則越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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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7 歷史學習態度量表之分量表與對應題號 

分量表 正向題題號 負向題題號 共計題數 

學習歷史的興趣 1、11、13、19、32 3、15、20 8 

學習歷史的信心 2、10、16、25 6、18、24、28 8 

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 4、8、17、21、26 9、22、27、31 9 

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 5、7、14、23、29、30 12、33、34 9 

學習歷史的概念 37 35、36、38、39 5 

資料來源：陳妍岐（2012）。以多文本閱讀討論提升國中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之實

驗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頁 8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台

北市。 

 

参、其他輔助工具 

 

一、個人圖像化思考單 

只有在實驗組使用，對照組則無。使用個人圖像化思考單的目的，除了在幫

助學生思考文章內容，亦可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若遇到小組討論，為了討論方

便，會另發一張 A3 白紙或海報紙作為「小組討論單」，紀錄討論內容。本研究

將針對圖像化思考單內容進行質性分析。 

 

二、統整課程學習單 

只有在實驗組使用，對照組則無。此學習單主要在幫助學生進行統整課程時，

能聚焦討論的重點和關鍵，亦可了解學生學習的情形。本研究將針對統整課程學

習單的內容進行質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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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回饋問卷 

當實驗課程結束之後，會對實驗組的全體學生發問卷，了解學生對於此實驗

課程教學的看法和心得。本研究也會將此問卷的內容進行質性分析。 

 

四、訪談紀錄 

為了解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中選擇題的作答理由，因此挑選 3 位實驗組

的學生進行訪談。挑選條件為測驗總分 9 分以上，但該題選擇題答錯的學生。在

進行訪談的過程中，會先將歷史思維能力測驗試卷發回，此試卷上無任何批改紀

錄，因此學生也不清楚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確。透過此方式一來是讓學生有心理準

備，有時間思考當初選答的原因；二來是避免預期心理，讓學生在不知道正確答

案的情形下，如實的回答選答理由。在訪談問題的設計上，主要以半結構性的方

式進行設計，直接向學生詢問選答的理由。在訪談時間方面，1 位學生約訪談 10

分鐘，共計 30 分鐘。 

 

第五節 教學規畫 

壹、課程規劃 

本課程規畫以每週一節課，一個單元約進行 0.5~1.5 節課，共計六週完成教

學內容。雖然對照組並無統整課程，但會增加單元活動中的小組討論時間來取代

統整課程時間，使兩組的整體授課時間一致。同時透過這些課程，了解能否增加

學生歷史思維能力，請參閱表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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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課程規畫表 

週次 教學主題－「革命」 

一 前測 

週次 單元名稱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採用文本 實驗組教材 對照組教材 

二 

單 元 一 ：

什 麼 是 革

命？ 

� 時序觀念 

� 推論和判斷歸納

的結論 

文本一：貨幣革命 

文本二：工業革命 

文本三：甘地不合作運動 

文本四：漢朝建立 

文本五：立憲運動 

文本六：戴克里先的政策 

� 個 人 圖 像

化思考單 

� 小 組 討 論

單 

� 傳統式學習

單 

� 小組討論單 

三 

單 元 二 ：

革 命 的 前

因後果 

� 了解歷史資料間

的因果關係 

文本一：漢朝的建立 

文本二：辛亥革命 

文本三；思想與革命 

文本四：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文本五：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

時期 

文本六：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 個 人 圖 像

化思考單 

� 小 組 討 論

單 

� 傳統式學習

單 

� 小組討論單 

四 
統 整 活 動

（一） 

� 了解歷史資料間

的因果關係 

� 應用邏輯原則解

釋何以如此做結

論 

文本一：戴克里先的政策 

文本二：辛亥革命 

文本三：思想與革命 

文本四：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文本五：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

時期 

文本六：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 統 整 課 程

學習單 

� 小 組 討 論

單 

� 傳統式學習

單 

小組討論單 

五 

單 元 三 ：

革 命 背 後

的價值 

� 推論和判斷歸納

的結論 

� 了解歷史資料間

的因果關係 

� 應用邏輯原則解

釋何以如此做結

論 

文本一：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

時期 

文本二：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文本三：一次世界大戰 

文本四：二次世界大戰 

文本五：美國獨立革命 

� 個 人 圖 像

化思考單 

� 小 組 討 論

單 

� 傳統式學習

單 

� 小組討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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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課程規畫表（續） 

週次 單元名稱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採用文本 實驗組教材 對照組教材 

六 

單 元 四 ：

改 革 V.S.

革命 

� 推論和判斷歸納

的結論 

� 推論和判斷演繹

的結論 

� 應用邏輯原則解

釋何以如此做結

論 

文本一：白話文運動 

文本二：廢除漢文 

文本三：美國獨立革命 

文本四：立憲運動 

� 個 人 圖 像

化思考單 

� 傳統式學習

單 

� 小組討論單 

七 
統 整 活 動

（二） 

� 了解歷史資料間

的因果關係 

� 運用歷史資料形

成假設 

� 應用邏輯原則解

釋何以如此做結

論 

文本一：剝削黑奴權益 

文本二：台灣移工問題 

� 統 整 課 程

學習單 

� 小 組 討 論

單 

� 傳統式學習

單 

� 小組討論單 

八 後測 

 

貳、教學流程 

在本研究的課程設計方面，共分成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組學生，因此以下將

分別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學生的教學規劃進行說明。 

 

一、實驗組教學流程 

實驗組在教學規劃上共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單元活動，學生必須於

課堂中，透讀圖像化思考單進行學習。第二個部分為統整活動，讓學生於課堂中，

透過小組活動、個人省思等方式幫助學生從事實層面的知識，拉高至概念性層次。

以下分別針對圖像化思考單的學習與課程統整兩個部分的教學流程進行說明。 

 

（一）圖像化思考單的學習 

圖像化思考單所涵蓋的單元共有 4 個，每個單元 1~1.5 節課，每 1 節課 50

分鐘。為了在有限的時間內，使學生能夠快速進入學習狀態，因此在課程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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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要求每位學生試著去回憶與本單元中有關的先備知識。喚起學生的先備知

識，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先備知識去同化未知的知識。除此之外，其也扮演著文

本間的橋梁，使文本與文本間產生關係。 

雖然本研究假設學生是有能力閱讀單文本的，但為了確認學生是否真的具有

此能力，故會藉由圖像化組織做為鷹架，讓學生快速掌握單一文本的重點。當學

生完成後，即開始要求學生利用 I-Chart 和相關圖像化組織進行多文本的文析，

讓學生了解文本間的關係。當學生將文本間的資訊都列出來後，進而透過提問的

方式，讓學生將文本間的資訊相互統整，並產出自己的想法。當圖像化思考單完

成之後，學生必須反思此次的課程內容，讓學生了解自身的學習情形。 

 

（二）統整活動 

統整活動共有 2 次，每兩個單元結束後，就會有 1 次的統整課程。在進行統

整課程的過程中，會使用學習單幫助學生釐清單元中的重要概念，並將這些概念

進行統整以提升學生的思考層次。  

在使用此學習單的過程中，學生有時是個別學習，有時則是小組討論和全班

性的討論，會依據學習的需求而有不同的活動，例如，要求學生從事實中歸納出

上層的概念，就會先採用個別學習，再進行小組討論。讓學生先進行思考後，從

中了解自己不清楚的地方，再藉由同儕作為鷹架，進行學習。而如果是開方式或

是價值觀上的問題時，則會採用小組或全班的模式進行討論。在課程的最後，學

生必須統整此次的課程內容，以反思自身的學習情形。 

 

二、對照組教學流程 

對照組在文本的選材上與實驗組是相同的，並不會因對照組缺少統整活動課

程而就將該活動的文本刪除，相反地在對照組則是將此部份的文本移往其他單元

讓學生閱讀。例如：在實驗組統整活動（二）所放的文本，在對照組則是放入單

元四。在教學規畫方面，對照組主要是由四個單元的教學活動所組成，但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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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的統整活動課程。因此對照組在時間規劃方面，每個單元的教學時數相對

於對照組會有所增加，平均每個單元約 1.5 節課。增加的時間主要是用於一般傳

統的討論活動，將討論活動的時間增加。 

整體而言，對照組在進行教學時，教師為了控管時間，會向學生說明每個學

習任務應在多少時間內完成。除此之外，教師則沒有其他指導語，而是讓學生根

據學習單的指示進行閱讀，回答傳統學習單的問題，並進行小組討論和分享，最

後教師再針對課程進行總結。 

 

第六節 資料編碼與分析方式 

本研究利用自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歷史學習態度量表」、「圖像化思考

單」、「統整課程學習單」、「活動回饋問卷」和「訪談記錄」等工具蒐集資料，並

利用以下方式進行資料處理。 

 

壹、量化資料 

 

一、描述性統計 

以平均數、標準差來了解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和「歷史

學習態度量表」前測與後測得分的結果。 

 

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以「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和「歷史學習態度量表」的前測分數作為共變數，

再與「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和「歷史學習態度量表」的後測分數進行同質性檢定

與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以了解實驗組和對照組在後測成績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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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對樣本 t 檢定 

以實驗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前測和後測分數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了解

實驗組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後相對於教學介入前是否有顯著差異。 

 

貳、質性資料 

質性資料包括「個人圖像化思考單」、「統整課程學習單」、「活動回饋問卷」

以及「訪談記錄」來探討實驗組學生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中的學習歷程。以下將

分別針對各個評量工具說明如何進行質性分析。 

 

一、「圖像化思考單」與「統整課程學習單」的質性分析方式 

由於圖像化思考單主要是由多文本、課前活動、課堂活動以及反思與回饋所

組成，因此在進行質性分析的過程中，會先針對多文的內容和選該篇文本的原因

進行說明。接著在課前活動和課堂活動的部分，為了幫助學生可以在指導語的引

導下完成學習任務，並進行自我檢核，因此將答案附在圖像化思考單旁邊供學生

參考。通常只有在課堂活動中最後一個部份是沒有附答案的，以了解學生的學習

情形，因此會針對此部分的圖像化組織或開放式問題進行質性分析。最後在反思

與回饋的部分，共分成「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以及「上完此堂課的心得和感想」

兩個部分，並針對學生的反應進行分析。在統整課程學習單的部分，由於設計結

構與圖像化思考單相當類似，因此會以相同的方式進行分析。 

 

二、活動回饋問卷 

活動回饋問卷會在所有課程皆實施完畢後進行，了解學生對於本課程的看法。

由於活動回饋問卷共分成五個部分，分別為「整體課程的各項評分」、「單元文本

的喜好程度」、「對於本課程的評價」、「此課程需改進的地方」和「整體課程的意

見與心得」。在「整體課程的各項評分」、「單元文本的喜好程度」和「對於本課

程的評價」中，會讓學生進行評分，此部分會以描述性統計的方式呈現，了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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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另外，「單元文本的喜好程度」、「此課程需改進的地方」

和「整體課程的意見與心得」則是由學生進行文字書寫，故會針對學生所寫的內

容進行質性分析，了解學生對於文本的看法以及對於整套課程的建議與想法。 

 

三、訪談記錄 

訪談的目的是為了了解實驗組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中選擇題的選答理

由。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會直接向受訪者進行提問，了解選該選項的理由。

藉由受訪者的看法了解學生答錯的原因。 

 

参、資料建立與編碼 

本研究需要進行質性分析的資料分別為「實驗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個人

圖像化思考單」、「實驗組小組討論單」、「統整課程學習單」、「活動回饋問卷」和

「訪談記錄」，其中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又分成前測和後測。為了將蒐集到的質性

資料分別編碼建檔，以便研究者整理與分析，故編製了 3-6-1 編碼對照表。同時

為了保護學生的個人隱私，因此在編碼方面會以亂數的方式進行編號。 

 

表 3-6-1 資料編碼對照表 

代號 說明 

測 EPRTS01 實驗組編號 1 號的學生，在歷史思維測驗前測的填答內容 

測 EPOTS01 實驗組編號 1 號的學生，在歷史思維測驗後測的填答內容 

閱 S01-單元一 編號 1 號的學生，在圖像化思考單填答的內容 

閱 G01-單元一 實驗組編號第 1 組的學生，在小組討論單的填答內容 

統 S01-統整一 編號 1 號的學生，在統整課程學習單填答的內容 

統 G01-統整一 
實驗組編號第 1 組的學生，在統整課程小組討論單中的填答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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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資料編碼對照表（續） 

代號 說明 

饋 ES01 實驗組的 1 號學生，填寫活動回饋問卷的內容 

訪 S01 實驗組的 1 號學生，接受訪談的內容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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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全章共分三節，前兩節分別以量化資料呈現圖像化思考單教學課程對高中學

生在「歷史思維」和「歷史學習態度」上的實驗結果。第三節則是呈現實驗組學

生對於課程的回饋意見分析。 

 

第一節 圖像化思考單對高中生在「歷史思維」上的實驗結果 

為了解本研究的實驗歷程對兩組學生在歷史思維的影響以及對實驗組本身

的影響，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壹、實驗教學介入對實驗組和對照組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的影響 

為了解實驗教學介入後，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歷史思維能力的影響，本研究會

採量化和質性的方式進行分析。在量化方面，則會採用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了解

實驗組在實驗教學介入後相對於對照組是否有顯著差異。在質性分析方面，則會

針對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作答情形進行說明，以下將分別詳述。 

 

一、針對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為了解實驗教學介入對實驗組和對照組在歷史思維能力上的影響，首先研究

者分別對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學生的前後測分數進行描述統計，並針對歷史思維

能力測驗中所包含的六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進行皮爾森（Pearson）相關檢定，

以了解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間的相關性。接著再以前測分數作為共變數，進行單因

子共變數分析（ANCOVA）回應實驗假設 1。最後針對實驗組學生前後測填答的

內容進行分析，了解學生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後改變的情況。 

表 4-1-1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各具體目標上的前、後

測平均數和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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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前、後測描述統計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n=38) 對照組(n=39)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前測 

M(SD) 

後測 

M(SD) 

前測 

M(SD) 

後測 

M(SD) 

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 

（總分 1 分） 
0.29(0.46) 0.34(0.48) 0.31(0.47) 0.38(0.49) 

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 

（總分 1 分） 
0.55(0.50) 0.71(0.46) 0.67(0.48) 0.72(0.46)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 

（總分 1 分） 
0.68(0.47) 0.53(0.51) 0.62(0.49) 0.64(0.49) 

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 

（總分 5 分） 
1.54(0.47) 2.27(0.70) 1.60(0.40) 1.80(0.75) 

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 

（總分 5 分） 
2.18(0.76) 2.32(0.56) 2.37(0.60) 2.13(0.74) 

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 

（總分 5 分） 
2.11(0.81) 2.96(0.93) 2.21(0.56) 2.65(0.76) 

歷史思維 

（總分 18 分） 
7.34(1.80) 9.13(1.75) 7.77(1.47) 8.32(1.67) 

 

接著針對歷史思維能力測驗中所包含的六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進行皮爾森

相關檢定，了解六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關連性為何，以判斷是否需針對歷史思

維能力測驗中所包含的六項能力分別進行分析。表 4-1-2 為各項歷史思維具體目

標間皮爾森相關檢定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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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各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間皮爾森相關檢定摘要表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r(p) 1 2 3 4 5 6 

1.能了解歷史資料之

間的因果關係 
－      

2.推論和判斷歸納的

結論 
-.274(.097) －     

3.能指認出歷史敘述

所討論的中心議題 
.129(.441) -.024(.884) －    

4.尋找歷史證據以評

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

論 

.118(.481) -.056(.738) -.085(.612) －   

5.能運用歷史資料形

成假設 
.023(.892) .153(.358) -.283(.085) .295(.073) － . 

6.應用邏輯原則解釋

何以如此做結論 
-.095(.572) -.024(.885) -.306(.062) .355(.029)* .538(.000)* － 

*p<.05 

 

從表 4-1-2 中，可以發現大多數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皮爾森相關係數落在正

負 0.3 之間，屬於低度相關。只有「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與「能

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r<-0.3）、「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

主要爭論」（r>0.3）、「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r>0.3）屬於中度相關。由於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間的關係皆為中、低相關，表示本研究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所

包含的六項能力相對而言，是較相互獨立的，因此接下來在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

析時，則針對此測驗中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逐一進行分析，了解每一歷史思維具

體目標在本實驗教學後的影響。 

當對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間的關連性有所了解後，接下來將以歷史思維前測為

共變量，組別為自變項，歷史思維後測分數為依變量，進行單因子共變量分析。

然而在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前，林清山（1992）指出應先針對前測進行「組內

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若 p≧.05，表示符合同質性假定，才能進行共變數分析。

若 p＜.05，表示組別間有明顯差異，應先調整各組平均數再進行分析。關於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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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具體目標前測同質性檢定請參照表 4-1-3。 

 

表 4-1-3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歷史思維能力」前測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之組內

同質性迴歸係數考驗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

果關係 .006 1 .006 .030 .864 

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 .250 1 .250 1.039 .311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

的中心議題 
.091 1 .091 .392 .533 

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

學家的主要爭論 
.079 1 .079 .410 .524 

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 .731 1 .731 1.516 .222 

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

此做結論 
.227 1 .227 .471 .495 

歷史思維總分 3.537 1 3.537 1.314 .255 

 

從表 4-1-3 中，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前測「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

（F(1,75)=.030）、「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F(1,75)=1.039）、「能指認出歷史敘

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F(1,75)=.392）、「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

論」（F(1,75)=.410）、「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F(1,75)=1.516）、「應用邏輯

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F(1,75)=.471）以及歷史思維測驗前測總分

（F(1,75)=1.314）皆無顯著差異（ps≧.05）。表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前測中的歷

史思維具體目標皆具有同質性，故能繼續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關於單因子共

變數分析請參閱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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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後測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

的因果關係 

組間 .039 1 .039 .167 .684 

誤差 17.433 74 .236   

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

論 

組間 .006 1 .006 .027 .869 

誤差 15.574 74 .210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

討論的中心議題 

組間 .251 1 .251 1.006 .319 

誤差 18.448 74 .249   

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

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 

組間 4.519 1 4.519 8.716 .004* 

誤差 38.368 74 .518   

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

假設 

組間 .525 1 .525 1.219 .273 

誤差 31.867 74 .431   

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

以如此做結論 

組間 2.230 1 2.230 3.208 .077 

誤差 51.439 74 .695   

歷史思維總分 

組間 12.016 1 12.016 4.061 .048* 

誤差 218.962 74 2.959   

*p<.05 

 

根據表 4-1-4，在經過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後，「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的總分

（F(1,74)=4.061）具有顯著差異（p＜.05），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1「經過實驗

教學後，『實驗組』的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的後測分數會顯著高於『對照組』」。

然而由於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中，其所包含的六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皆具有一定

的獨立性，因此研究者欲了解在經過實驗教學後，對於各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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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以下將分別針對各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進行說明。 

在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中，只有「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

（F(1,74)=8.716）具有顯著差異（p＜.05)。其他歷史思維具體目標「能了解歷史

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F(1,74)=.167）、「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F(1,74)=.027）、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F(1,74)=1.006）、「能運用歷史資料形

成假設」（F(1,74)=1.219）、「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F(1,74)=3.208）

則皆無顯著差異（ps≧.05)。 

整體而言只有「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總分和此測驗中所包含的歷史思維具體

目標「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有達到顯著標準（ps<.05）。

然而究竟為何只有「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單項歷史思維具

體目標具有顯著差異，就能使整體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總分也跟著有顯著差異，則

會於本節第貳部分一同進行探討。本研究除了藉由量化的方式了解學生在圖像化

思考單教學介入後的情形，亦會透過質性分析的方式，了解學生的作答狀況。 

 

二、針對實驗組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中的作答情形進行質性分析 

在歷史思維能力測驗中，共包含「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

和判斷歸納的結論」、「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尋找歷史證據以

評估歷史學家主要的爭論」、「能應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和「應用邏輯原則何以

如此做結論」六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經過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後，只有「尋找歷

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主要的爭論」單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有顯著差異，為了瞭

解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因此接下來將分別分析實驗組學生的作答情形。其中由

於「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和「能指認出

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三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題型為選擇題，為了解學

生選答的理由，因此會挑選該題答錯但簡答題分數較高的學生進行訪談，訪談對

象共有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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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驗介入對「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的影響 

實驗組在選答的過程中，只有 34%的學生選擇正確選項(C)。這可能是因為

在課堂中，沒有特別訓練學生分析歷史背景與人物間的互動關係有關。由於題目

是問「汪精衛投日的原因」，但卻有高達 47%的學生是選(E)選項。其中在(E)選

項中，關於「使日本在中國勢力擴大」的次選項，受訪的學生之所以會選此次選

項，是因為其認為「由於汪精衛想要找一個新勢力，以使自己的勢力可以壯大」

（訪 S02），故認為汪精衛幫助日本，對鞏固自身權力是有利的。 

從因果關係的角度來看，「使日本在中國勢力擴大」的次選項是汪精衛投日

的結果。由於汪投日後，使日本有機會在中國成立傀儡政府，以擴張日本在中國

的勢力。 

同時從汪精衛本身的角度來思考，讓日本在中國的勢力擴大，這並非汪投日

的原因，畢竟從測驗中所提供的其他文本中可以判斷出汪可能有爭奪中國領導人

的野心，但同時亦為中國所著想，在這樣的情形下，汪又怎麼會允許日本在中國

擴大勢力範圍，使可能成為自己勢力的地區成為日本的囊中物呢？ 

因此藉由上述的論述，可以推測學生在以選擇題的方式來判斷事件的因果關

係時仍有倒果為因的現象。不過研究者亦認為學生會出現此現象不一定是不會區

分因果關係，也有可能與題目的標示不清有關。由於學生在回答選擇題時，通常

會直接將文本中有提到的內容視為正確選項，因此若於題目中將「原因」二字標

為粗體，應能使學生特別注意選擇的條件，以避免錯誤發生。 

 

（二）實驗介入對「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的影響 

實驗組在選答的過程中，雖有 71％的學生選擇正確選項(B)，但卻有高達 24%

的學生選(D)選項。從此題中可以看出學生是有能力進行文本的歸納和推論的，

但是在推論的部分，有些同學則會過度推論，也就是說其推論的結果超出文本所

給的資訊，文本無法支持其推論。選(D)選項「從民族情感來看，因為汪精衛主

和，不願與日本開戰」的同學即有上述的情形，例如受訪的學生認為「由於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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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詞即與民族情感有關，因此答案應為(D)選項」（訪 S01）。從學生的反應中，

可以了解有部分學生認為汪精衛被稱為「漢奸」與民族情感有關，但此推論無法

直接從測驗中的文本資訊進行判斷。然而相反地讀者卻可以藉由文本中他人對汪

的敘述，了解汪對於領導者的位子是有野心的，因此反對汪的人，即以主和投日

的名義，稱汪為漢奸。 

 

（三）實驗介入對「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的影響 

實驗組在選答的過程中，有 53%的學生選擇正確選項(A)，但卻有高達 39%

選(B)選項「汪精衛對於中國的影響」。學生指所有選擇(B)選項，是因為學生認

為「四篇文本皆是各自在敘述事情而已，沒有評價的部分」（訪 S03）。表示部分

學生可能無法綜合多文本內容，並從中歸納出多文本的主題，仍停留於單文本間

的資訊處理。 

 

（四）實驗介入對「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的影響 

根據表 4-1-4，此項具體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實驗組在後測成績上相對於對

照組具有顯著差異（p<.05），這是相當令人振奮的。從前測到後測的過程中，可

以發現學生在歷史證據方面的使用是有所進步的。在前測的回答中，大多數的學

生雖然都很有自己的看法，但由於所引用的證據資料大多是學生自身的生活經驗，

如：「像（傳統中國）原本是一夫多妻制，可這對女性來說是不公平的，五四運

動改變了這個思想，也造就了現在的一夫一妻制」（EPRTS14）。除了學生的生活

經驗外，也常出現跨越歷史時代的例子，因此易出現以古論今或以今論古的情形，

如：「過去日本鎖國政策即為封閉式思想，最終結果並未佳，因此新文化運動是

有必要的」（EPRTS10）和「因為在五四運動後，中國人進入黃金十年，雖不至

於超英趕美，但也進步了很多」（EPRTS19）。 

然而在前測中，學生除了在應用證據方面有上述的問題外，在證據的解釋上，

雖然知道可以用文本中的哪些句子作為證據來回答問題，但卻不清楚該如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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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因此許多學生直接將文本的原文進行抄寫，但卻沒有任何自身的看法，如：

「胡適說：『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批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和輸入

學理。新思潮的唯一的目地是什麼？是再造文明。』」（EPRTS30、EPRTS04）。 

然而在後測中，學生開始能以文本中的資訊和相同時空背景的事物作為證據

來評論史家的觀點，且這些證據只是作為輔助自身觀點的證據，而非作答的主要

內容，如：「以資料二、三可得知汪精衛與日本合作的原因可能有包含利於中國

的條件，但除了這些之外，汪精衛肯定有私心，難保其目的或行動，故蔣中正不

替汪辯護也是，而使其冠上賣國者也是人之常情。」（EPOTS10）。因此相對於前

測學生是有進步的，但在評論的觀點上，大多數的學生仍以單一面向來看待事情，

如：「因為汪精衛只是為了自己的政治權力而降日，蔣介石卻是為了所有中國的

人民」（EPOTS05），大多數的學生認為蔣介石是愛國主義者，汪精衛則為賣國賊。

然而以多面向角度進行分析的學生並不多，以下將進行舉例，如「陳瑞雲只單從

蔣介石的立場來看汪精衛所做的事，而沒有想到汪精衛的理由其實只是不想中國

人民受戰火破壞，和平相處，一起變好，能使經濟進步（資料二），汪精衛只是

沒想到日本人的野心勃勃，才誤入陷阱幫助日本人成立傀儡政府，所以其實我們

也不能說他錯，因為人有失蹄（失手），馬有失手（失蹄）...」（EPOTS32），則

為少數能給與歷史人物較客觀且不同面向的評論。 

不過學生會以較單一的觀點來看待汪精衛這位歷史人物，可能與學生的價值

觀有關。雖然從多文本的敘述中，汪精衛投日的動機同時夾雜了公益與私益，但

是當學生看到汪是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投日，大多就認為汪是賣國賊，如：「汪精

衛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與日本合作，藉機葬送了南京主權」（EPOTS15）。 

綜上所述，學生在「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的能力是有

所進步的，能善用歷史證據來支持自身的論點，但在歷史人物的評論方面，則仍

然停留於非黑即白的階段，較無法以多面向的角度來評價歷史人物。 

然而學生之所以在此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中有顯著進步，能以該歷史時代為背

景，並藉由分析文本中的資訊進行作答，主要與本課程所設計的圖像化組織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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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課程中，針對每個歷史事件皆透過圖像化組織，引導學生分析事件的來龍去

脈。分析完事件後，再以這些歷史事件為主體提出相關問題，讓學生進行思考。

透過此訓練，讓學生了解回答問題時，並非隨意跟著過去的生活經驗進行回答，

而是需依據文本中所提供的資訊，並以該事件的歷史脈絡為背景進行思考和作

答。 

 

（五）實驗介入對「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的影響 

根據表 4-1-4，此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在實驗組的後測成績上相對於對照組

並無顯著差異（p≧.05）。以下將分析學生的作答情形，並藉由質性分析的方式

了解學生經過實驗課程後的變化。 

學生在前測的作答反應中，雖然相當有自己的看法，且能猜測出當時白話文

運動的社會局勢，但是由於缺乏證據來支持自己的假設，因此常流於學生主觀的

看法，無法使評分者採性其觀點的真實性，如：「戰亂頻繁，軍閥爭權，群龍無

首，內部意見分歧，社會動盪不安」（EPRTS02）。 

然而沒有引用證據來支持其假設的問題到後測也仍然存在，如：「汪精衛應

該很糾結，因為他知道跟日本打沒有勝算，且會使中國共產勢力增加，所以只好

與日本合作」（EPOTS35），從此學生的作答中，可以了解學生有能力對於汪精衛

與日本合作的內心想法進行推測，但仍然缺乏證據。學生之所以在作答的過程中，

只有說明自己的想法，但卻忽略使用證據支持其想法，可能與本課程的設計有關。

由於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圖像化組織主要著重於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

關係和比對不同的歷史事件，但對於蒐集相關證據以形成假設的幫助並不明顯，

故學生對於證據的引用則較無概念，且即使蒐集到證據後，對於模糊且不清楚的

過去，也不清楚該以什麼方法提取證據中的資訊以形成自身的歷史假設。 

雖然根據學生的作答情形，學生在推論的過程中缺乏證據的支持，因此在「能

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中沒有顯著的進步，但是在分析此

題的過程中卻意外地發現學生在歷史神入方面的能力有所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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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神入的能力指標中，其中一項為「應用過去人們所表現出的動機、興

趣、希望及恐懼等，考慮多元角度的立場」，在前測中，學生在假設社會局勢的

過程中，對於歷史人物的情緒並沒有太多的著墨，只是單純的敘述歷史事實，且

在看待歷史的角度上也較為單一，例如：「政治及文化正處於改革中的狀態。在

外國的侵略下，漸漸自帝制改為共和，且輸入許多的外國文化及知識」（EPRTS22）。

但到了後測時，則可以發現學生對於歷史人物的情緒開始能進行較深入的揣摩，

並能透過這些情緒，以多元的角度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如：「煎熬，裡外不是

人。因為在中國人眼裡他是漢奸，在日本人眼裡他是傀儡。『今天只不過出門買

個東西，路上指指點點，說三道四的人不少，日本長官來訪，又不滿意，把東西

摔得一蹋糊塗亂七八糟的，我到底應該怎麼做才能實現中山兄的遺志呢？難道我

這輩子真幫不了中國嗎？』（汪精衛的內心小劇場）」（EPOTS32）和「內心煎熬，

倍感壓力，但卻有著喜悅，因與日本合作，必定有許多紀錄將其稱之為賣國者，

雖然和日本合作有利於自身，但外界評論肯定也影響到他的內心，或多或少會有

些不安感」（EPOTS10）。 

綜上所述，雖然學生在此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中並沒有顯著的進步，但在歷

史神入方面，卻有進步的跡象。學生開始能透過文本的敘述了解歷史人物的情緒，

甚至能站在歷史人物的角度來思考事情，了解歷史人物所面臨的問題，並以多元

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人物。 

 

（六）實驗介入對「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的影響 

根據表 4-1-4，此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實驗組在後測成績上相對於對照組

並沒有顯著差異（p≧.05）。之所以會呈現此數據，與觀點的多元性有關。學生

在前、後測的作答內容中，觀點皆較為單一，如「當時的中國因為軍閥以及日本

的控制，（新）知識份子試圖讓中國變得更加強大，這也使他們產生許多前所未

有的想法，讓國人能夠認同這些（新）知識份子的想法」（EPRTS18）和「我反

對汪精衛與日本合作，蔣介石會拒絕汪精衛的提議一定有他的理由，從對後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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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影響來看，這次的合作造成日本勢力進入中國的內陸地區，進而促成日後中

國與日本的許多衝突。」（EPOTS18）。上述是同一位學生在前、後測的作答表現，

從作答內容中可以看出觀點較為單一，如在前測中，只說明新式知識份子的反應，

但卻忽略與新知識份子對抗的「舊知識份子」；在後測中，此學生則只關注於汪

精衛的行為所造成負面影響，但對於汪的行為可能所產生的「正面影響」則隻字

未提，以成敗論英雄的觀點相當明顯。從此可以了解學生對於多文本間的整合仍

然較弱，無法同時融合多樣的觀點。 

雖然如此，但若分析學生前測與後測的作答情形，仍可以看見學生經過此實

驗教學後，在此歷史具體目標上仍是有所成長的。在前測中，學生的作答內容雖

然能寫出當時代歷史人物的反應，但對於造成此反應的理由則較少著墨，甚至沒

說明原因，如「摒棄傳統儒學，改革傳統倫理，推廣白話文及西方思想...」

（EPRTS35）。但在後測的回答中，學生對於自己所提出來的論點，則能充分的

說明原因，並以自身的想法進行作答，作答內容相對而言是較為完整的，如「以

當時的國情，和平談判實為上策，但由於日方此次的戰爭目標不同於常規戰爭以

賠償金為目的，是要侵略中方，因此在此情形下，中方必須全面反擊，外交談判

應作為輔助而非主力，否則在實力差下，日方沒有遵循條約之理由，在外交上也

會處於弱勢並使日方短期結束戰事，為下一次侵華做準備，到時候中方將失去對

抗的能力。」（EPOTS37）對於汪精衛投日的想法就說明地相當清楚，將對汪投

日的看法以及為什麼會有此看法描述的相當詳細。綜上所述，雖然此歷史思維具

體目標並無顯著差異，但在事件的論述及分析方面則有所進步，能清楚的論述自

己的看法，而非單純地敘述歷史事實。 

整體而言，學生之所以能清說明自己的觀點與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有關。由

於圖像化思考單有大量的圖像化組織，可以幫助學生分析各個歷史事件，而學生

在圖像化組織的鷹架下，也逐漸學會如何分析歷史事件的文本內容，因此當學生

有能力自行分析文本後，即可對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和相關歷史脈絡有所了解，

自然地也能清楚闡述自身對於歷史的看法，而非只是單純的敘述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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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藉由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單因子共變數分析，使研究者了解實驗組

的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相較於對照組的教學方式，對提升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的

影響。同時藉由質性分析的方式，亦使研究者了解實驗組學生在歷史思維能力測

驗的作答情形。然而本研究除了了解實驗組與對照組的關係外，亦想了解實驗組

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前、後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因此會針對實驗組的歷史思

維能力測驗分數的前後測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以下將進行詳細說明。 

 

貳、實驗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比較 

為了解實驗組本身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後，在歷史思維能力上是否有所

改變，本研究針對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前後測分數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同時針對

成對樣本 t 檢定中，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無顯著差異者進行反思，思考為何歷史思

維具體目標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後，仍無有效增強學生此方面的思維能力。

以下將針對成對樣本 t 檢定和圖像化思考單課程設計反思進行說明。 

 

一、實驗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 

表 4-1-5 為實驗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前後測分數成對樣本 t 檢定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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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實驗組學生在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前後測之 t 檢定結果摘要表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t(37) p 

95 % C.I. Cohen's 

d LL UL 

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 -.495 .624 -0.27 0.16 0.11 

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 -1.356 .183 -0.39 0.08 0.22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 1.526 .136 -0.05 0.37 -0.25 

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

爭論 
-5.390 .000* -1.01 -0.46 0.88 

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 -.862 .394 -0.47 0.19 0.14 

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 -5.161 .000* -1.20 -0.52 0.84 

歷史思維總分 -4.180 .000* -2.66 -0.92 0.68 

*p<.05 

 

根據表 4-1-5，經過實驗組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前後測 t 檢定後，可以發現實

驗組學生在「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t(37)=-5.390, d=.88,  

95% C.I.【-1.01, -0.46】）和「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t(37)=-5.161, 

d=.84, 95% C.I.【-1.20, -0.52】）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以及「歷史思維總分」

（t(37)=-4.180, d=.68, 95% C.I.【-2.66, -0.92】）皆具有顯著差異（ps<.05）。從統

計資料的呈現，可以了解實驗組學生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介入，能有效提升

「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和「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

結論」的能力，亦促使歷史思維能力測驗的總分有顯著差異。 

然而其他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

（t(37)=-.495, d=.11, 95% C.I.【-0.27, 0.16】）、「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

（t(37)=-1.356, d=.22, 95% C.I.【-0.39, 0.08】）、「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

議題」（t(37)=1.526, d=-.25, 95% C.I.【-0.05, 0.37】）和「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

設」（t(37)=-.862, d=.14, 95% C.I.【-0.47, 0.19】）皆無顯著差異（ps≧.0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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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介入，無法有效提升上述四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然而為何

會有這樣的結果，以下將分別針對未達顯著差異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進行反思。 

 

二、圖像化思考單課程反思 

根據表 4-1-5，「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和「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四項歷

史思維具體目標，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後並沒有顯著的進步。然而究竟是圖

像化思考單中哪些環節出了問題，以下將針對無顯著進步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一

一進行探討。 

 

（一）圖像化思考單中「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的反思 

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後，學生在此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中仍無顯著進步。研

究者認為跟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有關。根據 Goldman（2004）的多文本閱讀理

論，學生進行多文本閱讀的過程中，應透過先備知識使文本間產生連結，並形成

網狀性知識。然而在本研究的圖像化思考單中，雖然研究者設計大量的圖像化組

織讓學生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但在多文本的編排上，文本是以獨立的方式

呈現，也就是說文本間沒有任何的指導語和相關提問。使學生在閱讀多文本時，

沒有意識到要將文本間的知識進行連結或學生無法自行找出文本間的知識連結

點，造成學生最後仍將各篇文本視為單文本。由於學生仍將多文本視為單文本進

行閱讀，因此無法使「能了解歷史資料間的因果關係」的能力有效提升。 

 

（二）圖像化思考單中「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的反思 

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研究者透過提問、圖像化組織和 I-Chart 的

方式設計相關問題。然而在進行歸納的過程中，主要是讓學生進行事實層面的歸

納，研究者認為學生在歸納完後，自然就能將事實層次的知識歸納為概念層次。

然而從測驗結果觀察，發現要學生在歸納出事實知識後，是需要教師再進一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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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學生針對事實知識進行抽象概念的歸納。 

 

（三）圖像化思考單中「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的反思 

本研究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主要以圖像化組織的方式分析歷史多

文本，同時為了讓學生清楚地了解每個單元的教學目標，因此都會將單元名稱寫

好，讓學生清楚了解此單元所要學的課程內容，故整體而言對於指認多文本議題

的訓練則相當少。 

 

（四）圖像化思考單中「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的反思 

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是相當高層次的歷史認知能力，學生需要藉由現有的

資料有邏輯地假設未知的歷史情境，此過程與單純闡述自己的想法不同。學生除

了要有勇氣對未知的過去進行推測並說明自己的看法外，這些看法還必須受到現

有歷史證據的支持，也就是說學生需將現有資料進行分析、統整後，根據當時的

歷史情境有邏輯地對過去提出假設。然而本研究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

主要是以圖像化組織幫助學生分析歷史事件，或是提出核心問題讓學生有邏輯地

闡述自身的看法。然而由於上述兩種訓練方式是分開進行的，因此對於提升學生

運用資料形成歷史假設的能力相當有限。 

然而若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時，能將圖像化組織與核心問題結合為一個題組

的話，應能有效提升此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因為圖像化組織能分析歷史事件的因

果關係，幫助學生對於歷史事件的脈絡有所了解。在對於歷史事件有所了解後，

接著奠基在此基礎上，針對文本所沒有提到的歷史情境進行假設，也就是拋出核

心問題供學生思考，藉由兩種教學方式的結合，應能有效提升此歷史思維具體目

標。 

綜上所述，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研究者常認為學生應有能力將資

料自行統整甚至概念化，使得圖像化思考單設計的不夠周全，而無法有效培養學

生相對應的歷史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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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小結 

整體而言，歷史思維測驗的實驗組在後測成績的總分上相對於對照組具有顯

著差異（p<.05），因此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1。同時針對實驗組前後測總分進

行成對樣本 t 檢定亦具有顯著差異（p<.05），因此亦符合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3。 

然而若進一步思考，歷史思維能力測驗中的六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在單因

子共變數的分析下只有「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有顯著差異。

而在成對樣本 t 檢定中也只有「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和「應

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兩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具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認為造成這樣的結果共有兩種因素，第一是研究工具的問題，由於前

三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和判斷歸納的

結論」和「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所設計的題型皆是選擇題。設

計方式是一個歷史思維具體目標配一道選擇題，因此造成實驗組與對照組以及實

驗組的前後測分數差距相當小，而不會出現顯著差異。第二是圖像化思考單的設

計無法有效培養上述四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因此學生即使接受圖像化思考單教

學，這些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也不會有顯著差異。 

在質性分析方面，經過實驗教學後，學生的後測作答內容與前測相較，是較

具有邏輯的，且論述方面也較為完整。同時在歷史神入方面，藉由三題簡答題的

作答情形可以發現，學生相對於前測，開始能站在過去的角度思考歷史。因此在

往後的歷史思維能力研究中，或許可以將歷史神入獨立出來，與其他歷史思維能

力並列。 

在了解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對於歷史思維能力的影響後，接下來則要分析圖像

化思考單教學對於歷史學習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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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圖像化思考單對高中生在「歷史學習態度」上的實驗結果 

為了了解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對歷史學習態度的影響，研究者分別對實驗組與

對照組兩組學生的前後測分數進行描述統計，並以前測分數作為共變數，進行單

因子共變數分析（ANCOVA）回應假設 2。表 4-2-1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描述統

計。 

 

表 4-2-1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歷史學習態度」量表前、後測描述統計摘要表 

組別 實驗組（n=38） 對照組（n=39） 

分量表 
前測 

M(SD) 

後測 

M(SD) 

前測 

M(SD) 

後測 

M(SD) 

興趣 

（總分 32） 
21.24(3.53) 22.84(4.63) 21.97(3.56) 20.12(4.01) 

信心 

（總分 32） 
22.68(4.28) 23.24(4.86) 22.74(3.82) 21.44(4.15) 

價值信念 

（總分 36） 
25.05(4.51) 26.18(4.66) 25.18(3.85) 24.56(4.71) 

求知態度 

（總分 36） 
25.68(4.34) 26.79(4.75) 25.46(3.90) 23.85(4.70) 

概念 

（總分 20） 
17.16(1.90) 17.32(2.23) 17.28(2.04) 16.95(2.56) 

合計 

（總分 156） 
111.82(14.85) 116.37(18.25) 112.64(11.81) 106.92(15.49) 

 

在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前，應先進行「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檢定，確認

