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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中區域地理教材
之多元文化觀分析與再現策略
摘要
社會學習領域課程在多元文化教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地理探討人與人、人與地及
地與地的關係，教科書常觸及文化內容，但其內容是否展現多元文化的教育觀點？另外，
在避免課程超載的情況下，多元文化的觀點該如何融入教科書的文字、圖片及學生活動？
為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和文本分析等質性研究方式，瞭解多元文
化與地理教材的關連，並以地理學中在地人/外地人的概念來檢視區域地理教材多元文
化觀點的展現，最後透過分析結果輔以文獻探討，提出在地人/外地人此多元文化觀點再
現於地理教材中的策略。主要研究結果為：
一、區域地理內容和多元文化密切相關
二、各版本區域地理的內容趨向一致
三、教科書內容反映「複合論」的多元文化觀點
四、區域議題的選擇和區域差異指標的選擇強化特定區域的優勢
五、部分內容論述形式缺乏在地人觀點
六、環境和經濟議題的呈現，缺乏相互關聯與完整的環境脈絡
七、再現策略：選擇多元議題、加入在地人視角及批判論多元文化主義論述

關鍵字：多元文化觀點、區域地理、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在地人、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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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Representation Strategies of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of
Reginal Geography in Junior High School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bstract
The curriculum of Junior High School’s social studies learning are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Geography, as one part of this curriculum, look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people and place, and also place and place. Hence
inevitably, geography textbooks touch upon many culture issues.
This research is dedicated to three main purposes. First, analy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Second, use textua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insider/outsider) of regional geography. Third, apply the textual
analysis results and citation analysis to generalize the strategies of infusing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insider/outsider) into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textbook, while avoiding the
problem of curriculum contents over-loaded.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Regional geography teaching contents have strong connection with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2. The contents of regional geography textbooks in three different versions are almost the
same.
3. Textbooks contents’ narrations reflect 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
4. The choices of regional issue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dicators strengthen the
advantages of specific regions.
5. Some issues narrations are lack of the insider’s perspective.
6. The narrations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issues are in lack of interconnectedness and
context relevance.
7. Three main representation strategies are recommended for geography textbooks：choosing
multi-issues, adding insider’s perspective and adapting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narration for
textbooks contents.

Keywords: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Reginal Geography,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Insider, Out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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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多元文化」議題的討論是北美洲多族裔國家的產物，也是民主化的結果，其
初始是針對國內族群問題或少數族群所展開的。在 1960 年代以前，美國社會存在
著文化熔爐（melting pot）的同化主義概念，在此概念下學校的目標為讓學生學習
美國主流的文化，以便在社會上找到工作，並維持社會的制度和文化，其背後理念
為對主流文化的相對自信，認為主流文化傳達較好和正確的價值觀和文化內涵，而
相對弱勢的族群文化則是差的和文化不利的，因此弱勢族群，需要接受補救教學，
以提升其學業成就及社會適應力。在 1960 年代以後族群意識與民權運動（civil right
movement）出現，包含非裔美人的意識覺醒以及隨後婦女意識提高，學術界也開始
投入族群研究，1970 年代末學者將美國社會的族群關係從文化熔爐隱喻，改為沙
拉吧（salad bar）或拼布，強調個體有其不同的顏色、大小、形狀，相互依賴卻獨
立，意即摒棄了同化主義和文化不利（cultural deprivation）
，取而代之的是多元主義
和文化差異（cultural difference），批評美國主流社會以白人中產階級文化為主，希
冀能轉為多元文化社會，教育改革計畫的想法油然而生。
臺灣和美洲相同屬於多元的族群社會，由不同文化、語言背景的族群所構成。
1980 年代解嚴後，隨著政治的民主化，社會思想逐漸開放，本土意識和弱勢團體
的意識逐漸覺醒，多元族群所形塑出的多元社會事實開始被重視，族群間的相互理
解與尊重成為重要課題。台灣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也是在此政治社會脈絡下，再加
上教育與學術界的提倡下匯聚而成（劉美慧，2010），其中教科書因過去統編本教
科書的時代，一元化宰制教科書的內容，違背了多元的精神，無法因應社會需求，
也是多元文化教育討論的要點之一。學術界於 1993 年底出版《多元文化教育》，
為國內第一本有關多元文化教育的專業書籍，隨後也開始掀起多元文化研究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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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包含碩博士論文、期刊、研討會、書籍等，其研究的課題包含外籍配偶、鄉土
文化教育、性別關係、原住民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研究題材包含課程設計目標與
理念、教學與評鑑、學習適應、族語教學、文化認同等。教育方面，我國最早出現
多元文化教育一詞的官方文件為 1996 年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議委員會提出的「教育
改革諮議報告書」，並將多元文化教育列入改革的重點，而行政院原民委員會於
1998 年制訂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為最先明定多元文化課程必須納入學校教育的
正式依據，其後各課綱的擬定都嘗試將多元文化的觀點加入其中，如 1998 年教育
部所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基本理念的內涵第一點即說明了在「人
本情壞方面，要能夠了解自我、尊重與欣賞他人及不同文化等」，另外，也總綱中
亦強調培養學生的十大基本能力，其中，「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的內涵為認識並
尊重不同族群文化，瞭解與欣賞本國及世界各地歷史文化，並體認世界為一整體的
地球村，培養相互依賴、互信互助的世界觀。政治脈絡方面，包含 1997 年《憲法》
增修條文中出現多元文化的字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成立及 2005 行政院通過
《婦女政策綱領》等，另外近年來外籍配偶人數日增，改變了台灣社會的人口結構，
政府也開始關注相關議題，更進一步提出相關的政策，例如 2011 年修改《人口政
策綱領》，保障移入人口基本權，營造友善外來人口之環境，開創多元文化的新社
會、尊重各族群之語言、文化，營造合理教育及工作環境、協助移入人口參與在地
社會機制，倡導多元文化，開發新優質人力資源（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2011）。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學術研究及政府的相關政策可了解，多元文化素養的培養成為我國重要的
課題，教育具備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功能（吳清基，1991），透過教育可以
教導國家所要人民具備的思想，傳遞文化並引導社會變遷，因此培養多元文化素養
自然就成了我國教育政策的要點之一。教科書為教材的一種，為教師教學使用最廣
和頻繁的工具，及普遍學生吸收知識最直接的媒介，同時也是國家傳遞知識的重要
管道。1996 年教科書開放政策上路，2001 年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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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審定制，教科書須依課綱規定來編輯，課綱反應著國家及社會的需求，因此多元
文化的精神即在課綱中被強調。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綱（以下簡稱課綱）中基
本理念中提及「社會學習領域是統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所產生的
知識領域」
，這正是培養多元文化的基本知識，透過瞭解自己和他人，才能進一步
互相尊重，除了基本理念之外，課綱中的課程目標和分段能力指標中也有許多和多
元文化相關的內涵，這凸顯了社會學習領域課程在多元文化教育上的重要地位，其
中地理科探討人與人、人與地及地與地的關係，教科書常觸及文化內容，但其內容
是否皆符合多元文化的教育觀點？，另外，在避免課程超載的情況下，多元文化教
育的觀點該如何融入教科書的文字、圖片及學生活動？為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欲達成的具體目的為：
（一）整理現行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內容，以分析多元文化課程概念於
地理教科書中所涵蓋之範圍。
（二）從多元文化觀點分析現行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的內容。
（三）探討多元文化教育觀點展現於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的策略。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本研究是以多元文化教育的觀點來分析教科書，分析的科目地理科屬於社會
學習領域，因此本節針對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議題的相關研究加以探討，瞭
解相關研究討論的多元文化教育角度為何，接著探討研究之分析方法和指標。

一、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歷史科部分
王甫昌（2001）的〈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
內容與脈絡分析〉
，透過分析一九九七年間《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中之爭議
內容與發生的社會脈絡，探討臺灣目前民族想像與族群意識之間的糾葛關係。研
究指出，爭議是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之間的長期對抗脈絡中出現。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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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因為國家對於未來的期望影響到對於過去的選擇與呈現，使得這樣的爭議難以
解決。不同的民族想像，使得這些歷史詮釋爭議，影響和加強了族群分類意識。參
與這些爭議的人群，其文化心理的基礎，即是擔心自己的所屬的族群、文化和集體
記憶會被抹滅，進而導致族群滅絕。除此爭議事件之外，黃淑英（2000）分析《認
識臺灣》的歷史篇教材後發現，教課書內容雖增添了比過去教科書更多的原住民族
的內容，但全文仍多是以漢人為主體。
陳束真（2006）的〈多元文化論在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教學上的應用-以台灣史
教科書中有關原住民的論述為例〉
，以多元文化教育觀點分析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台
灣史教科書中關於原住民的描述，研究結果發現教科書出現了以下問題：
（1）消失
不見：原住民人物只出現一、二人、有關原住民的具體事蹟只有霧社事件、高砂義
勇隊和在台灣開發史上原住民的貢獻被忽略；
（2）選擇與不平衡：出現「漢族中心」
的偏見類型，包含從漢民族的立場來說明族群接觸的結果、對於歷史事件的敘述，
從單一漢族觀點說明；
（3）不夠真實：輕描淡寫族群接觸時所產生的衝突，未突顯
現今原住民的困境；
（4）零碎孤立：有關原住民歷史發展的介紹都是以「點狀」的
方式呈現；
（5）表面功夫：對原住民祭典文化的介紹趨於表淺化，忽略其深刻的文
化內涵。

二、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科部分
吳瓊洳和蔡明昌（2011）的〈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教育課程之多元文化概念
分析與建構〉，發展出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概念與內涵一覽表，用之檢視九年一貫
課程國中社會學習領域綱要內容多元文化內涵，接著，進一步建構國中社會學習領
域公民教育課程中的多元文化內涵，並根據此研究結果給予國中社會領域公民教
師實施融入多元文化概念的幾點參考：（1）除族群和性別外，融入公民教育之多
元文化概念應顧及更多的弱勢族群；（2）多元文化的概念可以融入到公民教育課
程的各個單元中，小至個人，大至國家與全球，而不應只侷限在特定的議題；（3）
為避免造成課程超載的現象，教師應實際檢視與分析原有公民教育課程目標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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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入之多元文化概念，在既有之課程架構上轉型加入相關概念；（4）公民教育
課程的實施應兼顧「延續國家共同文化的價值」以及「肯認不同族群文化的差異」
兩者之間的平衡。
魏曉盈與董秀蘭（2012）的〈七年級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篇新移民議題的教材分
析〉
，選擇康軒、南一與翰林三個版本七年級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篇教科書進行文本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七年級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篇教科書對新移民議題的呈現，內
容不足且有缺漏，各版本的新移民議題之顯現圖像趨於一致性，且再現形式過於單
一化。
吳瓊洳（2012）的〈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課程內容之意識型態分析〉，透過
內容分析的方式分析 97 年度翰林版之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課程教科書之課文內
容，並訪談 5 位擔任國民中學且任教年資在 10 年以上者之現職公民教師，研究結
果發現，教科書內容仍隱含著肯定本國政府職能的政治意識型態、仍充滿著以漢人
為主流的意識型態、教科書內容趨向性別平權的意識型態，卻仍殘存著有偏見的家
庭意識型態和公民教科書內容仍存在著中產階級文化。

三、綜合討論
從上述文獻得以了解，現行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公民和歷史內容仍有可調整
之處，但地理科內容是否依循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編寫則無法透過既有文獻得知，
因根據研究者統計，無論是學者研究或學位論文，都顯示目前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多
元文化教育相關議題的分析，聚焦之科目為公民科和歷史科，地理未被探討，然而，
地理科與文化存在著緊密的關係，近從我們身在之處臺灣，遠及世界各地，都是地
理觸及的範圍，因此地理教科書內容之多元文化觀點是相當值得探討的。
研究主題方面，從九年一貫課程實施（2001 年）之後到 2013 年間，針對國中
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做多元文化相關議題研究的碩、博士論文，共有十二篇，主題
涵蓋性別、族群、政治和多元文化概念，其中族群部分皆是在探討原住民相關議題，
其中歷史科多從族群的面向分析，公民科則多以族群、性別、階級、新移民作為討
5

論面向。
歸納上述，相較於公民科和歷史科，針對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科做分析的研
究，相當缺乏，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地理科，另外，就討論之多元文化面相而言，
本研究期盼能以新的角度來分析國中社會學習領域的多元文化內涵，因此選擇有
別於以往研究使用之性別、族群及階級等面向，採用地理學中在地人（insider）和
外地人（outsider）的角度來思考與分析。