各變項是否符合同質性假定（p>.05），符合同質性假定後才能進行共變數分析。

但若 p≦.05，表示組別間有明顯差異，應先調整各組平均數再進行分析。關於歷

史學習態度量表前測同質性檢定請參照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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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歷史學習態度」量表前測各分量表之組內同質性

迴歸係數考驗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P 

學習歷史的興趣 10.469 1 10.469 .834 .364 

學習歷史的信心 .068 1 .068 .004 .949 

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 .310 1 .310 .018 .895 

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 .954 1 .954 .056 .813 

學習歷史的概念 .297 1 .297 .076 .783 

態度量表總分 13.107 1 13.107 .073 .788 

 

從表 4-2-2 中，可以看出分量表中「學習歷史興趣的前測」（F(1,75)=.834，

p=.364）、「學習歷史的信心前測」（F(1,75)=.004，p=.949）、「學習歷史的價值信

念前測」（F(1,75)=.018，p=.895） 、「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前測」（F(1,75)=.056，

p=.813）、「學習歷史的概念前測」（F(1,75)=.076，p=.783）和「歷史學習態度量

表總分前測」（F(1,75)=.073，p=.788）的 F 值皆未達顯著標準（p>.05），故皆符

合迴歸係數同質性假設，可以繼續進行共變數分析，請參閱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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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在歷史學習態度量表後測之共變數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P 

學習歷史的興趣 
組間 218.667 1 218.667 26.376 .000* 

誤差 613.480 74 8.290   

學習歷史的信心 
組間 65.749 1 65.749 6.564 .012* 

誤差 741.264 74 10.017   

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 
組間 56.298 1 56.298 4.257 .043* 

誤差 978.585 74 13.224   

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 
組間 147.064 1 147.064 12.690 .001* 

誤差 857.582 74 11.589   

學習歷史的概念 
組間 4.106 1 4.106 1.152 .287 

誤差 263.695 74 3.563   

態度量表總分 
組間 2004.937 1 2004.937 15.081 .000* 

誤差 9837.941 74 132.945   

*p<.05 

 

根據表 4-2-3，在「學習歷史的興趣」的分量表中，其 F 檢定值為 F(1,74)=26.376，

p<.05；在「學習歷史的信心」的分量表中，其 F 檢定值為 F(1,74)=6.564，p<.05；

在「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的分量表中，其 F 檢定值為 F(1,74)=4.257，p<.05；

在「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的分量表中，其 F 檢定值為 F(1,74)=12.690，p<.05；

在「學習的歷史概念」的分量表中，其 F 檢定值為 F(1,74)=1.152，p=.287；在「歷

史學習態度」（總分）的量表中，其 F 檢定值為 F(1,74)=15.081，p<.05。 

整體而言除了「學習歷史的概念」外，其他的分量表「學習歷史的興趣」、「學

習歷史的信心」、「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以及歷史學習

態度（總分）量表皆有達到顯著標準（p<.05）。以下將分別針對各分量表的作答

情形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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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驗介入對「學習歷史的興趣」分量表的影響 

根據表 4-2-3，「學習歷史興趣」分量表的實驗組在後測中具有顯著的進步

（p<.05）。其中在此分量表後測的部分，實驗組與對照組在第 15 題「假如能夠

不學習歷史，我會更快樂」與第 20 題「歷史的內容既單調又無趣」中的兩組平

均差距是此分量表中較大的。第 15 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平均分別為 3.00 分和

2.31 分；第 20 題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平均分數為 3.05 分和 2.59 分。從此數據中可

以了解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相對於學習單教學更有助於提升學生學習歷史的興

趣。 

同時根據表 4-2-1，「學習歷史興趣」分量表中的對照組的前後測平均數可以

看出，學生在接受學習單教學的過程中，對於學習歷史的興趣是不增反減，認為

學習歷史是一件痛苦的事，而實驗組在分量表中則是呈現成長的情況。研究者認

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分量表中會有此明顯的差距與學習單的設計有很大的關

係。 

在實驗組所使用的圖像化思考單由於有明確的指導語和學習應架，因此學生

能清楚地了解他現在的學習任務為何，應該做什麼事，同時藉由圖像化思考單的

引導，使學生對於多文本有更深入的了解，且更能神入歷史。但在對照組中，由

於學習單的設計主要是由大問題所組成，且每個大問題都相當廣且沒有太多的指

導語和學習鷹架，因此常不清楚現在應該做什麼，或是要從何處開始做，應此對

於學習的興趣自然就慢慢地消失，甚至希望可以趕快下課。 

綜上所述，讓學生對於科目產生興趣，一般認為應與教學形式密不可分，採

用小組討論就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其實不然，若沒有明確的指導語和學習鷹

架，將會使學生手足無措，最後對課程失去興趣。 

 

貳、實驗介入對「學習歷史的信心」分量表的影響 

根據表 4-2-3，「學習歷史的信心」分量表的實驗組在後測中具有顯著的進步

（p<.05）。在分量表中，對於信心的部分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指對於歷史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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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否有信心順利掌握，由於此部分即是字面上的意思，因此就不特別敘述。另

一種則是對於歷史課程安排的信心，如第 16 題「我覺得只要我肯用心，就可以

把歷史學好」。此題共可以分成兩個面向，一項是學生對於學習歷史的信心，另

一項則是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信心，也就是說學生認為只要願意用心學習此課程

所安排的學習內容，就有機會把歷史學好，故此題在後測中除了能說明學生對於

學習歷史的信心也可以說明學生對於課程安排的信任程度。 

在第 16 題的部分，亦可以發現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生在後測中的分數（實

驗組：M=3.16，對照組：M=3.08）與前測的分數（實驗組：M=3.29，對照組：

M=3.33）相比是下降的，但對照組的下降幅度又大於實驗組。兩組的分數下降

可能與文本難度的提升有關，由於高中的歷史科教科書與國中相比在文字的敘述

和思考的面向上皆較廣且深，因此多少會出現力不從心的情形。雖然兩組的分數

皆下降了，但是實驗組的下降幅度較小，這可能與圖像化思考單的課程設計有關，

使實驗組的學生認為只要跟著課程的安排進行學習，即可學好歷史。 

 

參、實驗介入對「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分量表的影響 

根據表 4-2-3，「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此分量表的實驗組在後測中具有顯著

的進步（p<.05）。此分量表中包括「歷史對於日常生活的用處」、「歷史是一門有

益思考訓練的學科」和「歷史可以讓人了解當時人的心中想法」等三個面向。在

實驗組中，後測與前測相較基本上都呈現正成長，但對照組則呈現負成長。也就

是說傳統教學模式及學習單的設計方式，不僅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興趣，甚至還

會直接影響到學生對於歷史的看法，讓學生覺得讀歷史只是「浪費時間」、「對於

生活一點用也沒有」，但真的是這樣嗎？ 

研究者認為若能給予學生鷹架，引導學生逐漸深入思考，將能使學生了解歷

史的本質並非只有背誦，更重要的是思考以及應用。同時在學習的過程中，將時

間線再次從過去拉回現在，讓學生以歷史為借鏡，試著解決現今生活所遇到的問

題，讓學生了解歷史對於日常生活是相當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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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課程的安排與學習單等教材的設計將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價值信

念。若學生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仍是以背誦的方式進行學習或是在學習單的設

計上，依舊是給與大的問題，但卻沒給予任何鷹架進行引導，皆會使學生感到無

聊且無助，並使他們覺得學習歷史對他們一點幫助也沒有。 

 

肆、實驗介入對「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分量表的影響 

根據表 4-2-3，「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分量表的實驗組在後測中具有顯著的

進步（p<.05）。此分量表中主要的面向包括「願意主動閱讀與歷史相關的課外讀

物」、「願意與他人討論歷史問題」和「願意接觸教科書外的歷史知識」等。在文

本方面，雖然不管是實驗組還是對照組皆採用多文本供學生閱讀，且閱讀的範疇

皆是高二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對於學生而言皆是較陌生的知識，但由於實驗組在

學習的過程中，試著將學生過去所學的知識和技能與多文本相互結合，並藉由圖

像化組織引導學生連結各篇文本，使文本間的知識對於學生而言是有意義的，因

此也促使學生對於教科書外的知識產生興趣。相對而言，對照組的學生由於對課

程感到無趣，因此自然對課外的知識也不會感興趣。 

在討論歷史問題方面，兩組學生皆有進行分組討論，然而經過數據分析後，

即使於課堂中使用分組討論，也不代表課後學生就會主動進行討論。主要還是要

看學生是否能接受並且喜歡該學科，若對於該學科沒興趣，則很難主動與他人討

論問題。 

綜上所述，由於實驗組的學生是採用圖像化思考單進行教學，因此所閱讀的

文本對於學生而言是有意義的，學生也就自然地想從中再閱讀和知道其他相關知

識。但對照組的學生則相反，由於學習單的設計就猶如一般的閱讀心得單，讀完

文本後回答相關問題，並書寫心得，相對而言較為枯燥與乏味，因此學生就會想

應付了事，自然對於課外相關知識也就不會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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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驗介入對「學習歷史的概念」分量表的影響 

根據表 4-2-3，「學習歷史的概念」此分量表在實驗組後測中並無顯著的進步

（p≧.05）。在此分量表中，不管是實驗組還是對照組，前測的分數皆相當高，

即說明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對於歷史解釋的多元觀點的概念有相當程度的認知，

亦了解權威所呈現的資訊未必是真的。在後測成績中，基本上則與前測沒有太大

的差異。 

 研究者認為此分量表的前、後測會如此接近，與此分量表的特性有關。由

於前面四項分量表與學生的學習情緒有一定的關聯性，故學生在作答時，會因課

程設計的好壞所造成的情緒波動而使作答分數有改變。然而在此分量表中，主要

的評分內容則與認知的關連性較大。對於認知性的知識而言，只要學生對於該知

識有一定的認知後，之後所學的內容只要不是與正確知識相反的話，基本上分數

的起伏並不會太大。 

綜上所述，由於兩組學生在實驗介入前即對於學習歷史的概念有相當程度的

認知。雖然對照組是採用傳統教學法，沒有圖像化等學習鷹架進行輔助，但也沒

有教導任何錯誤的知識，因此對照組的前後測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在實驗組的部

分，雖然沒有顯著的進步，但整體平均分數皆相當高，分量表中的每個子題的平

均數皆在 3.32 分（總分 4）以上。雖然與對照組相較沒有顯著差異，但實驗組對

於學習歷史的概念仍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陸、小結 

根據表 4-2-3，歷史學習態度量表總分的實驗組後測具有顯著進步。在歷史

學習態度量表中的五項分量表中，雖然與認知相關的「學習歷史的概念」分量表

並無顯著的進步，但在其他與情意相關的四項分量表中的後測則皆有顯著的進步。

從此可以了解，學生在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後，能有效提升學習歷史的態度，

對於學習歷史是更加感興趣且對此學科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實用性方面更是抱持

著肯定的態度。因此回應假設 2 的部分，「圖像化思考單教學」是能有效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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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歷史學習態度」。 

 

第三節 實驗組學生對課程的意見分析 

為了了解實驗組學生對於本課程的意見與收穫，因此於課堂結束後，另外找

時間發「活動問卷回饋」讓學生針對這套課程進行評價。此問卷的架構分成五個

部分，分別為「整體課程的各項評分」、「各單元文本的喜好程度」、「對於本課程

的評價」、「認為此課程需要改進的地方」以及「整體課程的意見與心得」，以下

將依序進行說明。 

 

壹、整體課程的各項評分 

此部分主要是採李克特（Likert）的五點量表，1 分表示最低，5 分表示最高。

藉由各項評分了解圖像化思考單中的鷹架設計對於學生的幫助程度。針對課程的

各項評分，請參照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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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實驗組各項評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題

號 
題目 

實驗組 

M SD 

1 你喜歡閱讀本次活動所提供的文本嗎？ 3.61 0.97 

2 閱讀本次活動所提供的文本對你的幫助程度？ 3.63 0.94 

3 思考單中的「圖像化」技巧對你的幫助程度？ 3.79 0.87 

4 「因果關係法」對你分析文章的幫助程度？ 3.71 0.77 

5 經過本課程後，對你在「思考」事物時的幫助程度為何？ 3.87 0.78 

6 
思考單中的漸進式規劃，對你在本課程中的學習的幫助程

度？ 
3.79 0.84 

7 
思考單中的「文字說明及引導」，對你在本課程中的學習的

幫助程度？ 
3.74 0.76 

8 閱讀過程中你的用心程度？ 3.42 1.08 

9 你是否經由本活動課程更加理解歷史？ 3.76 0.94 

10 整體而言你對本活動課程的推薦程度？ 3.76 .97 

 

根據表 4-4-1，基本上各類項目的評分分數平均大多在「3.5 分」以上，在圖

像化思考單的鷹架設計方面，如「圖像化」、「因果關係法」、「漸進式的課程規劃」

以及「指導語」的平均分數皆在「3.7 分」以上，表示圖像化思考單的鷹架設計

對於學生是有所幫助的。同時經過此學習後，學生亦認為對於「思考」事物具有

有相當大的幫助，故平均分數也是此量表中最高的。 

然而學生在「閱讀過程中的用心程度」的自我評分的分數則稍低（M=3.42），

此可能與課程的安排、文本的挑選有關，此部分將於本節的「肆、此課程需改進

的地方」進行更詳盡的說明。 

 

貳、單元文本的喜好程度 

為了解實驗組學生對於各單元文本的喜好程度，因此讓學生對於各單元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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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進行評分，1 分是最不喜歡，5 分是最喜歡。其中由於實驗組在統整活動（一）

和統整活動（二）也都有使用文本，因此也會一併進行說明。下表 4-4-2 為對照

組與實驗組的課程文本選取的喜好程度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4-4-2 實驗組單元文本選取喜好程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單元 

實驗組 

M SD 

單元一 3.77 0.94 

單元二 3.71 0.84 

統整活動（一） 3.71 0.80 

單元三 3.89 0.73 

單元四 3.84 0.97 

統整活動（二） 4.00 0.96 

 

從表 4-4-2 中，學生對於文本的滿意度平均皆在「3.7 分」以上，甚至在統

整活動二的文本滿意度的平均分數更是來到 4 分，表示學生對於課程所提供的文

本皆還算是滿意。由於學生除了針對各單元的文本進行評分外，也有寫下相關評

語，以下將針對學生的評語進行分析。 

從學生的評語中，大致可以歸納出學生喜歡文本的原因，分別為「文本間對

比明顯」、「文本間因果關係明顯」、「文本內容印象深刻」和「文本與生活經驗相

關」。 

 

一、文本間對比明顯 

透過文本間的明顯對比，可以使「革命」的涵意從中突顯出來，以了解「革

命」與一般改變的差異，因此有部分學生認為「透過文本間的相互比較後，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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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改革與革命的差異，同時也對平時常見的詞彙能真正地了解，相當有趣」（饋

ES13、饋 ES23）。從學生的反應中，可以了解文本間的顯明對比能幫助學生釐清

改革與革命的差異，同時也使學生再次思考過去所認為對的知識，事實上真的是

對的嗎？讓學生重新反思並提出質疑。 

 

二、文本間因果關係明顯 

有部分學生對於文本的安排感到滿意，與文本間具有強烈的因果關係有關，

如學生認為「透過閱讀文本，對於事情的來龍去脈更加清楚，並也從中了解到，

歷史具有強烈的因果關係」（饋 ES08、饋 ES33）。從學生的反應中可以了解若文

本間或文本內具有一定強度的因果關係，可以幫助學生對於事件有更清楚地認識，

也能使學生得到的知識是較為全面而非片段式的。 

 

三、文本內容印象深刻 

由於有許多學生在閱讀完文本後，對於革命所造成的影響有深刻的印像，因

此學生才會有「希望之後可以少一點流血革命」（饋 ES06）、「戰爭好可怕」（饋

ES23）、「了解革命不一定是好的」（饋 ES11）等反應。由於學生在閱讀的過程中，

會因為文本中的人物遭遇而感同身受，因此希望之後不要再有人遇到類似的處境，

並意識到革命背後的代價。 

 

四、文本與生活經驗相關 

有部分學生對於文本感到滿意，主要是因為文本與學生的生活經驗相關，使

學生的生活經驗能與文本相結合。尤其是在統整活動（二）的部分，藉由過去與

現在的勞工剝削問題，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並和生活經驗相結合，如「透過文本

可以了解現代社會的問題」（饋 ES21）、「透過文本閱讀能從中了解自身問題，並

從中思考解決方案」（饋 ES11）。由於勞資問題與學生的生活經驗較為相關，學

生可以透過媒體等管道得知，再加上移工問題也是現今所發生的事，對於外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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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相信許多同學也不陌生，因此學生在閱讀此類文本時往往會更加感興趣和深入

思考。 

綜上所述，學生對於文本的滿意度，取決於文本間的對比性、邏輯性以及文

本本身的內容和讀者的生活經驗。其中在讀者生活經驗的部分，可能更加重要的。，

由於在課程活動（二）中，許多學生對於文本的評語為「和現代有關很棒」（饋

ES03），表示若在挑選文本時，能適時挑選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事件，將有助

於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參、對於本課程的評價 

為了了解學生在經過此課程後，學生對於自身能力的提升情形，因此採用李

克特五點量表讓學生自評，以從中了解此課程對於學生能力的提升的主觀感受。

在量表分數方面，1 分表示對於該項能力幫助最低，5 分則表示對於該項能力幫

助最高。下表 4-4-3 為對於本課程評價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4-4-3 實驗組對本課程評價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題

號 
題目 

實驗組 

M SD 

1 閱讀理解能力 3.71 0.87 

2 時序觀念（依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思考問題） 3.61 0.92 

3 歷史神入（能站在古人的立場看歷史事件的發展） 3.66 0.88 

4 因果關係（能清楚明白一個歷史事件的原因和結果） 3.71 0.77 

5 分析問題（能針對問題、運用文本資料與既有知識進行探討） 3.84 0.82 

 

根據表 4-4-3，學生各項自評量表的分數皆在「3.5 分」以上，表示多數學生

認為此課程對於提升歷史思維能力是有所幫助的。尤其是在「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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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84）、「閱讀理解能力」（M=3.71）以及「因果關係」（M=3.71）的部分，

大多數學生認為此課程的活動設計對於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以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有幫助，同時藉由這些能力的提升也能間接使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有所提

升。 

然而在時序觀念的部分，是所有課程評價項目中平均數最低的。這可能是因

為在設計課程活動的過程中，是以主題式的方式選取文本，因此文本與文本間的

歷史事件，有時是跨時代甚至是跨地域的，而非鎖定在特定時代和特定區域，因

此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時序感則沒這麼強。雖然如此，但由於在課程活動中，

會透過因果關係的分析，因此學生仍能感受到一定的時序感，故平均數也能維持

在「3.61 分」。 

綜上所述，學生在經過此課程的學習後，大多數的學生認為對於歷史思維能

力是有所提升的，只是對時序觀念的幫助相對較小。 

 

肆、此課程需改進的地方 

根據學生的反應，學生認為此課程應改進的地方大至可以分成以下三點，分

別為「文本的挑選」、「課程活動安排」以及「課程安排時間」，以下將分別進行

說明。 

 

一、文本的挑選 

有同學希望「在文本的挑選上，可以選更新穎的文本」（饋 ES36）、「希望歷

史故事可以多於評論」（饋 ES18）。由於本課程所挑選的文本大多來自於教科書，

因此文本的故事性並不強，再加上文本大多是過去的歷史事件，較少與現在生活

相關的文本，因此在閱讀的過程中，相對較為無趣。這也可以從統整活動（二）

學生對於文本的評語「和現代有關很棒」（饋 ES03）獲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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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活動安排 

在課程活動方面，學生認為需要改進的地方大至可以分成四個面向，分別為

文本數量、小組討論的時間、思考活動的比例和議題的豐富性，以下將分別進行

說明。 

（一）文本數量 

在文本數量方面，有同學認為「文本的數量可以少一點」（饋 ES31）。在本

課程中，文本的數量的確相當多，每個單元至少三篇文本，最多則有六篇文本。

然而若從篇幅和字數來看，文本篇幅最長約六百字左右，整體而言字數並不多。 

（二）小組討論時間 

有不少學生反應小組討論時間不足，如「時間可以在長一點，不然討論有的

時候結果會有點草率」（饋 ES20）。在進行課程規劃時，主要目的是希望學生能

藉由圖像化思考單的引導進行學習，小組討論只是提供學生同儕間的鷹架，讓學

生有更多元的思考，因此小組討論時間相對都比較短。 

（三）思考活動的比例 

有學生認為「希望能夠再有趣一點，少一點思考的東西」（饋 ES04）。由於

本課程主要在訓練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因此在課程的編排方面大多數都是以分析

文本和思考問題為中心，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不過藉由同學的反應，的確也讓

研究者重新思考，在培養學生歷史思維的同時，也應顧及歷史情意方面的培養，

使學生是帶有情感的進行思考，而非只是單純分析因果關係。 

（四）議題的豐富性 

有的學生認為「重複的議題一直重複有點無聊」（饋 ES23）。由於本課程主

要是以革命為主題，因此會以此主題設計相關課程和挑選文本。不過從學生的反

應中可以了解學生對於議題是有保鮮期的，若數週都維持同一議題，學生容易感

到疲乏。因此在一般正常的教學過程中，適度的議題轉換是必要，可以使學生保

持一定的好奇心，就猶如第一週的課程回饋，有的學生就認為「在這次的課堂中，

講述了一般歷史課不會講到的定義，加上和同學互動能加深印象，非常有趣，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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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未來有更多這種的活動」（閱 S27-單元一），表示學生一開始對於課程都是感

興趣的，但隨著課程的推進則會漸漸覺得沒有新鮮感。 

 

三、課程安排時間 

此課程安排的時間是指課表上的時間，由於「研究法」此堂課是排在體育課

之後，因此有學生認為「希望此課程不要排在體育課之後」（饋 ES09）。對於學

生的反應，研究者感同身受，由於學生在上完體育課之後，通常身心俱疲，且不

易靜下來，再加上本課程的活動又是需要冷靜分析和思考的，因此對於課程的進

行多少造成一定的影響，故也建議在進行此課程時，盡量前一節不要排體育課。 

 

伍、整體課程的意見與心得 

學生對於本課程的意見與心得大多持正面看法，此部分大致上可以分成幾個

面向，分別為「能力的提升」、「觀點的轉變」以及「同儕鷹架的幫助」，以下將

分別進行說明。 

 

一、歷史思維能力的提升 

有學生認為經過此課程的學習後，「能更加促進思考能力」（饋 ES21）、「對

於歷史更加了解」（饋 ES20）。從學生的反應中，研究者感到相當振奮，因為此

課程的設計對於學生而言是有意義，且並認為對於提升歷史思維是有所幫助的。 

 

二、觀點的改變 

經過此課程的學習後，有的學生在看待事情的角度上開始有所轉變，如「對

以往認為的正義有所改觀，會從不同層面進行思考」（饋 ES11）。也就是說學生

開始重新檢視過去所學的知識，並透過理性分析的方式再次學習知識，並以多元

觀點看待事物，了解知識中的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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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儕鷹架的幫助 

由於本課程是在進行課程活動的過程中，為了使學生在思考時能藉由同儕間

的討論，增加思考的多元性，因此有時會以小組的方式進行。透過小組討論，學

生認為「能與大家集思廣益相當棒，且從中也能聆聽不同的意見，並藉此重新檢

視自己的想法」（饋 ES23）。從此可以看出，學生相當喜歡以小組討論的形式進

行課程活動，甚至還有學生希望「分組時能讓大家自己分，跟好朋友討論比較敢

表達自己的想法」（饋 ES32）。這也表示分組討論確實有助於學生交換意見，共

同協商解決問題。 

綜上所述，從學生的反應中，本課程對於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多元觀點的

建立皆有所幫助，但也有學生認為「課程一開始滿難懂的，要過一段時間後才能

適應」（饋 ES04）。表示本課程在設計上，還需要更注意學生的學習經驗，使圖

像化思考單更貼近學生，讓學生能快速上手，並從中吸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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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驗組「圖像化思考單」課程分析 

從第四章中的「歷史思維測驗」、「歷史學習態度量表」和「活動回饋問卷」

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對於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具有一

定的影響力。然而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究竟是如何影響學生，也是本研究所關心的，

因此以下將分析實驗組學生的圖像化思考單，了解其成長歷程。由於本課程的教

學目標為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因此在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方面，會透過圖

像化組織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並透過 I-Chart 比對文本間的差異和歸納相

關訊息，最後透過核心問題，讓學生有邏輯地闡述自身的想法。 

在整體課程的規劃上，研究者的圖像化組織會由簡單到複雜化，從單一因果

關係軸線轉為多重因果關係軸線。在開放式問題的部分也會隨著單元的推進逐漸

加深，從根據文本回答相關問題轉變至針對歷史文本中歷史人物所面臨的問題，

題出你的解決方法。透過此漸進式教學規劃，以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並進行

更高層次的思考，以下會針對課程的部分依序進行說明。 

 

第一節 單元一－什麼是革命？ 

壹、單元設計理念 

此單元設計理念共包含教學規畫、問題設計和歷史思維目標三個部分，以下

將分別進行說明。 

 

一、教學規畫 

由於此單元是學生的第一堂課，對於「革命」的概念和多文本閱讀的方式皆

不太熟悉，因此在課程的設計上，主要是從歷史的核心價值「改變」作為切入點

再逐漸進入革命。選擇「改變」作為切入點除了其屬於歷史的核心價值外，其定

義也當廣，只要事件發生變化都能算是「改變」，因此對於剛入門的學生而言也

較容易上手。為了幫助學生能找出文本中事件的變化，因此設計如圖 5-1-1 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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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化組織，讓學生進行練習，同時也讓學生藉此圖像化組織快速回憶文本中的重

點。 

 

 

 

→ 

 

圖 5-1-1 「變化」的圖像組織圖 

 

當學生能找出歷史事件的變化後，接下來就開始進入「革命」的主題，由於

革命的特色在於本質性的改變，因此接著就讓學生試著寫出文本中「形式上」的

改變和「本質上」的改變。當學生有能力寫出「形式上」和「本質上」的變化後，

則讓學生透過 I-Chart 比較和分析哪些歷史事件是屬於革命，哪些不是。 

 

二、問題設計 

在問題的設計上，此單元主要以引導式問題為主，藉由引導式問題幫助學生

分析文本內容和引導學生思考該文本或該圖像化組織與革命的關係，如「過去有

人將漢朝的建立稱為革命嗎？為什麼？這時我們必須再次看到革命的定義，有許

多時候表面看似改變了，但本質改變了嗎？」。透過引導式問題的方式，讓學生

不斷地將歷史事件和學習活動與革命主題進行連結和思考。在問題的呈現方式上，

為了引導學生整理文本的重點，因此除了會透過一般問句的形式呈現外，也會以

圖像化組織的方式呈現。 

 

三、歷史思維目標 

在歷史思維能力的設計方面，透過此單元圖像化思考單中的圖像化組織，可

以幫助學生了解歷史是有時間性與變動性的。同時為了幫助學生了解一般歷史改

變與革命的差異，即透過上述 I-Chart 的方式整理三個歷史事件，而此三個歷史

工業革命前 工業革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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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皆不屬於革命，但在歷史的脈絡與變動上則有相當大的不同，讓學生透過

I-Chart 的方式分析和比對之間的差異，最後歸納出革命與非革命的差異。因此

在此單元歷史思維的教學目標中，首先是讓學生了解歷史是有時間性的，第二是

讓學生透過歸納歷史事件，以真正了解革命的概念。 

綜上所述，此課程是以漸進式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讓學生先了解什麼是改

變，並在此過程中亦讓學生了解歷史是有時間性和變化性的。當學生了解改變之

後，再進入革命，畢竟革命也是改變的一種，但其是屬於本質性的改變，因此接

下來即訓練學生寫出事件中形式上的改變與本質性的改變。最後再讓學生根據上

述所分析的資料，透過 I-Chart 判斷各歷史事件是否屬於革命，了解學生對於革

命的認知程度，並在此過程中培養學生從歷史事件中歸納出革命的定義，從下層

個別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上層的革命概念。 

 

貳、多文本介紹 

在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上，此單元總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課前活動，

主要在說明什麼是「改變」；第二部分為課堂活動，主要在說明什麼是「革命」；

第三部分為反思與回饋。然而在文本的部分，只有第一、二部分有文本，第一部

分課前活動共包含三篇文本；第二部課堂活動也是由三篇文本所組成，以下將針

對課前活動與課堂活動兩部分的文本進行說明。 

 

一、課前活動的文本 

課前活動的文本共有〈貨幣革命〉、〈工業革命〉和〈甘地不合作運動〉三篇，

以下將針對各文本進行摘述。 

（一）文本一：（貨幣革命〉 

此篇文本是從《科技新報》擷取下來的，內容大致在說明貨幣的演變，從貝

殼進行交易演變到硬幣和紙幣，最後再演變為現今使用的虛擬電子貨幣。一開始

即選擇此篇報刊作為第一篇閱讀文本，主要是因為「貨幣革命」這個主題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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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經驗較為相關，較容易引起學生的共鳴。 

（二）文本二：〈工業革命〉 

此篇文本是改寫自高中歷史教科書中的內容。內容大致在敘述動力來源的轉

變，從一開始的獸力、自然力轉變為蒸汽動力。 

選擇「工業革命」作為閱讀文本，主要與學生過去的學習經驗有關，由於工

業革命與一般的歷史事件不同，並非在說明政治、軍事史方面的變化，而是在說

明整個社會的轉變，同時此轉變所造成的影響也一直延續至今，因此學生對此事

件應不陌生。 

然而為什麼選擇高中教科書進行改寫而不直接採用國中教科書，主要是因為

高中教科書對於工業革命的敘述及舉例相對於國中教科書更為詳細，因此選用高

中歷史教科書。然而由於擔心學生一開始就要閱讀長篇文本會有不適應的情形，

因此在改寫的過程中，將字數控制於 200~300 字之間。 

（三）文本三：〈甘地不合作運動〉 

此篇文本改寫自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主要在敘述甘地如何引領印度脫離英

國的殖民統治，成立印度共和國。選擇此篇文本，主要是讓學生了解歷史的改變

並非只有在物質層面，國家制度方面也會有所變化。 

整體而言，雖然上述這三篇文本皆具有改變的性質，但在文本內容方面則沒

有太大的關連性。會如此挑選文本主要是為了讓學生了解歷史的「改變」並非只

發生在政治或軍事史上，其他面向中也有可能發生，透過實例的方式讓學生確切

了解革命的定義。 

然而此三篇文本除了具有改變的性質外，同時也具有「革命」的性質，故在

第二部分課堂活動中，本研究將透過圖像化思考單的圖像化組織，引導學生了解

改變與革命的差異，接著學生再藉由所學到的革命知識來判斷第二部分的文本是

否屬於革命，以確定學生對於革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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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堂活動的文本 

在第二部分課堂活動中，主要由三篇文本所組成，分別為〈漢朝建立〉、〈立

憲運動〉和〈戴克里先的政策〉。這三篇文本皆具有改變的性質，但皆不屬於革

命。之所以在第二部分課堂活動中放入這三篇文本，主要的目的是讓學生將所學

到的革命知識進行應用，了解學生是否能正確地分析文本，並真正了解革命的定

義，同時亦讓學生了解許多歷史事件皆具有形式上的變化且呈現形態相當多樣，

但卻不一定有實質的改變。以下將分別概述這三篇文本內容。 

（一）文本四：〈漢朝建立〉 

此篇文本改寫自國中歷史教科書內容，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在說明秦

始皇建立帝國後的治國方式及其所造成的影響。第二部分則在說明秦始皇的暴政

所引起的民變，以及劉邦推翻秦朝建立漢朝後，漢朝如何統治國家。然而不管皇

帝換成誰，國家的政治體制仍屬於皇帝集權制度，因此在國家體制上並沒有任何

革命。在圖像化思考單的部分，為了讓學生對於革命有更深的了解，因此從此文

本開始，將透過圖像化組織教導學生區分「形式」和「實質」改變，並以此分析

文中的變化。 

然而為什麼要要求學生區分「形式」與「實質」的變化呢？主要是因為很多

事件雖然是有所改變的，但並不能稱為「革命」，因為所謂的「革命」是指在本

質上具有根本性的變化，若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變化則不能算是革命。 

（二）文本五：〈立憲運動〉 

此篇文本改寫自高中歷史教科書的內容。主要在敘述清朝末年，清帝國在列

強的壓迫下，國力逐漸衰退的情形。當時中國諸多知識份子開始將如何救亡視為

重要議題，其中一派知識份子認為可以日本為鏡，學習日本的君主立憲制。清廷

在輿論壓力下，只能組織新內閣，但最後內閣成員大多為皇族成員，故被譏笑為

皇族內閣，使得許多知識份子相當失望，轉而支持革命。 

從此文本的內容來看，國家體制的確改變了，但此改變仍停留於表面上的變

化，畢竟國家權力實質上仍是由皇族所掌控，故在國家權力方面，實質上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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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改變。 

（三）文本六：〈戴克里先的政策〉 

此篇文本引用自高中歷史教科書。內容主要在說明羅馬帝國因為擴展的速度

過快，因此管理上相當不容易，故戴克里先就將帝國分成四塊，由四個皇帝共同

治理，使羅馬帝國暫時步入正軌。 

此篇文本對於學生而言應相當陌生，因其是屬於高中的課程內容，國中基本

上是沒有學過，之所以放此篇文本，主要是希望學生在遇到沒看過的文本和知識

時，能透過理性地剖析文本內容，並能區分出「形式」與「實質」上的改變。 

 

参、圖像化思考單問題分析 

在此單元的圖像化思考單中，雖然設計相當多的題目，但這些題目主要是輔

助學生對於「什麼是革命」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圖像化思考單中會提供答案，

供學生自行學習。然而在課堂活動的最後「統整活動」中，為了解學生實際的學

習情形並透過同儕間的鷹架降低學生的學習焦慮，因此以小組自行討論和發表的

方式進行。過程中教師並沒有進行過多的教學干涉，因此可以從小組討論單中清

楚看出學生對於革命的了解。同時由於在進行討論的過程中，有的學生也會將自

己的想法紀錄在圖像化思考單上，因此可以從「小組討論單」和「個人圖像化思

考單」中看出學生的學習情形。 

在分析學生的作答情形前，先說明此單元統整活動的目的。由於學生在進行

統整活動前，應對於革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再加上閱讀文本一到文本三以及介

紹革命與改變的差異後，應能區分之間的差異。為了確認學生是否有能力區分兩

者間的差異，因此讓學生閱讀文本四到文本六，並完成統整活動。當此活動完成

後，學生也閱讀完文本一到文本六，故應能藉由革命與非革命的文本對比，從中

對革命有更清楚的認識。以下將分別分析小組討論單和個人圖像化思考單。 

 

 

 



 

123 

一、小組討論單 

圖像化思考單的問題共分成三題，主要是針對文本四到文本六。1.是否有造

成「形式」上的改變？2.是否有「實質」上的改變？理由為何？3.基於上述的分

析，此事件是否屬於革命？以下將針對各個題目進行分析。 

（一）是否造成「形式」上的改變？ 

針對「漢朝建立」、「立憲運動」和「戴克里先的政策」三篇文本，所有的組

別皆認為有「形式」上的改變，畢竟只要事件有所變化就屬於「形式」上的改變，

因此基本上大多數的學生都能答對。 

（二）是否造成「實質」上的改變？理由為何？ 

在「漢朝建立」、「立憲運動」和「戴克里先的政策」三篇文本中，大多數的

組別皆認為沒有實質的改變。在「漢朝建立」的文本中，大部分的組別皆認為雖

然改朝換代，但實質上仍是屬於皇帝制度，如「國家權力結構沒有改變」（閱 G07-

單元一）、「只有政治、制度改變，但本質仍是皇帝制度」（閱 G08-單元一）、「皆

為帝制，沒有實質改變」（閱 G03-單元一）。從學生的作答理由中可以了解學生

已有能力區分「形式」性與「本質」性的變化。 

在「立憲運動」中，有的組別認為立憲運動只是形式上國家體制有所轉變，

但實質的國家權力還是控制在皇族手上，如「內閣一樣是皇族成員（與專制同）」

（閱 G06-單元一）、「還是皇族掌握實權」（閱 G08-單元一）。有些組別雖然答對，

但給的理由卻是有問題的，如「國家制度未發生改變」（閱 G07-單元一）、「皆為

帝制，沒有實質改變」（閱 G03-單元一），從兩組的作答中，可以了解部分學生

對於「國家權力」與「國家體制」的差異並不清楚，因此才會將兩者搞混，誤以

為沒有變動的是國家體制而非國家權力 

在「戴克里先的政策」中，大部分的組別是認為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仍屬於

皇帝制度，只是統治者從一人變四人，如「從原本的廣大的羅馬帝國到四地共治」

（閱 G07-單元一）、「對人民來說，統治者依然是皇帝」（閱 G06-單元一）、「實

質上仍是帝國」（閱 G08-單元一）。但也有組別認為「羅馬帝國從從一個皇帝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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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四個皇帝共同治理具有實質的成效，只是時間過於短暫而已」（閱 G05-單元

一），從此組別的回答可以知道部分學生在分析歷史事件時，仍只關注於表面上

的成效，但對於事件背後的權力運作則沒有特別注意。 

綜上所述，在分析「漢朝建立」、「立憲運動」和「戴克里先的政策」三篇文

本中實質性的改變時，大多數的組別皆能正確回答，能看出整體政治權力的運作

情形，但也有部分學生在分析時，忽略了事件背後的權力的變化，而被事件的表

面所誤導。 

（三）是否屬於革命？ 

在小組討論單中，基本上全部的組別皆認為「漢朝建立」、「立憲運動」和「戴

克里先的政策」三篇文本皆不屬於革命，然而組別間在判斷歷史事件不為革命的

理由則不太相同。大多數的組別認為此三篇文本中的歷史事件雖然有所變化，但

權力結構相同。然而也有組別認為，這些歷史事件不能稱為革命，主要是因為改

變後所維持的成效時間過短，因此不能算是革命。關於歷史事件改變後所維持的

成效長短，是否為革命的判斷要素，將於統整活動（一）進行說明。 

 

二、個人圖像化思考單 

在個人圖像化思考單中，學生大多能看見事件的本質，如閱 S29-單元一的

學生針對「漢朝建立」、「立憲運動」和「戴克里先的政策」三篇文本變化的看法

分別為「只是換了執政者，治理方式不同，仍是君主制國家」、「沒有將監督之責

交給知識分子，皇族內閣並未實踐『立憲』」、「人民沒有因此改變生活，只是帝

國版圖從一分成四」。 

然而有些學生仍只注意到事件表面的變化，如在漢朝建立的文本中，學生認

為「由於轉換為另一個國家了，因此算是革命」（閱 S08-單元一）。另外在戴克

里先的政策中，有的學生則認為「從羅馬帝國到四帝共治，是屬於革命」（閱 S24-

單元一）。從上述學生的作答情形，可以知道有部分學生對於應該如何區改變與

革命仍有些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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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圖像化思考單反思與回饋分析 

在反思與回饋的部分，學生對於教學模式的改變大多採正向看法，並認為圖

像化思考單的設計對於思維能力及分析文本的能力皆有所幫助，如「這些題目幫

助我們思考、分析文章，並且有條理地分析革命真正代表的意義」（閱 S18-單元

一）、「透過圖像化的過程可以更有效的統整出時間點前後的差異來找出大意」（閱

S06-單元一）、「這堂課學到了之前在看歷史不會想到的問題，跟之前看歷史很不

一樣，會藉由歷史去思考」（閱 S09-單元一）。但也有學生認為圖像化思考單的

難易度較高，如「感覺很難，但了解後很有用」（閱 S37-單元一）、「好深奧」（閱

S12-單元一）。 

在情意方面，大多數學生認為是有趣的，如「學到平常比較少有機會接觸到

的東西，感覺很新鮮」（閱 S05-單元一）、「在這次的課堂中，講述了一般歷史課

不會講到的定義，加上和同學互動能加深印象，非常有趣，希望未來有更多這種

的活動」（閱 S27-單元一）。 

綜上所述，實驗組的學生在經過第一單元的學習後，基本上都持正向的學習

態度。對於圖像化思考單中的引導式問題和圖像化組織的設計，大多數的學生也

都認為能有效提升文本分析及歷史思維的能力。 

 

第二節 單元二－革命的前因後果 

壹、單元設計模式 

此單元設計理念共包含教學規畫、問題設計和歷史思維目標三個部分，以下

將分別進行說明。 

 

一、教學規畫 

此單元主要是訓練學生分析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同時也會利用圖像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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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生學習。此單元在圖像化組織方面，基本上是延續單元一，將原本簡單的

前後歷史事件的「變化」圖像化組織圖擴充至遠因、近因、結果和影響四個面向，

如圖 5-2-1。藉由前因後果的分析技巧，希望能幫助學生對於歷史事件的來龍去

脈有所了解，並幫助學生藉由此因果關係來判斷革命。 

 

 

圖 5-2-1 「前因後果」的圖像組織圖 

 

二、問題設計 

由於在此單元的文本中，所選取的歷史事件皆屬於革命，因此在分析這些歷

史事件的過程中，也不斷透過提問，讓學生喚取單元一相關歷史事件的知識。學

生透過引導式問題，思考並比較革命與一般的改變的差異，如「說到政府組織的

改變，難道立憲運動就沒有改變政權組織嗎？為什麼立憲運動不能稱為革

命？」。 

 