第三節 研究概念
一、多元文化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的牽涉的範疇廣，因此當學者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多元化教育，自
然就對多元文化教育有不同的理解。國內學者吳清山和林天佑指（2003）多元文化
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意指學校提供學生各種機會，讓學生瞭解各種不同族
群文化內涵，培養學生欣賞其他族群文化的積極態度，避免種族的衝突與對立的一
種教育方式。
就國外多元文化教育學者的觀點而言，Tiedt 等人（1990）認為多元文化教育的
關鍵在於文化，文化是複雜的信念和行為系統，每個人都生在文化之中，我們的信
念源自於自己的民族及文化背景，持續受到經驗所塑造，家庭的價值、語言、行為
大部分都被內化，惟有在遇到其他文化時，我們才開始觀察文化間的差異。若將之
分類來看，多元教育從地理上界定的話，它帶領我們去研究其他國家的文化，建立
地球村的概念，從民族研究來看，它帶領我們去認識特定語言或宗教族群的文學和
傳統。除此之外，多元文教育也包含了障礙者和老年人文化的認識。而多元文化教
育的整體目標，Tiedt 等人認為是世界和諧，使我們能夠和不同的人共存於世界中，
因此學校所提供的課程必須要以學生的文化經驗出發，讓學生除了肯定自己的文
化之外，盡而可以理解並尊重其他文化（黃政傑譯，民 84；Tiedt & Tiedt, 1990,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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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nett（1990）認為綜合性的多元文化教育之定義包含四個面向，分別為運動、
課程設計途徑、轉變過程、承諾，內涵如下：（一）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追求教育
卓越的運動，旨在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和公道，使不同族群團體的子女都能公平地接
受教育；
（二）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課程設計的途徑，試圖將民族和全球的觀點統
合於傳統課程中，以少數族群和非少數族群的學生為對象，教導其有關民族團體和
國家的文化差異、歷史和貢獻，以及過去各種文明；
（三）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過
程，藉以發展個人的多元文化性，促進個人多元方案知覺、評鑑、信仰和行動，焦
點在於理解和學習如何在國際間和國家內去面對文化多樣性，去接納和欣賞不同
文化的人所具有的差異；
（四）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承諾，透過適切態度和技能的
發展，來對抗種族主義和其他各種形式的歧視（黃政傑譯，民 84；Bennett, 1990, 1113）
。美國最早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的學者 James Banks，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是一種概
念、是一種教育改革運動、也是一種過程，其目的在於改變學校的文化與結構，使
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在學校都有公平的學習機會（劉美慧，2010）。
《多元文化教育辭典》（Dictionary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Gant & LadsonBillings, 1997）對於多元文化教育意義的定義為：多元文化教育起源於 1960 年代的
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運動，它是一種哲學概念，也是一種教育過程。多元文化
教育植基於哲學上平等、自由、正義、尊嚴等概念，希望透過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
提供學生不同文化團體的歷史、文化及貢獻等方面的知識，使學生瞭解與認同自己
的文化，並能欣賞及尊重他人的文化。另一方面，多元文化教育對於身處文化不利
地位的學生亦提供適性及補救教學的機會，以協助學生發展積極的自我概念。
綜合以上學者的觀點，可以了解到多元文化教育為一個複雜的概念，是一種教
育改革的理念和運動，其途徑包括課程改革和教學方式的改變。學校除了教導學生
自己的文化之外，也教導學生理解他者的文化，養成積極對待其他文化的態度，了
解並肯定文化的多元性，把不同文化當成值得保存和延續的資源，且不以自身文化
觀點評價他者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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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課程概念
多元文化教育的發展在歐美地區已逾半世紀，對於多元文化課程概念已提出
豐富的想法與觀點，國內學者也透過分析和轉化，提出了融入臺灣社會脈絡的多元
文化課程概念。以下將先從文獻中了解多位國內外學者對於多元文化課程概念的
共同主張，找出具代表性的幾項，接著探討國內學者將國外學者所提之概念轉化與
移植到臺灣社會學習領域課程後的研究成果，作為本研究尋找地理教科書中與多
元文化相關內容之依據。
（一）國內外學者共同主張
劉美慧、陳麗華（2000）廣泛搜尋國內外有關多元文化課程概念的相關文獻，
共找到九位學者在其著作中探討多元文化課程的概念，再採用統計的方式，歸納學
者所提出的多元文化課程概念，以瞭解學者的共同主張，這些代表性的概念可作為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材的參考依據（詳見表 1-1）

表 1-1 多元文化課程概念統計表
概念
文化

Banks

Banks

Gay

Tiedt

Taba

Kniep Santora Iowa

1993

1994b

1975

1995

1971

1989

ˇ

ˇ

ˇ

ˇ

ˇ

1995

ˇ

陳麗華
1997

ˇ

ˇ

次數
8

文化素養

ˇ

1

文化適應

ˇ

1

文化傳播

ˇ

1

文化轉借

ˇ

1

ˇ

2

ˇ

3

文化相對論

ˇ

族群

ˇ

弱勢族群

ˇ

族群階段

ˇ

ˇ

1

族群認同

ˇ

族群組織

ˇ

文化同化
文化多樣性

ˇ

ˇ

ˇ

2

ˇ

4
1

ˇ
ˇ

ˇ

ˇ
ˇ
8

ˇ

3
3

表 1-1 多元文化課程概念統計表（續）
概念

Banks

Banks

Gay

Tiedt

Taba

Kniep Santora Iowa

1993

1994b

1975

1995

1971

1989

涵化

ˇ

社區文化

ˇ

社會化

ˇ

偏見

ˇ

歧視

ˇ

刻板印象
種族

ˇ

1995

陳麗華
1997

ˇ

ˇ

次數
4
1

ˇ

2

ˇ

ˇ

ˇ
ˇ

ˇ

4

ˇ

ˇ

3

ˇ

ˇ

3

ˇ

ˇ

3

階級

ˇ

ˇ

2

家庭

ˇ

1

性別

ˇ

1

特殊性

ˇ

1

婦女運動

ˇ

1

年齡主義

ˇ

1

種族主義

ˇ

ˇ

ˇ

種族隔離

ˇ

ˇ

ˇ

自我概念

ˇ

文化溝通

ˇ

感受

ˇ

5
1

ˇ

2

ˇ

2
1

移情

ˇ

1

自尊

ˇ

1

友誼

ˇ

1

人性

ˇ

1

環境感受

ˇ

權力

ˇ

社會行動

ˇ

1
ˇ

ˇ

3
ˇ

社會控制

2

ˇ

1

壓迫

ˇ

貢獻

ˇ

改變
族群遷移

ˇ
ˇ

ˇ

ˇ

ˇ

2
1

ˇ

4

ˇ

2

知識建構

ˇ

1

起源

ˇ

1

傳統

ˇ
9

ˇ

2

表 1-1 多元文化課程概念統計表（續）
概念
價值
世界觀

Banks

Banks

Gay

Tiedt

Taba

Kniep Santora Iowa

1993

1994b

1975

1995

1971

1989

ˇ

ˇ

1995

陳麗華
1997

ˇ

次數

ˇ

ˇ

4
1

多元觀

ˇ

相互依賴

ˇ

合作

ˇ

缺乏
衝突

ˇ

ˇ

ˇ

ˇ

2
ˇ

4

ˇ

2

ˇ

1

ˇ

2

差異

ˇ

因果關係

ˇ

人權

ˇ

公民權

1
1

ˇ

ˇ

ˇ

3
1

民主

ˇ

ˇ

2

正義

ˇ

1

平等

ˇ

1

自由

ˇ

1

包容

ˇ

1

尊重

ˇ

1

和平與安全

ˇ

1

國家發展

ˇ

1

環境、地方

ˇ

生存

ˇ

地球村

ˇ

ˇ

3
1

ˇ

資料來源：出自劉美慧、陳麗華（2000）
從表 1-1 能了解多元文化的概念繁多，統計出現三次以上的概念包含文化、族
群、族群認同、文化同化、文化多樣性、涵化、偏見、歧視、刻板印象、種族、種
族主義、權力、改變、價值、相互依賴、人權、環境與地方，共十六項可稱為學者
們的共同主張。研究者除了將分析此十六個概念相關的教材內容之外，Banks 所提
的世界觀與 Tiedt 所提的地球村，因與地理科有著緊密的關聯，也將會是研究者分
析的部分。

10

1

（二）國內學者
吳瓊洳和蔡明昌（2011）根據 Banks 從科技整合觀點所提出之多元文化課程應
涵蓋的內容，包含文化、社會化、文化溝通、權力及種族遷移，並商請國內三位多
元文化教育的教授擔任其研究之專家效度，建立了「多元文化教育課程概念與內涵
一覽表」，內容如下：
表 1-2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概念與內涵一覽表
概念
文化

次要概念

相關內涵

1-1 文化接觸與傳播

說明不同文化接觸、互動與傳播、交流。

1-2 文化相對論

了解不同文化與其間的差異，並說明文化沒
有優劣好、壞之分。

1-3 文化多樣性

了解每個人都具有多重的社會群體屬性，社
會上也有多樣化、不同的各個群體。

1-4 社群（區）文化

了解自身社區或社會中各種團體的文化概
況。

族群

2-1 族群遷移與移民

能了解或探討族群的遷移或演變情形。

2-2 弱勢族群

了解社會上較為弱勢群體的狀況，包括性
別、身體差異、年齡、族群差異等。

2-3 族群發展階段

了解不同族群或群體在不同階段的發展情
況。

社會化 3-1 自我概念與認同
3-2 偏見與刻板印象

對自身所屬文化的了解與認同。
了解偏見的意義和社會中的各種偏見現象，
並省思自己的個人與群體偏見。

3-3 歧視

了解歧視的意義和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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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的概念與內涵一覽表（續）
概念

次要概念
3-4 族群中心主義

相關內涵
了解社會上不同文化所認同、珍視的各種意
義與價值。

文化

4-1 文化差異與合作

溝通

說明應平等對待不同的社會屬性，並包容其
差異所在，並說明全球許多的課題有賴不同
的文化群體共同合作。

4-2 相互依賴與肯認

了解各種關係之間的全球化，不同文化間彼
此的相互關係與依賴。

4-3 和解與新夥伴關係

在追求自我實現的過程中，個體之間或個體
與群體之間會產生合作與良性競爭，以建立
良好的社會關係。

權力

5-1 自由與民主

說明理性溝通、相互尊重與適當妥協，是民
主社會中人際、群己與群體間相處的基本原
則。

5-2 公民參與與行動

了解社會行動的意義與力量，以及如何在所
屬的群體中參與或實踐公民行動。

5-3 壓迫、衝突與抗爭

說明社會群體會因價值觀的差異、生活方式
的不同、利益競爭而發生衝突。

5-4 平等、人權與正義

了說明個人或群體為了實現其意志而影響
他人或其它群體即產生權力，了解各種人權
的意義與內涵，以實現社會正義。

資料來源：出自吳瓊洳、蔡明昌（2011）
閻美瑜（2011）根據多元文化課程的重要目標，及國內外學者的多元文化課程
要素和概念，並參考教育部的「國民中學生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綱要能力指標概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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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圖」及「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社會學習領域」內容，建立了「社會領域多元文化
課程主題類目表」
，此類目表經過專家教授給予建議糾正。主類目包含文化、社會
化、文化溝通、權力和族群關係，
「文化」的次類目包含文化的意義、文化的多樣
性、社群文化和價值觀，
「社會化」的次類目包含文化學習、刻板印象、偏見與歧
視、自我認同和文化認同，「文化溝通」的次類目包含融合、同化、涵化和衝突，
「權力」的次類目包含民主、社會行動、階級和人權，
「族群關係」的次類目包含
族群意識、族群中心主義、族群遷移和弱勢族群。詳細類目表如下：

表 1-3 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課程類目表
主題類目
主要

說明

次類目

舉例

類目
文化

1-1 文化的意義

解釋何謂「文化」
，包括 例如文化的內涵可分為器
定義、特徵與內涵。

1-2 文化多樣性

物、制度、理念層次

瞭解不同文化與彼此之 文化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地
間的差異

方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
每一個社群可以保護他們
的文化資產

1-3 社群文化

瞭解社區或社團的文化 各類人民團體、社會組織、
概況

1-4 價值觀

虛擬社群等

瞭解社會上所珍視或摒 尊重生命、誠實、正義都是
棄的價值

社會上普遍認同的價值觀

13

表 1-3 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課程類目表（續）
主題類目
主要

說明

次類目

舉例

類目
社會化

2-1 文化學習

尊 重 並 學 習 不 同 群 文 能介紹並欣賞其他社會的
化，理解與欣賞本國及 文化
世界各地歷史文化

2-2 刻板印象

先入為主的觀念，能察 說明或澄清對不同性別、族
覺到社會上刻板印象的 群、階級、年齡的刻板印象
存在

2-3 偏見與歧 瞭解偏見與歧視的意義 將偏見導向為對人的實際
視

和形成原因，及普遍存 行動，往往表現在剝奪某個
在社會上的偏見與歧視

團體成員的資格及公平的
權利、酬勞或機會等

2-4 自我認同

對自身角色扮演的認同

引導學生了解自己的身體
變化，並能分享自己追求身
體健康與成長的體驗

2-5 文化認同

對自身所屬文化的瞭解 了解與認同本土文化
與認同

文化
溝通

3-1 融合

文化融合是指具有不同 例如台灣美食文化融合了
特質的文化通過相互接 世界各地的美食內容
觸、交流進而相互吸收、
滲透，融為一體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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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課程類目表（續）
主題類目
主要

說明

次類目

舉例

類目
文化

3-2 同化

溝通

瞭 解 強 勢 文 化 利 用 政 例如強勢文化商業品的標
治、經濟或軍事力量推 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廣泛深
展自身文化

入，促使全球趨於一致，並
影響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
人類的適應問題

3-3 涵化

瞭解在文化接觸之過程 例如印度佛教在漢代傳入
中自然的吸納影響，且 中國，經過長時間衝突、碰
各自保有特色、價值和 撞，在過程中互相吸取對方
貢獻

3-4 衝突

的內容和形式而「中國化」

能舉例並說明不同文化 例如中國傳統祭祖儀式，利
和交流的過程中，因差 祖先牌位，燒香等，與基督
異、誤解而產生的對立、 教信仰不可崇拜偶像衝突
爭端等

權力

4-1 民主

瞭解民主的意義與價值

例如說明民主政府的合理
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4-2 社會行動

瞭解社會行動的意義與 舉出真實生活中社會行動
力量

的實例，如討論報紙對性別
報導的偏見並思索解決之
道進而決定身體力行。

4-3 階級

瞭解社會階級存在與不 例如職業、財富所得、政治
平等

權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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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社會學習領域多元文化課程類目表（續）
主題類目
主要

說明

次類目

舉例

類目
權力

4-4 人權

瞭解人權的基本意義與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
內涵

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
權、自由權、平等權、環境
權及公民權

族 群 5-1 族群意識

一個族群所共享的意念 例如持有的世界觀、時間

關係

或信仰，及對自我身分 觀、價值觀、信念、看待事
的認同感
5-2 族群發展

物觀點等

瞭解不同族群在不同階 從過去到現在，不同族群所
段的發展情況

面臨的各種問題與困境、成
就與發展

5-3 族群中心主 理解族群有其自身的觀 提到或澄清「認為自身的文
義

點與價值，不以自身文 化較為優越，而以歧視眼光
化為唯一標準

5-4 族群遷移

個體或群體會以遷移的 教科書中呈現各群的起源
方式尋找更佳的機會

5-5 弱勢族群

來看待別人的文化」

與遷移

在經濟、身體、人數等各 通常指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方面處於較劣勢的族群

和來自異國的新移民，及對
其尊重與關懷的實際作為

資料來源：出自閻美瑜（2011）
以上兩位學者所建立的類目表，皆經過專家審核，說明兩個類目表是具有代表
性的。檢視後發現兩個類目表所涵蓋的主類目是相同的，代表此五項為臺灣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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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裡重要的課程概念，其中閻美瑜的類目表係針對社會學習領域課程所建構
而成，文化、社會化、文化溝通與族群關係四大主類目中幾項次目錄和地理具有相
關性，包含文化多樣性、文化學習、文化認同、同化、涵化、衝突、階級、族群意
識、族群發展、族群中心主義和族群遷移，因此研究者將參酌此類目表之內容，尋
找地理教科書中與多元文化相關的內容，並加以分析。

三、多元文化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取向的理論相當多，諸如保守派、自由主義、複合論與左派本質
論等，以下將探討各派別的看法，以釐清本研究所指之多元文化教育精神之主義。
（一）保守派多元文化主義（Conservative multiculturalism）
保守派人士否認自己有種族歧視（racism）
、性別主義（sexism）或階級歧視（class
bias）
，他們的立場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其實是非白人在挑戰傳統的歐洲文化與教育，
也因此，才有所謂的「西方文化經典」對抗多元文化的論戰產生（鄭培凱，1991）
。
此外，保守派人士認為窮人與非白人家庭的孩子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相對低落，原因
為其家庭價值不彰、教養方式不當，所以發展出所謂的文化剝奪（cultural deprivation）
論，此理論指出一名兒童的可受教性，多半是依其早期社會化階段，以及學前的因
素來加以說明（俞智敏、陳光達、王淑燕譯，1998）。因此，此派論者認為要努力
「同化」文化上受剝奪的孩童，讓其融入「主流」文化社會中。
（二）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游美惠（2010）指出自由主義的基本特色是強調自主（autonomy）與自決（selfdetermination）
，只要是人，不論其種族、性別、階級背景等，都應該是平等的，可
以在社會上公平競爭，但為了避免引起混亂與爭戰，每個人都必須尊重他人自由的
權利。此觀點認為不同族群的差異是出現在私領域，公領域中應享有平等的權利，
因為人類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理性特質（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10）
。雖然自由主
義論主張相互尊重與以容忍的態度來面對差異，但因為其過度強調人與人之間的
「共同性」
（sameness）
，且著重共同性與統一，反而會促成主流文化的發展，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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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經常使得劣勢者之文化無法展現（culturally invisible）
，妨礙多元文化的發展（游
美惠，2010）。
（三）複合論多元文化主義（Pluralist multiculturalism）
複合論者非常強調「差異性」
，但僅注意到表面上的差異，忽略了造成差異的
情境脈絡，因此未能正視造成社會差異背後的社會權力結構，因為這樣的特點，此
流派之立論者在教育上鼓勵學生多元學習，並學習相異族群的文化，但卻未能深入
去了解這些不同文化產生的脈絡，游美惠（2010）即歸納出此立論的缺失之處：
一位強調差異，不代表就能挑戰和顛覆主流支配性的權力結構與論述，而且若
只將差異拜物化（fetishized）
，擁抱且片面強調奇風異俗的結果，就會產生
將多元文化教育化約為「多樣化教育」
（diversity education）的危險，學生
只是學習知識有各式各樣的異文化表象存在，並無助於改變權力運作的現狀，
反倒有弱勢族群之「異文化」工具化，而進一步欲捍衛既存權力結構之嫌。
（游
美惠，2009：49）
（四）左派本質論多元文化主義（Left-essentialist multiculturalism）
本質論認為，有一種本質不會隨著時空而改變，凌駕於歷史、社會背景及權力
的影響，因此左派本質論多元文化主義通常無法注意到文化差異的歷史情境性。
另外，此立論者注意到文化之差異性而為弱勢者發聲，其論述常常強調「被壓迫者
的特權」
，並預設「只有真正被支配者才能有道德位置（moral agency）及被壓迫者
的特權去發動批判與抗爭」以及「支配文化一定是不好的，被邊緣化的文化才是可
取的」
，然而這樣的論述，常被視為過度狹隘（游美惠，2010）
。左派本質論多元文
化主義以靜態的觀點看待多元文化存在之事實，忽略了文化之間具有變異、互動的
本質，同時也僵化了自己的觀點，對於多元文化之間的互動及文化間疆界之跨越之
幫助似乎仍有其限制。
（五）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此派理論植基於 1920 年代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他們關切的問題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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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焦點為現代社會中的支配結構與權力運作。Young（1990）指出公共領域中所
謂的共同標準，事實上為主流族群的特質，隱含了主流的宰制權力，造成非主流族
群被排除和貶抑。由於批判教育學者關注到非主流族群的弱勢，他們引進批判理論
的觀點探討教育相關議題，並發展出關切權力、意識形態與教育之互動關係的批判
教育學。批判性多元文化主義者強調社會關懷，強力批判某種文化強加於他者的暴
力，認為多元文化教育應教導學生探究社會權力的運作，了解這些權力的關係是如
何型塑他們及其家人的生活，進一步再去思索如何能積極地抗拒壓迫性結構，並思
考如何反抗與轉化現實情況（Kincheloe & Steinberg, 1997）。教師在教育現場則應該
要為轉型知識份子，重新建構知識與思想，教導學生從結構性的分析觀點思索權力
資源重新分配的問題，展開社會行動追求社會正義（Giroux, 1997）。
以上為多元文化論述各流派的立論與觀點，透過上述探討可以了解，多元文化
不僅是一個概念，其涵蓋了複雜的內涵，可以是教育觀點，更可以成為改革社會的
力量，研究者認為，瞭解並尊重社會上多元及差異的存在是基本，進一步探究知識
背後的建構脈絡更是不可忽略的步驟，因此研究者所持之多元文化主義立場較偏
向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

四、在地人（insider）/外地人（outsider）
教科書的相關論文中研究主題分為教科書的內容探析和教科書的發展過程，
內容探析中意識形態的類目包含政治、性別、族群、地域、階級和宗教，共六項（張
芬芬，2012），而本研究在討論是否符合多元文化論述時，是以地理學的角度進入
多元文化課程的分析，地理學中的區域地理強調區域是有所差異的，當人身為某區
域的外地人（outsider）時，很可能會和該地區的在地人（insider）在看待該地區議
題時有不同看法。在地人和外地人的區分是以討論之議題其背後的地理空間尺度
（scale）來區分，因此是動態的，一個人會因為不同的議題，決定其是在地人或外
地人的身分。舉例而言，討論國家公園在規劃和發展時，居住在國家公園地理空間
的居民稱為在地人，其餘的人則稱為外地人（如遊客、政府部門與旅遊業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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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之間在訴求上可能就會出現不一定的價值，馬告國家公園預定地的「森林」爭
議即是一例，同樣的一片森林，不同的社群，因為不同的背景，在認識上究產生了
差異，包含了人類利益中心的經濟森林觀點、保育人士的整全生態價值下的森林觀
點、國家公園保護模式下的森林觀點和原住民傳統領域下所認識的森林觀點，如何
整合並妥善看待各種觀點，將是重要的課題（林益仁，2006）。
面對一個區域議題時，無論是在地人或外地人，儘管人們努力逃離自我中心的
地理，還是很難完全擺脫用自己的角度來看事情，會自然地將與自己不同的觀點
「他者化」
（othering）
，並產生他者性（otherness）
，這是人文學科包含人文地理中出
現的概念，當我們面臨差異的存在，需要的是相當的反思，法國人類學家奧吉 Marc
Auge 建議我們必須採取理解他者性的雙叉（two-pronged）取向，（Cloke, 1999）分
別為他者感（a sense for other）和尋求他者的感受（a sense of the other），前者為一
種抽象的感覺，如方向感、節奏感或家庭感，當我們面對差異的寬容消失，無法接
受他者之存在時，這種感受也在消失，但，以另一個角度來思考，不寬容的本身所
建立的他者性，讓這種感受變得極為尖銳，例如國族主義、區域主義和種族淨化等
想法，Marc Auge 認為這牽涉的是一種無法控制產生他者性的過程；後者尋求他者
的感受（a sense of the other）
，可以解釋為察覺某事件某議題或某東西對於他者的意
義，瞭解他者所在乎的為何，此說明了要傾聽他者的聲音，透過他者的窗戶來看世
界，以瞭解他者的立場以及由他們生活出的社會意義。
多元文化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於能夠培養學生瞭解並尊重異己的能力，
因此，本研究認為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精神的教科書，應要同時呈現在地人和外地人
的觀點，並要能夠以他者的窗來看待，因此是否達呈現多元觀點，為本研究判斷其
是否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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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達成研究目的一之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探討釐清多元文化教育與地理教育的連結，並藉由分析現行課程綱
要所呈現之基本內容，找出多元文化概念在地理教科書中呈現的部分，接著，進一
步整理該部分內容在教科書中的章節名稱，以了解多元文化概念在現行的教材中
是透過那些單元或議題呈現，作為進一步分析的研究基石。

二、達成研究目的二之研究方法
首先，根據整理出之現行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科教科書各多元文化概念內
容，分析其是否符合多元文化指標，並挑選出不符合該指標的教科書內容，所使用
的指標是指教科書內容是否提供多元觀點，意即是否涵蓋在地人和外地人觀點，接
著，探討不符合多元文化指標的案例，蒐集與該案例相關之論文研究，了解教科書
所呈現的是誰的觀點，另外又可增加哪些觀點。整個過程係透過焦點團體的方式完
成，由研究者挑出認為未呈現多元文化觀點的內容與參與者討論，參與者包含地理
學者專家、國中地理科教師以及修習過多元文化教育相關課程之地理學系研究生，
經過八次座談，反覆討論而得之成果。
所使用之分析範疇及規準，參酌魏曉盈、董秀蘭（2012）所歸納整理出之文本
內容分析工具所建構而成，分為「說什麼」
（what is said）與「如何說」
（how it is said）
兩種範疇。前者屬於「實質內容」的分析，就教科書議題選擇上，從其表面的說明，
分析教科書的價值觀與意識型態等，進而分析教科書的論述中與背景脈絡如何結
合，又呈現出怎樣的知識權力關係；後者是「敘述形式」的分析，根據教科書的單
元，探究其陳述策略的部分，對於主題進行批判反思，藉由這樣的過程瞭解教科書
論述的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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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分析規準表
分析範疇

本研究的分析規準

說什麼 分析內容的實質部分

1.