三、歷史思維目標 

在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方面，透過圖像化組織圖能有效分析歷史的因果關係，

同時為了幫助學生對於歷史事件的脈絡有更清楚地了解，因此會提供歷史事件發

生的背景和相關影響供學生閱讀，讓學生對於歷史事件所產生的意義有更清楚的

認識。關於文本的部分，則會於以下第貳部分進行說明。 

綜上所述，此單元主要藉由因果關係的圖像化組織幫助學生分析歷史事件的

來龍去，並在分析的過程中，讓學生去比較革命與一般改變的差異，從中對「革

命」此抽象名詞有更清楚地認識。 

 

貳、多文本介紹 

在此單元的圖像化思考單中，共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課堂活動

（遠因） （近因） 歷史事件 （結果）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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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反思與回饋。在文本的部分，此單元共有六篇文本，在課前活動的部分有一篇

文本，但此文本是第一單元已閱讀過的「漢朝的建立」，因此此文本就不再贅述；

在課堂活動的部分則共有五篇文本，分別為〈辛亥革命〉、〈思想與革命〉、〈法國

大革命的起源〉、〈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和〈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其

中辛亥革命和法國大革命在「革命」此概念上為相互衝突的歷史事件，而為了對

這兩個歷史事件的歷史脈絡有更清楚地認識，因此針對這兩個歷史事件安排相關

的歷史文本供學生閱讀。前兩篇文本是針對辛亥革命所提供的歷史脈絡，主要在

敘述民國初年的政治與社會情形；後三篇文本則是針對法國大革命提供相關的歷

史脈絡。從文本的類型來看，前兩篇文本間與後三篇文本間皆屬於補充式文本，

將該歷史事件說明得更加清楚。 

在圖像化思考單中，為了讓學生了解此五篇文章背後所欲傳達的意義，因此

將五篇文本分類成兩大主題，前兩篇文本的主題為「『革命成功』不等同『革命』」，

後三篇文本的主題為「『沒有改變』並不等於『沒有革命』」。以下將針對這兩個

主題的文本進行說明。 

 

一、「『革命成功』不等同『革命』」中的文本 

在此主題中分別為〈辛亥革命〉與〈思想與革命〉兩篇文本。以下將分別摘

述這兩篇文本的內容。 

（一）文本一：〈辛亥革命〉 

此篇文本改寫自高中歷史教科書，主要在敘述清朝是如何被推翻的。在清朝

末年，由於西方知識的傳進，許多知識份子希望可以藉由改革來救中國。然而革

命並非一開始就受到大眾的支持，直到皇族內閣出現後，知識份子大失所望，才

紛紛加入革命派，推翻清朝成立中華民國。 

（二）文本二：〈思想與革命〉 

此篇文本引自楊碧川所寫的《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此篇文本主要在敘

述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發展的情形。民國初年袁世凱稱帝、溥儀復辟、軍閥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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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件相繼發生。在思想上則出現一股尊孔復古的反動逆流，辛亥革命未曾徹底

改變思想，因此許多新式知識份子相繼發起新文化運動，引進西方的民主和科學，

試圖從思想層面進行改革。 

上述這兩篇文本主要是讓學生透過因果關係法進行分析，使學生在圖像化組

織的引導下思考兩篇文本的關係，並透過問題引導學生思考革命的核心─思想。 

 

二、「『沒有改變』並不等於『沒有革命』」中的文本 

此主題共有〈法國大革命的起源〉、〈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和〈保守

主義-梅特涅時代〉三篇文本。以下將分別摘述這三篇文本。 

（一）文本三：〈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此文本引自高中歷史教科書。文本主要在敘述法國因為稅收問題而召開三級

會議，但因賦稅不公、天災等問題導致物價飛漲以及人民對國王的不信任，因此

爆發法國大革命。 

（二）文本四：〈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 

此篇文本引自高中歷史教科書。文本主要在敘述法國大革命中的國民公會時

期。由於此時期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因此造成歐洲各國君主震怒，於是

組成反法同盟。法國在反法同盟的壓迫下，國內的激進派羅伯斯比等人控制國民

公會，並以「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藉機將政敵送上斷頭臺，直到羅伯斯比

自己被送上斷頭臺才結束這場「恐怖統治」。最後法國大革命在拿破崙上台後即

宣告結束。 

（三）文本五：〈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此篇文本引自高中歷史教科書。此文本主要在敘述拿破崙政權被反法同盟擊

敗後，歐洲的保守勢力再次抬頭。然而雖然法國大革命失敗了，但「自由、平等、

博愛」的精神則已滲透至人民的心中，因此之後法國陸續發生七月革命和二月革

命，許多歐洲國家受其影響也紛紛發起民主革命運動。 

綜上所述，此三篇文本正好含括了法國大革命的原因、過程和結果。同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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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圖像化思考單的引導，讓學生分析法國大革命的前因後果，並透過圖像化組織

讓學生思考法國大革命的結果與影響有何不同，讓學生注意到結果並不代表一

切。 

由於本圖像化思考單的主題一與主題二在觀點上呈現對比，相當適合讓學生

進行思考，但礙於圖像化思考單的篇幅與課程時間，因此將兩者間的比較於下一

次的課程統整活動（一）中進行。 

 

參、圖像化思考單問題分析 

此單元的圖像化思考單仍是以引導式的方式教導學生如何分析事件的前因

後果，因此在圖像化思考單中有許多的暗示輔助學生完成學習任務，並使學生對

於因果關係能有所了解。然而在圖像化思考單最後，為了了解學生是否了解因果

關係法如何應用，因此在課堂中主題二法國大革命的部分，則沒給與學生任何提

示，只讓學生間進行小組討論，並判斷法國大革命的前因後果。以下將針對主題

二法國大革命的小組討論結果進行分析，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形。由於因果分析

共分成遠因、近因、結果和影響四個部分，因此以下將分成這四個面向進行分析。 

一、遠因 

在小組學習單中，大多數的組別皆能正確區分出法國大革命的遠因，分析出

法國大革命發生前的社會概況，如「平民需繳大部份的稅，上層社會的人雖然有

錢，但可免稅，因此中產階即主張自由、平等、博愛」（閱 G10-單元二）。然而

有些組別則會將遠因與近因寫相反，如在遠因中寫了「物價飛漲以及對國王的不

信任」（閱 G05-單元二）。甚至有相當少數的組別出現倒果為因的現象，如認為

「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已散布到各地了」（閱 G04-單元二）。 

二、近因 

近因的部分主要在說明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大多數的組別都能清楚點出，

如「路易十六因財政問題而召開『三級會議』」（閱 G07-單元二）。但若只是召開

三級會議就導致革命，似乎仍有許多沒有說明清楚的地方，只有少數的組別能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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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模糊的地方解釋清楚，如「由於國王召開三級會議，再加上當時通貨膨脹，

人民對於國王的不信任才導致法國大革命發生」（閱 G02-單元二），表示學生對

在思考的過程中，仍是屬於跳躍式思考，而忽略中間的一些細節。 

三、結果 

在此所指的「結果」是指法國大革命結束後的情況，如「拿破崙上台，恐怖

統治結束」（閱 G01-單元二），或是大致敘述法國大革命到結束的過程，如「在

國民公會時期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建立共和體制，並在反法同盟的壓迫下出

現恐怖統治，最後拿破崙上台，法國再次恢復帝制」（閱 G05-單元二）。然而有

許多組別則是將法國大革命的過程寫出來，而不是列出結果，如「推翻王權」（閱

G07-單元二）、「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臺」（閱 G09-單元二）、「羅伯斯比恐怖統治」

（閱 G04-單元二），表示學生對於事件的過程和結果仍有混淆的情形。 

四、影響 

法國大革命雖然最終是以失敗告終，且保守勢力隨後也逐漸成長，但因法國

大革命所展現的價值觀自由、平等、博愛已深植於人民的心中，因此即使王權復

辟，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平民仍出現許多的革命事件。 

在作答的部分，有的組別將法國大革命的重大影響點出，如「革命風潮影響

至其他國家」（閱 G07-單元二）、「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影響歐洲各國革命」

（閱 G02-單元二）。但有的組別似乎沒有注意到法國大革命的核心價值自由、平

等和博愛，而是依據時間軸線，將法國大革命結束後的的狀況寫出，而沒考慮到

其所寫的答案與法國大革命的價值有無關聯，如「保守主義崛起」（閱 G04-單元

二）。由於保守主義是在拿破論政權垮台後出現的，雖然距離法國大革命結束有

一段時間，但與法國大革命的核心價值沒有直接的因果關連性，因此不能算是法

國大革命所造成的影響。 

整體而言，學生在經過此單元的學習後，對於原因的部分，也就是遠因和近

因，大多數的學生皆能正確的判斷，只有少數的學生會將近因與遠因顛倒，倒果

為因的更是少數。然而在結果與影響的部分，學生則較容易判斷錯誤，容易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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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過程寫進結果之中。同時由於在閱讀的過程中，沒有掌握事件的核心價值，因

此容易將影響寫錯。 

在整體表現上，部分的組別能完全正確分析法國大革命的因果關係，但有的

組別仍需再加強，為了讓學生在分析因果關係的技術上有更多的練習機會，在往

後的圖像化思考單中，仍會設計相關的因果關係問題。 

 

肆、圖像化思考單反思與回饋分析 

在個人圖像化思考單的回饋中，可以發現學生在認知能力方面，開始從注重

文本的知識，轉向為閱讀技巧的能力，如「推理出最根本原因及導火線等...讓思

考邏輯更明確」（閱 S22-單元二）、「從一個全篇都是重點的文章，找出重點中的

重點」（閱 S13-單元二），透過圖像化思考單的輔助，使學生能快速地抓出歷史

脈絡。同時因果分析技術除了對分析文本有所幫助外，許多學生普遍也認為對於

日常生活的應用也有所幫助，如「藉由歷史上的分析，可以幫我應用在日常所發

生的情況」（閱 S33-單元二）、「可以對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更有脈絡的分析」（閱

S35-單元二）。在圖像化思考單中引導功能的部分，對於學生了解或抓取重點是

有所幫助的，如「以前時常搞錯重點，有此輔導相信會更清楚判斷」（閱 S38-單

元二）。 

然而有些學生則認為此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仍然偏難，且要清楚分析因果關

係則不太容易，如「找不到遠因及後續影響，範圍太大不好找到」（閱 S17-單元

二）、「遠、近因有些難分」（閱 S37-單元二）。但也有學生認為，因果關係的分

辨問題可以透過小組討論的方式加以釐清，如「結果、影響有點難分，不過小組

討論後就清楚了」（閱 S15-單元二）。 

綜上所述，學生在經過此單元的學習後，大多認為對於歷史閱讀和日常生活

皆是有所幫助的，可以有效地分析事件的脈絡。然而在部分的回饋中，也可以看

出學生對於因果關係仍不是相當熟悉，這與小組討論單的分析情形相互呼應。因

此為了讓學生對於因果關係的分析技巧更加熟練，在往後的單元中也會再設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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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題目供學生練習。 

 

第三節 統整活動（一） 

由於單元一與單元二皆著重於分析歷史事實，僅就事實層面進行分析，卻沒

有機會讓學生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同時在教學生中，學生所遇到的問題也沒時間

進行補救和教學。因此設計此統整活動作為課程的緩衝，一方面回答學生在學習

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一方面讓學生透過所學的知識，進行更高層次的歷史思

維。由於此統整課程學習單共分成課堂學習活動和反思與回饋兩大部分，故以下

將分別針對這兩個部分進行說明。 

 

壹、單元設計理念 

在設計此統整課程時，主要的目標有三，一為回答學生在單元一和單元二學

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困惑；二為提升學生對於革命的概念，並培養學生分析比較的

能力；三為培養學生能有邏輯且清楚地闡述自身的觀點。 

針對第一個目標，由於可以透過閱讀的方式回答，於是就直接將解答於圖像

化思考單中呈現。然而針對第二個目標提高學生思考層次的部分，為了讓學生能

從因果關係的分析中，對革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因此讓學生比較「辛亥革命」

和「法國大革命」兩者間的前因後果，讓學生藉由比較的過程找出兩者間的差異，

使學生從中思考此兩場革命究竟是否算是成功的革命。針對第三個目標，則是透

過小組討論，讓學生交換意見，使學生了解即使是同一件事，但卻可能因為角度

和觀點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答案，最後學生在經過討論後，統整不同的意見和自身

的看法，有邏輯地書寫出自己最終的想法，並說明理由。 

綜上所述，此統整課程主要在幫助學生對於革命有更廣且深的思考，同時透

過小組討論的方式讓學生了解其他同學的觀點，從中思考他人觀點與自身觀點差

異的原因，了解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即會有不同的答案。最後在此統整課程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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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組討論的方式，幫助學生清楚且有邏輯地與同儕說明自身的觀點及理由，從

此過程中訓練學生邏輯思維和表達能力。 

 

貳、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共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在回應單元一〈戴克里先的政策〉此

篇文本。由於有部分的學生於單元一反思與回饋的部分寫到：「從文章中的描述

一開始覺得戴克里先他是有革命的，很難接受其沒有革命的事實」（閱 S14-單元

一），因此在此統整課程中，幫助學生釐清此篇文本，讓學生徹底了解其不屬於

革命的原因。第二部分則是讓學生應用革命的知識來判斷辛亥革命與法國大革命

兩個歷史事件是否屬於成功的革命，讓學生藉由這兩個歷史事件，比較兩者間的

差異。 

由於第一部分主要是透過統整課程學習單進行說明，因此學生只需從中進行

閱讀以及思考即可，不需進行作答。第二部分主要是了解學生對於辛亥革命和法

國大革命的看法，因此以下將分別針對辛亥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作答情形進行分

析，以從中了解學生分析事件的能力。 

 

一、辛亥革命 

根據學生的作答反應，大致上可以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是屬於成功的革命，

另一派則認為不屬於成功的革命，人數也大約各佔一半左右。認為辛亥革命為成

功革命的學生，大多是只關注於政治層面，認為「辛亥革命造成國家的統治，由

專制變成民主共和，和以前不同，具有本質上的差異」（統 S05-統整一）。另一

派的學生則認為辛亥革命不屬於成功的革命，此派學生所關注的不單只有政治層

面，也涵蓋整體社會文化層面，認為「辛亥革命並不屬於成功的革命，雖然政權

有所改變，但思想上仍然屬於舊思想，袁世凱、溥儀復辟事件接二連三發生」（統

S34-統整一）。 

從上述學生的作答情形中，若是認為辛亥革命成功，則可以知道此部分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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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分析辛亥革命時，只有分析到結果，但對於其後續所造成的影響則沒有繼續

關注，因此只單純從結果中擷取答案。然而若能將辛亥革命的來龍去脈，尤其是

後續的影響分析完的話，則會認為辛亥革命事實上只成功了一半，後有思想的部

分需要再努力。接下來分析法國大革命。 

 

二、法國大革命 

對於法國大革命是否屬於成功的革命，支持與反對的學生比例也大約各佔一

半。認為法國大革命不屬於成功的革命，大多是認為「雖然思想改變了，但是體

制沒有變化，權利（力）仍在少數人手上」（統 S29-統整一）。另一派認為法國

大革命是屬於成功的革命的學生，則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思想上的革命，由

原本鎮壓人民的專制王權思想轉為『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潮，並將其推

至整個歐洲。雖然就結果而言是失敗的，但卻撼動了政體的本質」（統 S38-統整

一）。 

從上述學生的作答情形，若學生認為法國大革命不屬於一場成功的革命與政

治體制有關，表示學生對於該事件只關注於事件的結果，但對於後續的影響則沒

有特別關注。同時針對此題目，也可以排除學生只關注於政治因素而忽略文化因

素，而造成判斷錯誤的情形，因為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影響是從文化牽動至政治，

如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因此若有關注後續發展，就不會只將焦點停留於拿破崙

實行帝制。相對的若認為法國大革命是場成功的革命與自由、平等、博愛的對外

擴散有關，表示學生有全面性的觀察法國大革命的結果與影響，並意識到影響的

重要性。 

綜上所述，經過此統整課程後，有半數的學生開始注意到歷史不是看到結果

就算結束，還必須關注之後的影響，而且有時對於歷史事件而言，影響的重要性

反而還高於結果。同時從學生的作答中，也可以了解已有部分學生開始意識到革

命的成敗不單只是政治權力的結構改變即可，思想層面反而更是其中的關鍵。整

體而言，學生對於革命的定義已經能有所了解，但對於歷史結果和影響的應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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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學生仍不太熟悉，因此將會於第三單元中，設計相關題目供學生練習。 

 

參、反思與回饋 

經過此次的統整課程後，可以發現學生在歷史解釋的多元性、革命的應用和

思考能力相對是有所進步，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在歷史解釋的多元性方面，學生開始意識到歷史不一定有標準答案，根據切

入的觀點不同，則會得到不同的答案，如「歷史沒有一定的對錯，要看人從哪一

種角度去想」（統 S03-統整一），甚至也有同學反應「以前覺得革命就是革命，

但是上完課後發現仍有思考的地方」（統 S29-統整一），表示學生在分析歷史時，

從原本只觀察單一面向的變化外，也逐漸開始注意到其他面向的變化，發現歷史

事件不像表面上所看到的如此單一。 

在革命的應用方面，學生對於「革命」這個詞彙開始從死版的定義轉化成能

活用的詞彙，如「對『革命』這件事在腦中重新定義了一遍，不再只是死背硬記

課文內容」（統 S36-統整一），同時在分析革命的過程中，有部分學生在判斷是

否為革命的過程中，部分是依據文本標題中是否有「革命」的字樣，但經過此統

整課程的學習後，則開始反思文本標題的正確性，認為「標題名稱內有『革命』，

但其實卻不盡然就是革命」（統 S15-統整一），使學生是抱著質疑的態度閱讀文

本，而非全然相信文本標題所提供的資訊。 

在思維能力方面，學生開始注意到不能只憑事件的結果就進行論斷，還需看

之後此事件所帶來的影響，如有學生認為「真正的革命是足以撼動本質的思想戰

爭，不應只看結果而忽略其帶給他人的意義」（統 S38-統整一）。同時經過此學

習活動後，學生變得更樂於與同儕討論問題，且也認為對於提升自己的思考能力

能有所幫助，如「小組討論有關革命的話題，從不同角度切入，得到不同的答案，

相當有趣」（統 S18-統整一）、「經過課堂的學習，可以增加思考能力」（統 S15-

統整一）。 

綜上所述，此次的統整課程讓學生對於革命的認知、因果關係的應用皆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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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的進步，同時開始意識到歷史解釋的多元性，沒有單一的標準答案，甚至有

同學也開始質疑教科書，如「歷史也能進行思考、研究，不全然課本就是標準答

案」（統 S29-統整一），開始能以理性思考的方式來分析歷史事件和文本內容，

而不是只用過去所學的教科書內容和知識進行作答。 

 

第四節 單元三－革命背後的價值 

壹、單元設計理念 

此單元設計理念共包含教學規畫、問題設計和歷史思維目標三個部分，以下

將分別進行說明。 

 

一、教學規畫 

由於每個事情都有光明面與黑暗面，革命也不例外。然而單元一與單元二所

呈現出的革命都是以正面為主，因此此單元主要的目的在幫助學生了解戰爭和流

血革命所造成的後續結果與影響不盡然都是正面，也有負面的情形。因此在因果

關係的圖像化組織的部分，結果與影響則分成正面和負面兩個部分，引導學生進

行分析，如圖 5-4-1。 

 

 

 

 

圖 5-4-1 因果關係正負面圖像化組織 

 

二、問題設計 

當學生藉由「因果關係正負面圖像化組織」來分析歷史事件的過程中，也研

究者開始會逐漸拋出相關的核心問題，讓學生思考生命的價值，如「為了爭奪權

（原因） 歷史事件 

正面 

負面 

（結果） 

（結果） 

（影響）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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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權利，而犧牲生命值得嗎？為什麼？」。雖然此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但希

望藉由此問題讓學生去思考並了解在做任何選擇時，其都是必須付出代價的，沒

有絕對完美無缺的選擇。 

 

三、歷史思維目標 

在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方面，則是培養學生歸納歷史事實，找出抽象概念「革

命」的多重因果，並在閱讀所有文本後，思考核心問題並清楚闡述自身的看法。

綜上所述，此單元主要透過圖像化組織來分析戰爭或流血革命等歷史事件，從中

讓學生了解革命所造成的正、負面影響，並對於「革命」重新進行思考。 

 

貳、多文本介紹 

此單元的圖像化思考單共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課堂活動和反思

與回饋。在文本的部分，主要集中於課前活動與課堂活動之中。在課前活動的部

分共有兩篇文本，分別為〈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和〈保守主義-梅特涅時

期〉兩篇文本，透過此兩篇文本讓學生再次喚起革命的必要性，以及其正面的影

響。由於這兩篇文本已於第二單元中摘述過了，因此這裡就不再贅述。 

在課堂活動的部分則共有三篇文本，分別為〈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

戰〉和〈美國獨立革命〉。由於此單元的主題是革命背後的價值，通常在政治層

面的革命基本上都是透過戰爭的方式進行。然而戰爭真的是唯一的方式嗎？其背

後到底需付出什麼代價。因此在挑選文本時，就以美國獨立革命對比一、二次世

界大戰。讓學生試著思考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以及讓學生再次反思革命的意義。 

以下將針對〈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和〈美國獨立革命〉分別進

行摘述。 

 

一、文本一：〈一次世界大戰〉 

此篇文本改寫自高中歷史教科書，主要在敘述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原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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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戰爭結束後所帶來的結果和影響。在一次世界大戰中，其所造成的結果既有正

面也有負面。在正面結果的部分，由於女性在戰爭的過程中對於後勤工作有重大

的貢獻，因此在戰後女性的地位提升並取得投票權。在負面的部分，由於一次世

界大戰應用許多新式武器，因此人民死傷慘重。同時在戰後和平協定的部分，由

於戰勝國對於戰敗國的報復心態，因此直接醞釀了下一次的世界大戰的發生。 

 

二、文本二：〈二次世界大戰〉 

此文本改寫自高中歷史教科書，一開始簡略地說明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過程，

之後即開始說明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影響。在進行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不

管是同盟國還是軸心國皆因戰爭造成大量的人民死傷，甚至不乏出現大屠殺事件。

由於二戰中造成大量的死傷，因此也使人們開始反省，希望藉由建立世界性的跨

國組織，促進國際間的和平，避免戰爭再次發生。 

 

三、文本三：〈美國獨立革命〉 

此篇文本改寫自高中歷史教科書，主要在敘述美國獨立革命的背景以及過程，

並透過對於《常識》以及啟蒙運動的說明，讓讀者清楚了解美國欲獨立的動機以

及所欲追求的目標。 

綜上所述透過課前活動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兩篇文本，提醒學生革命的正面影

響，但為了讓學生了解革命並不會只有正面，因此透過課堂活動中的三篇文本讓

學生了解革命所造成的結果與影響是錯綜複雜的，推翻學生對於革命的迷思。 

在文本的挑選方面，課堂活動中的三篇文本則具有類似脈絡化的功能，幫助

學生對於革命所造成的結果與影響有更多元的認識。例如文本一與文本二主要是

讓學生了解戰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即使在結果與影響中因為負面事件導致人們

開始反思，進而轉化成正面影響，但仍無法抹滅戰爭帶來的悲劇。文本三則是展

現戰爭的正面意義，透過流血衝突爭取自身權利，將烈士的犧牲轉化為民主自由

的養分。整體而言，在文本的安排上，希望學生透過三篇文本重新建構流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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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戰爭的意義。 

 

參、圖像化思考單問題分析 

此單元的圖像化思考單最終目的是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多文本閱讀，針對「戰

爭或流血革命」分析其正、反面結果與影響。同時透過此分析去思考戰爭背後的

價值與意義。以下將針對各組學生對於「戰爭或流血革命」的原因、結果和影響

的作答情形進行分析。 

 

一、原因 

對於「戰爭或流血革命」的原因大多數的同學皆能正確回答。同時在作答的

內容上，大多數的組別皆能歸納多文本的內容，以概念性的知識進行回答，如「民

間生活疾苦、階級地位不平等、殖民地剝削、國際問題」（閱 G03-單元三）。而

非只是單純將多文本中各篇的事實性知識列出，如「一戰：斐迪南夫婦遭殺害；

二戰：德國民族尊嚴受到傷害...」（閱 G08-單元三）。 

 

二、結果 

對於「戰爭或流血革命」的結果部分，又再分成正面結果與負面結果，以下

將分別進行說明。 

在正面結果的部分，大多數的組別皆能具體地表達其想法，如：「人權獲得

重視」（閱 G05-單元三）、「民族意識崛起」（閱 G02-單元三）。然而從學生的回

答中，也可以看出學生仍存在著「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迷思，且在作答的內

容方面也較為籠統，如「好的國家獲勝」（閱 G03-單元三），然而究竟何謂好的

國家？獲勝的國家即好的國家？這些都是可以令學生再去思索的問題。在負面結

果的部分，大部分的組別皆認為戰爭會造成人民大量傷亡、國家經濟衰退等結

果。 

整體而言，學生能正確分析戰爭或流血革命所造成的正負面結果。在分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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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養的方面，則可以透過對事件的分析，讓學生了解事件並非只有單一面向，

應從多元的角度進行觀察和分析，才能真正了解該事件的真正樣貌。 

 

三、影響 

在影響的部分，基本上所有的組別的作答方式皆是正面的結果產生正面的影

響，負面的結果則是產生負面的影響，如在流血衝突後的正面結果為「得到原應

有或更多的權利」，造成的影響為「社會回復到較穩定的局勢」；負面的結果為「人

民死傷慘重，國家經濟衰退」，造成的影響為「受戰火波及的國家重建困難」（閱

G01-單元三）。 

然而正面結果所帶來的一定是正面影響嗎？負面的結果所帶來的又一定是

負面影響嗎？例如戰爭雖然造成人民死傷慘重，但由於人們有反省的能力，因此

當大規模戰爭結束後，就會試圖尋找避免重蹈覆轍的方法，其中聯合國成立就是

相當典型的例子，有鑑於戰爭所造成的死傷，因此積極組織國際間的溝通平台。 

綜上所述，學生在進行此學習任務的過程中，在分析能力方面，開始能從單

一面向的因果關係，擴展至多元面向的因果關係。除了訓練學生多元面向的因果

關係的分析能力外，為了讓學生重新思考革命的價值，故藉由提問的方式讓學生

進行思考。從學生的作答情形，可以知道學生開始會從事件發生的當下的情境來

分析流血衝突事件，而非一味的否定或贊成，如戰爭是否為解決衝突的唯一方式，

開始有學生認為「不一定，要看戰爭的目的」（閱 S13-單元三）。 

 

肆、圖像化思考單反思與回饋分析 

在反思與回饋的部分，大致可以分成認知與情意兩個部分。在認知方面，大

多數學生認為透過此單元的學習，開始能以多面向的角度進行觀察與分析，如「了

解戰爭有正面和負面的結果，並全然是正面」（閱 S21-單元三）。同時也開始理

解歷史脈絡的複雜性，以及其中複雜的因果關係，如「『壞』的結果不見得帶來

『壞』的影響─比如說即使法國大革命失敗，卻把其精神傳遍世界」（閱 S38-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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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三）。 

同時除了認知能力有所增加外，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也有所提升，能將此單

元所學的知識，重新檢視過去所學的內容，如「這次的課程讓我反思了自己之前

所統整出的結論，可以修正並發掘其錯誤」（閱 S25-單元三）。 

在情意方面，大多數的學生對於此單元是感興趣的，且對於歷史的多元因果

關係感到驚訝，如「原來以為是件簡單的活動，沒想到實際思考後發現他其實另

有難處」（閱 S33-單元三），從學生的反應中即可了解，學生已經意識到歷史並

非只是線性的因果關係，而是呈現網狀的。同時許多學生也開始注意到，此課程

活動所學的歷史與過去的歷史不同，似乎沒有標準答案，相反地卻是更注重學生

對於答案的詮釋能力，如學生認為「歷史在分析的過程中，沒有固定的標準答案，

主要是看如何解釋」（閱 S19-單元三）。最後在分組討論的部分，則可以充分看

出同儕所扮演的鷹架功能，大多數的學生認為透過同儕討論以及小組的發表，可

以使學生了解其他人的看法，並從中進行反思，如「透過小組分享，可以了解全

班同學對革命的看法」（閱 S28-單元三）、「在小組討論中，我學會傾聽他人的想

法，並從中統整大家的意見」（閱 S22-單元三）。 

綜上所述，學生在經過此單元的學習後，在因果關係的分析上，開始能多元

面向的思考，並從中釐清事件間的關係，了解事件的發展並非單一軸線，而是多

條網絡所組成。在情意方面，可以看出小組討論對學生的幫助，尤其是在此單元

圖像化思考單中的最後一個學習任務，分析「戰爭或流血革命」的因果關係。由

於此學習任務並沒有標準答案，因此學生可以透過圖像化思考單所提供的文本，

互相交換意見，並從中聆聽他人的想法。在此過程中，學生除了有能力統整同儕

間不同的意見外，也學會了包容並尊重與自身意見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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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單元四─改革 V.S.革命 

壹、單元設計理念 

此單元設計理念共包含教學規畫、問題設計和歷史思維目標三個部分，以下

將分別進行說明。 

 

一、教學規畫 

經由前幾個單元的學習，學生對於革命已有所了解。為了讓學生了解革命並

非唯一和最佳的選擇，故此單元藉由 I-Chart 讓學生比較「改革」與「革命」的

優缺點。除了之外，為了培養學生從事實性知識歸納為概念性知識的能力，故會

給學生相關文本，讓學生從文本的歷史事件中歸納出改革與革命的優缺點，如圖

5-5-1。 

 

文本 
「革命」或

「改革」？ 

具體結果或

影響 

 請透過具體結果和影響，歸納出

「革命」和「改革」的優點和缺點 

文本一   
→ 

優點  

文本二  缺點  

文本三   
→ 

優點  

文本四  缺點  

圖 5-5-1 改革與革命比較圖 

 

二、問題設計 

當學生對於改革與革命的優缺點有所了解後，則透過提問的方式讓學生思考

改革與革命何者較佳，並說明原因。讓學生透過此問題再搭配 I-Chart 中的資訊

進行深入思考，以對革命有個全面性的認識。 

 

三、歷史思維目標 

在歷史思維能力方面，透過上述 I-Chart 的方式可以幫助學生歸納文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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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改革與革命的優缺點。最後再根據相關證據，提出自己對於改革與革命的看

法，清楚說明自己的觀點。綜上所述，此單元主要是搭配 I-Chart 的使用以訓練

學生歸納的能力，並再透過提問讓學生對於改革與革命的差異有更深入地了解。 

 

貳、多文本介紹 

此單元的圖像化思考單共包含三個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課堂活動和反思

與回饋。在文本的部分，課前活動只有一篇文本〈思想與革命〉，由於此篇文本

已經與單元二摘述過，在此就不再贅述。在課堂活動的部分，則共有四篇文本，

分別為文本一：〈白話文運動〉、文本二：〈廢除漢文〉、文本三：〈美國獨立革命〉

和文本四：〈立憲運動〉。其中文本三與文本四分別在單元三和單元二進行摘述，

因此以下將分別針對文本一和文本二進行簡述。 

 

一、文本一：〈白話文運動〉 

此篇文本引自小田季進所著的《胡適》。主要在敘述民國初年白話文運動的

訴求。當時白話文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認為白話文是指當代所使用活的語言，

而非過去的死文學，因此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白話文。雖然白話文主要是流

行於平民文學之中，但卻也是使用最為廣泛的。為了使知識能透過文字廣泛應用

於所有階層，文學上的改革是有必要的。 

 

二、文本二：〈廢除漢文〉 

此篇文本引自《新青年》雜誌。主要在敘述民國初年漢字廢除的問題，錢玄

同認為若要推倒孔家舊學，漢字必須廢除，因為知識份子可能以此為媒介讀古人

書，進而被儒家舊學所洗腦。除此之外，由於漢字在字型與字音方面極難辨讀，

因此不利於傳播知識，故應停止漢字的使用。 

綜上所述，在課堂活動中放入此四篇文本，主要是呼應單元一，讓學生再次

判斷什麼是革命，並分析改革與革命的優缺點，間接讓學生了解兩者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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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學習活動中的四篇文本，〈白話文運動〉和〈立憲運動〉屬於「改革」而〈廢

除漢文〉和〈美國獨立革命〉則屬於「革命」，同時為了使學生對於政治和社會

文化層面的改革和革命的差異皆能有所了解，因此在改革和革命中，皆有一篇政

治和社會文化的文本，讓學生透過革命的定義，分析不同面向的歷史事件，以確

切熟悉革命的定義。同時在此過程中亦訓練學生使用演繹法的能力，試著將通則

推論至各個歷史事件。 

 

参、圖像化思考單問題分析 

此單元的教學目標是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圖像化思考單的圖像化組織引導，了

解改革與革命的差異，並藉由此認知來分析歷史事件。因此接下來將針對課堂活

動中的統整活動，了解學生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看法。 

針對新文化運動是否應以革命的方式推行，學生的反應大致可以分成三種，

分別為「支持革命」、「應以改革的取代革命」或是「改革與革命之間」。以下將

針對這三個答案進行分析。 

 

一、支持革命 

認為新文化運動應以革命的方式推行的學生人數約占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二。

而學生之所以支持新文化運動原先推行的方式─「革命」，主要原因在於效率高，

且能徹底地改變當時中國的舊有思想，使中國快速現代化，如「革命是必要的，

因為革命能夠使政府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人民的訴求...」（閱 S25-單元四）。 

從學生的作答反應中，可以了解學生對於革命的特性有一定的認知，但是在

思考的面向上仍較為單一，只注意到革命帶來的正面影響，但卻沒有注意到該歷

史事件的情境，以及強行進行革命後可能會造成的負面問題。 

 

二、應以改革取代革命 

認為應以改革取代革命的學生人數約占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二。學生認為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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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革命的理由，可以分成以下幾點，一、為了維護傳統文化，如「保留一些傳統

儒家思想，不全然是壞的，如果革命把全部思想改變，那就跟複製其他國家文化

沒兩樣」（閱 S32-單元四）；二、能使多數人接受，減少衝突與對立，如「太硬

性強迫他人接受，可能造成之後有人起身反對」（閱 S29-單元四）；三、思想與

價值觀的改變應採漸進式，無法短時間進行改變，如「因為這畢竟是思想上的改

變，無法一下子就適應」（閱 S13-單元四）。 

從上述學生的觀點中，可以了解學生在判斷「改革」與「革命」何者較佳時，

不會只是單方面看到結果，而是從事件本身進行觀察與分析，並依據「改革」與

「革命」的性質判斷哪一種方式對於當時的情境最好，從這裡可以看出學生歷史

神入的能力，詳細且客觀的分析歷史。 

 

三、改革與革命之間 

除了上述改革與革命的選擇外，也有大約五分之一的學生認為應該視當時對

於改變所需花費的時間容忍度而定，若能接受緩慢的改變，就採用改革，但若只

能接受快速的改變就採用革命，如「依情況選擇，在能施行長期計畫時進行改革，

能在短時間解決便革命」（閱 S19-單元四）。 

從此部分的學生反應來看，可以了解學生對於「改革」與「革命」的差異是

有所了解的，但究竟此情境中應該採用何者則沒有確切的答案，故在作答時則以

含糊且攏統的答案呈現。 

綜上所述，學生開始有能力針對自己所提出來的答案進行論述，雖然有些學

生直接以革命所具有的特性高效率作為選擇的依據，而非以歷史事件的情境作為

選擇依據，但也能清楚說明理由，只是觀察的面向相對較為狹隘。然而也有些學

生能較多面向的考慮當時的社會情境，並思考改革與革命可能對情境所造成的影

響，之後再從中進行選擇。整體而言，學生在經過此單元的設計後，思維邏輯能

力是有所提升的，能有邏輯地表達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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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圖像化思考單反思與回饋分析 

透過此單元的學習，學生認為自身的歸納分析能力和歷史神入的能力皆有所

提升且對於改革和革命有更清楚地認識。在歸納分析能力方面，學生開始會關注

歷史事件的多元面向，並透過文本詳細的分析與歸納歷史事件，最後進一步將歷

史事件進行統整，並進行思考，如「不能只關注於各篇文章裡的內容，還需從多

篇文章中去歸納整體」（閱 S09-單元四）、「做決定時必須思考事件好處和壞處，

最後做出最好的決定」（閱 S05-單元四）、「經過此單元的學習，在看歷史書時，

可以自己分類、思考與整理」（閱 S13-單元四）。 

在歷史神入方面，大部分的學生開始意識到在思考歷史的過程中，要站在當

時代的時空和歷史人物的角度進行思考，而非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待過去，如「在

思考歷史時，需透過歷史脈絡的了解，並以當代者的角度進行思考」（閱 S36-單

元四）。 

綜上所述，從學生的回饋中可以了解學生藉由閱讀四篇文本配合圖像化思考

單的引導，除了對改革與革命的差異有所了解外，對於多文本間的比較、歸納和

統整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且在思考歷史問題的過程中，會特別注意當時代的歷史

人物，並想像該歷史人物在該時代的情境中可能會有的反應或感受，並以此為出

發點思考歷史問題，使答案更加貼近歷史實際發生的情形。 

 

第六節 統整活動（二） 

壹、單元設計理念 

此單元設計理念共分成兩個部分，分別為課程規畫和歷史思維目標，以下將

分別進行詳細說明。 

 

一、課程規畫 

由於此統整課程是本次實驗課程的最後一堂課，因此在課程設計方面，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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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能應用前幾個單元所學的分析技術，分析文本中的問題，並透過解決衝突教

學法，讓學生體會到歷史與現今社會是息息相關的。故在挑選文本時，將歷史與

時事作為挑選對像，讓學生將歷史中的情境前移至現代，以過去為借鏡，試著從

中找出現代事件的解決方法。同時也讓學生了解歷史其實離我們相當近，只是我

們沒有特別注意而已。在課程結構方面，此統整課程學習單共分成三部分，分別

為課前活動、課堂活動和反思與回饋，以下將於第貳部分「教學活動」分別進行

分析。 

 

二、歷史思維目標 

在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方面，學生需從歷史事件中分析因果關係，了解歷史

事件的脈絡後，根據當時所遇到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在此過程中，可以培養學

生分析因果關係的能力和藉由歷史證據的蒐集，提出相關的假設，並有邏輯地說

明自身的看法。 

 

貳、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共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課堂活動和反思與回饋，以下

將分別針對這三部分進行詳細說明。 

 

一、課前活動 

由於本課程是希望學生透過閱讀了解勞資雙方的關係，並試圖找出解決方案，

再讓學生反思自己所提的方案是屬於改革還是革命。由於勞資關係此議題充斥在

學生的生活之中，從傳播媒體到自身的父母甚至到自身身上都與勞資關係有關，

因此為了讓學生能快速進入此課程，故透過提問的方式幫助學生提取相關的生活

經驗。以下將分析學生在課前對於勞資關係的看法。 

多數的學生皆認識到「資方提供薪水給勞工，勞方則是提供人力給資方，雙

方是屬於互惠互利的關係。然而在權力方面資方不斷壓榨勞方，勞方也會起而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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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統 S34-統整二、統 S14-統整二、統 S04-統整二）。有的同學則意識到「現

今的就業市場是一個供大於求的情形，因此唯有提升自身的競爭力，努力為資方

工作，才能獲得資方的青睞」（統 S12-統整二、統 S38-統整二）。 

從上述學生的反應中，學生對於勞資關係皆有初步的理解，但對於勞方與資

方的權力不平等似乎並不是太清楚，只知道資方的權力高於勞方。同時從學生作

答的用字中，如勞資關係屬於「互惠互利」，即可以發現雖然學生知道勞資關係

中存在著不平等，但對其中的嚴重程度並不瞭解。同時有的學生則認為只要不斷

增加自我競爭力，就可以獲得資方的青睞並從中獲取合理的報酬。從學生的回答

中，可以了解學生仍是站在資方的角度進行思考，認為自我的勞動價值是取決於

資方而非勞方，只要順從資方即可獲得合理的待遇。 

整體而言，學生對於資方的態度仍算友善，認為勞方應符合資方要求，因此

為了讓學生了解勞資雙方間不平等的關係，以及勞方究竟是如何被受剝削，以下

將於課堂活動中藉由學習單的引導，讓學生了解勞資間的問題。 

 

二、課堂活動 

課堂活動的部分主要由兩篇文本組成，分別為〈剝削黑奴權益〉和〈台灣移

工問題〉，學習活動也依據文本分成兩個部分，以下先分別概述兩篇文本後，再

分析統整課程學習單中的學習活動。 

 

（一）文本介紹 

1. 文本一：〈剝削黑奴權益〉 

此文本主要改寫自高中歷史科教科書，主要在敘述非洲黑人受到歐洲白人剝

削的過程，從十七世紀開始，歐洲人為了北美洲殖民地的開發，陸續從非洲掠奪

黑人至美洲當奴隸。至十八、十九世紀，因工業革命需大量天然資源與海外市場，

故歐洲白人直接掠奪非洲作為海外殖民地。同時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下，歐

洲人更視侵略為理所當然，使非洲黑人任歐洲人隨意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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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本二：〈台灣移工問題〉 

此篇文本取自於網路新聞，透過新聞的方式讓學生意識到資方對於勞工的壓

迫不是只存在於歷史中，他更是在我們生活周遭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在文本內

容方面，主要在敘述移工的住宿環境，由於資方常為了方便和節省資金就直接於

廠房中設置移工宿舍，然而廠房內常也是堆放有毒物質或化學容器的地方，因此

相當容易引發火災。當火災發生時，移工也常無處可躲，最後被活活燒死，同時

在救災的過程中，為了確認有無人員受困，也增加消防人員的救災難度。 

上述兩篇文本互為補充式文本，同時亦將勞工所面臨的問題脈絡化，讓學生

了解勞工被受壓迫不是只有過去，現在也仍是如此，同時也是讓學生再次反思，

過去是歐洲白人壓榨非洲黑人，現今的台灣則是台灣人壓迫海外移工，這之間有

什麼區別嗎？同時對於過去的黑奴問題和現今台灣所發生的問題，又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嗎？關於學生對於上述兩篇文本的問題分析將於第（二）部分「統整課