教科書文本主題內容與知識概

其範疇聚焦在教科書主題的選

念的選擇（地區別稱、文化舉

擇上，關注到其表面的說明，分

例、地理議題選擇）

析教科書的論述中的脈絡，以及 2.

教科書文本中蘊含的意識型態

呈現出怎樣的知識權力關係。

與價值觀
3.

教科書文本中潛在的假設、偏
見或歧視

如何說 分析內容的形式部分

1. 教科書文本中所選擇的呈現方

此範疇根據教科書的單元，探究

式（如圖片、語言、故事）

其陳述的策略，以文字內容的描 2. 教科書文本中所運用的策略（如
述和呈現，對於主題進行批判反

舉例、對比、類推或歸納等）
3. 教科書文本中內容語句的闡述

思。

形式（在地人/外地人的論述）
4. 教科書文本中強化或弱化的論
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達成研究目的三之研究方法
多元文化教育在目前授課時數有限的限制下，要以一個完整的課程，並納入正
式課程中有其困難度，同時，為了避免課程超載，將多元文化教育「融入」既有的
課程中，成為較可能的方式，為了達成此研究目的，研究者將以文獻探討方式，以
相關理論為基石，設計出多元文化教育融入地理科課程的範例，以說明如何將本研
究所指之多元文化觀融入教科書中的文字、圖片和學生活動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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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理教科書與多元文化教育之結合及區域地理樣貌

通常教科書的形成，無論是編寫依據或審的標準都相當一致，不得違背或偏離
課程綱要，此可見課程綱要的重要性。課程綱要由國家制定，內容說明了國家統治
階層希冀培養出何種國民，從我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中的基本
理念可理解，國家希冀「培養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強
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國民。」
，
此理想藉由各學習領域依據總綱中的課程目標與基本能力，進一步發展各學習領
域的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來將之具體化。
教科書內容除了這類由上而下的統治階層的直接影響，由下而上的影響也同
時存在。以社會環境而言，任一社會都有其傳統文化與政經背景，這將會影響我們
選擇要學什麼和建立何種價值觀，除此之外，持續變化的世界，影響著社會，也牽
動著課程做必要的調整；以人員而言，由教科書制度沿革過程及近年來課綱微調所
引發的爭議事件，可以清楚地了解不再只有統治階層擁有影響教科書內容的力量，
立委、議員、現場教師和未參與課程綱要撰寫的學者專家等有一定的影響力，
《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在修改背景中，即開宗明義提到，課程綱要的修
改除了是因應國家的發展需求之外，也包含「對社會期待的回應」
，其說明為：
「近
年來社會各界對學校教育改革的期許頗為殷切，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改
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有關促進中小學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改革課程與教學、
提早學習英語、協助學生具有基本學力等建議，適為民意的反映，故在國民教育的
改革行動中，必須進行新觀念的課程改革，以滿足社會期待（教育部，2008）。
另外，教科書為教育現場中教師最常使用的教材，對國家、社會有著重大的影
響，因此教科書被視為相當中要的教學工具，國內學者歐用生（1990）即指出「教
科書為學校教育的心臟」
，其組成內容的重要性不言可喻，也因為對於學生的影響
力大，因此教科書的內容若能具有多元觀點，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多元文化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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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教科書是一項文化材，它們傳遞一個國家或社會重要的文化、信念、
經驗及價值觀，亦可藉以達成國家理想的教育目標，且也是教學現場不可或缺的教
材。而正因為教科書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其內容也代表著社會遺產的精華，現代社
會多元的價值觀和各種意識形態必定會再現於教科書當中（藍順德，2010），因此
本研究要探討的並非教科書是否隱藏任何意識形態，因為沒有一本教科書是不含
意識形態的，本研究是要以理性反思的態度，瞭解在多元文化風氣盛行的時代下，
教科書呈現的知識是否呈現出多元觀點。本章旨在探討地理教育與多元文化教育
目標，以釐清兩者之間的關聯，並透過整理現行教科書的內容樣貌，以瞭解與多元
文化概念相關內容之課程安排。

第一節 地理教育功能與多元文化教育目標之結合
一、地理教育的功能
地理學是一門橫跨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具有綜合性質的知識領域（施
添福，1983），透過地理科的學習，可以把各種學科領域的知識體系相結合，因此
這樣的科目在國內外學校教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內地理教育學者施添福透過
地理知識之結構與地理學家獲得知識的過程，經過謹慎的交叉分析之後，提出了地
理教育在學校教育中具備的功能，其中地理教育在學校教育中所具備的功能為「透
過地理科，學生可以接觸到各種切身的問題。在討論和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可以
引導學生進入各種知識形式，特別是學校課程所缺的知識形式，讓學生學習到各種
經驗和發展各種不同的思考方式。」（陳國川，1994）另外，若從社會及國家的需
求角度而言，地理教育可以透過地理的知識內涵，引導學生了解地方、區域、國家
最後到全世界，不僅著眼於培養學生對自己社會或家的歸屬感、認同感和責任感，
對於有別於自身文化的民族、社會、地區或國家，除了有基本的了解之外，也能採
用正確的態度去關心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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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的教育體制中，在 2002 年開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傳統的「學
科制」被廢除，取而代之的為「學習領域」
，地理納入社會學習領域中，而在九年
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的基本理念中提及「社會學習領域是
統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境間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知識領域」
，就其課程目標而言，
一共有十項：
1.

瞭解本土與他區的環境與人文特徵、差異性及面對的問題。

2.

瞭解人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之多元交互關係，以及環境保育和資源開發

的重要性。
3.

充實社會科學之基本知識。

4.

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

5.

培養民主素質、法治觀念以及負責的態度。

6.

培養瞭解自我與自我實現之能力。

7.

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8.

培養社會參與、做理性決定以及實踐的能力。

9.

培養表達、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10. 培養探究之興趣以及研究、創造和處理資訊之能力。
通過審定的教科書，照理而言應都符合以上的課程目標，根據本研究第二章所
統整之地理教科書的樣貌，可得知地理科特別能夠達成一至四項課程目標，其他項
則歸為地理課程的潛在目標，因為有如此的課程目標之設定，這些目標也可以說是
臺灣地理教育所具備的功能。
在英國，地理科被視為「一門和瞭解地表性質有關的學科。所謂地表性質，主
要是指地方的特徵、人類和環境間的關係及彼此間的交互作用、人類活動的空間組
織和活動區位的意義」
（陳國川，1991）
，而學校教育中的地理教育在培養學生對社
會事務的處理能力方面，具有相當大的價值，因為其討論的議題涵蓋極廣，另外，
也有助於學生認識生活周遭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並將所學之知識運用到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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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可培養學生有關懷鄉土、地域、國家和國際事務的意識。
在加拿大，其皇家地理教育組織與華盛頓國家地理社會組織，針對為何學地理
提出了十大理由：
1.

為了瞭解影響每日生活的自然環境系統（例如：地球和太陽的關係、水循環、
風和洋流）。

2.

學習各地方（place）的區位（location）與各地方的自然及人文特色，使在現在

互相依賴的世界運作得更有效率。
3.

為了瞭解過去的地理，以及地理是如何在人類發展上為重要角色。

4.

建立對自己社區、領土、國家和世界的心智地圖，使理解地方和事件在何處。

5.

解釋人類和自然系統是如何形塑和改變地表。

6.

瞭解社會的空間組成和瞭解哪些東西是隨機分布的。

7.

指出各種尺度的空間分布（從本地到世界）
，以了解人和地方之間的複雜關聯。

8.

能夠合理的評論牽涉自然環境與社會關係的議題。

9.

感激地球為我們的家園，並針對資源的使用提供有智慧的管理決策。

10. 瞭解全球之間的相互依賴，並成為更好的世界公民。
此十大理由為學習地理所能更習得和建立的知識、能力以及價值觀，也可視為
地理教育所提供的功能。
綜觀我國與英國和加拿大對於地理教育所具有的功能，可瞭解到地理教育不
僅可以讓學生認識一地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並解觸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而在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各地區的依賴性提高，因此地理所探討人與人、人與地、
地與地之間的互動時，不再局限於小尺度之內，且由於地理教育所教授的範圍遍及
全球，對於培養一位世界公民和探討全球議題而言，扮演重要的角色，也說明了地
理教育所具備的重要價值。

二、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
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學者們雖有著不同的解釋，但也尚存有相同之處，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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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根據以下幾個學者專家的觀點，進行整理與歸納。
（一） Banks（1993）
1.

轉變學校結構與教學以提升所有學生學業成就。

2.

幫助所有學生對於不同文化、種族、民族與宗教同體發展出正向態度。

3.

協助弱勢學生建立信心，包含課業及可影響政治和社會之效能感（a sense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efficacy）。

4.

協助學生發展角色取替的能力，並考量別於主流文化之不同族群的觀點，
如婦女、社經地位較低的、少數族群等。

（二） Tiedt 與 Tiedt（1995）
1.

了解概念方面：包含能了解自我、生活方式、文化、個人和團體改變、文
化接觸、個人的文化遺產、人和團體的異同、能力、職業多樣性、刻板印
象等概念。

2.

獲得價值方面：包含有自我尊重、欣賞他人和自己之優點和缺點、尊重異
與同、接納文化多元性和不同生活方式、願意消除刻板印象、建立生活的
積極態度等。

3.

發展技能方面：能分析文化遺產的影響、分析異與同、區別事實與刻板印
象、認識偏見行為、澄清個人價值、運用解決衝突的技能。

4.

表現個人行為和社會行為方面：能致力於多消除不平等的現象、對抗偏
見、運用校內外人際資源、參與學校活動、解決衝突、運用人際技巧等。

（三） Bennet（1995）
多元文化教育包含四個核心目標及六個次要目標，四個核心目標為：接受與欣
賞文化多樣性、尊敬人類尊嚴與人權、崇敬並保護的地球、擔負世界社群的責任；
六個次要目標為：發展多元歷史觀點、加強文化意識、加強跨文化能力、對抗種族
主義與性別主義、加強對地球及世界動態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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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Grant 與 Sleeter（1996）
1.

培養批判思考能力：關心族群、貧窮、性別等議題、質疑社會上的布正
義。

2.

了解造成不同族群地位的原因：不同的族群如何界定自己的歷史，文獻如
何描述他們、不同族群的文化、族群之間的關係為何、如何改善族群關係。

3.

培養公民責任感：包括尊重自己與他人、參與民主決定過程、參與社區行
動。

劉美慧（2010）依據上述學者的主張，將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歸納如下：
1.

維護教育機會均等的精神

2.

提升弱勢族群學童的學業成就

3.

瞭解與支持文化多樣性

4.

培養群際關係

5.

培養增能與社會行動力
以上多為教育層級的多元文教育目標，國內學者江學齡（1997）就國外學者所

提出的多元文化教育觀點，融合我國國情之需要，針對課程與教學的層次提出以下
的目標：
1.

改變學校環境，以創造一個尊重各個對社會進步有貢獻的不同的族群環境

2.

改變教材教法，以使得課程具有包容性和真實性

3.

運用不同的教學方法，以幫助各種不同學習型態的學生學習

4.

提升並教導世界其他族群的價值觀

5.

延聘來自不同族群的教師與行政人員
綜上所述，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在創造一個機會均等的教育環境，在此環境中

每個族群擁有相同的地位，學習上也都能夠提高學業成就，彼此之間除了瞭解尊重
自身的文化之外，也要能尊重及欣賞異己的文化，進而培養出多元的處事觀點及看
世界的角度。而多元教育目標的建立有賴於學校課程的轉化及教法的配合，課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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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應能培養學生的包容性及面對不同族群的正向態度，同時要有批判思考的能
力，瞭解非正義或具有刻板印象或偏見的內容，在學校教職人員的延聘也要來自不
同族群，以符應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

三、以地理教育為手段達成多元文化教育之目標
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多且廣，要達成這些目標的課程，除了設計額外的多元文
化課程之外，將多元文化育的精神融入各學科的教學也是能夠培養學生多元文化
觀點，進而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的方式，就地理科而言，國外學者 Tied & Tiedt
（1999）曾從地理學的角度去定義多元文化教育，認為多元文化教育引領我們研究
及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建立地球村的概念，這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文化學習
與國際視野」的基本能力有著相同的涵義，說明了地理科在多元文化教育上扮演重
要角色，並提供了學生培養多元文化觀點的機會。
國際地理學會（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下設的地理教育專題學術單位，
也於第二十九屆的會議，發表了「為文化多樣性的地理教育之國際宣言」
（International Declaration on Geographical Education for Cultural Diversity），提出了以
下五點說明（IGU，2000）：
1.

地理教育提供世上人類發展的基礎：

（１） 對保障人權具敏感度的能力。
（２） 瞭解、接受和欣賞文化多樣性的能力。
（３） 理解對於人們和其社會條件之同理與批判的不同觀點。
（４） 願意去注意自身生活型態對地方的影響，並擴展社會脈絡。
（５） 瞭解保護環境的急切需求，並將環境正義的想法傳入正在經歷環境災難
的地方社區和區域。
（６） 具備在自身所處的社會和地球村中，扮演見識廣博和積極的成員。
2.

地理研究和教學對於人類了解世界上的文化、社會和環境貢獻極大
地理透過對地方、空間、領土和自然資源和人類生活空間等的研究，在識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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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的人類的文化多樣性和潛在的共同性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因此，地理為自然和
社會科學間重要的「橋梁」
。地理學長時間有對各種尺度（地方、區域和全球）的
議題決策有顯著的貢獻，議題包含資源管理、健康、環境評估、運輸和氣候變遷與
災害管理。由於人類自二十一紀後關注的為自然與人類所造的環境，地理的主要貢
獻在於其教法以及科學的努力，增進我們在空間方面上對人和自然間的關係之理
解。
3.

地理教育對於瞭解地方、區域、國家、國際各尺度上環境保育的需求有所貢獻
地理教育讓人們能夠批評和評價其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並理解這些日常行

為和其他人、地方和區域發展之關聯與造成的影響。
4.

地理課程使個人在不同教育階段都能將地球視為遺產來保護
透過幼兒教育到高等教育等所有不同階段的教育所發展而成的地理觀點，培

養了以下個人在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所需具備的能力：
（１） 個人方面－包含自身對環境保護的貢獻與支持之體認。
（２） 社會方面－具有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一起工作的意願和能力，並建立
共識。
（３） 空間方面－需瞭解個體的文化是由多元的空間尺度（地方、區域和全球）
所交疊而成。
5.

根據以上，因此申明：

（１） 地理學為瞭解我們在世界上所處的地方，以及人們是如何和其他人和他
們的環境互動上之必要的視角。
（２） 地理研究和教育促進和提升了在地方、區域或國家尺度上的文化理解、互
動、公平和正義。
（３） 所有學生都有機會透過將會使他們成為具備廣博地理知識之人的地理教
育來發展社會、文化和環境價值。
（４） 作為地理學專家和地理教育者我們應持續提升全球地理教育以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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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境和發展的挑戰。
由上述的探討可知，由於地理教育帶領學生認識世界，包含環境、文化以及資
源分布，並建立學生用不同空間尺度看待社會議題，且其處理的議題範圍廣，再加
上其可培養學生有關懷鄉土、地域、國家和國際事務的意識以及尊重和欣賞文化多
樣性的能力，與多元文化教育之目標互相呼應，因此研究者認為地理科為建立學生
多元文化觀點相當理想的科目，就教科書的內容而言，又以區域地理的內容最適合
發展具有多元文化觀點的教材，以下根據本研究第二章的區域地理內容為例來說
明原因。
區域地理的教科書內容不僅提供了學生對於各區域或國家自然環境的認識，
還包含產業介紹、族群與文化、人口和環境等的議題，不同地區往往呈現不同的區
域特色，這種「區域差異」的展現，說明了多元社會的存在，也代表著區域地理在
多元文化教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各種議題的呈現上，若能夠展現出多元的視角，確實指出因區域差異所形成
的不同觀點，即是透過地理教育促進學生以多元觀點來看待議題，並站在不同立場
探究問題，而此不同立場並非只單純指不同族群或文化，以地理空間的角度出發，
發生該議題在地人的想法，以及外地人對同一個議題的想法，也是一種多元的觀點，
而此種在地人和外地人觀點的比較為地理科有別於其他學科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目
標的方式之一。

第二節 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地理教科書基本內容分析
為了因應九年一貫「一綱多本」，所造成的各版本課程內容差異極大的問題，
教育部於民國 94 年 8 月 8 日正式公告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以利各版
本教科書編輯、教師教學、學生學習以及升學考試的參考，以貫徹「一綱多本」的
政策精神。目前市面上各版本的教科書皆是以基本內容為基礎撰寫教科書，因此本
節將分析社會領域地理科的基本內容，瞭解國中課程內容的編撰架構，找出多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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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概念在地理教科書中呈現的部分，以作為後續分析的基石。
基本內容是由課程綱要發展而成，並依循各學科之性質做安排，以社會領域
「地理科」內容而言，是依照三項基本原則安排（林聖欽，2006）：
1.

遵循九年一貫國民教育課程綱要的理念，以國民所需要的基本知識為設計基
礎，以期依此基本知識，能與社會學習領域其他分科進行統整能力教學。

2.

配合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所揭櫫的能力指標，減少與國民小學教材內容的
重複性，並在主要概念上讓高級中學地理課程得以適當銜接，以符合地理課
程的螺旋式結構特質。

3.

盡量涵蓋重要的地理知識，並以區域差異作為課程內容的主要概念，強化學
生對當代社會多元性的認識，與對各種差異的理解與包容，以培養在地感情
，擴展國際視野。
課程內容的安排，主要是從近到遠、具體到抽象的安排，首先先由臺灣開始介

紹，接著依序為中國、亞洲再到世界，學習的宗旨為人類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林
聖欽，2006）。基本內容的設計中，分為主題軸、內容和說明三大部分，其中多項
主題軸中，地理科是以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能力指標中與地理學空間、區域核
心概念最為接近的「人與空間」及「全球關聯」兩項作為主題軸欄位的內容，而內
容及說明以下分年級說明。

一、七年級地理科基本內容
七年級的內容使用的主題軸為「人與空間」
，內容欄位，涵蓋臺灣的位置、自
然環境、人文環境、環境問題與保護、產業、區域發展共六項內容，說明則有十三
點（詳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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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七年級內容
主題軸

內容

說明

人與空間 臺灣的位置 1.臺灣的位置
從地圖中判別臺灣及其周邊海域的位置。
說明臺灣的絕對位置與相對位置。
2.臺灣的範圍
說明臺灣的陸地（臺澎金馬）和海域（領海及經濟海域）
。
說明臺灣的海陸位置與臺灣經濟、文化、居民生活的關係。
臺灣的自然 1.臺灣的地形
環境

說明臺灣主要地形的分類、分布及其對人類活動的影響。
2.臺灣的氣候
說明臺灣氣候的特色及其形成原因。
3.臺灣的河流
說明臺灣河流的特色、功能及其開發與保育。
4.臺灣的海岸與島嶼
說明海岸的類型及其開發保育。
說明臺灣的島嶼組成。
說明四面環海特色所帶來的影響與發展機會。

臺灣的人文 1.臺灣的人口分布與人口問題
環境

說明臺灣人口分布型態與環境的關係。
說明臺灣人口問題與解決方案。
2.臺灣的聚落與都市化
說明聚落類型與聚落發展。
說明都市化的形成原因與影響。
3.臺灣的交通
說明臺灣的交通類型與水陸運輸系統。
說明交通發展對經濟、人口與生活品質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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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七年級內容（續）
主題軸

內容

說明

人與空間 臺灣的環境 1.臺灣的環境問題與環境保護
問題與保護

說明臺灣環境災害與解決方案。

臺灣的產業 1.臺灣的農漁業
說明臺灣傳統農漁業的特色及所面臨的衝擊。
說明現代農業經營方式的改變。
2.臺灣的工商業與國際貿易
說明臺灣的工商業發展與工商業地帶的分布。
說明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及貿易地區。

臺灣的區域 1.區域發展與差異
發展

說明臺灣不同區域的發展特色。
說明不同區域間（如城鄉、東西、南北、本島與離島等之
間的差異）的差異。
說明區域均衡發展的方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八年級地理科基本內容
八年級的內容使用的主題軸為「人與空間」
、
「全球關聯」
，人與空間的內容欄
位包含中國的自然環境、人口、產業、環境與資源問題和區域發展特色五項，說明
共九點，全球關聯的內容欄位有東亞及南亞兩項，說明共四點。（詳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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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八年級內容
主題軸

內容

說明

人與空間 中國的自然 1.中國的位置
環境

說明中國的絕對位置與相對位置。
2.中國的地形特徵
說明中國依地勢高低所區分出的三個階梯面及其特色。
3.中國的氣候分區
說明依氣溫與降水的指標所區分的季風、乾燥、高地三大
氣候區及其特色。

中國的人口 1.中國的人口分布與人口問題
說明中國人口空間分布與環境的關係。
說明現階段的人口問題與解決方案。
中國的產業 1.中國的農、牧業
說明中國的產業發展歷程與變遷。
說明中國農業區與牧業區的形成與分布。
2.中國的工、商業
說明中國主要的工業生產地帶與國際貿易類型。
說明中國與臺灣的經濟互動。
說明中國在世界經濟的角色。
中國的環境 1.中國的土地及水資源問題
與資源問題 說明三個地形階梯的土地資源問題和對策。
說明水資源分布、供需不一的問題和對策。
2.中國的環境問題與對策
說明環境災害、環境污染問題和環境保育對策。
中國的區域 1.中國三大區域的區域特色與形成原因
發展特色

說明中國北部、南部、西部地區的區域特色。
說明區域特色的形成和發展與城鄉演化、運輸網路、人口
問題等區域特色形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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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八年級內容（續）
主題軸

內容

全球關連 東北亞

說明
1.東北亞的自然環境
說明日本和朝鮮半島的自然條件，特別強調地形和氣候特
性對兩地發展上的影響。
2.日本和南韓產業發展的背景和分布特性
說明兩國經濟發展的因素與臨海的區位特色。

東南亞與南 1.東南亞的多元文化和產業發展
亞

說明中國、印度、伊斯蘭文化以及西方殖民力量對本區的
深刻影響，與殖民時代留下的熱帶栽培業及礦業基礎和近
年來的觀光發展。
2.南亞的人口問題和產業發展
說明南亞的人口壓力、經濟潛力與環境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九年級地理科基本內容
九年級的內容使用的主題軸為「人與空間、全球關聯」
，內容欄位包含西亞與
中亞、俄羅斯和歐洲東半部、歐洲西半部、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大洋洲與兩
極地區、全球性議題共八項，說明共十六點（詳見表 2-3）。

表 2-3 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九年級內容
主題軸

內容

說明

全 球 關 西亞與中亞 1.西亞和中亞的產業發展
連、人與
空間

說明西亞和中亞乾燥氣候與經濟活動的關係。
2.西亞的政治紛爭
說明西亞政治紛爭的形成背景及對全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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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九年級內容（續）
主題軸

內容

說明

全 球 關 俄羅斯和歐 1.俄羅斯和歐洲東半部的地理環境
連、人與 洲東半部

說明俄羅斯和歐洲東半部的自然環境、種族和文化的共

空間

同特色。
2.俄羅斯和歐洲東半部的政治與產業發展
說明俄羅斯和歐洲東半部的戰略地位、政治背景和經濟
困境。
歐洲西半部 1.歐洲西半部的地理環境
說明歐洲西半部地形和氣候的優越性以及文化傳統的豐
富性。
2.歐洲西半部的產業發展
說明歐洲西半部高度資本化的產業特色。
非洲

1.非洲的自然環境
說明非洲的地形（單調）和氣候（對稱）特性。
2.非洲的產業發展和人口問題
說明非洲的多元文化發展和種族多樣性所衍生的問題；
非洲的資源和產業發展。

北美洲

1.北美洲的產業發展
說明北美洲高度資本化的農業與工商業特色。
2.北美洲的現代文明
說明北美洲現代文明的形成背景及對全球文化的影響。

中南美洲

1.中南美洲的熱帶雨林和高地景觀
說明中南美洲熱帶雨林和高地景觀的區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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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社會學習領域基本內容九年級內容（續）
主題軸