程學習單問題分析」進行詳細的說明。 

 

（二）統整課程學習單問題分析 

此統整課程活動學習單的課堂活動共分成兩部分，分別是針對〈剝削黑奴權

益〉和〈台灣移工問題〉兩篇文本進行前因後果的分析並提出解決方案，流程模

式如圖 5-6-1。 

 

 

圖 5-6-1 分析歷史事件前因後果既解決方案流程圖 

 

由於文本的前因後果大多數的組別皆能順利進行分析，因此此部分就不再進

行說明。然而在解決方案的部分，主要是學生依據文本的情境，小組成員相互討

論出來的結果，因此可以從中看出學生神入歷史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下將分別

針學生對黑奴權益和台灣移工問題的解決方法進行分析。 

（原因） 歷史事件 （結果和影響） （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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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奴權益問題的解決方法 

根據學生對於黑奴權益受到剝削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大至可以分成兩種三種，

分別為立法禁止、價值觀的改變和革命，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1） 立法禁止 

有些組別認為「應立法使黑奴權力提升，並保障黑人的基本人權使黑人與白

人平等」（統 G07-統整二、統 G04-統整二、統 G06-統整二）。的確透過法律可以

消極地使黑人避免受到剝削，然而若從當時代的歷史背景來看，要以立法的方式

保障黑人的可行性並不高，畢竟大多數人民對於種族平等的價值觀仍然很薄弱，

除非從價值觀進行著手，立法保障黑人的權益才有可能實現。除了價值觀外，要

讓既得利益者自行進行改革，就實際面而言也相當困難。 

（2） 價值觀改變 

有部分組別則認為「可以透過教育或請有影響力的人以演講的方式破除種族

歧視的思想，並讓黑人與白人小孩一同受教育」（統 G01-統整二、統 G08-統整

二、統 G03-統整二）。由於價值觀是所有改變的原動力，當人民的價值觀有所改

變時，相關政策的制訂、人民團體的抗議也才會隨之發生，而在此所指的人民，

除了壓迫者外也包含被壓迫者，當被壓迫者的價值觀開始意識到自己受到不平等

對待時才可能起身與壓迫者對抗。整體而言改變價值觀的確是解決不平等問題的

方式，尤其對於當時代被壓迫者的人民而言。 

（3） 革命 

有的組別認為黑人可以透過戰爭的方式爭取權利，但也有的組別認為「可以

採取類似甘地的不合作運動，透過非武力的方式爭取外界的支持，使壓迫者在外

界的壓力下停止種族歧視甚至是壓榨弱勢種族的行為」（統 G09-統整二、統 G05-

統整二）。雖然進行革命的前提仍然是價值觀的改變，但從學生的作答中可以發

現，學生開始會試著尋找較為和平的手段爭取自身權利，而非一切都需靠流血暴

力衝突的方式解決。 

綜上所述，學生提出的解決方案的確對於改善黑人的處境皆有所幫助，但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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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情境來看，要壓迫者自行制定法律限縮自身的利益則有相當的難度。然而

若藉由教育逐步將平等的概念推行出去，使大眾的價值觀逐漸產生變化，有一天

平等將有可能到來，但改變的速度相當緩慢。因此除了藉由教育改變壓迫者的價

值觀外，被壓迫者也應有所自覺，為自身的權益奮鬥。整體而言，學生開始能注

意到思想層面的重要性，同時也意識到爭取權力除了透過流血衝突外，也可以採

取其他管道，避免更多的死傷出現。 

2. 移工問題的解決方法 

由於移工問題屬於現今所發生的問題，因此在處理方式上也較為多元，如有

的組別認為「勞工可以透過遊行的方式進行抗議，甚至向民意代表反應，如立法

委員等」（統 G03-統整二、統 G09-統整二）。除了勞工有所作為外，政府也應該

對移工問題進行正視，如「透過立法的方式保障移工的居住權或是透過補助的方

式，讓資方願意替移工另蓋員工宿舍，使廠住分離」（統 G07-統整二、統 G03-

統整二、統 G04-統整二、統 G05-統整二）。整體而言，由於現今的台灣屬於法

治社會，同時救濟管道也較為多元，因此在解決方法上，主要著重於言論上的表

達，和透過法律途徑尋求協助，而非透過的流血衝突的方式爭取權利 。 

整體而言，若將「黑奴的權益問題」與「移工問題」的學生反應進行比較後，

則可以發現學生在思考解決方法的過程中，對於事件的情境仍相當重視，雖然兩

個事件皆與勞工剝削有關，但解決方案卻因時代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在黑

奴權益問題的部分，學生們認為可以透過價值觀的改變使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逐漸

意識到種族間平等的重要性，如此才有機會促使政府改革或人民革命。然而在移

工問題方面，由於現今台灣的救濟管道多元，且普遍具有包容與尊重他的意識，

因此解決方法並不是從最基本的價值觀著手，而是從政府的角度以及表達言論的

管道進行，因此從以上兩篇學生的作答反應，可以了解學生具有一定的歷史神入

能力，能在思考的過程中，將事件的背景一同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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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像化思考單反思與回饋分析 

在思考如何解決勞工被受剝削的問題，學生需試著站在被剝削的角度進行思

考，並就當時的現實環境思考對被剝削者最有利的解決方法，因此經過此課程的

學習後，學生認為「開始能進行換位思考，並認為勞資間的不平等，都只是人的

觀念不同，如果學著換立場，觀念改變，也能減少悲劇」（統 S10-統整二、統 S03-

統整二、統 S29-統整二）。從學生的回饋中，可以了解學生認為此課程對於歷史

神入能力有所幫助，同時亦認為勞資間若要平等，雙方應進行換位思考。 

在思考分析方面，由於在思考解決方案的過程中，需先對事件的背景以及來

龍去脈有所了解，因此在此過程中，也幫助學生釐清事件的因果關係，故有的學

生認為「透過對於事件的因果分析以及有系統的整理，能更加仔細思考解決方案」

（統 S24-統整二、統 S18-統整二、統 S12-統整二）。 

在學生的學習經驗方面，學生在閱讀文本以及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同時也從中進行反思，思考若有一天當自己遇到被老闆剝削時，應該採取哪些解

決方法，將學習經驗與生活經驗相互結合，如「以後工作，當被老闆壓榨時，應

該像文本中的勞工為自己爭取權益」（統 S32-統整二、統 S26-統整二、統 S15-

統整二）。 

綜上所述，學生經過此統整課程的學習後，學生認為在歷史神入、分析事件

的能力皆有所提升，同時亦能將學習到的知識應用到生活中，使知識不單只是紙

上談兵，更能直接應用生活之中，讓學生意識到歷史並非只存在於過去，其與現

世生活也是有所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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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標在了解圖像化思考單教學方案，能否有效提升高中生歷史思維

能力以及歷史學習態度。本研究採用準實驗法中「不相等控制組前後測設計」，

挑選對象為 2 個高中一年級的班級，其中一班為實驗組，一班為對照組。其中實

驗組學生共計 38 人，實施四個單元的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和兩個統整活動；對照

組學生則共計 39 人，實施四個單元的學習單教學，然而在教學時間方面，兩組

皆為 6 節課。同時兩組學生皆接受「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量表」前、

後測測驗，並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進行假設檢驗，輔以每個單元的個人圖像化思

考單、小組討論單、統整課程學習單、活動回饋問卷和訪談學生記錄等資料，了

解此課程對於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和歷史學習態度方面等影響。 

以下針對本研究的結果進行歸納和整理，並針對本研究的限制和缺失進行檢

討，同時也提出建議以供現場實務工作者和教育研究人員進行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以下針對「歷史思維能力測驗」、「歷史學習態度量表」和「圖像化思考單教

學活動歷程」的分析結果進行說明。 

 

壹、圖像化思考單教學能有效提升歷史思維能力，尤其在「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

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相較於對照組，實驗組學生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後，只有在「尋找歷史證

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和「歷史思維總分」具有顯著

差異。表示實驗組學生在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後，相對於對照組的教學方

式在歷史思維能力上有顯著進步，尤其是在「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

要爭論」此項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然而除了了解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教學方式對於提升歷史思維能力的影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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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想了解實驗組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前後，對於歷史思維能力的影響，

因此針對實驗組採用前後測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為「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

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歷史思維具體目標

和「歷史思維總分」具有顯著差異。表示實驗組學生在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後，

歷史思維能力是有所提升的，其中在歷史思維具體目標中，「尋找歷史證據以評

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和「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結論」歷史思維能力

更是有顯著進步。 

其他的歷史思維具體目標「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和判斷

歸納的結論」、「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和「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

假設」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實驗組前後測成對 t 檢定皆無顯著差異。表示圖像

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對於提升學生該方面的歷史思維能力是有限的。 

研究者認為，會有此數據結果的原因有二，一是研究工具的問題，在選擇題

的部分，一個歷史思維具體目標只對應一題選擇題，使歷史思維具體目標「能了

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和「能指認出歷史敘述

所討論的中心議題」的分數過低，造成在分析上無顯著差異。 

二是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問題，由於研究者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主

要以圖像化組織作為學生分析歷史和思考問題的鷹架，並透過核心問題的方式，

讓學生有機會清楚地闡述自身的想法，因此對於培養學生歷史事實的分析和有邏

輯地說明自身看法是有所幫助的。故實驗組學生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後，在

「尋找歷史證據以評估歷史學家的主要爭論」和「應用邏輯原則解釋何以如此做

結論」兩項歷史思維能力有所提升。 

然而圖像化思考單中的圖像化組織，雖然可以有效幫助學生分析歷史事件，

但主要是針對事實（fact）層面的知識進行訓練，因此無法有效處理抽象概念 

（cocept）的相關問題。同時在分析歷史事件的過程中，主要是針對現有的資訊

進行分析，但要學生奠基於現有的歷史資料對於未知的歷史情境進行推測和假設

則是相當困難的。除此之外，在多文本的編排上，由於文本間並無任何的指導語

 



 

155 

和文字敘述，使得學生仍將多文本當作單文本進行閱讀，因此無法將文本進行連

結，並分析文本間的因果關係。故由於上述在圖像化思考單中的設計缺失，促使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能了解歷史資料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

「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議題」和「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在圖像

化思考單介入後，歷史思維能力仍無法有效提升。 

整體而言，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方案」的實驗組相較於「學習單教學方

案」的對照組更能提升學生歷史思維能力。同時此研究結果亦符合研究假設中的

第一項。除此之外，實驗組本身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介入後，歷史思維能

力測驗後測分數相較於前測分數有明顯提升，符合研究假設中的第三項。但若從

歷史思維具體目標的單項分數進行觀察，則會發現由於圖像化思考單對於多文本

間的安排以及抽象概念和進行假設的能力訓練較少，因此造成「能了解歷史資料

之間的因果關係」、「推論和判斷歸納的結論」、「能指認出歷史敘述所討論的中心

議題」和「能運用歷史資料形成假設」四項歷史思為具體目標的能力無法有效提

升。 

 

貳、圖像化思考單教學能有效提升歷史學習態度 

相對於對照組，實驗組在歷史學習態度分量表「學習歷史的興趣」、「學習歷

史的信心」、「學習歷史的價值信念」、「學習歷史的求知態度」和「態度量表總分」

皆具有顯著差異；但在「學習的歷史概念」則無顯著差異。 

整體而言，經過「圖像化思考單教學方案」的實驗組相較於「學習單教學方

案」的對照組更能提升學生歷史學習態度。同時此研究結果亦符合研究假設中的

第二項。 

 

參、「圖像化思考單」能有效輔助並提升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 

以下分別針對「圖像化思考單對於歷史思維能力的提升」以及「『圖像化思

考單的設計』和『多文本的挑選與編排』對於思考歷史的輔助」兩個部分進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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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一、採用「圖像化思考單」能使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有效提升 

以下將針對歷史思維能力中的「因果關係」、「歸納歷史事件和概念」和「多

元面向邏輯思考」三個面向進行說明。 

 

（一）因果關係 

學生在分析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的過程中，會出現以下幾種情形： 

1.倒果為因，無法清楚分辨原因和結果的差異，出現此情形的學生相當少數。 

2.無法清楚區分近因和遠因或結果和影響，由於近因、遠因或結果、影響皆屬於

歷史事件發生前或歷史事件發生後，因此學生較容易混淆。 

3.對於歷史事件的核心價值不清楚，造成歷史事件的影響判斷錯誤。 

4.學生閱讀完文本後，能正確讀取歷史事件的核心價值，並依據時序將歷史事件

的遠因、近因、結果和影響列出。 

整體而言，學生透過圖像化思考單的引導，大多數的學生皆有能力分析歷史

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對歷史事件有更透徹的了解。且多數的學生亦認為，因果關

係的訓練對於日後分析文章有所助益。同時隨著課程的進展，學生在判斷因果關

係的能力也有所進步。 

 

（二）歸納歷史事件和概念 

學生在歸納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會有以下反應： 

1.只能呈現出數個歷史事件，無法將數個事件歸納為概念 

2.能從數個歷史事件中歸納出特定概念，並藉由歷史事件的多元面向了解此概念

的意涵。 

整體而言，由於本研究的教學主題為「革命」，故此研究透過圖像化思考單

圖像化組織的引導，讓學生從中歸納出革命的意涵，並從中以概念的方式統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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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資訊。學生也在課程的規劃下，逐漸以概念性知識思考問題，而非只是停

留於事實層面的思考。 

 

（三）多元面向邏輯思考 

學生在思考問題的過程中，會有以下反應： 

1.學生的思考脈絡脫離該問題的背景脈絡，呈現自說自話的情形。 

2.學生能在該問題的脈絡之下進行思考，但僅以單一面向為觀點進行思考。 

3.學生能在該問題的脈絡下進行思考，且能以多元面向的觀點進行思考。 

4.學生能清楚分析該事件的歷史脈絡，並針對分析結果提出多元觀點。 

整體而言，學生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引導下，逐漸從單一角度觀察歷史事

件，進階至以多元角度觀察歷史事件。大多數的學生開始能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

歷史，並跳脫出歷史只有單一標準答案得思考框架。 

綜上所述，學生在經過圖像化思考單課程的學習後，在因果關係、歸納歷史

事實和多面向的邏輯思考能力大多有所提升。然而在本研究的圖像化思考單中，

雖然可以透過圖像化組織整理與分析歷史資訊，但要培養學生假設、創造等高層

次的歷史認知能力相對而言是較困難的。在了解圖像化思考單教學對於歷史思維

能力有所提升後，接下來就可以了解學生對於此課程的反應。 

 

二、「圖像化思考單設計」和「多文本選材與編排」皆能有效輔助學生思考歷史 

在本研究中，圖像化思考單課程可以分成「圖像化思考單課程設計」和「多

文本閱讀」兩個面向，以下將針對這兩個面向說明學生的反應。 

 

（一）學生認為圖像化思考單課程設計有助於閱讀多文本和提升歷史思維能力 

學生對於課程設計的反應，又可以分成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和從此課程中學

到的能力兩個部分，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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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認為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能有助於閱讀多文本和思考歷史問題 

圖像化思考單中的設計包括「圖像化組織」、「文字說明及引導」和「漸進式

課程規劃」三個面向。學生認為此三個面向對於多文本閱讀和思考歷史問題皆具

有一定的幫助，使學生對於學習主題逐漸有所了解。 

 

2.學生認為圖像化思考單課程能有效提升閱讀和歷史思維能力 

多數學生認為圖像化思考單課程對於提升「閱讀理解能力」、「歷史神入」、「因

果關係」和「分析問題」等能力是有所幫助的。 

綜上所述，多數學生認為圖像化思考單在多文本閱讀和問題思考中，皆扮演

著引導者的角色，同時藉由此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學生亦認為對於提升閱讀理

解和歷史思維能力皆有所幫助。 

 

（二）學生對多文本的選材與編排持正面態度 

學生在進行多文本閱讀後，會試著與自身經驗進行連結並對文本間知識概念

的對比和差異感興趣，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1.與自身生活經驗相互連結 

當多文本內容與學生活經驗有關時，學生在課堂的學習會變得更加專注，且

會試著將多文本內容與自身經驗進行連結，並同理文本中歷史人物們的感受。同

時透過文本的敘述，學生亦會從中進行反思，思考自己可以如何改善現今的社會，

不讓問題一再的重演。 

 

2.對知識概念的差異和比較感興趣 

學生對於多文本所呈現的多元觀點和概念知識的比較感到相當有趣。尤其是

在進行小組討論的過程中，透過交換彼此的看法，了解看事情的角度不同，即會

有不同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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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由於多文本會藉由不同歷史事件呈現不同的概念，學生則可以透過文本

間的比較以了解概念間的差異，並藉由比較了解不同概念的意涵，以獲取更廣泛

的知識。 

綜上所述，透過多文本閱讀，學生一方面會與自身經驗進行連結，同理過去，

並進行自我反思；一方面則透過文本間的差異進行比較，以從多元的觀點看待歷

史事件或是藉由文本間的差異進行比較，以釐清概念性知識，並從中獲得樂趣。 

 

肆、小結 

整體而言，學生在圖像化思考單教學中，不管是學生書寫圖像化思考單留下

來的客觀資料還是學生對於此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主觀感受，大多數學生的歷史

思維能力的確有隨著課程的推進而有所提升。但也需特別注意，這裡所指的歷史

思維能力提升是針對基礎層次的歷史認知能力，對於高層次的歷史認知能力，在

本研究的圖像化思考單中，仍無法有效培養。 

在多文本的組織和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方面，多數的學生則是抱持著正面態

度，認為多文本閱讀與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皆有助於對歷史事件的釐清，同時從

中亦能以多元的角度來觀察並分析歷史，對歷史和背後的概念性知識有更全面的

了解。 

 

第二節 建議 

在進行本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認為有些經驗可以作為未來現場實務工作者

和教育研究人員在發展相關課程或進行相關研究時的提醒，以下將分別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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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給現場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一、文本形式與來源應更加多元 

本研究在挑選多文本的過程中，主要以教科書為主，課外讀物為輔進行挑選。

研究這認為若未來現場教師欲設計與本研究相關的多元選修課程時，可以以課外

讀物作為挑選對象，並將文本挑選範圍擴及時事新聞和學生所關心的事件，以與

學生的活經驗相互結合，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在挑選文本時，除了將課外

讀物列為文本的來源外，也應考慮文本的架構性和組織性。若文本的架構相當鬆

散，內容的組織性不利於學生進行閱讀時，則應該避免選取該類文本。 

在歷史文本的選材上，建議教師可以從二手史料作為切入，讓學生對於學習

主題和文本感到興趣後，再逐漸切入一手史料。若要直接以一手資料作為文本，

建議教師將一手資料進行改寫或翻譯，避免學生因文言文艱澀難懂而放棄學習。 

除了文本的選材外，材料的形式也可以更加多元，如以照片、漫畫甚至短片

等方式呈現。透過多元的呈現方式，以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也可以使學生

藉由文字和影像的相互配合，對於歷史有更多元面向的了解。 

 

二、主題多樣性 

本研究主要以單一主題「革命」進行課程設計，但也發現當同一主題實施六

週後，學生則開始出現倦怠的情形。建議未來教師在設計一學期的課程時，應找

出更上位的概念主題，並在此主題下再分為數個次概念主題。使學生在學習的過

程中，一方面維持一定的學習新鮮度，一方面也讓學生從中接觸更多元的主題概

念。 

 

三、圖像化思考單設計 

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研究者認為應注意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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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文本間應有引導或相關指導語 

在圖像化思考單中，針對多文本的編排方式，可以在文本與文本間加入相關

指導語或引導式問題，讓學生意識到文本間的資訊是有關係的，應將文本間的知

識相互連結。然而若只有列出各篇文本內容，但文本間又沒有任何說明，學生則

可能會以閱讀單文本的方式閱讀多文本中的各篇文本。 

 

（二）指導語和引導必須明確 

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的過程中，為使學生清楚了解思考的主題和面向，因此

在學習活動的說明中，應清楚說明此學習活動的學習宗旨和學習目的，並下達明

確的指導語，避免學生因誤會而進行錯誤的學習活動或是在思考面向上與學習活

動的要求有所偏差。 

同時在圖像化思考單最後的反思與回饋的部分，教師常希望可以讓學生自由

反思課程中所學的知識，因此並不想給學生太多的限制，故在指導語的下達方面，

就顯得相當含糊。然而研究者建議應將學生需反思的面向詳細列出，如「在此堂

課學習過程中，有遇到哪些困難或有問題的地方」，而非給與籠統的指導語，如

「經過此課程的學習後，你的心得為何？」。過於籠統的指導語反而會使學生不

知從哪個面向進行思考，進而造成學生隨意進行填寫，使得最後反思的成效有

限。 

 

（三）學生所需填寫字數不宜過多 

在提問的設計上，由於學生不喜歡且不習慣書寫大量的文字，因此建議以簡

答題或填空題等方式設計問題，除非有必要才以申論題的方式要求學生書寫。若

出現過多的申論題題型，學生即使學生有想法，也不一定願意書寫，因此常會以

空白的形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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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增加提升抽象概念和歷史假設的問題設計 

在圖像化思考單中，主要以圖像化組織作為學習鷹架。然而透過圖像化組織

分析歷史事件時，主要是針對現有的資料進行分析，且認知概念也只停留於事實

性知識，因此使學生無法有效增加對抽象概念的認知以及歷史假設的能力。教師

未來若欲設計此類學習單，建議可將圖像化組織與提問以題組的方式呈現，讓學

生在分析完歷史事件後，根據提問的內容，充分利用已分析的資料進行歷史假設，

或在問題的引導下將事實知識歸納為抽象概念。 

 

四、統整課程設計 

在進行圖像化思考單教學的過程中，建議教師在課程進度間適度穿插統整課

程作為緩衝，讓學生有機會停下腳步再次回頭複習和統整已學習過的知識概念。

同時透過統整課程的設計，也能讓學生對於已學過的知識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反

思，並藉由適時的引導讓學生將知識更進一步概念化。 

 

五、教師對小組討論的引導 

在進行小組討論時，為了讓學生能主動進行思考，因此教師不應主動提供明

確的答案或是直接指正學生錯誤的地方，造成學生失去思考的機會。然而教師可

以用什麼方式修正學生的思考方向呢？研究者認為以反問的方式向學生進行提

問是一個不錯的方式，如「在文本中，此位歷史人物是抱著這個想法嗎？要不要

再想一想？」讓學生藉由老師的引導，將討論和思考的方向進行修正。 

 

六、課程時間的安排 

課程的時間安排在此包含兩個面向，一為課程內的時間安排，一為課程間的

時間安排。在課程內的時間安排方面，根據學生回饋中的敘述，多數的學生認為

小組討論有助於多元面向的思考，但亦有學生認為討論時間不足。因此研究者建

議未來在進行關於多元面向的思考時，可以將小組討論的時間增加，讓學生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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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 

關於課程內的時間安排上的問題，就必須連結到第二點課程間的時間安排，

由於本研究是以一週一節課的方式進行教學，因此有時會使同一單元的課程被迫

分成兩週來上。但由於此課程需要學生進行大量的思考和分析，故將課程從中進

行切割，會使學生需要花更長的時間進行再憶，並使課程產生不連貫性，因此建

議未來教師再設計和實施相關課程時，建議以兩節課為基本單位進行授課。 

 

七、小結 

綜上所述，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由於現場不確定的因素太多，學生的組成

也相當複雜，因此教師更應詳加規劃課程，以應對可能會遇到的問題。然而在進

行歷史思維教學的過程中，如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引導學生進行思考則是

教師相當重要的課題。畢竟當學生對主題和文本不感興趣時，即使再好的課程皆

無法使學生有效學習。 

除此之外，當學生對於主題和文本感興趣後，鷹架的輔助和教師的引導究顯

得相當重要，若學生不知從何進行思考或如何達到學習活動的目標時，學生亦會

感到相當無力，逐漸就會不想學習此課程，故指導語的明確性和教師適度的引導

對於學生的學習皆是有所幫助的，甚至能以此為媒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貳、給教育研究人員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的挑選方面，建議可以高二社會組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由於高

二的學生相對於高一的學生已有一定的高中歷史知識，且閱讀量也較高，因此在

設計課程時，可以直接針對歷史思維能力進行教學，而不必花過多的時間於歷史

事件的理解。同時在類組的選擇上，社會組的學生由於本身經過挑選，因此對於

歷史科的學習興趣往往大於自然組或是不分類組的高一學生。故建議欲進行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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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研究學者，未來可以高二社會組的學生作為研究對象。 

 

二、歷史思維能力的培養與探究 

歷史思維能力的面向相當廣泛，雖然台灣僅分成「時序觀念」、「歷史理解」、

「歷史解釋」和「運用史料證據」四大面向，但是英國則將歷史思維能力分得更

加詳細，因此建議未來的教育研究人員可以再針對其他歷史思維能力的細項，進

行更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然而除了在深度方面可以繼續探究外，在歷史思維能力

的廣度方面，建議可以將歷史神入單獨作為一項歷史思維能力進行探究。 

 

三、歷史思維能力培養的方式 

在本研究中，主要是以圖像化組織的方式培養學生歷史思維能力，然而由於

圖像化組織只能幫助學生分析歷史多文本中的資料，並將歷史事實概念化，歸納

出通則，但在假設、創造等高層次認知能力方面，圖像化組織相對而言較無法給

與學生實質幫助。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在設計此類學習單時，除了輔助學生對

基礎層次的認知能力有所理解外，也應設計相關鷹架輔助學生進行高層次的認知

能力，使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不斷深化。 

 

四、評量試題設計 

在本研究中，主要的測驗為「歷史思維能力測驗」。在此測驗中選擇題的部

分，共有 3 個歷史思維具體目標，每個目標皆對應一題選擇題。然而僅藉由一題

選擇題來推論背後的構念，是有相當程度風險的，因此建議未來在設計試題時，

每個構念應設計 3-5 題的選擇題，以利於構念的推論。 

 

五、小結 

綜上所述，當教育研究人員在進行研究時，除了應注意教學層面的細節外，

對於研究對象的挑選、思維能力的培養和評量的設計都應有所考量。由於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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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認知和歷史興趣皆會影響課程方案的設計和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建議未來

專家學者可以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搭配不同的歷史思維目標設計相關課程。 

整體而言，在進行此研究的過程中，不管是在文本的選擇還是圖像化思考單

的設計對於研究者都是一種挑戰。首先在文本的挑選方面，研究者一方面需挑選

與主題相關的文本外，一方面還需確認該文本是否符合學生的閱讀能力。當文本

符合該學習主題，但文字篇幅過長或用字遣詞過於艱深，則必須針對此文本進行

改寫。同時為了確保這些經過改寫的文本與學生的閱讀能力是相符的，故還需請

學生試讀，以確定該文本與學生的閱讀能力是否相符，並了解學生閱讀所需花的

時間，以利於課程的安排與設計。因此可以充分了解現場教師在挑選文本方面的

困難。不過教師也能善用教學資源，以教科書和學習手冊為基底，逐間擴充文本

來源並改寫相關文本。 

在圖像化思考單的設計方面，研究者認為其困難之處在於如何設計引導式問

題，並藉由引導式問題有計畫地引領學生思考核心問題。由於在傳統的教學中，

教師的提問大多是偏向事實性知識的非核心問題或是核心問題，較少教師將兩種

問題相互結合，進行有系統的提問，因此研究者一開始在設計圖像化思考單時，

則有點不知所措。然而由於歷史具有強烈的因果關係，因此教師可以從因果關係

作為切入點，引導學生逐漸思考更上位概念的問題。同時由於歷史本身具有時序

性，因此可以透過圖像化組織來呈現歷史脈絡，並從中幫助學生分析歷史。 

透過此研究，研究者相信雖然要設計一套歷史思維課程並非容易之事，尤其

這對於忙碌的現場教師更是如此，但是在忙碌之餘，教師也應思考學生真正需要

的能力為何？歷史教育的目的與本質為何？對於許多教師而言，改變教學模式和

設計課程是辛苦的，但是其同時也是一項轉機，藉由教學的改變可以幫助教師和

學生進行更有意義的教學和學習。最後希望本研究可以作為現場教師設計相關課

程的參考，並以此為基礎發展更多元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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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歷史思維能力

� 以下是有關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四則資料

在閱讀的過程中，如需要畫記

於文章或題目上。 

 

資料一 

 

                                               

...民國早期的特徵是君主復辟運動

明顯地，採取共和體制而帶來的政治風貌

基本的運動來喚醒國家和人民

 

時間 

1912 年 清溥儀退位

1915 年 5 月 
被迫與日本簽訂

滿和東蒙的政治

1916 年 1 月 袁世凱稱帝

1917 年 7 月 
張勳擁立

制 

1916-1928 年 軍閥(軍人

 

 

 

資料二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

科學和民主。... 

胡適說：「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

入學理。...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什麼

胡適最重要的一個貢獻

白話皆有之」、「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

是形式而不是內容，堅持認為文言文死氣沉沉

的文學。...他建議學生避免用典

內容、真感情來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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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思維能力前測試題 

班級：       座號：       

以下是有關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四則資料，請同學閱讀後，回答

如需要畫記、摘要甚至是畫示意圖等都可以直接寫於或畫

 

                                               擷取自徐中約

民國早期的特徵是君主復辟運動、軍閥割據，以及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加劇

採取共和體制而帶來的政治風貌，並不足以革新國家；還需要有一些更

基本的運動來喚醒國家和人民。 

事件 

退位，中華民國成立 

被迫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要求」，使日本控制中國山東

滿和東蒙的政治、經濟及軍事 

稱帝，同年 3 月因眾叛親離取消帝制 

擁立溥儀復辟(恢復皇權)，後遭段祺瑞討逆，

軍人)混戰，以鞏固各自政權 

                                                 擷取自徐中約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胡適反對儒家，其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

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和輸

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什麼？是再造文明。」 

胡適最重要的一個貢獻，可能是提倡用白話文寫作，他認為「凡文言之所長

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他譴責傳統寫作重視的

堅持認為文言文死氣沉沉，這種死的語言並不能產生有活力

他建議學生避免用典、陳句和駢體；避免模仿古人；要以真意義

 

       姓名：        

 

回答以下問題。

摘要甚至是畫示意圖等都可以直接寫於或畫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以及外國帝國主義勢力加劇。

還需要有一些更

使日本控制中國山東、南

，再次結束帝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其所提倡的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問題和輸

凡文言之所長，

他譴責傳統寫作重視的

這種死的語言並不能產生有活力

要以真意義、真

 

 



 

資料三 

 

                                                                  

陳獨秀大力主張推翻孔學

解決，那共和這塊招牌一定掛不長久

玄同則認為如果想廢

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就

從聲音上進行變化，以致辨認書寫

字，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

有人說：中國舊書雖不可看

舊文字來說明新學問就可以了

問雖不講，但舊文章則不能不讀

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

 

 

 

資料四                         

 

                                                

胡適所說「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

「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

樣，事實上，「犬」、「乘馬

文的「活」根本不是從「

用，而是否被使用則從根本上取決於其思想是否合時宜

是正統的語言，還在被廣泛地使用

辜鴻銘：「所謂死語言

現行的語言。從這個意思上講

在目前的中國，此時此刻

或古典漢語寫作和出版的

...胡適說：「白話文學的運動

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學的美

學自古就存在，但真正表現中國藝術精神

有它的歷史根據，也有它的美

文言，對中國古典文化有著深厚感情的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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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擷取自

推翻孔學，改革傳統倫理，並認為如果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

那共和這塊招牌一定掛不長久... 

廢除孔學，不可不先廢除漢文；如果想驅除一般人之幼稚

就不可不先廢除漢文。中國文字，根據形體進行變化而非

以致辨認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所以

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層出不窮... 

中國舊書雖不可看；但漢文應該沒有廢除或簡化的必要

就可以了。此說看似對，事實上卻是錯的。不廢漢文

舊文章則不能不讀。舊文章的內容...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

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被其文中荒謬道理所征服

                              

                                                擷取自高玉《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有失籠統。他列舉的例子是

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

乘馬」直至今天還被廣泛地使用。文言文的

「字」上來區分的。語言的死活從根本上取決於是否被使

而是否被使用則從根本上取決於其思想是否合時宜。新文化運動之前

還在被廣泛地使用，根本就不能說它是「死」的語言

所謂死語言，應當像歐洲今天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一樣

從這個意思上講，今日中國的文言或古典漢語並非是一種死語言

此時此刻，不僅所有的公文、而且所有的公共報紙

或古典漢語寫作和出版的。」... 

白話文學的運動，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有歷史的根據

有他本身文學的美，可以使天下人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

但真正表現中國藝術精神，代表民族水平的還是文言文學

也有它的美。特別是對那些飽讀中國古代經籍、

對中國古典文化有著深厚感情的人來說，文言的美可以說妙不可言

 

擷取自《新青年》 

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

驅除一般人之幼稚

根據形體進行變化而非

所以打算塑造新

應該沒有廢除或簡化的必要，繼續使用

不廢漢文，舊學

讀了這種舊文章，

其文中荒謬道理所征服。... 

 

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文學》 

他列舉的例子是：

。」根本就不是這

文言文的「死」與白話

語言的死活從根本上取決於是否被使

新文化運動之前，文言

的語言。 

應當像歐洲今天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一樣，不再成為

今日中國的文言或古典漢語並非是一種死語言。...

而且所有的公共報紙，都是用文言

有歷史的根據，有時

可以使天下人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白話文

代表民族水平的還是文言文學。文言

、能熟練地運用

文言的美可以說妙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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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綜合資料一、二、三進行推斷，是什麼原因使胡適和陳獨秀都極欲推翻

儒家思想？ 

(A)中國受到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影響，開始進行現代化的理性思考 

(B)儒家強調君臣父子間的從屬關係，使得國家人民仍處於舊思維、舊文化之中 

(C)由於過於獨尊儒家，將使其他各派的學說和理論無法發聲，人民思想單一化 

(D)儒家文化的表現方式，大多以文言文和漢字為主，因此造成西方文化不易進

入 

 

2. (  )綜合資料二、三、四的敘述，我們可以推測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什麼如此

急於文字和語法上的改革？ 

(A)由於文言文不管是在文字還是語法都無法有效傳遞知識 

(B)由於白話文能避免拮据聱牙的字詞，使人較容易明白字詞的內涵 

(C)由於文言文不常使用，應該立即改為較實用的文字，以利國家發展 

(D)由於白話文的改革為接受西方文化必要的措施，以利西方知識的傳播 

 

3. (  )如果想給上述四則資料定一個主題，下列何者較佳？ 

(A)論漢字之廢除 

(B)論白話文與文言文之優缺 

(C)民國初年，文化改革之必要 

(D)民國初年，文化改革之爭論 

 

4.歷史學家史景遷表示「透過思想理念的力量，五四運動改變了中國人的意識，

而這反過來又成為改造中國人的生活與行動形成新的契機。」根據上述資料，請

問你支持史景遷的看法嗎？為什麼？(限 50 字以內說明)(記得使用證據來支持

論點) 

                                                                    

                                                                    

                                                                    

 

5.根據上述四則資料，我們可以假設民國初年的中國是什麼樣的社會局勢？ 並

寫出提出此假設的證據。(限 60 字以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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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據上述四則資料，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面對民國初年的社會情勢，你認為

可能會有哪些反應？為什麼？(限 100 字以內說明) 

                                                                    

                                                                    

                                                                    

                                                                    

                                                                    

                                                                    

 

 

 

 

 

 

 

 

 

 

 

 

 

 

 

 

 

 



 

� 附錄二：歷史思維能力後測試題

 

� 以下是有關汪精衛的四則資料

行閱讀。閱讀後，請

至是畫示意圖等都可以直接寫於或畫於文章或題目上

 

資料一 

 

                                           

中日戰爭前，中華民

照表： 

 

總兵員人數(單位：人) 

海軍艦艇(單位：萬噸) 

戰機(單位：架) 

山野炮(單位：門) 

速射砲(單位：門) 

步槍(單位：支) 

資料二                              

  

                                     

汪精衛早年曾擔任孫中山的秘書

戰爭開打後，汪精衛投敵叛國

東北、華北、內蒙、華東

民政府的旗號，甚至不惜玷汙孫中山的名字

冠冕堂皇的外罩下，做盡了賣國求榮的醜事

重慶有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

為頭子的「國民黨」、「國民政府

汪精衛和他的日本主子

即用南京的「國民黨」引誘重慶的國民黨投降

汪精衛進行第四次合作。

日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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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思維能力後測試題 

班級：       座號：       

以下是有關汪精衛的四則資料，請同學根據這幾週所學習的內容和技巧來進

請回答以下問題。在閱讀的過程中，如需要

等都可以直接寫於或畫於文章或題目上。 

                                           擷取自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

華民國國防部長何應欽對中日兩國武力進行比較

中國 日本 

  2200000 4481000 

11 190 

305 2700 

144 1088 

168 1632 

31334 78336 

                              

                                     擷取自陳瑞雲《倒戈魁儡汪精衛的領袖夢

汪精衛早年曾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

汪精衛投敵叛國，到南京建立了日本卵翼之下的偽政權

華東、華南等地偽組織沒有什麼兩樣，但卻打著國民黨

甚至不惜玷汙孫中山的名字，以孫中山思想繼承人自詡

做盡了賣國求榮的醜事，犯下滔天罪行。 

重慶有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以林森為主席的國民政府；南京有以汪精衛

國民政府」，一個真，一個假；一個抗日，

汪精衛和他的日本主子，用「國民黨」、「國民政府」招牌，別有一番用意

引誘重慶的國民黨投降。日本自以為得計，

。最後的事實粉碎了日本和汪精衛的陰謀，

       姓名：        

同學根據這幾週所學習的內容和技巧來進

如需要畫記、摘要甚

八年抗戰之經過》 

武力進行比較，以下為對

 

 

 

 

倒戈魁儡汪精衛的領袖夢》 

國民黨副總裁等。在中日

到南京建立了日本卵翼之下的偽政權，其實質與

但卻打著國民黨、國

以孫中山思想繼承人自詡。在這些

南京有以汪精衛

，一個賣國。 

別有一番用意，

，想讓蔣介石與

，證明他們是白

 

 



 

資料三    

 

                                          

 

                                                     

重慶中央黨部，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鈞鑒

今年 4 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

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

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

自去歲(年)7 月蘆溝橋事變突發

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

 

第一點，為善鄰友好。 

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

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

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

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

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

 

第二點，為共同防共。 

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曾提議

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

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

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

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

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

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第三點，為經濟提攜。 

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

攜(提升)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

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

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

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以上三點，兆銘(汪精衛

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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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擷取自

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鈞鑒：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中日戰爭)

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

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

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月蘆溝橋事變突發， 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

頃讀日本政府本月 22 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

 

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

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

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

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

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

。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

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

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

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

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 

 

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

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

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占，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

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

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 

汪精衛)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

以期恢復和平。 

擷取自汪精衛〈艷電〉 

)之原因，曰：

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

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

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 

中國認為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

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闡明： 

，日本不但尊重

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為條件，交還租界，

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

亦得以保持，如此則

實為應有之決心與步驟。 

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

、日防共協定，

，對蘇邦交不生

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

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

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

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

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

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

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

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

 



 

日本政府 11 月 3 日之聲明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談判

存獨立，抗戰年餘，創巨痛深

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

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

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

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

中日兩國壤地相接，

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

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

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

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

及共同利益也。 

 

謹引提議，伏祈采納！ 

1938 年 12 月 29 日 

 

 

 

資料四                                

 

                                      

武漢淪陷後，由於汪精衛

此更使勁要推翻蔣介石，

與共產黨合作的政策。蔣一再拒絕

相近衛親王之邀，加入日本的

派員私函到河內見汪，勸他再到歐洲度假

料卻誤殺汪的親信曾仲鳴

立傀儡政府。 

汪另立中央的理由就是

蔣在演講和日記都對此有所回應

大資源和人口，以遂其在亞洲的帝國心

181 

日之聲明，已改變 1 月 16 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

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

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

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

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

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

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

，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

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

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

，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于太平

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系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

 

                               

                                      擷取自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汪精衛認為是蔣介石篡奪他作為孫中山接班人的位置

，重啟和東京的秘密接觸。他也是直接促請蔣改變抗日及

蔣一再拒絕，汪遂前往河內，後來在河內公開接受日本首

加入日本的「亞洲新秩序」。蔣氣炸了。一九三九年二月

勸他再到歐洲度假；汪不肯，蔣遂派特務前往暗殺汪

料卻誤殺汪的親信曾仲鳴。一九四○年一月，汪精衛在日本人保護下

汪另立中央的理由就是，繼續打下去只會擴張蘇聯的影響力，導致中國赤化

蔣在演講和日記都對此有所回應，認為汪精衛通敵只是日本的美夢

以遂其在亞洲的帝國心。 

如國民政府根據

，在求國家之生

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

求其適當。其尤要

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

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

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 

所以背道而馳，

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

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

同時吾人對于太平

以維持增進其友誼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 

認為是蔣介石篡奪他作為孫中山接班人的位置，因

他也是直接促請蔣改變抗日及

後來在河內公開接受日本首

一九三九年二月，他

蔣遂派特務前往暗殺汪，不

汪精衛在日本人保護下，於南京成

導致中國赤化。

認為汪精衛通敵只是日本的美夢，利用中國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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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依據資料一、二、三的敘述，汪精衛願意投日的原因可能為何？ 

(甲)進行抗日政策 

(乙)中國對抗日本相當吃力 

(丙)使日本在中國勢力擴大 

(丁)為了使淪陷區的人民避免於日本過度的迫害 

(戊)中日武力過於懸殊，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現實 

(己)欲藉此機會，使共產勢力垮臺 

 

(A)甲丁 

(B)丙己 

(C)丁戊 

(D)甲乙丁 

(E)丙戊己 

(F)丙丁戊 

 

2.(  )綜合資料二、三、四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汪精衛會被稱作「漢奸」，請選

出最佳答案？ 

(A)幫助日本迫害中國人民 

(B)為了個人政治利益，與敵人合作 

(C)汪精衛沒有絕對服從蔣中正的命令 

(D)從民族情感來看，因為汪精衛主和，不願與日本開戰 

 

3.(  )如果想給上述四則資料定一個主題，下列何者較佳？ 

(A)汪精衛的歷史評價 

(B)汪精衛對於中國的影響 

(C)日本對於汪精衛的影響 

(D)蔣中正對於汪精衛的歷史評價 

 

4.蔣介石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以及蔣介石對汪精衛的反應，歷史學家陳瑞雲認為

「蔣介石不願承擔對日妥協(不與日本發生衝突和戰爭)的罪名，雖然他(蔣介石)

心裡明知道汪精衛外交裡有自己的份，也不聲明和汪(精衛)共同責任，更不替汪

辯護。使汪(精衛)為賣國，而以蔣(介石)為愛國者也」根據上述四則資料，請問

你支持陳瑞雲的看法嗎？為什麼？(請用50字說明) (記得使用證據來支持論點) 

                                                                    

                                                                    

                                                                    

〈後面還有題目，請翻至下一頁，繼續作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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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據上述四則資料，我們可以假設選擇與日本合作的汪精衛的內心感受可能如

何？為什麼？請寫出提出此假設的證據。(請用 60 字說明) 

                                                                        

                                                                        

                                                                        

                                                                        

 

 

6.根據上述四則資料，針對汪精衛與日本合作你有何看法？理由為何？(請用

100 字說明)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你的回答!!^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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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歷史學習態度量表（前、後測） 

題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對學習歷史很有興趣     

2.我覺得我的歷史學得還不錯     

3.學習歷史，常使我感到緊張和焦慮     

4.我覺得將來出社會後，我們會用到歷史知識     

5.我覺得多了解歷史人物或歷史學家有助於我們了解歷史內

容 

    

6.在所有科目中，我對歷史最沒有信心     

7.我覺得和別人討論歷史問題可以增進我的思考     

8.我覺得學好歷史，在將來做人做事方面比較容易成功     

9.我覺得學習歷史對我們日常生活沒有用處     

10.對我來說，學歷史事件簡單的事     

11.我很喜歡上歷史課     

12.我不喜歡考有關歷史方面的問題     

13.學習歷史時，我覺得輕鬆自在     

14.我喜歡和同學討論歷史問題     

15.假如能夠不學習歷史，我會更快樂     

16.我覺得只要我肯用心，就可以把歷史學好     

17.我認為歷史知識有助於生活應用     

18.我覺得學習歷史很困難     

19.學習歷史時，我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     

20.歷史的內容計單調又無趣     

21.我覺得歷史是一門有益思考訓練的學科     

22.我覺得學歷史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     

23.我喜歡老師幫我們補充有關歷史的資料     

24.我覺得大部分的歷史內容我都不能了解     

25.歷史考卷的題目，我大部分都會寫     

26.歷史學習可以讓我了解當時人的心中想法     

27.學好歷史，對增進其他方面的知識沒有幫助     

28.不管多努力，我的歷史仍然考不好     

29.我喜歡學習歷史課本之外的歷史知識     

〈後面還有題目，請翻至下一頁，繼續作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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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我會主動找一些歷史相關資料或書籍來閱讀     

31.我覺得歷史是一門沒有用的學科     

32.我很樂意回答同學請教我有關歷史方面的問題     

33.討論歷史問題是一件浪費時間的事     

34.我不喜歡學習歷史課本以外的歷史知識     

35.我認為同一個歷史事件，只會有一種解釋觀點     

36.我覺得歷史學家能夠真正了解歷史上發生的事情     

37.歷史的結論是暫時的，將來有可能會被推翻     

38.我認為歷史課本上寫的內容代表實際情形     

39.我認為同一個歷史事件，歷史學家們的記載都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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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實驗組活動回饋問卷 

活動回饋問卷 

一年○○班的同學們： 

閱讀課程已進入尾聲，非常感謝各位同學於這幾週的熱情參與和配合，為了瞭解你對於本

課程的看法，請對以下問題詳加閱讀，並盡情書寫自己的看法，你的寶貴意見將成為老師未來

教學上的重要建議。感謝你!! 