內容

全 球 關 中南美洲
連、人與
空間

說明
2.中南美洲的產業發展
說明中南美洲產業發展主要依附在歐美國家的特色。

大洋洲與兩
極地區

1.大洋洲的環境與產業發展
說明大洋洲的環境特色，與以農、牧、礦、觀光為基礎
的產業發展。
2.冰天雪地的兩極地區
說明兩極地區的環境特色和人類活動。

全球性議題 1.全球經濟議題
說明全球三大經濟版圖的劃分、世界經濟分工和國際經
濟組織，並強調國際間貧富差距、戰爭與疾病、跨國勞
工移動問題與解決方案。
2.全球環境議題
說明在高度經濟發展下造成的全球環境問題（如氣候變
遷、溫室效應、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及其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上述各年級基本內容可瞭解社會學習領域的課程安排，是以區域為單位
組織課程，而內容架構部分，七和八年級前幾項內容為基礎知識的建立，後面以環
境特色和區域特色兩項作為統整，如八年級中國的部分是以「中國的環境與資源問
題」和「中國的區域發展特色」作為統整的課程設計，學生在學習完前面的「中國
的自然環境、中國的人口和中國的產業」的基礎知識後，再以上述基礎知識統整分
析中國的環境與資源問題及中國的區域發展特色。而八年級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
與九年級西亞、中亞、俄羅斯、歐洲、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大洋洲與兩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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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等世界地理部分，因為涵蓋的國家多，在說明部分，直接點出該區域的人文及自
然地理要素，及其區域特色，除了包含各區域的基本認知外，也強調各區域影響臺
灣人民最大的區域特色，最後，再以全球議題統整國中階段所學習的內容。
此種以區域為單位的課程組織方式，與多元文化教育息息相關，公民和歷史多
是以「種族」的角度來看臺灣多元的社會，地理也別於公民和歷史，以「區域差異」
角度來看待臺灣多元的社會，透過分析比較各區域的差異，培養學生認識自己，並
進一步能夠尊重他人的國民素養，此即符合九年一貫教育所強調的「人本情懷」：
了解自我、尊重與欣賞他人及不同文化等；與「民主素養」
：自我表達、包容異己；
與「鄉土國際意識」
：鄉土情、愛國心（林聖欽，2006）
。地理所呈現的「區域差異」
，
自然環境的部分，屬於客觀的事實，較不易滲入主觀的意識，因此不同教科書編寫
者，無論是該區域的在地人或外地人，他們所撰寫出的內容會是一致的，相較之下，
人文環境和區域議題的部分，在詮釋相關議題時，由於主觀意識容易融入文字或所
選擇的圖及照片中，不同教科書編輯者在撰寫同一個議題或文化時內容會較不一
致，他們身分為該區域的在地人或外地人也影響其撰寫的內容，因此人文環境部分
為本研究聚焦之處。然而，課綱內的基本內容僅為教科書編輯的參考，各版本教科
書實際挑選的區域議題為何需進一步整理及探討。

第三節 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地理教科書之區域地理樣貌
根據上述的探討可知，地理教科書中區域地理的部分最能看出教科書撰寫是
否秉持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因此本節先整理出各版本區域地理的章節名稱，以了
解區域地理在國中學習階段的樣貌（詳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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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版本區域地理部分章節名稱
冊

版

單元

別

本

/篇名

章名

節名

第 康軒 台灣的人文 5 台灣的區域

5-1 北部區域─政治、經濟中心

二

環境與區域

5-2 中部區域─三級產業齊頭並進

冊

發展

特色

5-3 南部區域─農工業並重
5-4 東部區域─山明水秀與多元文化
5-5 金馬地區─戰地色彩濃厚
6 台灣的區域

6-1 區域間的差異

發展的差異

6-2 均衡區域發展的對策

南一 彩繪台灣風 6 區域

6-1 區域劃分

情

6-2 台灣的區域特色
6-3 台灣的區域發展差異
6-4 台灣的國土規畫

翰林 台灣的環境 5 台灣的區域
（下）

5-1 台灣的分區

特色及發展

5-2 北部區域

（一）

5-3 中部區域
5-4 南部區域

6 台灣的區域

6-1 東部區域

特色及發展

6-2 金門、馬祖離島區域

（二）

6-3 台灣區域差異
6-4 區域均衡發展的對策

第 康軒 第一單元

1 南部區域

1-1 南部區域概述

四

中國區域地

1-2 南部區域分述──華南

冊

理

1-3 南部區域分述──華中
2 北部區域

2-1 北部區域概述
2-2 北部區域分述──華北
2-3 北部區域分述──東北

3 西部區域

3-1 西部區域概述
3-2 西部區域分述──蒙新地區
3-3 西部區域分述──青藏地區
3-4 西部大開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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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版本區域地理部分章節名稱（續）
冊

版

單元

別

本

/篇名

第 康軒 第二單元
四

世界地理

冊

（一）

章名

節名

1 世界地理概

1-1 全球海陸分布

述

1-2 地形
1-3 氣候
1-4 人口
1-5 文化

2 亞洲概述與

2-1 亞洲概述

東北亞

2-2 東北亞──日本
2-3 東北亞──南、北韓

3 東南亞與南

3-1 東南亞

亞

3-2 南亞

南一 中國大地風 1 南部區域

1-1 自然環境

情畫

1-2 區域發展特徵
1-3 區域發展問題
2 北部區域

2-1 自然環境
2-2 區域發展特徵
2-3 區域發展問題

3 西部區域

3-1 蒙新地區
3-2 青藏地區
3-3 區域發展問題

多元新世界 4 全球概述

4-1 陸地與海洋
4-2 全球氣候類型
4-3 全球人口與發展概況
4-4 多元的文化景觀

5 亞洲概述與

5-1 亞洲概述

東北亞

5-2 東北亞

6 東南亞與南

6-1 東南亞

亞

6-2 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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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版本區域地理部分章節名稱（續）
冊

版

單元

別

本

/篇名

第 翰林 中國大地
四

章名

節名

1 南部區域

1-1 自然環境

（下）

1-2 經濟發展

冊

1-3 都市與交通
1-4 環境議題
2 北部區域

3 西部區域

2-1

自然環境

2-2

經濟發展

2-3

都市與交通

2-4

環境議題

3-1

自然環境

3-2

區域特色

3-3

經濟發展與環境議題

世 界 風 情 1 世界概說

1-1 全球的海洋與陸地

（上）

1-2 世界地形概述
1-3 世界氣候概述
1-4 世界人口
1-5 多元的人文景觀
2 東北亞

2-1 日本群島──日本
2-2 朝鮮半島──北韓、南韓

3 東南亞與南

3-1 東南亞

亞

3-2 南亞

第 康軒 世 界 地 理 1 西亞與中亞

1-1 西亞的自然環境

五

1-2 西亞的產業發展

（二）

冊

1-3 西亞的近代發展
1-4 中亞的自然環境
1-5 中亞的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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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版本區域地理部分章節名稱（續）
冊

版

單元

別

本

/篇名

章名

節名

第 康軒 世 界 地 理 2 歐洲概述與

2-1 歐洲的自然環境

五

歐洲西半部

2-2 人口與經濟

─南歐

2-3 歐洲聯盟

冊

（二）

2-4 南歐主要國家─觀光興盛的文化
國度
3 歐洲西半部

3-1 西歐的自然環境

─西歐與北

3-2 西歐主要國家─高度工業化

歐

的國度
3-3 北歐的自然環境
3-4 北歐主要國家─善用自然的福
利國度

4 歐洲東半部

4-1 東歐的自然環境

與俄羅斯

4-2 東歐主要國家──經濟崛起
中的新興國度
4-3 俄羅斯的自然環境
4-4 俄羅斯的人文特色

5 北美洲

5-1 北美洲的自然環境
5-2 北美洲的發展

6 中南美洲

6-1 中南美洲的自然環境
6-2 中南美洲的人文特色

南一 放眼看世界 1 西亞與中亞

1-1 西亞
1-2 中亞

2 歐洲概述與

2-1 歐洲概述

南歐

2-2 南歐

3 西歐與北歐

3-1 西歐
3-2 北歐

4 東歐與俄羅

4-1 東歐

斯

4-2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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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版本區域地理部分章節名稱（續）
冊

版

單元

別

本

/篇名

章名

節名

第 南一 放眼看世界 5 北美洲

5-1 自然環境

五

5-2 人文特色

冊

6 中南美洲

6-1 自然環境
6-2 人文特色

翰林 世 界 風 情 1 西亞與中亞

1-1 西亞

（中）

1-2 中亞
2 歐洲概說與

2-1 歐洲概說

南歐

2-2 南歐

3 西歐與北歐

3-1 西歐
3-2 北歐

4 東歐與俄羅

4-1 東歐

斯

4-2 俄羅斯

5 北美洲

5-1 美洲的畫分
5-2 北美洲的自然環境
5-3 北美洲的經濟發展
5-4 北美洲的族群與文化

6 中南美洲

6-1 中南美洲的自然環境
6-2 中南美洲的人文環境
6-3 中南美洲的經濟發展

第 康軒 世 界 地 理 1 非洲

1-1 自然環境

六

1-2 人文特色

冊

（三）
2 大洋洲與兩

2-1 大洋洲─太平洋島群

極地區

2-2 大洋洲─澳大利亞
2-3 大洋洲─紐西蘭
2-4 兩極地區

3 全球經濟議

3-1 交通革新

題

3-2 跨國企業與國際分工
3-3 經濟全球化的衝擊
3-4 經濟組織與經濟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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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各版本區域地理部分章節名稱（續）
冊

版

單元

別

本

/篇名

章名

節名

第 康軒 世 界 地 理 4 全 球 環 境 議 4-1 氣候變遷
六

（三）

題

4-2 水資源問題

冊

4-3 生物多樣性銳減
南一 世界地球村 1 非洲

1-1 自然環境
1-2 人文特色

2 大 洋 洲 與 兩 1-3 大洋洲
極地區

2-2 兩極地區

3 全 球 經 濟 議 3-1 全球經濟發展
題

3-2 全球經濟的競爭與合作
3-2 全球經濟發展問題

4 全 球 環 境 議 4-1 氣候變遷
題

4-2 生物多樣性
4-3 水資源

翰林 世 界 風 情 1 非洲

1-1 自然環境

（下）

1-2 農礦業為主的經濟
1-3 族群與文化
1-4 困境與展望
2 大 洋 洲 與 兩 2-1 大洋洲
極地區

2-2 兩極地區

3 全 球 經 濟 議 3-1 交通革新與全球經濟發展
題

3-2 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問題
3-3 全球經濟的競爭與合作

4 全 球 環 境 議 4-1 氣候變遷
題

4-2 水資源問題
4-3 生態系統失衡
4-4 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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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整理後發現，各版本的章節安排一致，進一步閱讀各版本所挑選的議題後，
發現各版本內容出現了大同小異的現象，且和前述課綱中的基本內容相同，因此可
以推知，現行國中教科書各版本的內容一致之原因在於各版本教科書的編撰皆有
參考課綱中的基本內容來撰寫。而各家出版社會參考基本內容來撰寫教科書和教
科書編輯和審查的相關規定有密切關聯，依據教育部 2000 年、2003 年以及 2008 年
所發布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
，其總綱實施要點中對於教材之編
輯及審查，規定「國民中小學教科用書應依據課程綱要編輯，並依法由審查機關（單
位）審查通過後，由學校選用。」
，另外依據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
書審定辦法》
，第七條明定「審定機關應依據課程綱要審定教科圖書」
，此兩項即說
明了課程綱要的重要性，同時，也解釋了各版本教科書內容呈現一致的現象。然而，
各版本針對各地理議題呈現的論述形式、議題觀點及圖文呈現的情形為何？又，是
否是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待第三章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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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版本區域地理之內容分析
根據第二章教科書的內容樣貌分析可以了解現行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
書的內容安排，但其內容的實質部分和形式部分為何，為探討其是否符合多元文化
教育精神的重點，因此，本章即透過分析工具，包含兩大範疇和七大規準，來探討
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的內容是否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精神。

第一節 臺灣區域地理分析
一、文本分析之「說什麼」分析
（一）教科書文本主題內容與知識概念的選擇
三個教科書版本於第二冊皆將臺灣分為五個區域來敘寫，分別為「北部」
、
「中
部」、「南部」
、「東部」以及「金門、馬祖地區」，於各區域特色及發展敘寫後，三
個版本皆進行各區域的比較呈現其之間的差異，並以臺灣區域均衡發展的政策作
為臺灣區域地理的結尾。以下即依照課文內容的小節安排順序進行分析。
1.

北部地區
三個版本劃分出的北部區域，所涵蓋的縣市包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

園市、新竹縣市和宜蘭縣。翰林版所呈現的北部地區域之區域特色為「首要都會
區」
、
「海空門戶」及「高科技發達」
，第一點特色是針對臺北市和新北市敘寫，提
及「臺北市是中央政府的所在之地，也是許多大企業總部的據點，為臺灣政治、經
濟、文化的中心。（頁 47）」第二點特色是在說明臺北港和基隆港口以及桃園國際
機場的重要性，第三點特色則主要是指新竹市的科學園區，以及臺北市的內湖科學
園區與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康軒版將北部區域的特色定為「政治、經濟中心」
。南
一版未整合出北部區域的特色，而是以所含縣市的特色來呈現北部特色，指出「臺
北市為北部核心也是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樞…。新竹為高科技產業的火車
頭…。宜蘭在蔣渭水高速公路開通後成為台北都會區外圍的新興住宅與休閒遊憩
區。（頁 63）」。
47

綜觀三個版本的教科書內容，在主題內容與知識概念的選擇，皆將北部地區定
為臺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核心，且除了介紹北部區域的特色之外，也點出縣市
特色，唯有翰林版在縣市特色部分省略了宜蘭縣。
2.

中部地區
三個版本劃分出的中部區域，所涵蓋的縣市包含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

投縣和雲林縣。翰林版所呈現的中部地區域之區域特色為「花卉蔬果專賣區」
、
「休
閒農業發達」及「傳統產業轉型」
，其中，傳統產業轉型指的是轉為精密機械工業。
康軒版將中部區域特色定為「三級產業齊頭並進」
，提及「中部區域的農林特產豐
富，長期為臺灣重要的農業生產地區。民國六十年代後，工商業蓬勃發展和交通建
設，使中部區域的核心都市—台中快速發展。…提到為了改善當地的經濟和減緩人
口流失，政府在濱海地區開發如彰化濱海工業區、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台塑六
輕）等，為中部區域的工業發展注入新動力（頁 51）」。南一版未整合出中部區域
的特色，而是以所含縣市的特色來呈現中部特色，指出「中部地區為農業，包含稻
米、花卉、蔬果的重要供應地。中部區域的高度發展地帶以臺中為核心…。近來，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中部科學園區的開設，引入石化工業和精密機械進駐，改
變原有的工業結構。（頁 64-65）」。
綜觀三個版本的教科書內容，中部區域特色的介紹是以產業為核心，皆有提及
中部地區的農業發達、近年來農業由傳統農業轉向休閒農業，並說明了中部地區花
卉蔬果在臺灣的重要性。工業發展的部分，三個版本皆有提及臺中的發展，但彰化
濱海工業區、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之發展，僅康軒版和南一版有提及。
3.

南部地區
三個版本劃分出的南部區域，所涵蓋的縣市包含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和澎湖縣。翰林版所呈現的南部地區域之區域特色為「臺灣的榖倉」
、
「養殖
漁業發達」
、
「重工業發達」和「觀光業發達」
。康軒版將南區域特色定為「農工業
並重」
，除了指出南部地區為全臺農漁業的生產重鎮，高雄為臺灣重工業的發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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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外，於縣市特色部分，也說明臺南在歷史文化上保有重要性，有「文化古都」
之稱，另外，也點出南部的觀光業，包含屏東豐富的閩、客和原住民文化、國家公
園和澎湖的特殊地形。南一版未整合出南部區域的特色，而是指出所含之各縣市主
要發展的或具優勢的產業，提及「嘉南平原和屏東平原為本區農業的主產區，沿海
潟湖和沙洲多，養殖漁業興盛。澎湖群島地形平坦，降雨量少…，居民以漁業為主，
近年來觀光業成為發展主軸。南部兩大核心為高雄和台南，高雄市以工業和港口機
能著稱，石化、鋼鐵、造船等工業發達…。臺南市的歷史資產豐富、文化薈萃…，
正朝文化觀光方向發展。（頁 67）」。
綜觀三個版本的教科書內容，南部區域特色的介紹是以產業為核心，皆指出南部地
區農業、養殖漁業發達、高雄重工業的發展及地位和臺南文化資產，另外，部分縣
市的觀光業也是各版本敘寫主題的重點之一，在觀光業此部分，稍微不同之處在康
軒版有提及屏東豐富閩、客和原住民文化，其他兩個版本無。
4.

東部地區
三個版本劃分出的東部區域，所涵蓋的縣市包含花蓮縣和臺東縣。翰林版所呈

現的東部地區域之區域特色為「文化多元」
、
「觀光業為主要產業」和「優質農產品」
，
並因環境污染相對較少而此區為「臺灣後花園」
。康軒版將東區域特色定為「山明
水秀與多元文化」
，指出東部地區由於人口外流，勞動力老化，政府結合當地資源
推文化與觀光業結合。南一版則是將說明東部對外交通相對不便，工業發展相對緩
慢，以大理石為原料發展水泥、石材工業，而緩步的發展使得得以保有良好的自然
生態景觀，並點出良好的環境以及傳統原住民文化為此區和西部地帶的最大區別。
綜觀三個版本的教科書內容，東部區域特色主要以此區域具有良好的環境品
質和多元文化兩點為核心論述，並據此兩點特色延伸其他的特色，如優良的農產品
和文化觀光資源。
5.

金門、馬祖地區
翰林版所呈現的金門、馬祖區域特色為「兩岸交流最前線」和「蓬勃的離島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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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第一點特色提及「早年兩岸軍事對峙的年代，本區與大陸之間壁壘分明，經
濟發展緩慢。自實施小三通之後，金門、馬祖成為兩岸貿易往來的窗口，經濟發展
快速，居民所得顯著提高。
（頁 61）」
，第二點的觀光資源是指金門和馬祖的特色建
築和昔日戰地的坑道和碉堡。康軒版將金門、馬祖區域特色定為「戰地色彩濃厚」
，
說明其有戰地遺跡，此外，提及金門農業以種植高粱、花生為主，高粱酒和貢糖是
主要名產，馬祖則是多以漁業為生。南一版雖未點出整合的區域特色，但其提及的
觀點和前兩版本相似，指出「金門和馬祖傳統上漁業發達，… 所生產的高粱用來
製酒聞名全國。戰地政務解除後，金門和馬祖積極發展觀光，而小三通政策的實施，
則使金馬地區成為臺灣與對岸中國交通往來的重要管道之一。（頁 71）」。
綜觀三個版本的教科書內容，皆強調金馬地區過去為重要軍事基地，在戰地政
務解除之後，觀光遊憩業成為其發展的重點，此外，實施小三通也是各版本共同提
及的重點之一。
6.

臺灣區域發展差異
翰林版將臺灣的區域發展差異分為四點，分別為「人口分布差異」
、
「經濟發展

差異」
、
「教育程度差異」和「其他差異」
，前三點是以北、中、南、東四區的差異，
「其他差異」則是在比較城鄉及平地山地間的差異。康軒版於區域間的差異一課，
將差異分為兩點，分別為「本島和離島的差異」和「本島內部的差異」
，後者更進
一步分成三點進行比較，其中分別為「平地與山地的差異」
、
「東部與西部的差異」
和「城市與鄉村的差異」
。南一版指出由於臺灣各區域資源條件不同，發展出也呈
現明顯差異，並以「人口成長與密度」和「就業人口比例」和「家庭所得」作為比
較的指標。三個版本在比較各區域的差別之後，皆以政府提出的「國土空間發展策
略計畫」來說明均衡臺灣各區域發展的可能方式。
綜觀三個版本的教科書，皆有比較臺灣各區域的差異並提出均衡區域發展的
可能方式，但在比較差異時所使用的指標和區域範圍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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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科書文本中蘊含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
三個版本的教科書雖在描寫台灣各區域特色時，在舉例中有些微不同，但基本
上各版本所呈現的各區域特色是一致的。北部區域的特色被定為全臺灣政治、經濟
和文化的中心，並發展附加價值高的高科技產業；中部區域則強調其花卉蔬果在臺
灣的重要性，以及離島的工業區和傳統產業轉型而成的精密工業等；南部區域主要
說明其農業和養殖漁業的發展、高雄的重工業、台南的文化產業及觀光資源；東部
區域，所介紹的除了石材工業之外，各版本所共同指出的是其優良的環境以及其多
元文化，及以此兩項特點所發展出的農業和觀光業；最後，金門和馬祖地區的特色
為此兩地具有濃厚的戰地色彩，並利用之所發展而成的觀光業。
整體而言，各區域的特色介紹，多是利用其產業來說明，即使是在說明特殊景
觀或有多元民族的區域，最後大都將之歸納為可發展成觀光業，促進地方經濟，如
翰林版提及「昔日戰地的坑道、碉堡，目前也成為金馬的地區特有的觀光資源（頁
61）」
，而若無特別發達的產業之縣市就在課文中被省略，例如宜蘭縣就在翰林版的
北部區域特色介紹中被省略，另外，在提到具環境污染問題，並影響在地區民生活
的工業發展時，忽略了在地人反對的聲音，只站在開發者的立場，如康軒版提及「為
了改善當地的經濟和減緩人口流失，政府在濱海地區開發如彰化濱海工業區、雲林
離島式基礎工業區（台塑六輕）等，為中部區域的工業發展注入新動力。
（頁 51）」
，
以上在無形中傳達了經濟發展對一個區域的重要性凌駕於其他環境或文化的區域
特色的價值觀。
而在此種區域特色的敘寫方式下，形塑出了臺灣各區域的區域想像，北部區域，
被視為臺灣政治、文化和經濟的核心，發展高科技產業，中部和南部區域則是提供
糧食和經濟作物和重工業發展佳的區域，東部區域在經濟發展上相對緩慢，因擁有
相對較好的環境品質，被視為有發展農漁業和觀光遊憩業的基礎，而在論述各區域
在區域發展時，中部、南部和東部及金門和馬祖地區都有「不利」或「缺乏」的地
方，並出現需要「改善」或「轉型」的地方，只有北部區域幾乎沒有，在區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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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提到宜蘭的翰林版中更是完全沒有，這易使教科書的讀者將北部區域視為較佳
的區域。
這樣的區域想像在介紹區域差異的章節更加凸顯，三個版本的教科書所採用
的比較面向，包含經濟發展、教育程度、基礎建設等等在比較過後，都是北部較好，
此加強了北部區域各方面都較優良的意識型態，忽略了若用別的指標比較，或許會
出現的不同結果，如我國政府於 2013 年正式開始統計的「國民幸福指數」。
（三）教科書文本中潛在的假設、偏見或歧視
檢視教科書的論述會發現，多是站在北部或整個西部地區的位置，例如翰林版
在東部區域一章節提及「經濟發展雖較緩慢，卻留住一片少污染的淨土，有臺灣後
花園之稱。
（頁 57）」此段文字中用「後花園」來比喻東部區域，雖是在讚揚東部區
域的優良環境，但卻是很明顯的將西部地區假設為「前」
，在晚清時期花蓮和台東
地區曾被稱為「後山」，康培德（2004）根據清代志書等官方論述得出後山作為一
個地理空間，含有文化階序高低之分，其中更具有「漢/非漢」以文明指標對比的
暗示，而在交通改善之後，台東和花蓮地區不再那般神秘，良好環境被看見，如同
課文所述汙染少，因而得到後花園的稱號，雖看似美名，卻也加深了其環境不該被
開發，應保持原樣提供給國人悠閒遊憩，這有違部分在地人生活經濟上的需求，而
所保留下來的「後」一字，除了帶給人次要的感受，也顯示出撰寫者非以在地人觀
來論述。