 

 

 

一、請依照你真實的感受勾選分數(5 分最高) 

評分項目 1 2 3 4 5 

1.你喜歡閱讀本次活動所提供的文本嗎？      

2.閱讀本次活動所提供的文本對你的幫助程度？      

3.思考單(學習單)中的「圖像化」技巧對你的幫助程度？      

4.「因果關係法」對你分析文章的幫助程度？      

5.經過本課程後，對你在「思考」事物時的幫助程度為何？      

6.思考單中的漸進式規劃(EX：先了解革命的定義→因果關係來判斷

革命→革命的好壞→革命是最好的選擇)，對你在本課程中的學習的

幫助程度？ 

     

7.思考單中的「文字說明及引導」，對你在本課程中的學習的幫助程

度？ 

     

8.閱讀過程中你的用心程度？      

9.你是否經由本活動課程更加理解歷史？      

10.整體而言你對本活動課程的推薦程度？      

 

 

 

 

 

 

 

〈後面還有題目，請翻至下一頁，繼續作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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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閱讀文章進行評分 

此次課程，我們共讀了 4 個單元和 2 個統整活動的文本，請依照你的喜好程度分別對這些

「單元」和「統整活動」進行評分(1~5 分，5 分最高)，並寫下你的評語： 

 

單元 名稱 文本名稱 評分 評語 

一 什麼是革命？ 

文本一：貨幣革命 

文本二：工業革命 

文本三：甘地不合作運動 

文本四：漢朝建立 

文本五：立憲運動 

文本六：戴克里先的政策 

  

二 革命的前因後果 

文本一：漢朝的建立 

文本二：辛亥革命 

文本三；思想與革命 

文本四：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文本五：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 

文本六：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統整活動(一) 

文本一：戴克里先的政策 

文本二：辛亥革命 

文本三：思想與革命 

文本四：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文本五：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 

文本六：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三 革命背後的價值 

文本一：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 

文本二：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文本三：一次世界大戰 

文本四：二次世界大戰 

文本五：美國獨立革命 

  

四 改革 V.S.革命 

文本一：思想與革命 

文本二：廢除漢文 

文本三：美國獨立革命 

文本四：立憲運動 

  

 統整活動(二) 
文本一：剝削黑奴權益 

文本二：台灣移工問題 

  

 

 

〈後面還有題目，請翻至下一頁，繼續作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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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認為本課程對提升下列能力的幫助程度？(5 分最高) 

評分項目 1 2 3 4 5 

1.閱讀理解能力      

2.時序觀念(依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思考問題)      

3.歷史神入(能站在古人的立場看歷史事件的發展)      

4.因果關係(能清楚明白一個歷史事件的原因和結果)      

5.分析問題(能針對問題、運用文本資料與既有知識進行探討)      

 

 

四、你覺得整個活動有什麼地方需要改進？(請盡情寫下你的想法) 

 

                                                                                

                                                                               

                                                                                 

 

 

 

 

五、最後，請你寫下對整個課程的意見或是其他想法。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你的回答!!^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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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五：實驗組課程簡案 

 

名稱 單元一：什麼是革命？ 授課日期 2018/9/06 

對象 實驗組 班級人數 38 人 時間 50 分鐘 

教學資源 思考單、小組討論單(海報紙) 

教學理念 

由於改變是歷史的本質，而「革命」更是一場劇烈的改變，其

歷史意義更是深遠，因此在本單元中，希望挑選幾篇有關「改革」

和「革命」的文章供學生閱讀，使學生從中了解兩者間的差異。 

在教學規畫方面，本課程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讓學生

了解，革命的概念可以應用於許多不同的面向，不單只有政治層面

發生的事件才能稱為革命，其他面向包括經濟、社會層面也都可以

看到革命的蹤跡。 

第二部分則是著重於政治層面的改變，由於學生對於此層面的

改變較為熟悉，因此選擇與政治有關的事件作為挑選文本的基礎。

在文本的挑選上，本學習單共選擇三篇與政治權力改變有關的文

章，讓學生能從中分辨哪些事件屬於革命，並分析革命與非革命事

件間有何差異。使學生在學完此單元後，有能力辨別革命與一般的

改變有何差異。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使用圖像化的方式分析文章 

2. 學生能夠了解革命的意涵 

3. 學生能夠判斷歷史事件是否為革命 

文本來源 

王秋原、張伯宇、周惠民、洪泉湖(主編)(2015)。國中社會教科書

第三冊。台南：南一。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 (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三

民。 

呂錫寬、柯佳伶、楊明華、廖本田(主編) (2015)。國中社會教科書

第三冊。新北：康軒。 

李福鐘、古偉瀛、王世宗(主編) (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

台北：三民。 

張淑芬（2016 年 3 月 24 日）。無現金的世界不可靠還是更方便。天

下雜誌。取自 https://www.cw.com.tw/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思考單、小組討論單(海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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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堂活動 

思考單共分成 4 大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正式上

課」、「綜合活動」和「反思與回饋」。 

 

一、完成思考單中的「課前活動」的部分 

 

 

二、完成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檢視名詞定義」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6 個人一組。 

 

 

三、檢討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檢視名詞定義」的答案 

 

 

四、完成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分析名詞內涵」 

 

 

五、檢討完成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分析名詞內涵」的答

案 

 

 

六、完成思考單中的「統整活動」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6 個人一組。 

 

 

七、思考單中的「統整活動」小組分享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6 個人一組。 

 

 

參、綜合活動 

完成思考單中的「反思與回饋」 

 

 

 

 

 

10' 

 

 

7' 

 

 

 

3' 

 

 

7' 

 

 

5' 

 

 

 

10' 

 

 

 

5' 

 

 

 

 

 

3'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海報

紙 

 

 

海報

紙 

 

 

 

 

思考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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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單元二：革命的前因後果 授課日期 2018/9/13、20 

對象 實驗組 班級人數 38 人 時間 70 分鐘 

教學資源 思考單、小組討論單(海報紙) 

教學理念 

歷史是一門知識脈絡性相當強的學科，其事件的發生通常不是

空穴來風，而是有脈絡可循的。然而學生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卻

常常忽略事件間的脈絡性，因此常會將每個歷史事件視為獨立的事

件，最後形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難的情形，使歷史知識變成瑣

碎性的記憶片段。 

因此為了使學生對每個歷史事件產生連貫性，並了解其中的前

因後果，本學習單將具有關聯的歷史事件擺在一起供學生閱讀，使

學生能藉由閱讀自行將事件間產生連結。 

在文本的選材上，為了使學生對於中西方的革命都能有所了

解，因此選了「辛亥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兩個主題供學生閱

讀。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 

2. 學生能有邏輯地說明自己的看法 

3. 學生能夠從事件的來龍去脈來判斷革命 

文本來源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

三民。 

楊碧川（1994）。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台北：克寧。 

薛化元（主編）（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台北：三民。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思考單、小組討論單(海報紙) 

 

貳、課堂活動 

思考單共分成 3 大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正式上

課」和「反思與回饋」 

 

一、閱讀思考單中的「課前活動」 

 

 

二、完成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第壹部分「牛刀小試 1」和

 

 

 

 

 

 

 

 

 

5' 

 

 

15' 

 

 

 

 

 

 

 

 

 

思考

單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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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2」。 

 

 

三、完成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第壹部分「牛刀小試 3」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3 個人一組。 

 

 

四、小組分享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第壹部分「牛刀小試 3」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3 個人一組。 

 

 

五、完成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第貳部分「牛刀小試１」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3 個人一組。 

 

 

六、小組分享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第貳部分「牛刀小試 1」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3 個人一組。 

 

 

參、綜合活動 

完成思考單中的「反思與回饋」 

 

 

 

15' 

 

 

 

10' 

 

 

 

15' 

 

 

 

7' 

 

 

 

 

 

3' 

單 

 

 

海報

紙 

 

 

海報

紙 

 

 

海報

紙 

 

 

海報

紙 

 

 

 

 

思考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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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統整活動（一） 授課日期 2018/9/20 

對象 實驗組 班級人數 38 人 時間 30 分鐘 

教學資源 統整課程學習單、小組討論單(海報紙) 

教學理念 

此統整課程的教學目的有二，一是解決學生的困惑，由於單元

一與單元二的課程安排相當緊湊，因此學生即使有問題也沒有時間

解惑，故利用此時間針對學生困惑進行說明。二是讓學生進行更深

入的思考，透過辛亥革命與法國大革命的比較，讓學生思考思想與

革命的關係，也讓學生了解歷史並沒有標準答案，會因觀點和角度

的不同，所造成的結果也會有所不同。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清楚分辨改變與改革的差異 

2. 學生能了解思想對革命的重要性 

3. 學生經過思考後，能有邏輯地闡述出自己的想法 

文本來源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

三民。 

李福鐘、古偉瀛、王世宗(主編) (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

台北：三民。 

楊碧川（1994）。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台北：克寧。 

薛化元（主編）（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台北：三民。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統整課程學習單、小組討論單(海報紙) 

 

貳、課堂活動 

思考單共分成 4 大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正式上

課」、「統整活動」和「反思與回饋」 

 

 

一、閱讀和思考思考單中的「課前活動」以及「正式上課」中的

第壹部分，再次複習革命的定義。 

 

 

二、針對「正式上課」中的第壹部分進行討論，並透過討論的方

式使學生徹底了解革命的意涵。 

 

 

 

 

 

 

 

 

 

 

5' 

 

 

 

5' 

 

 

 

 

 

 

 

 

 

 

 

思考

單 

 

 

思考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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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思考單中的「統整活動」進行小組討論 

由於此部分所討論的歷史事件分別為「辛亥革命」和「法

國大革命」，而此兩個事件的文章皆放在單元二的思考單

中，因此學生如果對這兩個事件有些模糊，可以翻開單元二

的思考單再次查看。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

組。 

 

 

四、針對思考單中的「統整活動」進行小組分享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參、綜合活動 

完成思考單中的「反思與回饋」 

 

 

10' 

 

 

 

 

 

 

 

7' 

 

 

 

 

3' 

 

 

海報

紙 

 

 

 

 

 

 

海報

紙 

 

 

 

思考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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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單元三：革命背後的價值 授課日期 2018/9/27 

對象 實驗組 班級人數 38 人 時間 50 分鐘 

教學資源 思考單、小組討論單(海報紙) 

教學理念 

從單元一、單元二中，革命給人的感覺皆是正面的，並讓人以

為透過革命就能解決問題。然而實際上卻不盡然，革命是必須付出

代價的，透過此代價來換取人們對於相關權利的重視。因此在挑選

文章時，挑選了一、二次世界大戰和美國獨立革命三篇文章讓學生

閱讀。 

雖然一、二次世界大戰並不屬於革命，但其與革命相同皆有衝

突和犧牲，同時也皆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奮戰。然而在戰爭結束

後，兩場世界大戰卻因為後續處理方式的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結

果，在此也供學生思考，衝突是必要的嗎？衝突後我們又應該從中

記取什麼教訓？讓學生了解雖然革命會有犧牲，但應試著讓這些犧

牲變得是有意義的，而非使犧牲擴大。 

最後讓學生閱讀美國獨立革命，並透過辯論的方式讓學生去衡

量權利和生命之間的重量。讓學生了解革命是最後手段，非到必要

時絕不輕易使用。 

在因果分析方面，透過對於事件的分析，讓學生了解結果的好

壞與影響的好壞並沒有絕對的必然性，這中間的變化則取決於人們

是否懂得反省。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歷史事件的正負面結果和影響 

2. 學生能夠了解戰爭和流血革命背後的原因和價值衝突 

3. 學生能夠理解戰爭和流血革命是最後手段，不應隨意使用 

文本來源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 (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三

民。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思考單、小組討論單(海報紙) 

 

貳、課堂活動 

思考單共分成 3 大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正式上

課」和「反思與回饋」。 

 

一、閱讀思考單中「課前活動」的部分 

 

 

 

 

 

 

 

 

 

5'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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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組討論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1-3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三、小組分享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1-3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四、小組討論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4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五、小組分享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4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六、討論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4 裡的「想一想」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第 1 組至第

5 組討論第 1 題，第 6 組至第 10 組討論第 2 題。 

 

 

七、小組分享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4 裡的「想一

想」 

 

參、綜合活動 

完成思考單中的「反思與回饋」 

 

 

10' 

 

 

 

5' 

 

 

 

10' 

 

 

 

5' 

 

 

 

7' 

 

 

 

 

5' 

 

 

 

 

3'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海報

紙 

 

 

海報

紙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197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思考單 

 

貳、課堂活動 

思考單共分成 4 大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正式上

課」、「統整活動」和「反思與回饋」。 

 

一、閱讀思考單中「課前活動」的部分 

此部分採用個人閱讀的方式進行。 

 

 

 

 

 

 

 

 

 

 

 

9' 

 

 

 

 

 

 

 

 

 

 

 

 

思考

單 

 

 

名稱 單元四：改革 V.S 革命 授課日期 2018/10/04 

對象 實驗組 班級人數 38 人 時間 50 分鐘 

教學資源 思考單 

教學理念 

當學生意識到革命可能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後，接下來就必須

引導學生思考除了革命可以改變現狀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改變方

法。透過學習單的文本，引導學生重新檢視「改革」的重要性。藉

由四篇關於「改革」和「革命」的文章讓學生來分析改革與革命的

優缺點。 

同時在分析的過程中，讓學生了解革命雖然可以有效的達成目

的，但其所付出的代價卻很大，而改革則正好相反，雖然速度緩慢，

但所造成的衝突也相對較小。同時也學生能重新思考革命的意義，

使學生了解沒有絕對的解決方法，只有適合的解決方法。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區分改革與革命的差異 

2. 學生能指出改革與革命的優點和缺點，並能加以思考及應用 

3. 學生能夠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歷史事件的正負面結果和影響 

4. 學生能清楚闡述自己的想法 

文本來源 

楊碧川（1994）。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台北：克寧。 

小田季進（2002）。胡適。台北：國家。 

錢玄同、陳獨秀、胡適（1918）。通信：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

青年，4(4)，70-77。 

 



 

198 

二、討論閱讀思考單中「課前活動」的部分 

 

 

三、小組討論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共 4 篇文章，一人

讀一篇文章，共同完成學習任務。 

 

 

四、小組分享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五、小組討論思考單中「統整活動」的部分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六、小組分享思考單中「統整活動」的部分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參、綜合活動 

完成思考單中的「反思與回饋」 

3' 

 

 

15' 

 

 

 

 

5' 

 

 

 

10' 

 

 

 

5' 

 

 

 

 

 

3'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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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統整課程學習單、小組討論單(A3 白紙) 

 

貳、課堂活動 

思考單共分成 3 大部分，分別為「課前活動」、「正式上

課」和「反思與回饋」。 

 

一、閱讀思考單中「課前活動」的部分 

此部分採用個人閱讀的方式進行。 

 

 

 

 

 

 

 

 

 

 

 

5' 

 

 

 

 

 

 

 

 

 

 

 

 

思考

單 

 

 

名稱 統整活動（二） 授課日期 2018/10/11 

對象 實驗組 班級人數 38 人 時間 50 分鐘 

教學資源 統整課程學習單、小組討論單(A3 白紙) 

教學理念 

當學生對於改革和革命有所了解後，接著就試著讓學生實際進

行應用。在此學習單中，主要是讓學生討論有關外籍移工(外勞)的

議題，之所以選擇外勞的議題，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中對於

外勞仍有許多偏見和歧視，因此希望藉由此議題的探討，讓學生重

新檢視自己。 

在文本的選擇上，為了使學生對於外勞所處的環境有更深的體

會，因此挑選 19 世紀黑奴受到剝削的相關文章供學生閱讀，讓學

生了解外勞的處境與黑奴被剝削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都受到他人

歧視、基本人權都受到忽視等等。藉由這兩篇文章的閱讀，讓學生

對於外勞有更全面的認識，以提出更全面的解決方案。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從不同角色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事件 

2. 學生能針對文章中所遇到的問題，提出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3. 學生能將文章中所學到的知識遷移至類似的新情境中。 

文本來源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 (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三

民。 

曾世偉、郭亞文（2018 年 9 月 11 日）。移工要求「廠住分離」今前

往勞動部抗議。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取自

http://titv.ipcf.org.tw/news_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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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組討論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1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三、小組分享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1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四、小組討論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2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五、小組分享思考單中「正式上課」中的牛刀小試 2 

此部分採用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 

 

 

參、綜合活動 

完成思考單中的「反思與回饋」 

15' 

 

 

 

7' 

 

 

 

15' 

 

 

 

5' 

 

 

 

 

 

3'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思考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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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六：對照組課程簡案 

名稱 單元一：什麼是革命？ 授課日期 2018/10/01、22 

對象 對照組 班級人數 39 人 時間 75 分鐘 

教學資源 學習單、海報紙 

教學理念 

由於改變是歷史的本質，而「革命」更是一場劇烈的改變，其

歷史意義更是深遠，因此在本單元中，希望挑選幾篇有關「改革」

和「革命」的文章供學生閱讀，使學生從中了解兩者間的差異。 

在教學規畫方面，本課程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讓學生

了解，革命的概念可以應用於許多不同的面向，不單只有政治層面

發生的事件才能稱為革命，其他面向包括經濟、社會層面也都可以

看到革命的蹤跡。 

第二部分則是著重於政治層面的改變，由於學生對於此層面的

改變較為熟悉，因此選擇與政治有關的事件作為挑選文本的基礎。

在文本的挑選上，本學習單共選擇三篇與政治權力改變有關的文

章，讓學生能從中分辨哪些事件屬於革命，並分析革命與非革命事

件間有何差異。使學生在學完此單元後，有能力辨別革命與一般的

改變有何差異。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了解革命的意涵 

2. 學生能夠判斷歷史事件是否為革命 

文本來源 

王秋原、張伯宇、周惠民、洪泉湖(主編)(2015)。國中社會教科書第

三冊。台南：南一。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 (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三

民。 

呂錫寬、柯佳伶、楊明華、廖本田(主編) (2015)。國中社會教科書

第三冊。新北：康軒。 

李福鐘、古偉瀛、王世宗(主編) (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

台北：三民。 

張淑芬（2016 年 3 月 24 日）。無現金的世界不可靠還是更方便。天

下雜誌。取自 https://www.cw.com.tw/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學習單、海報紙 

 

貳、課堂活動 

 

 

 

 

 

 

 

 

 

 

 

 

 



 

202 

思考單共分成 2 大部分，分別為「革命的定義」、「了解

革命的內涵」兩部分。 

 

 

一、完成學習單中第壹部分「革命的定義」中的牛刀小試 1 

此部分採個人閱讀的方式進行，並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二、檢討學習單中第壹部分「革命的定義」中的牛刀小試 1 

隨機抽取 2 個小組進行第 2、3 題的分享 

 

 

三、完成學習單中第壹部分「革命的定義」中的牛刀小試 2 

此部分採個人閱讀的方式進行，並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四、檢討學習單中第壹部分「革命的定義」中的牛刀小試 2 

隨機抽取 1 個小組進行第 2 題的分享 

 

 

五、完成學習單中第壹部分「革命的定義」中的牛刀小試 3 

此部分採個人閱讀的方式進行，並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六、檢討學習單中第壹部分「革命的定義」中的牛刀小試 3 

隨機抽取 1 個小組進行第 3 題的分享 

 

 

七、小組討論學習單中第壹部分「革命的定義」中的牛刀小試 4 

此部分採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第 1 組~第 3 組回答

第 1 題，第 4 組~第 6 組回答第 2 題，第 7 組~第 10 組回答

第 3 題。 

 

 

八、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壹部分「革命的定義」中的牛刀小試 4 

每 1 題抽 1 個小組進行回答。 

 

 

 

 

 

 

10' 

 

 

 

5' 

 

 

 

5' 

 

 

 

3' 

 

 

 

5' 

 

 

 

3' 

 

 

 

5' 

 

 

 

 

 

5'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習

單 

 

 

海報

紙 

 

 

 

 

海報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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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完成學習單中第貳部分「了解革命的內涵」中的牛刀小試 1-2 

此部分採個人閱讀的方式進行，並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十、 完成學習單中第貳部分「了解革命的內涵」中的牛刀小試 3 

此部分採個人閱讀的方式進行，並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十一、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貳部分「了解革命的內涵」中的牛刀

小試 1-3 

每 1 題抽 1 個小組進行回答。 

 

 

十二、完成學習單中第貳部分「了解革命的內涵」中的牛刀小試

4 

此部分採 4 個人一組的方式進行。第 1 組~第 3 組回答

第 1 題，第 4 組~第 6 組回答第 2 題，第 7 組~第 10 組回答

第 3 題。 

 

 

十三、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貳部分「了解革命的內涵」中的牛刀

小試 4 

每 1 題抽 1 個小組進行回答。 

9' 

 

 

 

5' 

 

 

 

5' 

 

 

 

 

5' 

 

 

 

 

 

 

10' 

 

學習

單 

 

 

學習

單 

 

 

學習

單 

 

 

 

海報

紙 

 

 

 

 

 

海報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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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單元二：革命的前因後果 授課日期 2018/10/22、29 

對象 對照組 班級人數 39 人 時間 75 分鐘 

教學資源 學習單、小組討論單(A3 白紙) 

教學理念 

歷史是一門知識脈絡性相當強的學科，其事件的發生通常不是

空穴來風，而是有脈絡可循的。然而學生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卻

常常忽略事件間的脈絡性，因此常會將每個歷史事件視為獨立的事

件，最後形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難的情形，使歷史知識變成瑣

碎性的記憶片段。 

因此為了使學生對每個歷史事件產生連貫性，並了解其中的前

因後果，本學習單將具有關聯的歷史事件擺在一起供學生閱讀，使

學生能藉由閱讀自行將事件間產生連結。 

在文本的選材上，為了使學生對於中西方的革命都能有所了

解，因此選了「辛亥革命」以及「法國大革命」兩個主題供學生閱

讀。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 

2. 學生能有邏輯地說明自己的看法 

3. 學生能夠從事件的來龍去脈來判斷革命 

文本來源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

三民。 

楊碧川（1994）。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台北：克寧。 

薛化元（主編）（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台北：三民。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學習單、小組討論白紙 

 

貳、課堂活動 

本單元的思考單共分成「辛亥革命與思想革命」和「法

國大革命」兩個部分進行教學。 

 

 

一、完成學習單中第壹部分「辛亥革命與思想革命」中的牛刀小

試 1-2 

此部分採個人閱讀的方式進行，並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15' 

 

 

 

 

 

 

 

 

 

 

 

 

學習

單、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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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壹部分「辛亥革命與思想革命」中的牛

刀小試 1-2 

每 1 個小題抽 1 組進行回答。 

 

 

三、小組閱讀、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中第貳部分「法國大革命」的

牛刀小試 1。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四、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貳部分「法國大革命」的牛刀小試 1。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每題抽一個小組的同學進

行分享。 

 

 

五、小組閱讀、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中第貳部分「法國大革命」的

牛刀小試 2。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六、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貳部分「法國大革命」的牛刀小試 2。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每題抽一個小組的同學進

行分享。 

 

 

七、小組閱讀、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中第貳部分「法國大革命」的

牛刀小試 3。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八、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貳部分「法國大革命」的牛刀小試 3。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每題抽一個小組的同學進

行分享。 

 

 

 

10' 

 

 

 

 

5' 

 

 

 

 

5' 

 

 

 

 

15' 

 

 

 

 

10' 

 

 

 

 

10' 

 

 

 

 

5'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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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單元三：革命背後的價值 授課日期 2018/11/12、19 

對象 對照組 班級人數 39 人 時間 75 分鐘 

教學資源 學習單、小組討論單(A3 白紙) 

教學理念 

從單元一、單元二中，革命給人的感覺皆是正面的，並讓人以

為透過革命就能解決問題。然而實際上卻不盡然，革命是必須付出

代價的，透過此代價來換取人們對於相關權利的重視。因此在挑選

文章時，挑選了一、二次世界大戰和美國獨立革命三篇文章讓學生

閱讀。 

雖然一、二次世界大戰並不屬於革命，但其與革命相同皆有衝

突和犧牲，同時也皆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奮戰。然而在戰爭結束

後，兩場世界大戰卻因為後續處理方式的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結

果，在此也供學生思考，衝突是必要的嗎？衝突後我們又應該從中

記取什麼教訓？讓學生了解雖然革命會有犧牲，但應試著讓這些犧

牲變得是有意義的，而非使犧牲擴大。 

最後讓學生閱讀美國獨立革命，並透過辯論的方式讓學生去衡

量權利和生命之間的重量。讓學生了解革命是最後手段，非到必要

時絕不輕易使用。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夠了解戰爭和流血革命背後的原因和價值衝突 

2. 學生能夠理解戰爭和流血革命是最後手段，不應隨意使用 

文本來源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

三民。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學習單、小組討論單 

 

貳、課堂活動 

 

一、小組閱讀、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中第壹部分「戰爭的價值」的

牛刀小試 1。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10'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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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壹部分「戰爭的價值」的牛刀小試 1。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小組間可以相互補充，使

答案變得更加完整。 

 

 

三、小組閱讀、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中第壹部分「戰爭的價值」的

牛刀小試 2。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四、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壹部分「戰爭的價值」的牛刀小試 2。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將抽四個小組分別針對四

個問題進行回答。 

 

 

五、小組進行閱讀、討論辯論內容和完成習單中第壹部分「戰爭

的價值」的牛刀小試 3。 

將全班分成正、反兩組，討論「為了爭取權力而犧牲生

命是值得的」為主題進行討論 

 

 

六、小組雙方開始進行辯論。 

將全班分成正、反兩組，每組派出 3 人，分別進行申論、

質詢和結辯，時間分別為 3 分鐘、1.5 分鐘、3 分鐘 

15' 

 

 

 

 

15' 

 

 

 

 

10' 

 

 

 

 

10' 

 

 

 

 

 

 

15' 

小組

討論

單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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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單元四：改革 V.S.革命 授課日期 2018/10/19、26 

對象 對照組 班級人數 39 人 時間 75 分鐘 

教學資源 學習單、小組討論單(A3 白紙) 

教學理念 

當學生意識到革命可能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後，接下來就必須

引導學生思考除了革命可以改變現狀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改變方

法。透過學習單的文本，引導學生重新檢視「改革」的重要性。藉

由四篇關於「改革」和「革命」的文章讓學生來分析改革與革命的

優缺點。 

當學生對於改革和革命有所了解後，接著就試著讓學生實際進

行應用。在此學習單中，主要是讓學生討論有關外籍移工(外勞)的

議題，之所以選擇外勞的議題，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中對於

外勞仍有許多偏見和歧視，因此希望藉由此議題的探討，讓學生重

新檢視自己。 

在文本的選擇上，為了使學生對於外勞所處的環境有更深的體

會，因此挑選 19 世紀黑奴受到剝削的相關文章供學生閱讀，讓學

生了解外勞的處境與黑奴被剝削有許多相似之處，例如都受到他人

歧視、基本人權都受到忽視等等。藉由這兩篇文章的閱讀，讓學生

對於外勞有更全面的認識，以提出更全面的解決方案。 

教學目標 

1. 學生能區分改革與革命的差異 

2. 學生能指出改革與革命的優點和缺點，並能加以思考及應用 

3. 學生能針對文章中所遇到的問題，提出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文本來源 

楊碧川（1994）。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台北：克寧。 

小田季進（2002）。胡適。台北：國家。 

錢玄同、陳獨秀、胡適（1918）。通信：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新

青年，4(4)，70-77。 

古偉瀛、王世宗(主編) (2017)。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台北：三

民。 

曾世偉、郭亞文（2018 年 9 月 11 日）。移工要求「廠住分離」今前

往勞動部抗議。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取自

http://titv.ipcf.org.tw/news_main.jsp 

 

活動流程 時間 
教學

資源 

壹、課前準備 

準備學習單、A3 白紙 

 

 

 

 

 

 

 

 

 

 



 

209 

貳、課堂活動 

此學習單共分成「不同的角度則有不同的答案」、「革命

V.S.改革」、「勞工權益問題」等三個部分進行教學。 

 

 

一、小組閱讀、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中第壹部分「不同的角度則有

不同的答案」和第貳部分「革命 V.S.改革」的學習任務。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二、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壹部分「不同的角度則有不同的答案」

和第貳部分「革命 V.S.改革」的問題。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小組間可以相互補充，使

答案變得更加完整。 

 

 

三、小組閱讀、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中第參部分「勞工權益的問題」

的問題 1。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四、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參部分「勞工權益的問題」的問題 1。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小組間可以相互補充，使

答案變得更加完整。 

 

 

五、小組閱讀、討論並完成學習單中第參部分「勞工權益的問題」

的問題 2。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4 個人一組。 

 

 

六、小組分享學習單中第參部分「勞工權益的問題」的問題 2。 

此部分採用分組的方式進行，小組間可以相互補充，使

答案變得更加完整。 

 

 

 

 

 

 

15' 

 

 

 

 

10' 

 

 

 

 

 

10' 

 

 

 

 

10' 

 

 

 

 

15' 

 

 

 

 

15'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學習

單、

小組

討論

單 

小組

討論

單 

 



 

� 附錄七：實驗組圖像化

單元一

各位同學，相信從過去到現在

聽過「革命」這個詞。但我們真的了解

「革命」這個詞好好的來探究一番

要了解一個新的概念

於「革命」的定義，革命這個詞源於英文

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

中發生。」因此在談革命之前

們對於改變有所了解，接下來我們會閱讀幾篇含有

 

壹、圖像化的設計 
在閱讀文章的過程中

接下來會教各位同學用圖像化的方式來呈現文章的重點

將一篇冗長且複雜的文章轉變為結構清晰的示意圖

清文章的架構，同時也利於我們思考文章的內容

的了解還是有些模糊，但沒關係

 

  範例   

 

電子或塑膠貨幣已經是消費市場的潮流

喝玩樂。歐洲走在這股金融風潮的前端

行無現金交易。雖然說愛錢是人的天性

金所代表的落後、治安與衛生問題

過電子或塑膠貨幣的每一筆交易都能被追蹤

楚，隱私也蕩然無存。 

以健康飲食為訴求的英國連鎖餐廳

啡店。到這裡用餐無須準備現金

告，出門只要一張卡或一支手機就行

科技加速貨幣制度的演進

態是有形的實體。後來則來到方便與快速的卡片萬事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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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化思考單教學課程教材 

單元一：什麼是革命？ 

� 課前活動 
相信從過去到現在，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學校的課堂上都一定

但我們真的了解「革命」的意涵嗎？因此今天我們就針對

這個詞好好的來探究一番。 

要了解一個新的概念，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從定義開始著手。依據朗文辭典對

革命這個詞源於英文"revolution"，是指「在思想

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

因此在談革命之前，我們必須先對改變要有一定的認識

接下來我們會閱讀幾篇含有「改變」因素的文章

在閱讀文章的過程中，為了讓各位同學能更快整理和抓出文章中的重點

接下來會教各位同學用圖像化的方式來呈現文章的重點。而所謂的圖像化

一篇冗長且複雜的文章轉變為結構清晰的示意圖(如圖 1-1)，可以幫助我們釐

同時也利於我們思考文章的內容。說了這麼多，相信對於圖像化

但沒關係，看看以下的範例相信就會清楚許多了

貨幣革命 
已經是消費市場的潮流；卡片或手機在手，就能行遍天下吃

歐洲走在這股金融風潮的前端，包括丹麥、瑞典和挪威等國

雖然說愛錢是人的天性，但相對於信用卡或手機支付的先進

治安與衛生問題，通通都成了被嫌惡和清算的理由

過電子或塑膠貨幣的每一筆交易都能被追蹤，國家機器對於你的消費紀錄一清二

 

以健康飲食為訴求的英國連鎖餐廳 Tossed，日前開了一家只有電子支付的咖

到這裡用餐無須準備現金，只要刷卡就行。聽起來很酷，因為就像電視廣

卡或一支手機就行。 

科技加速貨幣制度的演進，從古時候的貝殼，到現在的硬幣與紙幣

後來則來到方便與快速的卡片萬事通時代。 

─《科技新報》〈無現金的世界，不可靠還是更方便

不管是在生活中還是在學校的課堂上都一定

因此今天我們就針對

依據朗文辭典對

在思想、運作方

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

我們必須先對改變要有一定的認識。為了讓同學

因素的文章。 

為了讓各位同學能更快整理和抓出文章中的重點，故

而所謂的圖像化，就是

可以幫助我們釐

相信對於圖像化

看看以下的範例相信就會清楚許多了。 

就能行遍天下吃

瑞典和挪威等國，都積極推

但相對於信用卡或手機支付的先進，現

通通都成了被嫌惡和清算的理由。但是，透

國家機器對於你的消費紀錄一清二

日前開了一家只有電子支付的咖

因為就像電視廣

硬幣與紙幣，錢的型

不可靠還是更方便？ 

 



 

  

 

 

 

 

 

牛刀小試 1 

看完上述的範例，相信同學們對於什麼是圖像化有大致的了解

各位同學閱讀以下文章，

 

工業革命
相對於傳統社會，這段時期的工業發展有

重大的成就，特別是動力機械

工廠的出現。由於傳統的動力一開始主要來自

獸力，後來開始使用水力等

則因蒸汽機的發明與改良

效能，對各產業生產力的提升幫助甚大

紡織業上因為紡紗機的發明

度，並促使工廠制度的出現

美國的富爾頓和英國的史蒂芬生分別將蒸汽

機應用於汽船和蒸汽火車上

載運量的效能。 

            ─改寫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

 

 

 

 

 

 

 

 

牛刀小試 2 

從上面的文章中，看起來

形的東西會產生變化外，

關於印度甘地的不合作運動

 

 

貝殼 

過去 

貨幣的改變

參考答案 

獸力、自然力→動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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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相信同學們對於什麼是圖像化有大致的了解

，並試著將文章圖像化。 

工業革命 
這段時期的工業發展有

動力機械的使用與大規模

由於傳統的動力一開始主要來自

後來開始使用水力等自然力，工業革命

則因蒸汽機的發明與改良，使動力更便宜且富

對各產業生產力的提升幫助甚大，如在

紡織業上因為紡紗機的發明，而加快了生產速

並促使工廠制度的出現。至十九世紀初，

美國的富爾頓和英國的史蒂芬生分別將蒸汽

機應用於汽船和蒸汽火車上，大大加速運輸和

 

 

 

 

 

 

 

 

 

 

 

 

改寫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三民版) 

看起來「改變」都是發生在器物層面上，但實際上除了有

，無形的制度和思想也一樣會出現變化。請同學閱讀以下

關於印度甘地的不合作運動，找出該事件前後的變化。(請翻至下一頁

動能的改變

工業革命前

工業革命後

貨幣的改變 
電子貨幣和塑膠貨幣硬幣與紙幣 

現在 

貨幣的改變 

相信同學們對於什麼是圖像化有大致的了解，接下來就請

但實際上除了有

請同學閱讀以下

請翻至下一頁) 

動能的改變 

工業革命前 

工業革命後 

電子貨幣和塑膠貨幣 

未來  



 

 

 

 

甘地不合作運動
二十世紀初，印度人民獨立自主的呼

聲高漲。印度獨立運動的精神領袖甘地開

始提出不服從、不合作、

張，並得到廣大印度人民的支持

於脫離英國的統治，成立印度共和國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

 

 

 

 

 

 

 

 

 

當同學看到這裡，代表同學已經完成牛刀小試的題目並對完答案了

答對了，表示對於改變已經慢慢有所了解了

的主題吧！ 

 

壹、檢視名詞的定義
當我們對於改變有一定的認識後

理解，畢竟「革命」可以算是改變的一種

並再次說明革命的定義。

具有徹底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

說明了改變並不等於革命

接下來我們就用前面已經閱讀過的三篇文章的圖像來區分什麼是革命

們看到這裡不要太過擔心

組進行討論，畫出上面〈

該擺放的位置，以判斷其是否屬於革命

 

參考答案 

殖民統治→獨立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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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不合作運動 
印度人民獨立自主的呼

印度獨立運動的精神領袖甘地開

、絕食抗議等主

並得到廣大印度人民的支持。最後終

成立印度共和國。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三民版) 

 

 

 

 

 

 

 

 

 

 

 

 

� 正式上課 
代表同學已經完成牛刀小試的題目並對完答案了

表示對於改變已經慢慢有所了解了。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入今天所要談

檢視名詞的定義 
當我們對於改變有一定的認識後，再來談今天要了解的主題，

可以算是改變的一種。現在我們再次回到今天的主題

。革命是指「在思想、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

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從這個定義中也

說明了改變並不等於革命。 

接下來我們就用前面已經閱讀過的三篇文章的圖像來區分什麼是革命

們看到這裡不要太過擔心，下面有範例可以參考。看完範例後，請同學們

〈工業革命〉和〈甘地不合作運動〉兩篇文章圖像化後應

以判斷其是否屬於革命。 

代表同學已經完成牛刀小試的題目並對完答案了！如果都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入今天所要談

，就會比較容易

現在我們再次回到今天的主題「革命」，

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

從這個定義中也

接下來我們就用前面已經閱讀過的三篇文章的圖像來區分什麼是革命，同學

請同學們六人一

兩篇文章圖像化後應

國家體制 

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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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貨幣改革〉 

 

 

 

 

 

 

 

 

 

 

 

 

 

 

 

 

 

 

 

 

 

 

牛刀小試 1 

 

＊〈工業革命〉 

 

 

 

 

 

 

 

 

 

 

？ ？ 

貝殼 

過去 

貨幣的改變 
電子貨幣和塑膠貨幣 硬幣與紙幣 

現在 未來 

貨幣的改變 

革命前 
革命後 

此階段雖然改變了，卻不能

稱為革命。 
此階段的改變，可以稱為革命。 

P.S.請再次確認革命的定義，並思考改變不等於革命的理由，並藉此範例好好了解革命的概念。 

革命前 革命後 

？ 想一想，革命前後究竟

有什麼差異？ 

 



 

214 

牛刀小試 2 

 

＊〈甘地不合作運動〉 

 

 

 

 

 

 

 

 

 

 

 

 

 

貳、分析名詞內涵 
當各位同學完成上述任務並閱讀到這裡，表示各位同學對於「革命」有初步

的了解。但對於如何確切區分改變與革命還是有些模糊，似乎還是靠著感覺來進

行辨別，並沒有一個較確切的根據，因此接下來我們將更清楚的區分什麼是革

命。 

不過在進行區分的過程中，我們還是必須依賴圖像化的技巧，快速找出文章

中的重點。為了達到此目的，針對圖像化的部分，我們必須在學習兩個圖像化的

技巧。第一，即是圖像化中的指標(圖 2-1)。指標在圖像化的過程中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且不同的指標，即使是同一事件，其所建構的圖像化也將完全不同。

第二，區分「形式」的改變(圖 2-1)與「本質」的改變(圖 2-2)以作為判斷革命

的基準。 

說了這麼多，改變與革命究竟哪裡不同，這時我們還是必須回到革命的定義，

革命是指「在思想、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而這

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同學們在分析文章的過程中，一定要記得

革命的定義，以作為判斷的依據，同時也記得想一想「形式」的改變與「本質」

的改變與革命究竟有何關聯。 

在看文章之前，必須先向同學說明以下文章的選材標準。由於透過前面的閱

讀可以發現革命並非只發生在政治領域，文化、生活方面也都是會產生革命。但

由於在前面所閱讀的文章中，政治方面並沒有好好的說明，因此接下我們就以與

政治有關的「漢朝建立」、清末民初的「立憲運動」和羅馬帝國末期的「戴克里

先的政策」為例進行分析和比較。 

 

革命前 革命後 

？ ？ 

 



 

  範例   

 

西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滅六國

秦始皇。秦始皇有鑑於封建體制造成統制權力的分散

方上採行郡縣制○1 。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

百姓身上。然而由於秦始皇政治上過度的高壓統治

耗費大量民力，引起人民不滿

敗壞，終於激起各地人民紛紛起兵反秦

207 年，劉邦率軍攻入咸陽

秦亡後，起義軍領袖項羽自封西楚霸王

展開長達四年的「楚漢相爭

後即位稱帝，是為漢高祖

鞏固政權，大封劉氏子弟為王

郡縣的制度。在民生的部分

不足。漢初鼓勵人民休養生息

 

 

 

 

 

 

 

＊「形式」改變圖像化：

 

 

 

 

 

 

 

 

 

 

 

 

◇1 郡縣制 

秦代在地方上實行「郡縣二級制

縣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皇帝的命令可以直接下達地方

知識補給站 

� 國家政策：壓迫人民

� 國家制度：採取中央集權，

皇帝可以控管每位人民

想想看，過去有人將漢朝的建立稱為革命嗎

有許多時候表面看似改變了

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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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建立 
秦王嬴政滅六國，統一天下，自訂尊號為「始皇帝

秦始皇有鑑於封建體制造成統制權力的分散，即對王權的威脅

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並能直接支配地方，甚至到每一個老

然而由於秦始皇政治上過度的高壓統治，又修築長城、

引起人民不滿。秦二世繼位後，朝政由大臣趙高掌權

終於激起各地人民紛紛起兵反秦，其中以項羽、劉邦勢力最大

劉邦率軍攻入咸陽，秦朝滅亡。 

起義軍領袖項羽自封西楚霸王，並封劉邦為漢王。兩人為爭奪霸權

楚漢相爭」。結果，劉邦獲勝，項羽兵敗自殺。

是為漢高祖。漢朝建立不久後，即分封開國功臣，同時漢高祖

大封劉氏子弟為王，同時又在地方分設郡縣，使地方同時採行封國和

在民生的部分，由於秦末以來的連年戰亂，導致人口減少

漢初鼓勵人民休養生息，使社會漸趨安定富庶。 

─改寫國中社會教科書第三冊

＊「形式」改變圖像化： 

郡縣二級制」。郡守的長官稱「守」，縣的長官稱令

皇帝的命令可以直接下達地方。 

國家政策：壓迫人民 

國家制度：採取中央集權，

皇帝可以控管每位人民 

� 國家政策：給予人民休養生息

� 國家制度：採去郡國並行制，

皇帝的權力不如過去大。

國家政策、

制度的改變 

 

指標 

過去有人將漢朝的建立稱為革命嗎？為什麼？這時我們必須再次看到革命的定義

有許多時候表面看似改變了，但本質改變了嗎？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因此指標的設定就顯

得相當重要。 

漢朝

▲圖 2-1 

始皇帝」，是為

即對王權的威脅，故在地

甚至到每一個老

、陵墓和宮殿，

朝政由大臣趙高掌權，政治更加

劉邦勢力最大。西元前

兩人為爭奪霸權，

。劉邦平定天下

同時漢高祖為了

使地方同時採行封國和

導致人口減少，生產力

改寫國中社會教科書第三冊(南一版) 

縣的長官稱令。郡守和

國家政策：給予人民休養生息 

國家制度：採去郡國並行制，

皇帝的權力不如過去大。 

這時我們必須再次看到革命的定義，

因此指標的設定就顯

漢朝 

 



 

 

 

＊「本質」改變圖像化：
 

如果我們將指標進行更動

 

 

 

 

 

 

 

 

牛刀小試 1  

 

 

晚清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

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

權益而爆發戰爭。最後日本戰勝俄國

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的體制

清廷受到輿情的壓力

1911 年)，清廷公布的新內閣名單

閣。由於立憲派希望以立憲救國

些原本支持立憲的人，遂轉而支持革命

 

 

 

 

 

 
＊「形式」改變圖像化：

 

 

 

 

＊「本質」改變圖像化：

◇1 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體制保留了君主的王權

方式，達成君民共制的理想

 

 

皇帝制度 

秦朝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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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改變圖像化： 

如果我們將指標進行更動，同樣的文章，卻會有不同的發現。

立憲○1 運動 
晚清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清帝國本身國力衰退的局勢下

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光緒 30 年(西元 1904 年)，日、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

最後日本戰勝俄國，朝野人士認為這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的

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的體制，因而積極鼓吹立憲。 

清廷受到輿情的壓力，下詔預備立憲，各界對此滿懷期待。宣統

清廷公布的新內閣名單，其成員多為滿族親貴，因而被批評為皇族內

由於立憲派希望以立憲救國，而清廷則只著眼於保清，立憲派大失所望

遂轉而支持革命。 

─改寫國中社會教科書第四冊

＊「形式」改變圖像化： 

＊「本質」改變圖像化： 

君主立憲體制保留了君主的王權，但以制定憲法、成立國會監督內閣行政的

達成君民共制的理想。 

 
國家體制

的改變 

 

皇帝制度

國家權力制

度的改變 

 

漢

本質層面發生改變了嗎

這算是革命

▲圖 2-2 

。 

本身國力衰退的局勢下，如何救亡

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

朝野人士認為這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的

宣統 3 年(西元

因而被批評為皇族內

立憲派大失所望，一

改寫國中社會教科書第四冊(康軒版) 

成立國會監督內閣行政的

 

皇帝制度 

漢朝 

質層面發生改變了嗎？

這算是革命嗎？ 

 



 

 

 

 

 

P.S.想一想，針對「牛刀小試

牛刀小試 2  

 

羅馬帝國後期由於版圖擴張太快

以管理上相當不易，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

因素，使得輝煌的羅馬帝國開始褪色

帝，如戴克里先，曾實施四帝共治

到短暫成效。 

 

 

 

 

 

 

 

＊「形式」改變圖像化：
 

 

 

 

 

 

 

 

＊「本質」改變圖像化：
 

 

 

 

 

 

◇1 四帝共治 

戴克里先有識於帝國版圖遼闊

東、西兩部，後來為了解決帝位繼承問題

成四人各自統治著四分之一的帝國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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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1」圖像化的部分，什麼樣的改變才能稱之為本質性的改變

 

戴克里先的政策 
羅馬帝國後期由於版圖擴張太快，且境內民族眾多，文化習俗各有不同

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

使得輝煌的羅馬帝國開始褪色。雖然如此，仍不乏推動改革力圖振作的皇

曾實施四帝共治○1 ，以加強控制，並推動政治與財政改革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

想一想  

＊「形式」改變圖像化： 

＊「本質」改變圖像化： 

 

 國家權力結

構的改變 

 

 

戴克里先有識於帝國版圖遼闊，不易治理，所以實施帝國分治，原本是分成

後來為了解決帝位繼承問題，東、西兩部再各設輔政者

成四人各自統治著四分之一的帝國。 

什麼樣的改變才能稱之為本質性的改變？ 

文化習俗各有不同，所

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能力不足等

仍不乏推動改革力圖振作的皇

並推動政治與財政改革，收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三民版) 

原本是分成

西兩部再各設輔政者，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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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活動 
透過上述三篇文章的閱讀，相信同學們對文章內容都有一定的掌握程度，接

下來我們就將三篇文章相互比對一下，來判斷哪些事件具有革命的性質。請同學

六人一組完成以下表格。(請畫在海報紙上) 

 

 

 漢朝建立 立憲運動 戴克里先的政策 

此事件的發生有造

成「形式上」的改變

嗎？ 

○：有    X：沒有 

 

 

 

 

 

  

此事件的發生有造

成「本質上」的改變

嗎？ 

○：有    X：沒有 

   

此事件的發生有造

成革命中所說的「徹

底性的改變」嗎？ 

○：有    X：沒有 

   

承上題，可以說說看

你的理由嗎？ 

 

 

 

 

 

 

  

基於上述的分析，你

認為此事件是屬於

革命嗎？ 

○：是   X：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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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回饋 
今天的課我們就到這裡結束，關於最後比一比、想一想的表格，相信有許多

同學非常想知道上述三個歷史事件到底算不算是革命。現在我們就來公布答案，

以上三個歷史事件皆不屬於革命，如果都答對了，表示對於什麼是革命已經有一

定的了解。然而究竟為什麼三個歷史事件都不屬於革命，以及又是什麼樣的情況

才能算是革命，關於這些問題，欲知詳情，請看下回分解。 

最後相信各位同學對於革命都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本思考單的最後，請將

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和心得寫於下方： 

 

 

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 

 

1. 上完此堂課後，學到了哪些新知識和技巧？ 

                                                                              

                                                                            

2. 這些新知識和技巧對你有幫助嗎？請具體說明理由。 

                                                                              

                                                                            

3. 在課程學習上，有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或是感到困惑的地方？有的話請具體說

明。 

                                                                              

                                                                           

 

 

課堂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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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單元二：革命的前因後果 

 

� 課前活動 
 

壹、因果關係圖的設計 
各位同學還記得上一週所學的內容嗎？我們上一週主要的任務是將文章圖

像化(圖 1-1)，幫助同學藉由圖像化的方式顯現出文章的重點，並了解事件的變

化，因此在閱讀與歷史相關的文章時，可以藉由圖像化的方式來幫助我們了解事

件的關係。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事情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且也絕對不是只有從「革

命前」到「革命後」這樣簡單的公式就能將革命說明清楚。因此今天我們的學習

任務事就是要將上週所學的圖像化再加以複雜化，以顯現出更完整的文章資訊。

看到這裡，各位同學也不要太過緊張，事實上這邊所指的複雜化也沒有各位同學

想像中的困難，只要將事件的因果關係找出來即可(圖 1-2)。同學們可以稍微比

較圖 1-1 與圖 1-2，可以看出在流程變化上，圖 1-2 只不過是圖 1-1 的加強版。 

然而找出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嗎？事實上其幫助還滿

大的。由於大部分的歷史事件在發生前，都一定會有徵兆，絕不會事出無因。在

事件發生後，也必定會帶來影響，絕不會因為事件的結束，而就什麼都到此為止，

必定會有後續效應。因此藉由找出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可以幫助我們對歷史的

來龍去脈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在思考歷史的過程中，也會使我們考慮的面向更

加周詳，並得到更加客觀的答案。為了幫助同學找出事件的因果關係，因此今天

的主題，主要會圍繞於分析事件的「遠因」、「近因」、「結果」和「影響」，並以

「因果關係圖」來呈現(圖 1-3)。 

現在我們先參看以下的範例(圖 1-3)，以了解因果關係圖的使用方式。藉由

以下範例，使我們對於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可以有更深入的掌握，且當我們畫出

因果關係圖後，就能直接透過圖來了解文章，不需要再重讀一次。在技術方面，

畫因果關係圖是有步驟性的，主要是以事件為中心，向遠因和影響兩端擴展。 

 

 

 

 
   

▲圖 1-1 

 

 

 
 

▲圖 1-2 

 

遠因 近因 歷史事件 結果 影響 

 



 

  範例   

 

漢朝建立
西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滅六國

尊號為「始皇帝」，是為秦始皇

制造成統制權力的分散，即對王權的威脅

採行郡縣制。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

方，甚至到每一個老百姓身上

過度的高壓統治，又修築長城

民力，引起人民不滿。秦二世繼位後

掌權，政治更加敗壞，終於激起各地人民紛紛起兵反

秦，其中以項羽、劉邦勢力最大

率軍攻入咸陽，秦朝滅亡。 

秦亡後，起義軍領袖項羽自封西楚霸王

為漢王。兩人為爭奪霸權，展開長達四年的

爭」。結果，劉邦獲勝，項羽兵敗自殺

後即位稱帝，是為漢高祖。漢朝建立

國功臣，同時漢高祖為了鞏固政權

王，同時又在地方分設郡縣，

縣的制度。在民生的部分，由於秦末以來的

導致人口減少，生產力不足。

使社會漸趨安定富庶。 

 

                                                      

想想看 

看完上述範例後，請同學好好想一想以下關於

 

1. 「遠因」與「近因」

才算是「遠因」？ 

 

2. 「結果」與「影響」

又才算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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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建立 
秦王嬴政滅六國，統一天下，自訂

是為秦始皇。秦始皇有鑑於封建體

即對王權的威脅，故在地方上

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並能直接支配地

甚至到每一個老百姓身上。然而由於秦始皇政治上

又修築長城、陵墓和宮殿，耗費大量

秦二世繼位後，朝政由大臣趙高

終於激起各地人民紛紛起兵反

劉邦勢力最大。西元前 207 年，劉邦

 

起義軍領袖項羽自封西楚霸王，並封劉邦

展開長達四年的「楚漢相

項羽兵敗自殺。劉邦平定天下

漢朝建立不久後，即分封開

同時漢高祖為了鞏固政權，大封劉氏子弟為

，使地方同時採行封國和郡

由於秦末以來的連年戰亂，

。漢初鼓勵人民休養生息，

 

 秦始皇採用高壓統治，如

修長城等，耗費大量人

力，引起人民不滿，各地

起兵抗秦

 

 

 「楚漢相爭」中，劉邦打

 

 
漢朝建立

 

 

 征戰過後，人口減少，生

產力不足

 

 

 朝廷鼓勵人民休養生

息，使社會逐漸富庶

                                                      ▲

 

請同學好好想一想以下關於「因果關係圖」

」有何差異？什麼樣的情形算是「近因」？

 

」有何差異？什麼樣的情形算是「結果」？

 

遠因 

秦始皇採用高壓統治，如

修長城等，耗費大量人

力，引起人民不滿，各地

起兵抗秦 

↑○3  

近因 

「楚漢相爭」中，劉邦打

贏項羽 

↑○1  

漢朝建立 

↓○2  

結果 

征戰過後，人口減少，生

產力不足 

↓○4  

影響 

朝廷鼓勵人民休養生

息，使社會逐漸富庶 

▲圖 1-3 

」的問題： 

」？什麼樣的情形

」？什麼樣的情形

 



 

壹、「革命成功」不等同
還記得我們上一週說

我們就來閱讀兩篇關於革命的文章

中來了解什麼樣的改變才能算是革命

裡，相信有不少同學對於革命的定義已經有些模糊

義，革命是指「在思想、

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

過去所認知的革命或許有些不同

及完成相關學習任務。同時在革命的定義方面也需稍加注意

改變，而非形式上換湯不換藥的改變

完成以下的學習任務。 

 

 

牛刀小試 1 

請將此篇文章圖像化

至下一頁好好思考「想想看

 

 

辛亥革命
自清朝以異民之姿入主中原後

直存在反滿的情緒。除此之外，

運動，將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思潮傳入中國

分子相信西方之所以富強，是因為他們能夠大刀闊斧的改

革。然而革命派並非一開始就受到大眾的支持

廷在立憲運動中推出的「皇族內閣

傾向推翻清廷統制。... 

...由於孫中山早年接受西式教育

民主政治與社會進步，逐漸萌生了革命救國的思想

31 年(西元 1905 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

翻滿清，再造中華」為號召，並發動多次的起義行動

幸都功敗垂成，直到武昌起義(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後，各省紛紛響應

省推派代表在南京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臨時大總統，正式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參考答案 

○1 皇帝專制    ○2 民主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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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上課 
 

不等同「革命」 
還記得我們上一週說，要讓同學們看看什麼樣的情形才能算是革命

我們就來閱讀兩篇關於革命的文章，分別為〈辛亥革命〉和〈思想與革命

中來了解什麼樣的改變才能算是革命，同時也從中來思考一些相關問題

相信有不少同學對於革命的定義已經有些模糊，因此在此再次附上革命的定

、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注意這裡所稱的「革命

過去所認知的革命或許有些不同，但麻煩請同學們按照本課程的定義來進行判斷

同時在革命的定義方面也需稍加注意，革命是指徹底性的

而非形式上換湯不換藥的改變。在接下來的活動中，請同學依據此定義來

 

圖像化，並從文章中找出本質性的改變。完成此任務後

想想看」中的問題。 

辛亥革命 
自清朝以異民之姿入主中原後，人口佔多數的漢人一

，清代中葉以來的變法改革

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思潮傳入中國。新一代的知識

是因為他們能夠大刀闊斧的改

然而革命派並非一開始就受到大眾的支持，一直到清

皇族內閣」，才使更多的改革人士

由於孫中山早年接受西式教育，見識到歐美國家的

逐漸萌生了革命救國的思想。光緒

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以「推

並發動多次的起義行動，不

辛亥革命)，才一舉成功。 

各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並由各

省推派代表在南京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推選孫中山為

正式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1  

○2  

要讓同學們看看什麼樣的情形才能算是革命。接下來

思想與革命〉。從

同時也從中來思考一些相關問題。看到這

因此在此再次附上革命的定

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革命」與各位同學

按照本課程的定義來進行判斷

革命是指徹底性的

請同學依據此定義來

完成此任務後，請翻

國
家
政
治
權
力
結
構 

本
質
的
改
變 

 



 

想想看 

同學們，還記得上一週我們所讀的

接下來的問題皆與此兩篇文章有關

更深層的了解。注意!以下題目不需要作答

 

1. 說到政府組織的改變

動不能稱為革命？ 

 

2. 辛亥革命與漢朝建立不都是屬於新政權的建立

朝建立就不是？ 

 

 

 

牛刀小試 2 

請將此篇文章圖像化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沉痛指出

人民困苦日甚一日。」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不過是一場幻滅

野鶴，逃向隱遁生活；而日本卻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

十一條」。此外，袁世凱一度恢復帝制

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暗中操縱下

尊孔復古的反動逆流。...

雖然中國在十九世紀八

方國家的上下議院代議制的改良派了

這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未曾徹底改造思想

了新文化運動，他以科學及民主為武器

堅決徹底地反封建的精神

祖宗之遺留、聖賢之所垂教

為了破除束縛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教三綱五常

集中火力發動一場思想戰爭

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

的人格，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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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上一週我們所讀的〈漢朝建立〉和〈立憲運動〉

接下來的問題皆與此兩篇文章有關。請同學們好好思考以下的問題

以下題目不需要作答，只要認真思考就可以了

說到政府組織的改變，難道立憲運動就沒有改變政權組織嗎，

 

辛亥革命與漢朝建立不都是屬於新政權的建立，為什麼辛亥革命是革命

圖像化，並找出本質性的改變。 

思想與革命 
孫中山沉痛指出：「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

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不過是一場幻滅，

而日本卻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向袁世凱政府提出

袁世凱一度恢復帝制，張勳也企圖擁護宣統皇帝復辟

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暗中操縱下，割據與爭戰愈演愈烈。而在思想上

... 

雖然中國在十九世紀八○年代已有學習西洋船堅砲利之外，同時也有實行西

方國家的上下議院代議制的改良派了，但他們仍堅持維護儒教傳統

這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未曾徹底改造思想。陳獨秀補充了這個課題

科學及民主為武器，斷然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立起來

堅決徹底地反封建的精神，他不惜捨棄舊傳統，凡是違反科學與民主的

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為了破除束縛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教三綱五常，陳獨秀從一九一六年一月起

集中火力發動一場思想戰爭。他在〈一九一六年〉一文裡，批判儒家的綱常使天

為妻，「而不具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而且，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因此

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 

─楊碧川《陳獨秀傳

〉兩篇文章嗎？

請同學們好好思考以下的問題，以對革命有

只要認真思考就可以了！ 

，為什麼立憲運

為什麼辛亥革命是革命，漢

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

，他們成為閑雲

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

張勳也企圖擁護宣統皇帝復辟，軍閥們

而在思想上，又出現一股

同時也有實行西

他們仍堅持維護儒教傳統，使辛亥革命

陳獨秀補充了這個課題，並發起

斷然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立起來，

凡是違反科學與民主的「哪怕是

皆一文不值也。」 

陳獨秀從一九一六年一月起，

批判儒家的綱常使天

，忠、孝、節，

因此，為爭取獨立

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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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本質的

改變 

參考答案 

○1 儒家思想    ○2 思想   ○3 西方的民主、科學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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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3 

根據上述牛刀小試的兩篇文章，完成以下兩個因果關係圖，如果對於因果關

係圖操作方式不太了解，可以參考課前活動中的範例。 

 

 

 

 

遠因  遠因 

 

1. 西方科學、思潮傳入中國 

2. 中國存在排滿情緒 

 

○3  

 

↓  ↓ 

近因  近因 

 

 

 

 

○1  袁世凱稱帝、溥儀復辟 

↓  ↓ 

辛亥革命  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 

↓  ↓ 

結果  結果 

 

 

 

 

○2  

 

↓  ↓ 

後續發展  影響 

 

 

 

 

 

○4  
 

 

想一想，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袁世凱

稱帝、溥儀復辟(只需想，不需寫) 

施行

步驟 

 



 

貳、「沒有改變」並不等於

閱讀到這裡，相信同學們對於因果關係圖的掌握度已經越來越好

材方面，前面第壹部分皆屬於中國史的範疇

看歐洲世界的重要革命。

選法國大革命，主要的原因在於其與辛亥革命剛好呈現一個鮮明的對比

是什麼對比，我們就留到綜合活動的部分再來一探究竟

現在我們就開始進入到法國大革命這個主題

讀這三篇文章，並 6 人為一組

國大革命的因果圖。(請畫在海報紙上

 

 

 
 

 

法國大革命(1789-1799)

稅皆是由平民繳納，教士和貴族雖然有雄厚的財力

於是中產階級進而發起抗爭

主要訴求為追求個人自由的實現

六因財政困難而召開「三級會議

漲，以及對國王的不信任

會時期時，則產生了不一樣的變化

 

 

 

 

 

 

 

 

法國大革命
1792 年 9 月，國民公會取代立法會議

權和立法權，同時宣布廢除王政

以叛國罪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

加入普國和奧國的反法行列

在反法同盟的壓迫下

導，他們取代溫和派，成為革命的新領導人

羅伯斯比等人以「自由

敵」，許多人被送上斷頭臺

衛祖國、抵抗外力為由，

文章 1 

文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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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等於「沒有革命」 

相信同學們對於因果關係圖的掌握度已經越來越好

前面第壹部分皆屬於中國史的範疇，因此接下來我們就換個題材

。而此次我們所選的歐洲革命題材為法國大革命

主要的原因在於其與辛亥革命剛好呈現一個鮮明的對比

我們就留到綜合活動的部分再來一探究竟。 

現在我們就開始進入到法國大革命這個主題。以下有三篇文章

人為一組(建議以 2 人讀一篇文章的方式進行分工

請畫在海報紙上)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1799)的產生與賦稅問題有很大的關係，當時法國大部分的

教士和貴族雖然有雄厚的財力，但卻享有各種免稅的特權

於是中產階級進而發起抗爭，並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等新原則。因此在政治上

主要訴求為追求個人自由的實現。在經濟上則提倡放任政策。1789

三級會議」，由於不公平的賦稅制度、天災導致的物價飛

以及對國王的不信任，因而爆發法國大革命。不過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國民公

則產生了不一樣的變化。 

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 
國民公會取代立法會議，成為法國的政治權力核心

同時宣布廢除王政，建立共和（第一共和）。1793 年初

以叛國罪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處死路易十六後，使歐洲各國君主震怒

的反法行列，形成聲勢浩大的反法同盟。 

在反法同盟的壓迫下，國民公會改由雅各賓俱樂部的激進派羅伯斯比等人主

成為革命的新領導人。 

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打擊違反此口號的

許多人被送上斷頭臺，不乏遭誣陷或是主政者的政敵。同時國民公會以保

，組織由少數政治領袖控制的「公安委員會

相信同學們對於因果關係圖的掌握度已經越來越好。由於在題

因此接下來我們就換個題材，來看

而此次我們所選的歐洲革命題材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

主要的原因在於其與辛亥革命剛好呈現一個鮮明的對比，而究竟

以下有三篇文章，請同學們閱

人讀一篇文章的方式進行分工)，完成法

當時法國大部分的

但卻享有各種免稅的特權。

因此在政治上，

1789 年法王路易十

天災導致的物價飛

不過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國民公

成為法國的政治權力核心，掌握行政

年初，國民公會

使歐洲各國君主震怒，紛紛

國民公會改由雅各賓俱樂部的激進派羅伯斯比等人主

打擊違反此口號的「人民公

同時國民公會以保

公安委員會」，實施嚴厲

 



 

的管制措施，革命的暴力色彩愈來愈濃

六萬，使此時期有「恐怖統治

者人人自危，遂發動政變

法國大革命於 1799 年拿破崙上台

 

 

 

 

 

三、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想想看 

請同學們針對〈法國大革命

問題。注意!以下問題不需要作答

 

1. 法國大革命之前與法國大革命結束後的國家體制相同嗎

 

2. 在法國大革命的過程中

 

 

 

 

 

 

 

拿破崙政權最後被反法同盟擊敗

發展，於是招開維也納會議

建舊國，並以維護列國的勢力均衡為考量

舊王室恢復專制政體。但法國大革命強調

曾享受過自由與選舉權的人民自然將保守貴族視為

放的呼聲不斷增長，以致爆發

二月革命○1 的風潮較七月革命

運動與民主運動。雖然各國的革命不久之後紛紛失敗

化政權，但奧國首相梅特涅垮臺

下層民眾爭取選舉權的重大嘗試

 

 

 

◇1 拿破崙 

拿破崙上台後即結束共和體制

1804 年拿破崙正式稱帝

知識補給站 

文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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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暴力色彩愈來愈濃，在國民公會時期被送上斷頭臺的人超過

恐怖統治」之稱。1794 年 7 月羅伯斯比的獨裁統治引發反對

遂發動政變，將羅伯斯比送上斷頭臺，恐怖統治才逐漸停止

年拿破崙上台○1 後而宣告結束。 

梅特涅時代 

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此篇文章好好地想一想以下的

以下問題不需要作答，只要認真思考就可以了！ 

法國大革命之前與法國大革命結束後的國家體制相同嗎？ 

在法國大革命的過程中，法國的國家體制有所改變嗎？ 

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拿破崙政權最後被反法同盟擊敗，並由當時奧國首相梅特涅來主持戰後

於是招開維也納會議。維也納會議大致上恢復歐洲傳統貴族政治

並以維護列國的勢力均衡為考量。因此歐洲保守主義勢力抬頭

但法國大革命強調「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已傳播各地

曾享受過自由與選舉權的人民自然將保守貴族視為「反動」的惡勢力

以致爆發1830年與1848年的歐洲革命潮。 

的風潮較七月革命○2 更為激烈，歐洲主要國家幾乎都發生了革命

雖然各國的革命不久之後紛紛失敗，未能像法國一樣建立民主

但奧國首相梅特涅垮臺，代表保守勢力的受挫，此次革命浪潮是歐洲中

下層民眾爭取選舉權的重大嘗試，之後政府民主化的改革已成時勢所趨

拿破崙上台後即結束共和體制，並成為第一執政官，實際為獨裁者

年拿破崙正式稱帝，再次將體制改為帝制。 

在國民公會時期被送上斷頭臺的人超過

月羅伯斯比的獨裁統治引發反對

恐怖統治才逐漸停止。最後

此篇文章好好地想一想以下的

並由當時奧國首相梅特涅來主持戰後

維也納會議大致上恢復歐洲傳統貴族政治，它重

因此歐洲保守主義勢力抬頭，復辟的

的價值觀已傳播各地，

的惡勢力。使改革開

歐洲主要國家幾乎都發生了革命

未能像法國一樣建立民主

此次革命浪潮是歐洲中

之後政府民主化的改革已成時勢所趨。 

實際為獨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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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1 

請根據上述三篇文章，6 人一組，完成以下因果關係圖。(請畫在海報紙上) 

 

 

 

 

遠因 

→ 

近因 

→ 

法

國

大

革

命 

→ 

結果 

→ 

影響 

 

 

 

 

 

  

 

 

 

 

 

 

 

 

 

 

 

 

 

 

 

 

 

 

 

◇1 七月革命(1830 年) 

由於法王恢復貴族和教會的特權，並箝制人民言論自由，甚至提高人民的參政權

限制，使得人民相當不滿，使人民因而推翻國王而擁立新的國王。國際間也受到

這波革命的影響，紛紛起而獨立，但最後都被保守派壓制，只有比利時從中正式

獨立。 

 

◇2 二月革命(1848 年) 

七月革命所擁立的國王，雖然廢除了之前的相關限制，在政策制定上並未重視工

人大眾的福祉，並向中產階級靠攏。這使中下階層起而革命，推翻王權，建立法

蘭西第二共和國。此革命風潮也因此散播至其他國家。 

知識補給站 

○1  ○2  ○3  ○4  

想一想，為什麼法國大革命的結果與

其影響截然不同(只需想，不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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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回饋 
寫到這裡，相信各位同學對於因果關係圖有一定的了解，並能在閱讀文章的

過程中，開始有能力找出事件之間的關係。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請各位同

學將今天上課的內容和心得寫於下方。 

 

 

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 

 

1. 上完此堂課後，學到了哪些新知識和技巧？ 

                                                                              

                                                                            

2. 這些新知識和技巧對你有幫助嗎？請具體說明理由。 

                                                                              

                                                                            

3. 在課程學習上，有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或是感到困惑的地方？有的話請具體說

明。 

                                                                              

                                                                           

 

 

課堂心得： 

 

 

 

 

 

 

 



 

 

各位同學，經過前面兩週的學習

技巧，都有基本的掌握程度

此本節課就不再學習新的技巧

再拿出來思考，並再次確認自己是否已經學會

巧。 

為了喚起各位同學對於革命的意涵

「在思想、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

 

 

 

壹、分析名詞內涵 
還記得第一週我們所閱讀的文章

回饋後，發現許多同學對於戴克里先所頒布的政策究竟是否屬於革命

許多的疑惑，因此此部分的目標就是再次好好分析此篇文章

篇文章，並完成以下的學習任務

 

牛刀小試 

 

羅馬帝國後期由於版圖擴張太快

以管理上相當不易，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

因素，使得輝煌的羅馬帝國開始褪色

帝，如戴克里先，曾實施四帝共治

到短暫成效。 

 

 

 

 

 

 

◇1 四帝共治 

戴克里先有識於帝國版圖遼闊

東、西兩部(東帝的政治勢力高

兩部再各設輔政者，演變成四人各自統治著四分之一的帝國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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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統整活動(一) 

� 課前活動 
經過前面兩週的學習，相信對於「圖像化」和「因果關係圖

都有基本的掌握程度。但相信也有些同學對於這些技巧還是有些陌生

此本節課就不再學習新的技巧，也不再閱讀新的文章，而是將前面所閱讀的文章

並再次確認自己是否已經學會「圖像化」和「因果關係圖

為了喚起各位同學對於革命的意涵，因此在此也附上革命的定義

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請各位同學根據此定義，來完成以下的學習任務

� 正式上課 

還記得第一週我們所閱讀的文章《戴克里先的政策》嗎？在看過各位同學的

發現許多同學對於戴克里先所頒布的政策究竟是否屬於革命

因此此部分的目標就是再次好好分析此篇文章。請各位同學閱讀此

並完成以下的學習任務。 

戴克里先的政策 
羅馬帝國後期由於版圖擴張太快，且境內民族眾多，文化習俗各有不同

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

使得輝煌的羅馬帝國開始褪色。雖然如此，仍不乏推動改革力圖振作的皇

曾實施四帝共治○1 ，以加強控制，並推動政治與財政改革

想一想  

戴克里先有識於帝國版圖遼闊，不易治理，所以實施帝國分治，原本是分成

的政治勢力高於西帝)，後來為了解決帝位繼承問題

演變成四人各自統治著四分之一的帝國。 

：      姓名： 

因果關係圖」的

但相信也有些同學對於這些技巧還是有些陌生，因

而是將前面所閱讀的文章

因果關係圖」的技

因此在此也附上革命的定義，革命是指

，而這些改變通

來完成以下的學習任務。 

在看過各位同學的

發現許多同學對於戴克里先所頒布的政策究竟是否屬於革命，仍然還有

請各位同學閱讀此

文化習俗各有不同，所

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能力不足等

仍不乏推動改革力圖振作的皇

並推動政治與財政改革，收

原本是分成

後來為了解決帝位繼承問題，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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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改變圖像化： 

 
 

 

 

 

 

 

 

 

 

 

＊「實質」改變圖像化： 

 
 

 

 

 

 

 

 

 

 

 

 

 

 

 

 

 

 

 

 

 

 

 

 

 

 

 

 

 

 

 

權力

結構 

國家組

織的結

構 
 

 

一位皇帝 

 

 

四帝共治 

 

皇帝制度(政治權力集中於一人

手上，仍然屬於集權政治) 

 

皇帝制度(政治權力集中於一人手

上，仍然屬於集權政治) 

想一想，形式上的變化與本質性的變化之間有何差異？ 

P.S.打個比方，形式上的改變就猶如物理變化，只是外表、大

小、形狀等產生變化，就如水變成水蒸氣，本質上還是水；

實質性的改變就猶如化學變化，是一種徹底性的改變，如碳

燃燒後變二氧化碳。在判斷的過程中，皇帝所掌握的權力有

根本性的變化嗎？還是只是控制地區的大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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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活動 
藉由上一週的思考單，相信各位同學對於辛亥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有一定的

認識，接下來我們就以這兩個歷史事件來思考以下關於革命的問題。在思考的過

程中，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是相當重要的考慮因素，可以試著將兩個歷史事件的

前因後果比較看看，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同時為了幫助同學喚起革命的意

涵，故再次附上革命的定義，革命是指「在思想、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

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請 4 人一

組進行討論) 

 

1. 你認為辛亥革命算是一場成功的革命嗎？為什麼？(請具體說明理由) 

                                                                               

                                                                               

                                                                               

                                                                               

 

 

2. 你認為法國大革命算是一場革命嗎？為什麼？(請具體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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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回饋 
寫到這裡，相信各位同學對於革命有更深入的了解，並能在閱讀文章的過程

中，開始有能力找出事件之間的關係。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裡，請各位同學將

今天上課的內容和心得寫於下方。 

 

 

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 

 

1. 上完此堂課後，有獲得什麼收穫嗎？請具體舉例。 

                                                                              

                                                                            

2. 此堂課所教的知識和技巧對你有幫助嗎？請具體說明理由。 

                                                                              

                                                                            

3. 在課程學習上，有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或是感到困惑的地方？有的話請具體說

明。 

                                                                              

                                                                           

 

 

課堂心得： 

 

 

 

 

 

 

 

 

 



 

單元三

 

 

經過前幾週的閱讀和思考後

找出事件的因果關係，並判斷出事件間的關聯性

關係通常更加複雜，事件所造成的結果也絕不是只有單一面向

針對結果和影響的部分畫出更多面向的示意圖

 

壹、多重面向因果關係圖設計
在面對革命的過程中

面的影響。因此希望同學們可以藉由閱讀文章的方式

的正負面影響。同時為了使文章轉變為易讀且方便思考的模式

習任務中，我們仍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

更加稍微複雜。不過請同學們不用擔心

單元的學習重點。 

以下範例是由兩篇文章構成

點一併納入。由於今天所著重的部分在於事件的結果與影響

和影響的部分作為範例，

則是以前兩週所閱讀過的文章法國大革命為主題

 

 

  範例   

 

 

 

 

法國大革命
1792 年 9 月，國民公會取代立法會議

權和立法權，同時宣布廢除王政

以叛國罪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

加入普國和奧國的反法行列

在反法同盟的壓迫下

導，他們取代溫和派，成為革命的新領導人

羅伯斯比等人以「自由

敵」，許多人被送上斷頭臺

衛祖國、抵抗外力為由，

文章 1 

234 

單元三：革命背後的價值 

� 課前活動 

經過前幾週的閱讀和思考後，相信各位同學在閱讀文章的過程中

並判斷出事件間的關聯性。然而在真實世界中

事件所造成的結果也絕不是只有單一面向，因此今天我們會

針對結果和影響的部分畫出更多面向的示意圖。 

多重面向因果關係圖設計-以結果和影響為例 
在面對革命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只注意其光鮮亮麗的部分，而忽略其背後負

因此希望同學們可以藉由閱讀文章的方式，從中區分出該事件所帶來

同時為了使文章轉變為易讀且方便思考的模式，因此在以下的學

我們仍以圖像化的方式呈現，只是在圖像化的結構上，

不過請同學們不用擔心，可以參照以下範例(圖 1-

以下範例是由兩篇文章構成，因此在圖像化的過程中，必須將兩篇文章的重

由於今天所著重的部分在於事件的結果與影響，因此等等會以結果

，從中分析出歷史事件的正負面結果和影響。

則是以前兩週所閱讀過的文章法國大革命為主題，進行舉例。 

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 
國民公會取代立法會議，成為法國的政治權力核心

同時宣布廢除王政，建立共和（第一共和）。1793 年初

以叛國罪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處死路易十六後，使歐洲各國君主震怒

的反法行列，形成聲勢浩大的反法同盟。 

在反法同盟的壓迫下，國民公會改由雅各賓俱樂部的激進派羅伯斯比等人主

成為革命的新領導人。 

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打擊違反此口號的

許多人被送上斷頭臺，不乏遭誣陷或是主政者的政敵。同時國民公會以保

，組織由少數政治領袖控制的「公安委員會

相信各位同學在閱讀文章的過程中，能清楚的

然而在真實世界中，事件間的

因此今天我們會

而忽略其背後負

從中區分出該事件所帶來

因此在以下的學

，與上週相較會

-1)，以了解本

必須將兩篇文章的重

因此等等會以結果

從中分析出歷史事件的正負面結果和影響。在題材方面，

成為法國的政治權力核心，掌握行政

年初，國民公會

使歐洲各國君主震怒，紛紛

國民公會改由雅各賓俱樂部的激進派羅伯斯比等人主

打擊違反此口號的「人民公

同時國民公會以保

公安委員會」，實施嚴厲

 



 

的管制措施，革命的暴力色彩愈來愈濃

六萬，使此時期有「恐怖統治

者人人自危，遂發動政變

法國大革命於 1799 年拿破崙上台後而宣告結束

 

 

 

 

 

 

拿破崙政權最後被反法同盟擊敗

發展，於是招開維也納會議

建舊國，並以維護列國的勢力均衡為考量

舊王室恢復專制政體。但

曾享受過自由與選舉權的人民自然將保守貴族視為

放的呼聲不斷增長，以致爆發

二月革命的風潮較七月革命更為激烈

動與民主運動。雖然各國的革命不久之後紛紛失敗

政權，但奧國首相梅特涅垮臺

層民眾爭取選舉權的重大嘗試

 

 

 

 

 

 

 

 

 

 

 

 

 

 

 

 

 

法國大革命 

 

「自由、平等、博愛」深

 

羅伯斯比利用「自由、平

等、博愛」

正面 

負面 

文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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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暴力色彩愈來愈濃，在國民公會時期被送上斷頭臺的人超過

恐怖統治」之稱。1794 年 7 月羅伯斯比的獨裁統治引發反對

遂發動政變，將羅伯斯比送上斷頭臺，恐怖統治才逐漸停止

年拿破崙上台後而宣告結束。 

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拿破崙政權最後被反法同盟擊敗，並由當時奧國首相梅特涅來主持戰後

於是招開維也納會議。維也納會議大致上恢復歐洲傳統貴族政治

並以維護列國的勢力均衡為考量。因此歐洲保守主義勢力抬頭

但法國大革命強調「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已傳播各地

曾享受過自由與選舉權的人民自然將保守貴族視為「反動」的惡勢力

以致爆發1830年與1848年的歐洲革命潮。 

二月革命的風潮較七月革命更為激烈，歐洲主要國家幾乎都發生了革命運

雖然各國的革命不久之後紛紛失敗，未能像法國一樣建立民主化

但奧國首相梅特涅垮臺，代表保守勢力的受挫，此次革命浪潮是歐洲中下

層民眾爭取選舉權的重大嘗試，之後政府民主化的改革已成時勢所趨

「自由、平等、博愛」深

植人心 

羅伯斯比利用「自由、平

等、博愛」進行恐怖統治 

 

歐洲社會在「自由、平等」

的觀念中，起而反抗政

府，使保守勢力受

 

超過六萬人在羅伯斯比

結果 

▲圖 1-1 

在國民公會時期被送上斷頭臺的人超過

月羅伯斯比的獨裁統治引發反對

才逐漸停止。最後

並由當時奧國首相梅特涅來主持戰後

維也納會議大致上恢復歐洲傳統貴族政治，它重

因此歐洲保守主義勢力抬頭，復辟的

的價值觀已傳播各地，

的惡勢力。使改革開

歐洲主要國家幾乎都發生了革命運

未能像法國一樣建立民主化

此次革命浪潮是歐洲中下

之後政府民主化的改革已成時勢所趨。 

歐洲社會在「自由、平等」

的觀念中，起而反抗政

府，使保守勢力受挫 

超過六萬人在羅伯斯比

的統治中喪命 

影響 

 



 

 

壹、戰爭的價值 
當我們說到革命，通常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戰爭

利或是保護自己的權利。

則相當值得我們深思。請各位同學參考上述範例

學習任務。 

 

 

牛刀小試 1 

 

1914年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夫婦

亡，引起嚴重的國際問題

助，在不滿其答覆後，進而對塞爾維亞宣戰

俄國則支持塞爾維亞，它們各自援引盟國相助

國(英、法、俄)兩大集團

營，使協約國戰力大增，

隔年1919年初，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商議戰後安排

與德國簽訂凡爾賽條約。

讓：德國割讓亞爾薩斯與洛林給法國

德國軍備，規定萊因河東岸五十公里之內不准駐兵

發戰爭的罪魁禍首，對德國的民族尊嚴傷害極大

更是雪上加霜，成為二次大戰的原因之一

從整體的角度來看，

費數千億美金，戰時難民甚重

後方生產，部分權益獲得提升

 

 

 

 

 

 

 

 

 

 

 

一次世界大戰 

 

 

正面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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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上課 

通常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戰爭，透過戰爭的方式來爭取權

。不過在戰爭的過程中，所得到的結果難道都是好的嗎

請各位同學參考上述範例，閱讀以下文章，

一次世界大戰 
年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夫婦，在波士尼亞首府塞拉耶佛訪問時遭刺身

引起嚴重的國際問題。由於奧匈帝國認定此事受塞爾維亞政府的指使或協

進而對塞爾維亞宣戰。在此事中，德國支持奧匈帝國

它們各自援引盟國相助，形成同盟國(德、奧

兩大集團，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至1917年美國加入協約國陣

，並於1918年戰勝同盟國，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商議戰後安排。在巴黎和會中

。凡爾賽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1.鉅額的賠款

德國割讓亞爾薩斯與洛林給法國；戰勝國瓜分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

規定萊因河東岸五十公里之內不准駐兵。同時和約中也明載德國是引

對德國的民族尊嚴傷害極大，加上龐大的賠款使德國的經濟

成為二次大戰的原因之一。 

，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約一千萬，受傷者數千萬

戰時難民甚重，民不聊生。然而在一戰的過程中，

部分權益獲得提升，如投票權的取得。 

 

 

 

結果 

透過戰爭的方式來爭取權

所得到的結果難道都是好的嗎？

，並完成相關的

在波士尼亞首府塞拉耶佛訪問時遭刺身

由於奧匈帝國認定此事受塞爾維亞政府的指使或協

德國支持奧匈帝國，而

奧、義)與協約

年美國加入協約國陣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在巴黎和會中，協約國

鉅額的賠款。2.領土割

戰勝國瓜分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3.裁減

同時和約中也明載德國是引

加上龐大的賠款使德國的經濟

受傷者數千萬，戰

，婦女也因參與

 

 

影響 

 



 

牛刀小試 2 

 

1930年代，日、德、

大戰中與軸心國對立的是以英法為首的

員也不斷增加。 

1939 年 9 月，德國軍方善用坦克與飛機

軸心國佔領。直到 1941 年

使美國加入戰場，戰況開始有些轉變

義大利和德國，最後美國於

破壞與傷亡，終於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在二次大戰期間，非作戰人員的平民

殺及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

本及各地人民嚴重受害。

的傷亡皆極慘重。據估計

未見。不過在二次大戰期間

織」，因此於1945年10月正式建立

平與安全，並尋求共識與方法

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為基礎的友好關係

的合作。」 

 

 
 

 

 

 

 

 

 

 

 

 

 

 

 

 

 

二次世界大戰 

 

 

正面 

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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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 
、義三國因對內、對外政策多有相同，因此建立軸心國

大戰中與軸心國對立的是以英法為首的「同盟國」，隨戰事擴大，

德國軍方善用坦克與飛機，執行閃電戰，大片歐洲土地很快被

年 12 月，日本偷襲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

戰況開始有些轉變。1942 年年底同盟國開始反攻

最後美國於 1945 年 8 月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

終於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同盟國獲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非作戰人員的平民的傷亡也相當慘重，日本在中國的大屠

殺及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都造成難以估計的死傷。而空襲轟炸也造成德國

。因為前線與後方的差異在二次大戰中大減

據估計，此戰的死傷人數各有三千五百萬人，其毀滅性為史所

在二次大戰期間，同盟國已有共識要盡速「成立一個世界性的國際組

月正式建立「聯合國」。聯合國成立宗旨為：「

並尋求共識與方法，以保證武力不再被使用；促進各國之間以尊重人

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為基礎的友好關係；促進國際間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

 

 

 

結果 

反思 

因此建立軸心國。

，兩大集團的成

大片歐洲土地很快被

日本偷襲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致

開始反攻，陸續戰勝

，造成嚴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日本在中國的大屠

而空襲轟炸也造成德國、日

因為前線與後方的差異在二次大戰中大減，軍人與平民

其毀滅性為史所

成立一個世界性的國際組

：「維護世界和

促進各國之間以尊重人

社會和文化方面

 

影響 

 



 

牛刀小試 3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完成相關學習任務

世界大戰〉的閱讀經驗，

 

 

北美人民要求賦稅的制定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

屬地的稅則。甚至有些殖民地人民開始否認英國政府的徵稅權力

主的想法，如潘恩於《常識

為殖民地遭政府不公平的統治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徵收茶稅

1773 年底，英國東印度公司裝載茶葉的船隻

毀損甚鉅，英國政府決定嚴懲

起。1775 年英國駐北美的軍隊在出動搜查殖民地民兵的途中

火，開起美國獨立戰爭。

1776 年美國獨立的口號已經響徹雲霄

時也發表《獨立宣言》，

利。此時英國也開始大舉進攻

地和伏擊的策略。直到 1777

 

 

 

 

 

 
 

 

 

 

 

 

 

 

 

 

 

 

◇1 啟蒙運動 

18 世紀啟蒙運動更加發揚

風尚。在啟蒙運動的各類社會科學中

治學。此時的啟蒙哲士希望以理性原則重建政治秩序

腐化乃因其是不合理的政治結構

財產、自由。 

知識補給站 

美國獨立革命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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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文章並完成相關學習任務。除此之外，請根據前一篇文章

，推論出美國獨立革命可能造成的負面結果

美國獨立革命 
北美人民要求賦稅的制定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認為英國國會無權訂定海外

甚至有些殖民地人民開始否認英國政府的徵稅權力，

常識》一書中提到自然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啟蒙思想

為殖民地遭政府不公平的統治，殖民地人民有權利起而獨立。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徵收茶稅，即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茶葉貿易

英國東印度公司裝載茶葉的船隻，在波士頓遭當地居民襲擊

英國政府決定嚴懲，削減當地人民的自治權，加強控制

年英國駐北美的軍隊在出動搜查殖民地民兵的途中，與萊星頓民兵交

。 

年美國獨立的口號已經響徹雲霄，數個殖民地議會自行宣布獨立

》，主張人生而平等，具有生命、自由和謀求幸福的基本權

此時英國也開始大舉進攻，面對具有裝備優勢的英軍，民兵只能運用固守陣

1777 年，在法國等的幫助下，終於 1783 年打勝

更加發揚「注重理性」的觀念，勇於求知與實踐理想蔚為

啟蒙運動的各類社會科學中，最具改革社會的意義或影響力的是政

此時的啟蒙哲士希望以理性原則重建政治秩序，他們相信傳統政治的

腐化乃因其是不合理的政治結構，如：洛克的「天賦人權」，即包含生命

 

 

 

結果 

請根據前一篇文章〈二次

出美國獨立革命可能造成的負面結果。 

認為英國國會無權訂定海外

，並出現自立自

一書中提到自然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啟蒙思想○1 ，認

即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茶葉貿易，

在波士頓遭當地居民襲擊，貨物

加強控制，以致民怨四

與萊星頓民兵交

數個殖民地議會自行宣布獨立，同

自由和謀求幸福的基本權

民兵只能運用固守陣

年打勝。 

勇於求知與實踐理想蔚為

最具改革社會的意義或影響力的是政

他們相信傳統政治的

即包含生命、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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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4 

各位同學，請 4 個人一組，根據上述兩篇文章，歸納出戰爭的前因後果。 

 

 

 

 

 

 

 

 

 

 

 

 

 

 

 

 

 

 

 

 

 

 

 

 

 

 

 

負面 美國獨立革命 

 

 

結果 

 

 

戰爭或流血革命 

 

 

 

 

負面 

正面 

結果 影響 原因 

結果 影響 

想一想 

1. 戰爭真的是解決衝突的最佳方法嗎？為什麼？有其他比

戰爭更好的替代方案嗎？ 

2. 為了爭奪權力或權利，而犧牲生命值得嗎？為什麼？ 

 

？ 

影響 

此結果對於還活著的人來說，「影響」可能為何？ 

此「影響」對於死去的人來說，又有任何的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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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回饋 
閱讀到這相信大家對流血革命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衝突已經有所理解，同樣的

事件換個角度看，其所造成的結果就截然不同。同樣的，不管採用什麼角度來看，

其都是指同一個事件。當大家對於此概念由所理解後，我們今天的課程也就差不

多到這裡結束了。最後請各位同學將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與心得填於下方表格之

中。 

 

 

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 

 

1. 上完此堂課後，有獲得什麼收穫嗎？請具體舉例。 

                                                                              

                                                                            

2. 此堂課所教的知識和技巧對你有幫助嗎？請具體說明理由。 

                                                                              

                                                                            

3. 在課程學習上，有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或是感到困惑的地方？有的話請具體說

明。 

                                                                              

                                                                           

 

 

上完此堂課的心得和感想： 

 

 

 

 

 

 

 

 



 

                     

單元四

經過前個單元的學習後

後果皆有所了解。然而革命真的是必要手段嗎

進行今天的課程之前，我們先來快速的回憶前幾個單元所提到的革命事件

革命帶來了哪些正、負面影響

 

 

壹、不同的角度則有不同的答案
請思考一下此革命所帶來的結果

並沒有清楚說明此革命所造成的正負面結果

革命所造成正負面結果和影響

著將其圖像化。 

 

牛刀小試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沉痛指出

人民困苦日甚一日。」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不過是一場幻滅

野鶴，逃向隱遁生活；而日本卻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

十一條」。此外，袁世凱一度恢復帝制

帝國主義列強的暗中操縱下

孔復古的反動逆流。... 

雖然中國在十九世紀八

國家的上下議院代議制的改良派了

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未曾徹底改造思想

及民主為武器，斷然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立起來

精神，他不惜捨棄舊傳統

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

為了破除束縛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教三綱五常

集中火力發動一場思想戰爭

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

的人格，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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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座號：     姓名

單元四：改革 V.S. 革命 

 

� 課前活動 
經過前個單元的學習後，相信各位同學對於革命的定義以及其所造成的前因

然而革命真的是必要手段嗎？或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我們先來快速的回憶前幾個單元所提到的革命事件

負面影響。 

不同的角度則有不同的答案 
請思考一下此革命所帶來的結果，同時此結果又帶來什麼影響

並沒有清楚說明此革命所造成的正負面結果，但請藉由文章的敘述

革命所造成正負面結果和影響。同時也請同學們利用之前所學的因果關係圖

思想與革命 
孫中山沉痛指出：「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

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不過是一場幻滅，

而日本卻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向袁世凱政府提出

袁世凱一度恢復帝制，張勳也企圖擁護宣統帝復辟

帝國主義列強的暗中操縱下，割據與爭戰愈演愈烈。而在思想上，

 

雖然中國在十九世紀八○年代已有學習西洋船堅砲利之外，還有要實行西方

國家的上下議院代議制的改良派了，但他們仍堅持維護儒教傳統，

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未曾徹底改造思想。陳獨秀補充了這個課題

斷然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立起來，堅決徹底地反封建的革命

他不惜捨棄舊傳統，凡是違反科學與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遺留

，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為了破除束縛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教三綱五常，陳獨秀從一九一六年一月起

集中火力發動一場思想戰爭。他在〈一九一六年〉一文裡，批判儒家的綱常使天

為妻，「而不具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而且，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因此

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 

─楊碧川《陳獨秀傳

姓名：           

相信各位同學對於革命的定義以及其所造成的前因

或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在

我們先來快速的回憶前幾個單元所提到的革命事件，究竟

同時此結果又帶來什麼影響？雖然文章中

但請藉由文章的敘述，合理推測此

同時也請同學們利用之前所學的因果關係圖，試

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

，他們成為閑雲

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

張勳也企圖擁護宣統帝復辟，軍閥們在

，又出現一股尊

還有要實行西方

，使辛亥革命這

陳獨秀補充了這個課題，他以科學

堅決徹底地反封建的革命

哪怕是祖宗之遺留、聖賢之

陳獨秀從一九一六年一月起，

批判儒家的綱常使天

，忠、孝、節，

因此，為爭取獨立

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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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所推行的新文

化運動 

 

  

 

○1 原因 

○2 結果 ○4 影響 

正面 

負面 

○3 結果 ○5 影響 

想一想(只需要想就可以了) 

陳獨秀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想

法，其所造成的負面影會不會代

價過高？ 

參考答案 

○1 傳統舊思想仍深深影響著中國人，因而造成袁世凱稱帝、溥儀復辟 

○2 西方思想(民主、科學)引進中國 

○3 中國傳統舊思想遭到唾棄 

○4 、○5 於文章中並沒有寫明，請同學根據文章內容來推測答案(等等會請同學分享) 

 



 

透過上述的學習任務

影響。同時透過此學習任務也讓我們開始去思考

達到目的嗎？採用「改革

些疑惑，究竟什麼是「改革

革」只是表面上的變化，

些優缺點，以及哪一種改變模式較好

並從中找到答案。 

  

 

壹、革命 V.S.改革 
同學們，請閱讀四篇文章

革命是指「在思想、運作方式

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

 

 

牛刀小試 

 

 

 

 

中國每一個文學發達的時期

這個時期過去了，時代變遷了

死的文字，從活的文學變成死的文學了

這樣，文學就起了一個新的革命

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文學史可以說有兩個潮流

流；一個是老百姓的平民文學潮流

潮流是古文，是作模仿的文學

做活的文學。譬如從前男女戀愛也往往是男的唱一首情歌

這情歌是不是也要他們學了十年的古文再來唱呢

胡適正式承認：文學革命不是別的

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

點：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

求文法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

 

文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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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活動 
透過上述的學習任務，讓我們體認到一個事件可能同時具有正面和負面兩種

同時透過此學習任務也讓我們開始去思考，難道一定要透過

改革」的方式難道不行嗎？看到這裡，相信許多同學開始有

改革」？事實上「改革」與「革命」最大的差別在於

，而「革命」則具有本質性的改變。不過兩者間究竟有哪

以及哪一種改變模式較好，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分析以下四篇文章

請閱讀四篇文章，並試著回答下列問題。在此再次附上革命的定義

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 

白話文運動 

中國每一個文學發達的時期，文學的基礎都是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

時代變遷了，語言就慢慢由白話變成了古文，從活的文字變成

從活的文學變成死的文學了。因為一般的材料、新的方式

文學就起了一個新的革命。 

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文學史可以說有兩個潮流：一個是讀書人的士大夫文學潮

一個是老百姓的平民文學潮流。中國文學史上總是有上下兩層潮流

是作模仿的文學；下層的潮流隨時由老百姓提出他們的活的語言

譬如從前男女戀愛也往往是男的唱一首情歌，女的回唱一首情歌

這情歌是不是也要他們學了十年的古文再來唱呢？當然是用活的語言來唱

文學革命不是別的，是用白話代替古文的革命

。使文字扮演傳達知識的工具，並發表文學革命的八個要

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語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 

─小田季進

讓我們體認到一個事件可能同時具有正面和負面兩種

難道一定要透過「革命」才能

相信許多同學開始有

最大的差別在於「改

不過兩者間究竟有哪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分析以下四篇文章，

在此再次附上革命的定義：

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而這

白話的文字。但是

從活的文字變成

新的方式、新的工具，

一個是讀書人的士大夫文學潮

中國文學史上總是有上下兩層潮流：上層的

下層的潮流隨時由老百姓提出他們的活的語言，

女的回唱一首情歌，

當然是用活的語言來唱。 

是用白話代替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

並發表文學革命的八個要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五曰講

七曰不模仿古人；八曰須

小田季進《胡適》 

 



 

 

 

 

 

陳獨秀大力主張推翻孔學

解決，那共和這塊招牌一定掛不長久

錢玄同則認為如果想

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

非從聲音上進行變化，以致辨認書寫

新字，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

有人說：中國舊書雖不可看

舊文字來說明新學問就可以了

問雖不講，但舊文章則不能不讀

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

 

 

 

 

 

 

北美人民要求賦稅的制定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

屬地的稅則。甚至有些殖民地人民開始否認英國政府的徵稅權力

主的想法，如潘恩於《常識

為殖民地遭政府不公平的統治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徵收茶稅

1773 年底，英國東印度公司裝載茶葉的船隻

毀損甚鉅，英國政府決定嚴懲

起。1775 年英國駐北美的軍隊在出動搜查殖民地民兵的途中

火，開起美國獨立戰爭。

1776 年美國獨立的口號已經響徹雲霄

時也發表《獨立宣言》，

利。此時英國也開始大舉進攻

地和伏擊的策略。直到 1777

 

 

文章 2 

文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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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漢文 

推翻孔學，改革傳統倫理，並認為如果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

那共和這塊招牌一定掛不長久... 

如果想廢除孔學，不可不先廢除漢文；如果想驅除一般人之幼

，就不可不先廢除漢文。中國文字，根據形體進行變化而

以致辨認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

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層出不窮... 

中國舊書雖不可看；但漢文應該沒有廢除或簡化的必要

就可以了。此說看似對，事實上卻是錯的。不廢漢文

舊文章則不能不讀。舊文章的內容...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

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被其文中荒謬道理所征服

美國獨立革命 
北美人民要求賦稅的制定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認為英國國會無權訂定海外

甚至有些殖民地人民開始否認英國政府的徵稅權力，

常識》一書中提到自然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啟蒙思想

為殖民地遭政府不公平的統治，殖民地人民有權利起而獨立。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徵收茶稅，即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茶葉貿易

英國東印度公司裝載茶葉的船隻，在波士頓遭當地居民襲擊

英國政府決定嚴懲，削減當地人民的自治權，加強控制

年英國駐北美的軍隊在出動搜查殖民地民兵的途中，與萊星頓民兵交

。 

年美國獨立的口號已經響徹雲霄，數個殖民地議會自行宣布獨立

》，主張人生而平等，具有生命、自由和謀求幸福的基本權

此時英國也開始大舉進攻，面對具有裝備優勢的英軍，民兵只能運用固守陣

1777 年，在法國等的幫助下，終於 1783 年打勝

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

驅除一般人之幼

根據形體進行變化而

...所以打算塑造

應該沒有廢除或簡化的必要，繼續使用

不廢漢文，舊學

讀了這種舊文章，

其文中荒謬道理所征服。 

─《新青年》 

認為英國國會無權訂定海外

，並出現自立自

一書中提到自然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啟蒙思想○1 ，認

即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茶葉貿易，

在波士頓遭當地居民襲擊，貨物

加強控制，以致民怨四

與萊星頓民兵交

數個殖民地議會自行宣布獨立，同

自由和謀求幸福的基本權

民兵只能運用固守陣

年打勝。 

 



 

 

 

 

晚清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

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

權益而爆發戰爭。最後日本戰勝俄國

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的體制

清廷受到輿情的壓力

1911 年)，清廷公布的新內閣名單

閣。由於立憲派希望以立憲救國

些原本支持立憲的人，遂轉而支持革命

 

 

 

篇

名 

請填「革命」

或「改革」？ 
具體結果或影響

白

話

文

運

動 

  

 

 

 

 

立

憲

運

動 

 

 

 

 

 

廢

除

漢

文 

  

 

 

 

 

美

國

獨

立

革

命 

 

 

 

 

 

文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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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運動 
晚清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清帝國本身國力衰退的局勢下

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光緒 30 年(西元 1904 年)，日、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

最後日本戰勝俄國，朝野人士認為這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的

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的體制，因而積極鼓吹立憲。 

清廷受到輿情的壓力，下詔預備立憲，各界對此滿懷期待。宣統

清廷公布的新內閣名單，其成員多為滿族親貴，因而被批評為皇族內

由於立憲派希望以立憲救國，而清廷則只著眼於保清，立憲派大失所望

遂轉而支持革命。 

具體結果或影響 
 請透過具體結果和影響

「改革

→ 

優

點 

 

缺

點 

 

→ 

優

點 

 

缺

點 

 

以及清帝國本身國力衰退的局勢下，如何救亡

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

朝野人士認為這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的

宣統 3 年(西元

因而被批評為皇族內

立憲派大失所望，一

請透過具體結果和影響，歸納出「革命」和

改革」的優點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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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活動 
 

請根據上述的歸納與分析來回答以下問題，請 4 個人一組進行討論。 

 

1. 針對新文化運動，你認為革命是必要的嗎？還是進行改革就好﹖或是有其他

更好的選擇？(請寫出是什麼選擇)請詳細說明你們的看法和理由。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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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回饋 
寫到這相信各位同學對於革命與改革皆有一定的了解。然而不管是透過什麼

方式來改變現狀，皆有其限制，因此當我們在決定要採用什麼方式來解決問題時，

並沒有好不好，只有合適與不合適。同時透過今天的學習，相信各位同學也發現

到了，激烈的改變雖然成效快，但犧牲的東西也不少。如果能在改變的過程中，

適時納入各家意見，從中取得平衡，或許此決策的盲點也將會減少。今天我們的

課程就到這裡，請將今天所學到的內容和心得寫於下方。 

 

 

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 

 

1. 上完此堂課後，有獲得什麼收穫嗎？請具體舉例。 

                                                                              

                                                                            

2. 此堂課所教的知識和技巧對你有幫助嗎？請具體說明理由。 

                                                                              

                                                                            

3. 在課程學習上，有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或是感到困惑的地方？有的話請具體說

明。 

                                                                              

                                                                           

 

 

上完此堂課的心得和感想： 

 

 

 



 

 

透過前面幾個單元的學習

果關係圖的練習，相信同學們也開始了解到一個事件通常具有許多面向

有好或壞其中一種結果。

一種萬用的解決方法，只能依個別情境選擇最適合的方案

然而，由於我們前面幾個單元的學習皆著重於分析文章

問題方案所造成的優缺點

更深入的思考。因此今天這堂課我們將藉由兩篇文章

在進入今天的課程前

將你的想法寫於下方： 

                                                                     

                                      

                                                                     

 

 

以下兩篇文章皆與勞資關係有關

的思考。請同學們閱讀完文章後

 

牛刀小試 1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

牙與葡萄牙的中南美洲殖民地勞動力不足

世紀後，英國、法國與荷蘭在西印度群島

勞動力，種植棉花、煙草等經濟作物

洲等地。黑人貿易持續了至少三

歐洲人自非洲運至美洲的黑奴數量有一千餘萬人

不過隨著歐洲國家在十八

產生濃厚的興趣。例如：

飼料、肥皂、人造奶油與潤滑劑

厚利潤。到了十九世紀後期

南非首先發現鑽石，此後短短五年之內

各種自然資源的開採活動

爭先恐後地將非洲瓜分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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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活動（二） 

� 課前活動 
透過前面幾個單元的學習，相信同學們對於革命有更深的了解

相信同學們也開始了解到一個事件通常具有許多面向

。除此之外，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也可發現並沒有

只能依個別情境選擇最適合的方案。 

由於我們前面幾個單元的學習皆著重於分析文章，雖然有歸類出解決

問題方案所造成的優缺點，但對於如何解決歷史事件本身所遇到的問題卻沒有做

因此今天這堂課我們將藉由兩篇文章，來思考相關的解決方案

在進入今天的課程前，請先想一想勞方與資方是屬於什麼關係

 

                                                                     

                                                                     

                                                                     

� 正式上課 
以下兩篇文章皆與勞資關係有關，希望透過此兩篇文章，讓同學們作更深入

請同學們閱讀完文章後，並完成相關的學習任務。 

剝削黑奴權益 
，歐洲人開始從事跨洲的海上貿易與海外殖民

牙與葡萄牙的中南美洲殖民地勞動力不足，因而促成黑奴貿易的日漸興盛

法國與荷蘭在西印度群島、北美洲的殖民與開發，

煙草等經濟作物，因此歐洲人不斷地將黑人從非洲販賣到美

黑人貿易持續了至少三、四百年，據估計從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期間

歐洲人自非洲運至美洲的黑奴數量有一千餘萬人。 

不過隨著歐洲國家在十八、十九世紀逐漸邁向工業化，其對非洲的自然資源

：英國商人曾每年自西非進口約五萬噸棕櫚油

人造奶油與潤滑劑，並以遠高於原料成本的價格銷往非洲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歐洲人更積極地開採非洲的鑽石與黃金

此後短短五年之內，非洲鑽石的外銷總值將近八百億英鎊

各種自然資源的開採活動，使歐洲人逐步深入非洲，各國為攫取最大之利益

爭先恐後地將非洲瓜分殆盡。 

相信同學們對於革命有更深的了解，同時藉由因

相信同學們也開始了解到一個事件通常具有許多面向，並非只

我們也可發現並沒有

雖然有歸類出解決

但對於如何解決歷史事件本身所遇到的問題卻沒有做

來思考相關的解決方案。 

是屬於什麼關係？為什麼？請

                                                                      

                                

                                                                      

讓同學們作更深入

歐洲人開始從事跨洲的海上貿易與海外殖民，由於西班

因而促成黑奴貿易的日漸興盛。十七

，也需要大量的

因此歐洲人不斷地將黑人從非洲販賣到美

據估計從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期間，

其對非洲的自然資源

棕櫚油，用來製造

並以遠高於原料成本的價格銷往非洲，賺取豐

歐洲人更積極地開採非洲的鑽石與黃金。1866 年

非洲鑽石的外銷總值將近八百億英鎊。

各國為攫取最大之利益，並

 



 

在思想上，「社會達爾文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將達爾文從動植物世界歸納出的

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發展

他們有義務教導「次等種族

世界。這樣的理論成為許多新帝國主義者的

行為。 

 

 

 

 

 

 

 
 

 

 

 

 

 

 

 

 

 
 

 

  

 

 

 

經濟上： 

 

 

 

思想上： 

 

 

 

權力上： 

原因 

 

剝削黑奴權益 

針對黑奴的遭遇，你們認為可以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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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達爾文主義」也為當時歐、美國家對外侵略提供理論基礎

將達爾文從動植物世界歸納出的「自然淘汰、

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發展。有能力征服「落後」地區的強者為「適於生存的種族

次等種族」各種「開化文明」的事物，使其脫離野蠻邁入文明

這樣的理論成為許多新帝國主義者的「使命」，也合理化各式各樣的侵略

結果和影響 

 

歐

洲

列

強 

 

 

 

 

 

 

 

 

 

 

V.S. 
 

 

黑

奴 

 

 

 

 

 

 

 

你們認為可以透過哪些方法來解決其困境？請四人一組進

行討論 

想一想

歐洲列強是用什麼眼

光來看待這些黑奴

美國家對外侵略提供理論基礎。

、適者生存」的

適於生存的種族」，

使其脫離野蠻邁入文明

也合理化各式各樣的侵略

請四人一組進

想一想 

歐洲列強是用什麼眼

光來看待這些黑奴？ 

 



 

牛刀小試 2 

透過上述的學習任務

時針對此問題同學們也想了許多解決方案

然繼續存在著。請同學們閱讀以下文章

下相關的學習任務。 

 

 

台灣大型工廠內，勞工住宿環境

當容易奪走人命，因此，

去年到今年 6 月，工廠火災共

奪走了 14 條人命。移工們

工傷協會理事長 楊國禎

為生產製造，或者是你堆放有毒物質

災難，從最近火災來講，事實皆然如此

你至少讓他們住在一個比較安全比較可以適度休息的宿舍裡面

理事長楊國禎指出，

力相當強，不僅讓廠內勞工們

之中。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不用在擔心說今天是不是有

面疏散，反而是可以直接的

勞工團體呼籲勞動部要求資方廠住分離

被活活燒死，還給移工們安全無虞的住宿環境

─《原視新聞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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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的學習任務，相信同學們對於黑人的權利受到侵害已有所了解

時針對此問題同學們也想了許多解決方案。然而，類似的案件在現今的台灣也依

請同學們閱讀以下文章，並利用上述相關的歷史情境

台灣移工問題 
勞工住宿環境，多半緊鄰工廠環境，若發生火災意外

，住宿安全成了移工最擔心的事情。根據消防局統計

工廠火災共 1,954 件，其中蘆竹矽卡工廠跟桃園敬鵬工廠

移工們，11 號前往勞動部抗議，多個勞工團體也前來聲援

楊國禎:「你今天又把他們宿舍放在廠區裡面

或者是你堆放有毒物質，或者一些化學容器，它本來就很容易引發

事實皆然如此。所以我們當然要強調，必須要廠住分離

個比較安全比較可以適度休息的宿舍裡面。」

，工廠通常堆滿很多雜物和原物料，一旦意外發生

不僅讓廠內勞工們，無路可退，就連前來搶救的消防員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朱智宇:「至少在搶救現場裡面

不用在擔心說今天是不是有，全數宿舍撤出，或者是勞工有沒有全數的從廠區裡

反而是可以直接的，今天的戰術要怎麼下達。」 

勞工團體呼籲勞動部要求資方廠住分離，降低意外死亡人數，

還給移工們安全無虞的住宿環境。 

原視新聞》〈移工要求「廠住分離」 今前往勞動部抗議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相信同學們對於黑人的權利受到侵害已有所了解，同

類似的案件在現今的台灣也依

並利用上述相關的歷史情境，來完成以

若發生火災意外，相

根據消防局統計，從

其中蘆竹矽卡工廠跟桃園敬鵬工廠，就

多個勞工團體也前來聲援。 

你今天又把他們宿舍放在廠區裡面，廠區裡面因

它本來就很容易引發

必須要廠住分離，

。」 

一旦意外發生，傷害

就連前來搶救的消防員，也身陷危險

至少在搶救現場裡面，消防隊員

或者是勞工有沒有全數的從廠區裡

，不要再有移工

今前往勞動部抗議〉2018.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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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與回饋 
寫到這裡，相信各位同學對於事件的解決方案有更多元的瞭解，或許解決問

題的方法不只一種，但要用最低傷害和成本來達到目標，其方法卻不多且也不容

易實施，然而卻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今天我們的課程就到這裡結束，請各位同學

將今天所學的內容以及課堂心得寫於下方，謝謝!! 

 

 

這堂課所學到的內容： 

 

1. 上完此堂課後，學到了哪些新知識和技巧？ 

                                                                              

                                                                            

2. 這些新知識和技巧對你有幫助嗎？請具體說明理由。 

                                                                              

                                                                            

3. 在課程學習上，有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或是感到困惑的地方？有的話請具體說

明。 

                                                                              

                                                                           

 

 

課堂心得： 

 

 

 

 

 

 

 

 



 

� 附錄八：對照組學習單教學課程教材

單元一

 

壹、檢視革命定義 
各位同學，接下來的幾週我們會以革命為主題

考相關問題。因此在進入主題前

為何？根據朗文辭典的定義

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的時間中發生。」以下三篇皆有革命性質

相關問題。 

 

 

牛刀小試 1 

 

電子或塑膠貨幣已經是消費市場的潮流

喝玩樂。歐洲走在這股金融風潮的前端

行無現金交易。雖然說愛錢是人的天性

金所代表的落後、治安與衛生問題

過電子或塑膠貨幣的每一筆交易都能被追蹤

楚，隱私也蕩然無存。 

以健康飲食為訴求的英國連鎖餐廳

啡店。到這裡用餐無須準備現金

告，出門只要一張卡或一支手機就行

科技加速貨幣制度的演進

態是有形的實體。後來則來到方便與快速的卡片萬事通時代

 

 

1. 閱讀此篇文章後，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並於該句子底下畫線

 

 

2. 「電子貨幣」的使用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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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教學課程教材 

單元一：什麼是革命？ 

接下來的幾週我們會以革命為主題，讓學生閱讀相關文章

因此在進入主題前，必須先對革命有所了解。然而革命的定義究竟

根據朗文辭典的定義，革命這個詞源於英文"revolution"，是指

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

以下三篇皆有革命性質，請各位同學閱讀完以下文章後

貨幣革命 
電子或塑膠貨幣已經是消費市場的潮流；卡片或手機在手，就能行遍天下吃

歐洲走在這股金融風潮的前端，包括丹麥、瑞典和挪威等國

雖然說愛錢是人的天性，但相對於信用卡或手機支付的先進

治安與衛生問題，通通都成了被嫌惡和清算的理由

過電子或塑膠貨幣的每一筆交易都能被追蹤，國家機器對於你的消費紀錄一清二

 

以健康飲食為訴求的英國連鎖餐廳 Tossed，日前開了一家只有電子支付的咖

到這裡用餐無須準備現金，只要刷卡就行。聽起來很酷，因為就像電視廣

出門只要一張卡或一支手機就行。 

科技加速貨幣制度的演進，從古時候的貝殼，到現在的硬幣與紙幣

後來則來到方便與快速的卡片萬事通時代。 

─《科技新報》〈無現金的世界，不可靠還是更方便

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畫線。 

的使用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讓學生閱讀相關文章，並思

然而革命的定義究竟

是指「在思想、

而這些改變通常是在短暫

請各位同學閱讀完以下文章後，回答

就能行遍天下吃

瑞典和挪威等國，都積極推

但相對於信用卡或手機支付的先進，現

通通都成了被嫌惡和清算的理由。但是，透

國家機器對於你的消費紀錄一清二

日前開了一家只有電子支付的咖

因為就像電視廣

到現在的硬幣與紙幣，錢的型

不可靠還是更方便？〉 

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3. 請問「貨幣革命」對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影響

                                                                          

                                                                          

   

 

牛刀小試 2 

 

 

相對於傳統社會，這段時期的工業發展有重大的成就

用與大規模工廠的出現。

力等自然力，工業革命則因蒸汽機的發明與改

產業生產力的提升幫助甚大

度，並促使工廠制度的出現

別將蒸汽機應用於汽船和蒸汽火車上

 

 

1. 閱讀此篇文章後，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並於該句子底下畫線

 

2. 「工業革命」對當時的社會帶來了什麼影響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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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影響？ 

                                                                          

                                                                          

工業革命 
這段時期的工業發展有重大的成就，特別是動力機械的使

。由於傳統的動力一開始主要來自獸力，後來開始使用水

工業革命則因蒸汽機的發明與改良，使動力更便宜且富效能

產業生產力的提升幫助甚大，如在紡織業上因為紡紗機的發明，而加快了生產速

並促使工廠制度的出現。至十九世紀初，美國的富爾頓和英國的史蒂芬生分

別將蒸汽機應用於汽船和蒸汽火車上，大大加速運輸和載運量的效能

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畫線。 

對當時的社會帶來了什麼影響？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特別是動力機械的使

後來開始使用水

使動力更便宜且富效能，對各

而加快了生產速

美國的富爾頓和英國的史蒂芬生分

大大加速運輸和載運量的效能。 

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牛刀小試 3 

 

二十世紀初，印度人民獨立自主的呼聲高漲

開始提出不服從、不合作

終於脫離英國的統治，成立印度共和國

 

 

1. 閱讀此篇文章後，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並於該句子底下畫線

 

2. 「甘地不合作運動」

                                                                          

                                                                          

 

 

牛刀小試 4 

 

1. 根據文章所述，為什麼

行討論 

                                                                          

                                                            

 
2. 根據文章所述，為什麼

行討論 

                                                                          

                                                                          

 
3. 根據文章所述，為什麼

一組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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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不合作運動 
印度人民獨立自主的呼聲高漲。印度獨立運動的精神領袖甘地

不合作、絕食抗議等主張，並得到廣大印度人民的支持

成立印度共和國。 

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畫線。 

」為印度帶來什麼影響？ 

                                                                          

                                                                          

為什麼「貨幣革命」可以被稱作「革命」？請

                                                                          

                                                            

為什麼「工業革命」可以被稱作「革命」？請

                                                                          

                                                                          

為什麼「甘地不合作運動」可以被稱作「革命

                                                              

                                                                          

印度獨立運動的精神領袖甘地

並得到廣大印度人民的支持。最後

請你找出令你印象深刻或是在文章中扮演關鍵性的句子，

                                                                           

                                                                           

請 4 個人一組進

                                                                           

                                                                           

請 4 個人一組進

                                                                           

                                                                           

革命」？請 4 個人

                                                               

                                                                           

 



 

貳、了解革命的內涵
接下來請各位同學依據上述對於革命的了解

革命。請同學閱讀完文章後

 

 

牛刀小試 1 

 

西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滅六國

秦始皇。秦始皇有鑑於封建體制造成統制權力的分散

方上採行郡縣制○1 。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

百姓身上。然而由於秦始皇政治上過度的高壓統治

耗費大量民力，引起人民不滿

敗壞，終於激起各地人民紛紛起兵反秦

207 年，劉邦率軍攻入咸陽

秦亡後，起義軍領袖項羽自封西楚霸王

展開長達四年的「楚漢相爭

後即位稱帝，是為漢高祖

鞏固政權，大封劉氏子弟為王

郡縣的制度。在民生的部分

不足。漢初鼓勵人民休養生息

 

 

 

 

 

 

1. 根據文章的敘述，為什麼秦朝會被推翻

                                                                          

                                                                          

 

 

2. 漢朝建立後，對於人民實施哪些政策

                                                                          

                                                                          

 

◇1 郡縣制 

秦代在地方上實行「郡縣二級制

郡守和縣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命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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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了解革命的內涵 
接下來請各位同學依據上述對於革命的了解，來區分下面的歷史事件是否為

請同學閱讀完文章後，回答下列問題。 

漢朝建立 

秦王嬴政滅六國，統一天下，自訂尊號為「始皇帝

秦始皇有鑑於封建體制造成統制權力的分散，即對王權的威脅

皇帝是最高的統治者，並能直接支配地方，甚至到每一個老

然而由於秦始皇政治上過度的高壓統治，又修築長城、

引起人民不滿。秦二世繼位後，朝政由大臣趙高掌權

終於激起各地人民紛紛起兵反秦，其中以項羽、劉邦勢力最大

劉邦率軍攻入咸陽，秦朝滅亡。 

起義軍領袖項羽自封西楚霸王，並封劉邦為漢王。兩人為爭奪霸權

楚漢相爭」。結果，劉邦獲勝，項羽兵敗自殺。

是為漢高祖。漢朝建立不久後，即分封開國功臣，同時漢高祖為了

大封劉氏子弟為王，同時又在地方分設郡縣，使地方同時採行封國和

在民生的部分，由於秦末以來的連年戰亂，導致人口減少

漢初鼓勵人民休養生息，使社會漸趨安定富庶。 

為什麼秦朝會被推翻？ 

                                                                          

                                                                          

對於人民實施哪些政策？ 

                                                                          

                                                                          

郡縣二級制」。郡守的長官稱「守」，縣的長官稱令

郡守和縣令都由皇帝直接任命。皇帝的命令可以直接下達地方。 

來區分下面的歷史事件是否為

始皇帝」，是為

即對王權的威脅，故在地

甚至到每一個老

、陵墓和宮殿，

朝政由大臣趙高掌權，政治更加

劉邦勢力最大。西元前

兩人為爭奪霸權，

。劉邦平定天下

同時漢高祖為了

使地方同時採行封國和

導致人口減少，生產力

                                                                           

                                                                           

                                                                           

                                                                           

縣的長官稱令。

 

 



 

牛刀小試 2 

 

晚清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

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

權益而爆發戰爭。最後日本戰勝俄國

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的體制

清廷受到輿情的壓力

1911 年)，清廷公布的新內閣名單

閣。由於立憲派希望以立憲救國

些原本支持立憲的人，遂轉而支持革命

 

 

 

 

 
 

1. 根據文章敘述，為什麼會發生立憲運動

                                                                          

                                                                          

 

2. 根據文章敘述，立憲運動前後有什麼轉變

                                                                          

                                                                          

 

 

 

 

 

 

 

 

 

 

◇1 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體制保留了君主的王權

式，達成君民共制的理想。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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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1 運動 

晚清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清帝國本身國力衰退的局勢下

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光緒 30 年(西元 1904 年)，日、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

最後日本戰勝俄國，朝野人士認為這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的

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的體制，因而積極鼓吹立憲。 

清廷受到輿情的壓力，下詔預備立憲，各界對此滿懷期待。宣統

清廷公布的新內閣名單，其成員多為滿族親貴，因而被批評為皇族內

由於立憲派希望以立憲救國，而清廷則只著眼於保清，立憲派大失所望

遂轉而支持革命。 

為什麼會發生立憲運動？ 

                                                                          

                                                                          

立憲運動前後有什麼轉變？ 

                                                                          

                                                                          

君主立憲體制保留了君主的王權，但以制定憲法、成立國會監督內閣行政的方

。 

以及清帝國本身國力衰退的局勢下，如何救亡

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

朝野人士認為這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的

宣統 3 年(西元

因而被批評為皇族內

立憲派大失所望，一

                                                                           

                                                                           

                                                                           

                                                                           

成立國會監督內閣行政的方

 



 

牛刀小試 3 

 

羅馬帝國後期由於版圖擴張太快

以管理上相當不易，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

因素，使得輝煌的羅馬帝國開始褪色

帝，如戴克里先，曾實施四帝共治

到短暫成效。 

 

 

 

 

 

 

1. 戴克里先要實施四帝共治的目的為何

                                                                          

                                                                          

 

2. 你認為戴克里先的政策好嗎

                                                                          

                                                                          

 

 

牛刀小試 4 

1. 根據文章所述，「漢朝建立

論 

                                                                          

                                                                          

 

2. 根據文章所述，「立憲運動

論 

                                   

                                                                          

◇1 四帝共治 

戴克里先有識於帝國版圖遼闊

東、西兩部，後來為了解決帝位繼承問題

成四人各自統治著四分之一的帝國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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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的政策 
羅馬帝國後期由於版圖擴張太快，且境內民族眾多，文化習俗各有不同

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

使得輝煌的羅馬帝國開始褪色。雖然如此，仍不乏推動改革力圖振作的皇

曾實施四帝共治○1 ，以加強控制，並推動政治與財政改革

想一想  

戴克里先要實施四帝共治的目的為何？ 

                                                                          

                                                                          

你認為戴克里先的政策好嗎？為什麼？ 

                                                                          

                                                                          

漢朝建立」是否屬於革命？為什麼？請 4 個人一組進行討

                                                                          

                                                                          

立憲運動」是否屬於革命？為什麼？請 4 個人一組進行討

                                                                          

                                                                          

戴克里先有識於帝國版圖遼闊，不易治理，所以實施帝國分治，原本是分成

後來為了解決帝位繼承問題，東、西兩部再各設輔政者

成四人各自統治著四分之一的帝國。 

文化習俗各有不同，所

再加上大部分帝國後期的皇帝因個人喜好享樂、能力不足等

仍不乏推動改革力圖振作的皇

並推動政治與財政改革，收

                                                                           

                                                                           

                                                                           

                                                                           

個人一組進行討

                                                                           

                                                                           

個人一組進行討

                                        

                                                                           

原本是分成

西兩部再各設輔政者，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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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文章所述，「戴克里先的政策」是否屬於革命？為什麼？請 4 個人一組

進行討論 

                                                                           

                                                                           

 

 

 

 

 

 

 



 

                   

單元二

經過前一單元的學習後

些同學可能對其記憶已經有些模糊

指「在思想、運作方式、

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

解事件的來龍去脈。 

 

壹、辛亥革命與思想革命
請各位同學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相關問題

 

牛刀小試 1 

 

自清朝以異民之姿入主中原後

此之外，清代中葉以來的變法改革運動

一代的知識分子相信西方之所以富強

命派並非一開始就受到大眾的支持

才使更多的改革人士傾向推翻清廷統制

...由於孫中山早年接受西式教育

逐漸萌生了革命救國的思想

同盟會，以「推翻滿清，

敗垂成，直到武昌起義(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後，各省紛紛響應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國。 

 

1. 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為何

                                                                               

                                                                      

 

2. 辛亥革命對中國產生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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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座號：    姓名：

單元二：革命的前因後果 

經過前一單元的學習後，相信各位同學對於革命已經有一定的認識

些同學可能對其記憶已經有些模糊，因此我們再來複習一下革命的定義

、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通常是在短暫的時間中發生。」接下來我們就來了解革命的前因後果

壹、辛亥革命與思想革命 
請各位同學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相關問題。 

辛亥革命 
自清朝以異民之姿入主中原後，人口佔多數的漢人一直存在反滿的情緒

清代中葉以來的變法改革運動，將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思潮傳入中國

一代的知識分子相信西方之所以富強，是因為他們能夠大刀闊斧的改革

命派並非一開始就受到大眾的支持，一直到清廷在立憲運動中推出的

才使更多的改革人士傾向推翻清廷統制。... 

由於孫中山早年接受西式教育，見識到歐美國家的民主政治與社會進步

逐漸萌生了革命救國的思想。光緒 31 年(西元 1905 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

，再造中華」為號召，並發動多次的起義行動

辛亥革命)，才一舉成功。 

各省紛紛響應，宣布獨立，並由各省推派代表在南京組成

推選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正式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

─改寫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

辛亥革命發生的原因為何？ 

                                                                               

                                                                      

辛亥革命對中國產生什麼影響？ 

                                                                               

                                                               

：             

相信各位同學對於革命已經有一定的認識。不過有

因此我們再來複習一下革命的定義，革命是

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

接下來我們就來了解革命的前因後果，並從中了

人口佔多數的漢人一直存在反滿的情緒。除

將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思潮傳入中國。新

是因為他們能夠大刀闊斧的改革。然而革

一直到清廷在立憲運動中推出的「皇族內閣」，

見識到歐美國家的民主政治與社會進步，

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

並發動多次的起義行動，不幸都功

並由各省推派代表在南京組成

正式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

改寫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二冊(三民版) 

                                                                                 

                                                                       

                                                                                 

                                                                

 



 

3. 在中華民國建立前，

你認為這句口號「好

                                                                               

                                                                      

 

 

牛刀小試 2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沉痛指出

人民困苦日甚一日。」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不過是一場幻滅

野鶴，逃向隱遁生活；而日本卻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

十一條」。此外，袁世凱一度恢復帝制

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暗中操縱下

尊孔復古的反動逆流。...

雖然中國在十九世紀八

方國家的上下議院代議制的改良派了

這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未曾徹底改造思想

了新文化運動，他以科學及民主為武器

堅決徹底地反封建的精神

祖宗之遺留、聖賢之所垂教

為了破除束縛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教三綱五常

集中火力發動一場思想戰爭

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

的人格，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

 

 

 

1. 為什麼會發生新文化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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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以「推翻滿清，再造中華」為口號來號召群眾

好」還是「不好」？為什麼？ 

                                                                               

                                                                      

思想與革命 
孫中山沉痛指出：「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

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不過是一場幻滅，

而日本卻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向袁世凱政府提出

袁世凱一度恢復帝制，張勳也企圖擁護宣統皇帝復辟

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暗中操縱下，割據與爭戰愈演愈烈。而在思想上

... 

雖然中國在十九世紀八○年代已有學習西洋船堅砲利之外，同時也有實行西

方國家的上下議院代議制的改良派了，但他們仍堅持維護儒教傳統

這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未曾徹底改造思想。陳獨秀補充了這個課題

他以科學及民主為武器，斷然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立起來

堅決徹底地反封建的精神，他不惜捨棄舊傳統，凡是違反科學與民主的

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為了破除束縛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教三綱五常，陳獨秀從一九一六年一月起

集中火力發動一場思想戰爭。他在〈一九一六年〉一文裡，批判儒家的綱常使天

為妻，「而不具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而且，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因此

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 

─楊碧川《陳獨秀傳

為什麼會發生新文化運動？ 

                                                                    

                                                                      

為口號來號召群眾。

                                                                                 

                                                                       

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

，他們成為閑雲

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

張勳也企圖擁護宣統皇帝復辟，軍閥們

而在思想上，又出現一股

同時也有實行西

但他們仍堅持維護儒教傳統，使辛亥革命

陳獨秀補充了這個課題，並發起

斷然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立起來，

凡是違反科學與民主的「哪怕是

皆一文不值也。」 

陳獨秀從一九一六年一月起，

批判儒家的綱常使天

，忠、孝、節，

因此，為爭取獨立

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 

                                                                                 

                                                                       

 



 

2. 新文化運動對當時的中國社會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貳、法國大革命 

閱讀完中國政治上的變革後

革，因此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看看與變革相關的西方歷史事件

革命為例讓同學們閱讀，

務。 

 

 

牛刀小試 1 

 

 

法國大革命(1789-1799)

稅皆是由平民繳納，教士和貴族雖然有雄厚的財力

於是中產階級進而發起抗爭

主要訴求為追求個人自由的實現

十六因財政困難而召開「

飛漲，以及對國王的不信任

公會時期時，則產生了不一樣的變化

 

1. 發生法國大革命的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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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對當時的中國社會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閱讀完中國政治上的變革後，相信同學們也很好奇西方在政治上又有哪些變

因此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看看與變革相關的西方歷史事件。我們將以法國大

，在閱讀的過程中，請同學們也要記得完成相關的學習任

法國大革命的起源 
1799)的產生與賦稅問題有很大的關係，當時法國大部分的

教士和貴族雖然有雄厚的財力，但卻享有各種免稅的特權

於是中產階級進而發起抗爭，並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等新原則。因此在政治上

主要訴求為追求個人自由的實現。在經濟上則提倡放任政策。1789

「三級會議」，由於不公平的賦稅制度、天災導致的物價

以及對國王的不信任，因而爆發法國大革命。不過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國民

則產生了不一樣的變化。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

發生法國大革命的原因為何？ 

                                                                               

                                                                      

                                                                                 

                                                                       

相信同學們也很好奇西方在政治上又有哪些變

我們將以法國大

請同學們也要記得完成相關的學習任

當時法國大部分的

但卻享有各種免稅的特權。

因此在政治上，

1789 年法王路易

天災導致的物價

不過到了法國大革命的國民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三民版) 

                                                                                 

                                                                       

 



 

牛刀小試 2 

 

 

法國大革命
1792 年 9 月，國民公會取代立法會議

權和立法權，同時宣布廢除王政

以叛國罪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

加入普國和奧國的反法行列

在反法同盟的壓迫下

導，他們取代溫和派，成為革命的新領導人

羅伯斯比等人以「自由

敵」，許多人被送上斷頭臺

衛祖國、抵抗外力為由，

的管制措施，革命的暴力色彩愈來愈濃

六萬，使此時期有「恐怖統治

者人人自危，遂發動政變

法國大革命於 1799 年拿破崙上台

 

 

 

 

 

三、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1. 羅伯斯比上台後，對於當時的社會造成哪些影響

                                                                               

                                                                      

 

 

2. 你認為法國大革命與其所倡導的口號

而馳，為什麼？ 

                                                                               

                                                                      

○1 拿破崙 

拿破崙上台後即結束共和體制

1804 年拿破崙正式稱帝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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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國民公會時期 
國民公會取代立法會議，成為法國的政治權力核心

同時宣布廢除王政，建立共和（第一共和）。1793 年初

以叛國罪將路易十六送上斷頭臺。處死路易十六後，使歐洲各國君主震怒

的反法行列，形成聲勢浩大的反法同盟。 

在反法同盟的壓迫下，國民公會改由雅各賓俱樂部的激進派羅伯斯比等人主

成為革命的新領導人。 

自由、平等、博愛」為口號，打擊違反此口號的

許多人被送上斷頭臺，不乏遭誣陷或是主政者的政敵。同時國民公會以保

，組織由少數政治領袖控制的「公安委員會

革命的暴力色彩愈來愈濃，在國民公會時期被送上斷頭臺的人超過

恐怖統治」之稱。1794 年 7 月羅伯斯比的獨裁統治引發反對

遂發動政變，將羅伯斯比送上斷頭臺，恐怖統治才逐漸停止

年拿破崙上台○1 後而宣告結束。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

梅特涅時代 

對於當時的社會造成哪些影響？ 

                                                                               

                                                                      

你認為法國大革命與其所倡導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有沒有相互背道

                                                                               

                                                                      

拿破崙上台後即結束共和體制，並成為第一執政官，實際為獨裁者

年拿破崙正式稱帝，再次將體制改為帝制。 

成為法國的政治權力核心，掌握行政

年初，國民公會

使歐洲各國君主震怒，紛紛

國民公會改由雅各賓俱樂部的激進派羅伯斯比等人主

打擊違反此口號的「人民公

同時國民公會以保

公安委員會」，實施嚴厲

在國民公會時期被送上斷頭臺的人超過

月羅伯斯比的獨裁統治引發反對

恐怖統治才逐漸停止。最後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三民版) 

                                                                                 

                                                                       

有沒有相互背道

                                                                                 

                                                                       

實際為獨裁者。

 



 

牛刀小試 3 

 

 

拿破崙政權最後被反法同盟擊敗

發展，於是招開維也納會議

建舊國，並以維護列國的勢力均衡為考量

舊王室恢復專制政體。但法國大革命強調

曾享受過自由與選舉權的人民自然將保守貴族視為

放的呼聲不斷增長，以致爆發

二月革命○1 的風潮較七月革命

命運動與民主運動。雖然各國的革命不久之後紛紛失敗

主化政權，但奧國首相梅特涅垮臺

中下層民眾爭取選舉權的重大嘗試

 

 

 

 

 

 

 

 

 

 

 

 

 

 

1. 法國大革命對當時國際間造成哪些影響

                                                                               

                                                                      

 

 

 

○1 七月革命(1830 年) 

由於法王恢復貴族和教會的特權

限制，使得人民相當不滿，

這波革命的影響，紛紛起而獨立

獨立。 

 

○2 二月革命(1848 年) 

七月革命所擁立的國王，雖然廢除了之前的相關限制

人大眾的福祉，並向中產階級靠攏

蘭西第二共和國。此革命風潮也因此散播至其他國家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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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義-梅特涅時代 
拿破崙政權最後被反法同盟擊敗，並由當時奧國首相梅特涅來主持戰後

於是招開維也納會議。維也納會議大致上恢復歐洲傳統貴族政治

並以維護列國的勢力均衡為考量。因此歐洲保守主義勢力抬頭

但法國大革命強調「自由」、「平等」的價值觀已傳播各地

曾享受過自由與選舉權的人民自然將保守貴族視為「反動」的惡勢力

以致爆發1830年與1848年的歐洲革命潮。 

的風潮較七月革命○2 更為激烈，歐洲主要國家幾乎都發生了革

雖然各國的革命不久之後紛紛失敗，未能像法國一樣建立民

但奧國首相梅特涅垮臺，代表保守勢力的受挫，此次革命浪潮是歐洲

中下層民眾爭取選舉權的重大嘗試，之後政府民主化的改革已成時勢所趨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

法國大革命對當時國際間造成哪些影響？ 

                                                                               

                                                                      

由於法王恢復貴族和教會的特權，並箝制人民言論自由，甚至提高人民的參政權

，使人民因而推翻國王而擁立新的國王。國際間也受到

紛紛起而獨立，但最後都被保守派壓制，只有比利時從中正式

雖然廢除了之前的相關限制，在政策制定上並未重視工

並向中產階級靠攏。這使中下階層起而革命，推翻王權

此革命風潮也因此散播至其他國家。 

並由當時奧國首相梅特涅來主持戰後

維也納會議大致上恢復歐洲傳統貴族政治，它重

因此歐洲保守主義勢力抬頭，復辟的

的價值觀已傳播各地，

的惡勢力。使改革開

要國家幾乎都發生了革

未能像法國一樣建立民

此次革命浪潮是歐洲

之後政府民主化的改革已成時勢所趨。 

高中歷史教科書第四冊(三民版) 

                                                                                 

                                                                       

甚至提高人民的參政權

國際間也受到

只有比利時從中正式

在政策制定上並未重視工

推翻王權，建立法

 



 

單元三

 

壹、戰爭的價值 
當我們說到革命，通常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戰爭

利或是保護自己的權利。

這相當值得我們深思。請各位同學閱讀以下文章

 

 

牛刀小試 1 

 

1914年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夫婦

亡，引起嚴重的國際問題

助，在不滿其答覆後，進而對塞爾維亞宣戰

俄國則支持塞爾維亞，它們各自援引盟國相助

國(英、法、俄)兩大集團

營，使協約國戰力大增，

隔年1919年初，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商議戰後安排

與德國簽訂凡爾賽條約。

讓：德國割讓亞爾薩斯與洛林給法國

德國軍備，規定萊因河東岸五十公里之內不准駐兵

發戰爭的罪魁禍首，對德國的民族尊嚴傷害極大

更是雪上加霜。 

從整體的角度來看，

費數千億美金，戰時難民甚重

則獲得提升，如投票權的取得

 

 

 

1.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整個歐洲社會造成哪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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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單元三：革命背後的價值 

通常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戰爭，透過戰爭的方式來爭取權

。不過在戰爭的過程中，所得到的結果難道都是好的嗎

請各位同學閱讀以下文章，並完成以下相關問題

一次世界大戰 
年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夫婦，在波士尼亞首府塞拉耶佛訪問時遭刺身

引起嚴重的國際問題。由於奧匈帝國認定此事受塞爾維亞政府的指使或協

進而對塞爾維亞宣戰。在此事中，德國支持奧匈帝國

它們各自援引盟國相助，形成同盟國(德、奧

兩大集團，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至1917年美國加入協約國陣

，並於1918年戰勝同盟國，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商議戰後安排。在巴黎和會中

。凡爾賽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1.鉅額的賠款

德國割讓亞爾薩斯與洛林給法國；戰勝國瓜分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

規定萊因河東岸五十公里之內不准駐兵。同時和約中也明載德國是引

對德國的民族尊嚴傷害極大，加上龐大的賠款使德國的經濟

，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約一千萬，受傷者數千萬

戰時難民甚重，民不聊生。然而在一戰的過程中，

如投票權的取得。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整個歐洲社會造成哪些影響？ 

                                                                            

                                                                           

                                                                           

座號：     姓名：      

透過戰爭的方式來爭取權

所得到的結果難道都是好的嗎？

並完成以下相關問題。 

在波士尼亞首府塞拉耶佛訪問時遭刺身

由於奧匈帝國認定此事受塞爾維亞政府的指使或協

德國支持奧匈帝國，而

奧、義)與協約

年美國加入協約國陣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在巴黎和會中，協約國

鉅額的賠款。2.領土割

戰勝國瓜分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3.裁減

同時和約中也明載德國是引

加上龐大的賠款使德國的經濟

受傷者數千萬，戰

，婦女部分權益

                                                                             

                                                                            

                                                                            

 



 

牛刀小試 2 

 

1930年代，日、德、

大戰中與軸心國對立的是以英法為首的

員也不斷增加。 

1939 年 9 月，德國軍方善用坦克與飛機

軸心國佔領。直到 1941 年

使美國加入戰場，戰況開始有些轉變

義大利和德國，最後美國於

破壞與傷亡，終於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在二次大戰期間，非作戰人員的平民

殺及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

本及各地人民嚴重受害。

平民的傷亡皆極慘重。據估計

史所未見。不過在二次大戰期間

際組織」，因此於1945年10

界和平與安全，並尋求共識與方法

重人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為基礎的友好關係

方面的合作。」 

 

 

1. 就你過去生活經驗和所學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

能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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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戰 
、義三國因對內、對外政策多有相同，因此建立軸心國

大戰中與軸心國對立的是以英法為首的「同盟國」，隨戰事擴大，

德國軍方善用坦克與飛機，執行閃電戰，大片歐洲土地很快被

年 12 月，日本偷襲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

戰況開始有些轉變。1942 年年底同盟國開始反攻

最後美國於 1945 年 8 月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

終於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同盟國獲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非作戰人員的平民的傷亡也相當慘重，日本在中國的大屠

殺及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都造成難以估計的死傷。而空襲轟炸也造成德國

。因為戰爭前線與後方的差異在二次大戰中大減

據估計，此戰的死傷人數各有三千五百萬人

在二次大戰期間，同盟國已有共識要盡速「成立一個世界性的國

10月正式建立「聯合國」。聯合國成立宗旨為

並尋求共識與方法，以保證武力不再被使用；促進各國之間以尊

重人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為基礎的友好關係；促進國際間的經濟

就你過去生活經驗和所學，你們認為引發衝突和戰爭的原因或動機有哪些

、珍珠港事件爆發、屠殺猶太人等事件的發生原因則又可

                                                                            

                                                                           

                                                                         

因此建立軸心國。

，兩大集團的成

大片歐洲土地很快被

日本偷襲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致

開始反攻，陸續戰勝

，造成嚴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日本在中國的大屠

而空襲轟炸也造成德國、日

前線與後方的差異在二次大戰中大減，軍人與

此戰的死傷人數各有三千五百萬人，其毀滅性為

成立一個世界性的國

聯合國成立宗旨為：「維護世

促進各國之間以尊

促進國際間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你們認為引發衝突和戰爭的原因或動機有哪些？

屠殺猶太人等事件的發生原因則又可

                                                                             

                                                                            

                                                                           

 



 

牛刀小試 3 

 

 

北美人民要求賦稅的制定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

屬地的稅則。甚至有些殖民地人民開始否認英國政府的徵稅權力

主的想法，如潘恩於《常識

為殖民地遭政府不公平的統治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徵收茶稅

1773 年底，英國東印度公司裝載茶葉的船隻

毀損甚鉅，英國政府決定嚴懲

起。1775 年英國駐北美的軍隊在出動搜查殖民地民兵的途中

火，開起美國獨立戰爭。

1776 年美國獨立的口號已經響徹雲霄

時也發表《獨立宣言》，

利。此時英國也開始大舉進攻

地和伏擊的策略。直到 1777

 

 

 

 

 

 
 

 

 

 

 

1. 在爭取權利和資源的過程中

牲生命值得嗎？為什麼

                                                                            

                                                                           

                                                                           

 

◇1 啟蒙運動 

18 世紀啟蒙運動更加發揚

風尚。在啟蒙運動的各類社會科學中

治學。此時的啟蒙哲士希望以理性原則重建政治秩序

腐化乃因其是不合理的政治結構

財產、自由。 

知識補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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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獨立革命 
北美人民要求賦稅的制定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認為英國國會無權訂定海外

甚至有些殖民地人民開始否認英國政府的徵稅權力，

常識》一書中提到自然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啟蒙思想

為殖民地遭政府不公平的統治，殖民地人民有權利起而獨立。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徵收茶稅，即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茶葉貿易

英國東印度公司裝載茶葉的船隻，在波士頓遭當地居民襲擊

英國政府決定嚴懲，削減當地人民的自治權，加強控制

年英國駐北美的軍隊在出動搜查殖民地民兵的途中，與萊星頓民兵交

。 

年美國獨立的口號已經響徹雲霄，數個殖民地議會自行宣布獨立

》，主張人生而平等，具有生命、自由和謀求幸福的基本權

此時英國也開始大舉進攻，面對具有裝備優勢的英軍，民兵只能運用固守陣

1777 年，在法國等的幫助下，終於 1783 年打勝

在爭取權利和資源的過程中，常會發生流血衝突，你認為為了爭取權利而犧

為什麼？ 

                                                                            

                                                                           

                                                                           

更加發揚「注重理性」的觀念，勇於求知與實踐理想蔚為

啟蒙運動的各類社會科學中，最具改革社會的意義或影響力的是政

此時的啟蒙哲士希望以理性原則重建政治秩序，他們相信傳統政治的

腐化乃因其是不合理的政治結構，如：洛克的「天賦人權」，即包含生命

認為英國國會無權訂定海外

，並出現自立自

一書中提到自然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啟蒙思想○1 ，認

即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茶葉貿易，

在波士頓遭當地居民襲擊，貨物

加強控制，以致民怨四

與萊星頓民兵交

數個殖民地議會自行宣布獨立，同

自由和謀求幸福的基本權

民兵只能運用固守陣

年打勝。 

你認為為了爭取權利而犧

                                                                             

                                                                            

                                                                            

勇於求知與實踐理想蔚為

最具改革社會的意義或影響力的是政

他們相信傳統政治的

即包含生命、

 



 

單元四

壹、不同的角度則有不同的答案
請閱讀以下文章，並思考一下革命帶來了哪些影響

當思考完這些問題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入第貳部分

貳部分的相關問題。  

牛刀小試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沉痛指出

人民困苦日甚一日。」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不過是一場幻滅

野鶴，逃向隱遁生活；而日本卻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

十一條」。此外，袁世凱一度恢復帝制

帝國主義列強的暗中操縱下

孔復古的反動逆流。... 

雖然中國在十九世紀八

國家的上下議院代議制的改良派了

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未曾徹底改造思想

及民主為武器，斷然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立起來

精神，他不惜捨棄舊傳統

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

為了破除束縛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教三綱五常

集中火力發動一場思想戰爭

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

的人格，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268 

班級：    座號

單元四：改革 V.S. 革命 

 

不同的角度則有不同的答案 
並思考一下革命帶來了哪些影響？這些影響全是好的嗎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入第貳部分，閱讀 4 篇文章

思想與革命 
孫中山沉痛指出：「政治上、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

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不過是一場幻滅，

而日本卻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向袁世凱政府提出

袁世凱一度恢復帝制，張勳也企圖擁護宣統帝復辟

帝國主義列強的暗中操縱下，割據與爭戰愈演愈烈。而在思想上，

 

雖然中國在十九世紀八○年代已有學習西洋船堅砲利之外，還有要實行西方

國家的上下議院代議制的改良派了，但他們仍堅持維護儒教傳統，

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未曾徹底改造思想。陳獨秀補充了這個課題

斷然與中國傳統的綱常倫理對立起來，堅決徹底地反封建的革命

他不惜捨棄舊傳統，凡是違反科學與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遺留

，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為了破除束縛中國人兩千多年的儒教三綱五常，陳獨秀從一九一六年一月起

集中火力發動一場思想戰爭。他在〈一九一六年〉一文裡，批判儒家的綱常使天

為妻，「而不具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而且，

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因此

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 

─楊碧川《陳獨秀傳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座號：     姓名：       

這些影響全是好的嗎？

篇文章，並回答第

社會上種種黑暗腐敗比前清更甚，

，他們成為閑雲

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

張勳也企圖擁護宣統帝復辟，軍閥們在

，又出現一股尊

還有要實行西方

，使辛亥革命這

陳獨秀補充了這個課題，他以科學

堅決徹底地反封建的革命

哪怕是祖宗之遺留、聖賢之

陳獨秀從一九一六年一月起，

批判儒家的綱常使天

，忠、孝、節，

因此，為爭取獨立

陳獨秀傳─中共創黨人》 

 



 

 

貳、革命 V.S.改革 
閱讀完第一部分後，

請繼續閱讀以下四篇文章

政權的變化有關。閱讀完文章後

 

 

 

 

 

中國每一個文學發達的時期

這個時期過去了，時代變遷了

死的文字，從活的文學變成死的文學了

這樣，文學就起了一個新的革命

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文學史可以說有兩個潮流

流；一個是老百姓的平民文學潮流

潮流是古文，是作模仿的文學

做活的文學。譬如從前男女戀愛也往往是男的唱一首情歌

這情歌是不是也要他們學了十年的古文再來唱呢

胡適正式承認：文學革命不是別的

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

點：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

求文法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

 

 

 

 

 

 

 

陳獨秀大力主張推翻孔學

解決，那共和這塊招牌一定掛不長久

錢玄同則認為如果想

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

文章 1 

文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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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位同學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背景有些了解

請繼續閱讀以下四篇文章。此四篇文章中，兩篇是關於新文化運動

閱讀完文章後，請試著回答下列問題。 

白話文運動 

中國每一個文學發達的時期，文學的基礎都是活的文字─白話的文字

時代變遷了，語言就慢慢由白話變成了古文，從活的文字變成

從活的文學變成死的文學了。因為一般的材料、新的方式

文學就起了一個新的革命。 

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文學史可以說有兩個潮流：一個是讀書人的士大夫文學潮

一個是老百姓的平民文學潮流。中國文學史上總是有上下兩層潮流

是作模仿的文學；下層的潮流隨時由老百姓提出他們的活的語言

譬如從前男女戀愛也往往是男的唱一首情歌，女的回唱一首情歌

這情歌是不是也要他們學了十年的古文再來唱呢？當然是用活的語言來唱

文學革命不是別的，是用白話代替古文的革命

。使文字扮演傳達知識的工具，並發表文學革命的八個要

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語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無病之呻吟；七曰不模仿古人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 

─小田季進

廢除漢文 

推翻孔學，改革傳統倫理，並認為如果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

那共和這塊招牌一定掛不長久... 

如果想廢除孔學，不可不先廢除漢文；如果想驅除一般人之幼

，就不可不先廢除漢文。中國文字，根據形體進行變化而

相信各位同學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背景有些了解，皆下來

兩篇是關於新文化運動，兩篇則是與

白話的文字。但是

從活的文字變成

新的方式、新的工具，

一個是讀書人的士大夫文學潮

中國文學史上總是有上下兩層潮流：上層的

下層的潮流隨時由老百姓提出他們的活的語言，

女的回唱一首情歌，

當然是用活的語言來唱。 

是用白話代替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

並發表文學革命的八個要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五曰講

七曰不模仿古人；八曰須

小田季進《胡適》 

不從倫理問題根本上

驅除一般人之幼

根據形體進行變化而

 



 

非從聲音上進行變化，以致辨認書寫

新字，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

有人說：中國舊書雖不可看

舊文字來說明新學問就可以了

問雖不講，但舊文章則不能不讀

覺其句調鏗鏘，娓娓可誦

 

 

 

 

 

 

北美人民要求賦稅的制定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

屬地的稅則。甚至有些殖民地人民開始否認英國政府的徵稅權力

主的想法，如潘恩於《常識

殖民地遭政府不公平的統治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徵收茶稅

1773 年底，英國東印度公司裝載茶葉的船隻

毀損甚鉅，英國政府決定嚴懲

起。1775 年英國駐北美的軍隊在出動搜查殖民地

火，開起美國獨立戰爭。

1776 年美國獨立的口號已經響徹雲霄

時也發表《獨立宣言》，

利。此時英國也開始大舉進攻

地和伏擊的策略。直到 1777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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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辨認書寫，極不容易，音讀極難正確...

用羅馬字拼音等等主張，層出不窮... 

中國舊書雖不可看；但漢文應該沒有廢除或簡化的必要

就可以了。此說看似對，事實上卻是錯的。不廢漢文

舊文章則不能不讀。舊文章的內容...青年子弟，讀了這種舊文章

娓娓可誦，不知不覺，便將被其文中荒謬道理所征服

美國獨立革命 
北美人民要求賦稅的制定必須徵詢人民的意見，認為英國國會無權訂定海外

甚至有些殖民地人民開始否認英國政府的徵稅權力，

常識》一書中提到自然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啟蒙思想

殖民地遭政府不公平的統治，殖民地人民有權利起而獨立。 

為了抗議英國政府徵收茶稅，即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茶葉貿易

英國東印度公司裝載茶葉的船隻，在波士頓遭當地居民襲擊

英國政府決定嚴懲，削減當地人民的自治權，加強控制

年英國駐北美的軍隊在出動搜查殖民地民兵的途中，與萊星頓民兵交

。 

年美國獨立的口號已經響徹雲霄，數個殖民地議會自行宣布獨立

》，主張人生而平等，具有生命、自由和謀求幸福的基本權

此時英國也開始大舉進攻，面對具有裝備優勢的英軍，民兵只能運用固守陣

1777 年，在法國等的幫助下，終於 1783 年打勝

〈請翻至下一頁，繼續閱讀〉 

...所以打算塑造

應該沒有廢除或簡化的必要，繼續使用

不廢漢文，舊學

讀了這種舊文章，

其文中荒謬道理所征服。 

─《新青年》 

認為英國國會無權訂定海外

，並出現自立自

一書中提到自然權利與主權在民的啟蒙思想，認為

即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北美茶葉貿易，

在波士頓遭當地居民襲擊，貨物

加強控制，以致民怨四

與萊星頓民兵交

數個殖民地議會自行宣布獨立，同

自由和謀求幸福的基本權

民兵只能運用固守陣

年打勝。 

 



 

 

 

 

 

晚清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

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

權益而爆發戰爭。最後日本戰勝俄國

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的體制

清廷受到輿情的壓力

1911 年)，清廷公布的新內閣名單

閣。由於立憲派希望以立憲救國

些原本支持立憲的人，遂轉而支持革命

 

 

 

1. 革命是指「在思想、運作方式

看完上述 4 篇文章後

屬於改革？ 

                                                                            

                                                                          

 

 

2. 承接上題，藉由此 4

小組學習單上) 

                                                                            

                                                                                  

 

 

3. 經過小組分享後，你認為

同學們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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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運動 
晚清在面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清帝國本身國力衰退的局勢下

成為知識分子的重要課題。光緒 30 年(西元 1904 年)，日、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

最後日本戰勝俄國，朝野人士認為這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的

君主立憲優於俄國的君主專制的體制，因而積極鼓吹立憲。 

清廷受到輿情的壓力，下詔預備立憲，各界對此滿懷期待。宣統

清廷公布的新內閣名單，其成員多為滿族親貴，因而被批評為皇族內

由於立憲派希望以立憲救國，而清廷則只著眼於保清，立憲派大失所望

遂轉而支持革命。 

運作方式、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篇文章後，請根據革命的定義判斷哪些文章屬於革命

                                                                            

                                                                          

4 篇文章的閱讀，請分析改革與革命的優、

                                                                            

                                                                                  

你認為「改革」和「革命」哪一種方式的改變比較好

 

以及清帝國本身國力衰退的局勢下，如何救亡

俄為爭奪中國東北的

朝野人士認為這場日俄戰爭證明了日本的

宣統 3 年(西元

因而被批評為皇族內

立憲派大失所望，一

政治權力結構等層面上具有徹底性的改變」。

請根據革命的定義判斷哪些文章屬於革命，哪些文章

                                                                             

                                                                           

、缺點(請寫在

                                                                             

                                                                                   

哪一種方式的改變比較好？請

 



 

參、勞工權益問題 
同學們，請閱讀以下兩篇文章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

牙與葡萄牙的中南美洲殖民地勞動力不足

世紀後，英國、法國與荷蘭在西印度群島

勞動力，種植棉花、煙草等經濟作物

洲等地。黑人貿易持續了至少三

歐洲人自非洲運至美洲的黑奴數量有一千餘萬人

不過隨著歐洲國家在十八

產生濃厚的興趣。例如：

飼料、肥皂、人造奶油與潤滑劑

厚利潤。到了十九世紀後期

南非首先發現鑽石，此後短短五年之內

各種自然資源的開採活動

爭先恐後地將非洲瓜分殆盡

在思想上，「社會達爾文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將達爾文從動植物世界歸納出的

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發展

他們有義務教導「次等種族

世界。這樣的理論成為許多新帝國主義者的

行為。 

 

 

 

 

 

 

 

台灣大型工廠內，勞工住宿環境

當容易奪走人命，因此，

去年到今年 6 月，工廠火災共

奪走了 14 條人命。移工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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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以下兩篇文章，並試著回答下列問題。 

剝削黑奴權益 
，歐洲人開始從事跨洲的海上貿易與海外殖民

牙與葡萄牙的中南美洲殖民地勞動力不足，因而促成黑奴貿易的日漸興盛

法國與荷蘭在西印度群島、北美洲的殖民與開發，

煙草等經濟作物，因此歐洲人不斷地將黑人從非洲販賣到美

黑人貿易持續了至少三、四百年，據估計從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期間

歐洲人自非洲運至美洲的黑奴數量有一千餘萬人。 

不過隨著歐洲國家在十八、十九世紀逐漸邁向工業化，其對非洲的自然資源

：英國商人曾每年自西非進口約五萬噸棕櫚油

人造奶油與潤滑劑，並以遠高於原料成本的價格銷往非洲

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歐洲人更積極地開採非洲的鑽石與黃金

此後短短五年之內，非洲鑽石的外銷總值將近八百億英鎊

各種自然資源的開採活動，使歐洲人逐步深入非洲，各國為攫取最大之利益

爭先恐後地將非洲瓜分殆盡。 

社會達爾文主義」也為當時歐、美國家對外侵略提供理論基礎

將達爾文從動植物世界歸納出的「自然淘汰、

觀點應用到人類社會發展。有能力征服「落後」地區的強者為「適於生存的種族

次等種族」各種「開化文明」的事物，使其脫離野蠻邁入文明

這樣的理論成為許多新帝國主義者的「使命」，也合理化各式各樣的侵略

台灣移工問題 
勞工住宿環境，多半緊鄰工廠環境，若發生火災意外

，住宿安全成了移工最擔心的事情。根據消防局統計

工廠火災共 1,954 件，其中蘆竹矽卡工廠跟桃園敬鵬工廠

移工們，11 號前往勞動部抗議，多個勞工團體也前來聲援

歐洲人開始從事跨洲的海上貿易與海外殖民，由於西班

因而促成黑奴貿易的日漸興盛。十七

，也需要大量的

因此歐洲人不斷地將黑人從非洲販賣到美

據估計從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期間，

其對非洲的自然資源

英國商人曾每年自西非進口約五萬噸棕櫚油，用來製造

並以遠高於原料成本的價格銷往非洲，賺取豐

歐洲人更積極地開採非洲的鑽石與黃金。1866 年

非洲鑽石的外銷總值將近八百億英鎊。

各國為攫取最大之利益，並

美國家對外侵略提供理論基礎。

、適者生存」的

適於生存的種族」，

使其脫離野蠻邁入文明

也合理化各式各樣的侵略

若發生火災意外，相

根據消防局統計，從

其中蘆竹矽卡工廠跟桃園敬鵬工廠，就

多個勞工團體也前來聲援。 

 



 

工傷協會理事長 楊國禎

為生產製造，或者是你堆放有毒物質

災難，從最近火災來講，事實皆然如此

你至少讓他們住在一個比較安全比較可以適度休息的宿舍裡面

理事長楊國禎指出，

力相當強，不僅讓廠內勞工們

之中。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不用在擔心說今天是不是有

面疏散，反而是可以直接的

勞工團體呼籲勞動部要求資方廠住分離

被活活燒死，還給移工們安全無虞的住宿環境

─《原視新聞

 

 

 

1. 歐洲人侵略非洲的原因為何

                                                                            

                                                                          

 

 

2. 從文章 2 中可以了解到台灣移工

過什麼方式來解決此問題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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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禎:「你今天又把他們宿舍放在廠區裡面

或者是你堆放有毒物質，或者一些化學容器，它本來就很容易引發

事實皆然如此。所以我們當然要強調，必須要廠住分離

一個比較安全比較可以適度休息的宿舍裡面。」

，工廠通常堆滿很多雜物和原物料，一旦意外發生

不僅讓廠內勞工們，無路可退，就連前來搶救的消防員

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秘書長 朱智宇:「至少在搶救現場裡面

不用在擔心說今天是不是有，全數宿舍撤出，或者是勞工有沒有全數的從廠區裡

反而是可以直接的，今天的戰術要怎麼下達。」 

勞工團體呼籲勞動部要求資方廠住分離，降低意外死亡人數，

還給移工們安全無虞的住宿環境。 

原視新聞》〈移工要求「廠住分離」 今前往勞動部抗議

歐洲人侵略非洲的原因為何？ 

                                                                            

                                                                          

中可以了解到台灣移工(外籍勞工)的問題相當嚴重，

過什麼方式來解決此問題？同時你所提出的方式是比較偏向革命還是改革

                                                                            

                                                                          

                                                                            

                                                                          

你今天又把他們宿舍放在廠區裡面，廠區裡面因

它本來就很容易引發

必須要廠住分離，

。」 

一旦意外發生，傷害

就連前來搶救的消防員，也身陷危險

至少在搶救現場裡面，消防隊員

或者是勞工有沒有全數的從廠區裡

，不要再有移工

今前往勞動部抗議〉2018.09.11 

                                                                             

                                                                           

，你認為可以透

同時你所提出的方式是比較偏向革命還是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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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九：家長同意書 

「多文本閱讀教學」研究參與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中，閱讀可以幫助我們吸收各種不同的資訊，使我們對這

個世界有更深更廣的了解。然而光只有吸收資訊是不夠的，還必須針對這些資訊

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和思考，這些資訊才會產生意義。 

為了能幫助孩子達成上述目標，將利用本學期的「研究法」課程進行多文本

閱讀教學研究，實施時間預定從2018年08月30日~2018年11月02日(約八週)。

在課程實施上，主要藉由思考單(學習單)的提問和小組討論，幫助學生對於文本

有更深入的思考，並讓同學試著思考文本間的關係，最後形成自身的看法。 

此外，為了研究需要，在教學的過程中會透過錄影、拍照、錄音、掃描思考

單(學習單)等方式記錄孩子的學習歷程，並於教學後透過訪談，了解孩子對於學

習的看法，這些寶貴意見都是改進教學的重要線索。為了保護孩子的隱私，研究

報告中不會呈現相關的個人資料(學校、姓名、班級等)，所有身分隱私資料視同

機密處理。本研究所有相關的紙本資料原始檔案，將還給孩子本人保管，影印資

料及電子檔案最多保存20年，屆期紙本與電子檔案將全數銷毀。嚴謹的研究相信

能為孩子帶來助益，僅此說明，期盼獲得家長的支持，若您有任何疑問，歡迎與

我們聯絡(辦公室分機○○○)，非常感謝您！敬祝 

闔家安康、事事如意 

                                            歷史老師○○○ 

歷史老師李柏毅謹致20180905 

 

一年    班 座號：     學生姓名：                   

 

◎經由上述說明，您是否同意貴子弟參與研究？ 

  □同意參與研究            □不同意參與研究 

 

我想提問：                                                                     

                                                                               

 

★家長簽名：            (全名) ★學生簽名：             (全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