二、文本分析之「如何說」分析
（一）教科書文本中所選擇的呈現方式
於各區域介紹部分，三個版本所包含的內容大致相同，首先介紹自然環境，接
著即介紹區域特色，區域特色的介紹除了整體的特色之外，區域內部分縣市的特色
也被另外提出，所使用的圖包含該區域的地圖和能說明區域特色的照片。
而在臺灣區域差異的章節中，雖然各版本比較的各部分面向有相同點，但因論
述內容不同，其使用的呈現方式有些微不同，例如說明人口密度時，翰林版使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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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圖，康軒版使用示意圖，南一版則是使用柱狀圖。
又如說明家庭所得時，翰林版使用主題地圖以色彩飽和度作為收入高低的區
分，康軒版使用表格填入統計數字，且只呈西部區域間產業發展、家庭平均所得與
人口密度最高與最低的縣市之相關數據，南一版則是使用柱狀圖，其他面向的比較
有如述兩個例子相同採用文字輔以統計圖或統計表的方式呈現。而值得注意的是，
雖然各版本在介紹區域時皆分成北、中、南、東與金門和馬祖區域五個區域，但在
比較區域差異時，在許多面向的比較上，文字論述所輔助說明的統計圖或表都只出
現北、中、南和東四個區域，南一版在就業人口比例以及家庭所得兩部分，除了使
用的統計圖表沒有提到金門和馬祖區域（圖 3-1~圖 3-2），其文字論述中也沒有提
到金門和馬祖地區和其他區域的差異，而只是特別強調東部區域和其他區域在各
方面的差距；康軒版雖然在統計圖表中缺了金門和馬祖區域，但在區域差異的章節
中，有針對本島和離島之間的差異做比較；翰林版則雖在文字論述上也多是只比較
四個區域，只有在「其他差異」一點的最後一段提到「離島在人口密度、經濟發展、
教育程度各方面，都與本島有明顯差距（頁 65）」
，但因在比較「人口分布」
、
「經濟
發展差異」和「教育程度差異」時所使用的統計圖或表，多是以整個臺灣作為底圖
來製作主題地圖，臺灣各區域的狀況都能在圖表中呈現，可補足文字上的不足之處。

圖 3-2 家庭所得比較圖

圖 3-1 就業人口比例圖
資料來源：康軒版社會第二冊

資料來源：康軒版社會第二冊

（頁 72）
，2014

（頁 72）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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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科書文本中所運用的策略
三個版本在臺灣區域的單元，在各區域的介紹，都是由自然環境著手，界定範
圍，說明地形和氣候，再進入區域的特色介紹，其中多數的區域特色和地方產業具
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接著藉由比較的方式去呈現各區域的差異，最後，提出均衡區
域發展的對策，各版本所提出的對策和各區的區域特色相呼應，且所提的對策都包
含政府在環境保育與國土保安的前提下所制定的「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
，這項
計畫對於各區域的規劃和教科書中的區域特色相配合，透露出因地制宜的特點，但
同時也在讀者心中再次加深了教科書所建立起的區域想像。
（三）教科書文本中內容語句的闡述形式
在各區域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多是以外地人的視角出發撰寫，如南一版在介紹
北部區域時，提及「蔣渭水高速公路開通後…，蘭陽平原因而成為臺北都會區外圍
的新興住宅與休閒遊憩區。
（頁 63）」
，其論述的方式為「蘭陽平原成為臺北都會區
的…」非「使宜蘭地區…」或者其他以宜蘭出發的論述，因此可看出此是以臺北都
會區的觀點來說明蔣渭水高速公路開發之後的影響，缺乏了其對宜蘭地區居民或
環境所帶來的各種影響，例如此種論述即違反了本研究所指的多元文化觀點。
（四）教科書文本中強化或弱化的論述
首先，從各版本的教科書文本中可發現，區域發展的介紹，在文字的論述上除
了臺灣本島外，離島地區只提到了金門和馬祖，以及包含被包含在南部地區的澎湖
群島，其他的國土範圍都未被提及，有的在地圖中甚至被忽略，如南洋群島、棉花
嶼、花瓶嶼等，再加上比較區域差異時，也多著墨於北部區域、西部區域、南部區
域和東部區域四區的比較，這說明了教科書強化了本島地區才是較重要的潛在意
識。
第二，三個版本在比較區域差異時，雖都是以客觀的數據分析來說明北部的優
勢，東部地區成為最需要協助發展的地方，強化了東部的劣勢。翰林版於區域差異
的章節中有東部區域的相關論述包含工業最不發達、每人平均綜合所得東部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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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和大學院校量數北部區域為東部區域的 10 倍；康軒版的相關論述為「臺灣東
部地區因形式封閉、交通不便、開發較晚，在產業發展、家庭平暈所得與人口成長
方面都明顯落後於西部地區（頁 60）」
、
「離島、山地、東部與鄉村地區則人口不斷
外流，公共設施相對不足，經濟成長較緩…。
（頁 61）」
；南一版在所使用的三個面
向之論述的方式，更是針對北部區域和東部區域做比較，於「人口成長和人口密度」
面向提到「東部地區人口外流，呈現負成長，人力資源相對不足（頁 72）」
，於「就
業人口比例」面向則提到東部區域的一級產業就業人口高於其他區域，另外在「家
庭所得」面向則是以數據凸顯北部和東部區域的差異，指出「北部區域的平均家庭
年所得 123 萬元高於其他區域，相較於東部區域更達 40 萬元。（頁 72）」。從以上
所述的各本版內容，可以看出東部區域的劣勢被強化出來，但其優勢卻未在區域比
較時被彰顯，例如其明顯優於其他區域的生活環境品質，雖在分區介紹時有提及，
但在做差異的比較時卻未出現，弱化了此項優點。

第二節 中國區域地理分析
一、文本分析之「說什麼」分析
（一）教科書文本主題內容與知識概念的選擇
三個教科書版本於第四冊皆將中國的區域發展特色分為三個區域來敘寫，分
別為「南部」
、
「北部」和「西部」
，各版本三個區域的編寫順序皆是由自然地理出
發，介紹各區地理範圍、地形和氣候，接著切入文地理的部分，介紹各區域的特徵
和相關議題。以下文本即按照課文的內容的小節安排順序進行分析。
1.

南部地區
翰林版的部分將中國南部地區分成四個小節，分別為自然地理、經濟發展、都

市與交通和環境議題，其中環境議題一節所選擇的議題為過度開發所產生的環境
問題，舉例為圍湖造田所造成的長江中下游水災問題，並提出中國政府為了治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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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採取的行動，其中課文特別針對三峽大壩的興建做說明，說明興建三峽大壩所
帶來的正面和負面影響。
康軒版的部分將中國南部地區分成三個小節，分別為南部區域概述、南部區域
分述—華南和南部區域分述—華中，區域的發展與特色分成華中和華南兩區域進
行敘寫。第二節華南地區中，第四點的標題為「華南特色—中國經濟開放的先驅」
，
說明華中地區在中國近代的經濟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並特別介紹其核
心發展地區珠江三角洲的發展。第三節的華中地區中，第四點的標題為「華中特色
—中國的經濟命脈」說明了此區經濟對中國而言的重要性，特別介紹以上海為核心
的 T 字形的軸線發展，點出長三角經濟圈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核心，另外，也說
明重慶市在三峽大壩工程的完工後，成為華中的另一個重要發展都市。
南一版的部分將中國南部地區分成三小節，分別為自然環境、區域發展特徵和
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發展特徵的內涵為南區的產業發展及交通建設，說明此區為中
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地帶，經濟改革開放後更成為公、商業迅速發展的地區，區域發
展問題內涵則是在說明高度發展的同時，此區所面臨的三大個問題，分別為洪患威
脅、環境污染以及長江三峽水利工程引發的衝擊。
綜觀三個版本，除了自然環境之外，都點出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對中國的重要
性，康軒本更是將之定為南部區域的特色，而三峽大壩的興建為三個版本所共同提
及的，翰林版和南一版在環境議題中提出，康軒版則是側重在其對經濟帶來的正向
影響。
2.

北部地區
翰林版的部分將中國北部地區和南部地區相同分成四個小節，分別為自然地

理、經濟發展、都市與交通和環境議題，其中環境議題說明華北的兩個環境議題，
第一，黃河在進入黃淮平原之後，由於地勢突然平緩大量泥沙淤積，使得下游河床
高出兩側地面形成「懸河」
；第二，華北乾旱問題，下游斷流對農業和工商業產生
不小的衝擊。
56

康軒版的部分將中國北部地區分成三個小節，分別為北部區域概述、北部區域
分述—華北和北部區域分述—東北，區域的發展與特色分成華北和東北兩區域進
行敘寫。第二節華北地區中，第四點的標題為「華北特色—中國的政治核心」
，指
出「自古以來有許多朝代定都於此，長期做為中國的政治中心，行政、軍事及商業
機能皆十分完備，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
（頁 25）」
，在此點也提出此特色所造成
的問題，包含市內建築新舊並存的都市問題，以及環境負荷問題。第三節的東北地
區中，第四點的標題為「東北特色—中國傳統重工業的重心」說明東北地區殖民時
期修築鐵路，興建港口所奠定下的良好工業基礎，以及近年來遼中南工業區與華北
地區的京津唐工業及山東半島一帶，組成的「環渤海經濟圈」
，另外，也提出中國
政府為了改善老舊工業區所制定的「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計畫」。
而別於南部區域，北部地區在區域分述多了第五點，分別為華北的「環境問題
與治理」
，東北的「都市發展與特色」
，華北的環境問題所討論的為水資源不足和黃
河在華北地區造成的水患問題，而東北的都市發展與特色所討論的為瀋陽和哈爾
濱兩都市的發展，其中在說明哈爾濱時指出「在殖民時期曾作為俄國控制東北的基
地，市區仍保留許多俄式建築，有東方莫斯科之稱。
（頁 29）」
。南一版的部分將中
國北部地區和南部區域相同分成三小節，分別為自然環境、區域發展特徵和區域發
展問題，區域發展特徵的內涵為南區的產業發展及交通建設，區域發展問題則包括
五點，分別為水資源相對不足、水旱災頻繁、沙塵暴危害、農業生態環境退化和工
業轉型的挑戰。
綜觀三個版本的教科書，雖然撰寫區域議題的安排方式略有不同，但提出的環
境問題卻都是相似的，包含缺水問題、黃河淤積、乾旱等問題，另外，康軒版和南
一版也共同提及東北地區所遇到的工業區老舊問題。
3.

西部地區
翰林版的部分將中國西部地區同分成三個小節，分別為自然地理、區域特色、

經濟發展和環境議題，其中第二節區域特色又分成兩區域說明，分別為西北地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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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地區西北地區分為內蒙古、河西走廊和新疆三點說明，青藏地區分為藏北高原、
藏南縱谷、柴達木盆地和青海湖盆地四點說明，各區內涵包含主要的產業發展以及
少數民族的介紹。第三節的經濟發展與環境議題，說明隨著西部地區工礦的發展，
就業機會增加，青藏鐵路通車後，觀光人數增加，但此兩項經濟上的發展卻也帶給
此區生態的衝擊，另外，由於人口數增加，對於糧食的需求，造成土地過度使用，
超過環境負載力。
康軒版的部分將中國西部地區分成四個小節，分別為西部區域概述、西部區域
分述—蒙新地區、西部區域分述—青藏地區和西部大開發政策，區域的發展與特色
分成蒙新和青藏兩區域進行敘寫。第二節蒙新地區中，第四點的標題為「蒙新特色
—東西往來的通道」
，此點主要說明因為其位置關係，種族、宗教多元，且因與中
亞等國比鄰邊際貿易興盛，已在邊界地區開放多處邊境貿易場所，另外特別強調新
疆為新歐亞大陸強的重要樞紐。第三節青藏地區中，第四點的標題為「青藏特色—
不再遙遠的青藏地區」，此點提及青藏地區的傳統作物為青稞及主要牲畜為犛牛，
並說明青藏鐵路興建所遇到的問題，以及興建完成後所帶來的觀光效益和生態環
境與傳統文化的衝擊。
南一版的部分將中國西部地區分成三小節，分別為蒙新地區、青藏地區和區域
發展問題。蒙新地區和青藏地區兩節內容包含兩大點，分別為自然環境與區域發展
特徵，兩地區的區域發展特徵皆在論述其產業發展情況。在第三節區域發展問題包
含三點，自然環境限制、開發過度和文化衝擊，自然環境限制一點指出興建基礎建
設的困難，開發過度則是指出各種開發所導致的植被稀少、沙漠化和沙塵災害等問
題，而第三點文化衝擊，所指的是交通建設改善後，當地少數民族與外來移民間，
因文化差異引發的衝突以及傳統文化的流失問題。
綜觀三個版本的教科書，在人文地理的部分，皆說明了西部地區地理位置的重
要性，也提及此區的主要居民為少數民族和簡述一些少數民族的生活及文化，另外，
各版本共同提及的重要議題為青藏鐵路的興建，除了介紹興建所帶來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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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都說明了其帶來的衝擊，其中生態環境衝擊三個版本皆有提及，而文化衝擊
的部分只出現在康軒版和南一版。
（二）教科書文本中蘊含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
首先，三個版本的教科書在中國區域地理的主題，皆是分成三個區域論述，且
每個版本相同地區的特色大同小異，南部區域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核心，北部地
區為中國的政治核心以及傳統重工業區，西部地區為東西往來的通道，此區工礦業
的發展和青藏鐵路的建設也為各版本論述的重點，整體而言，是以經濟發展為論述
的核心，但也未忽略在經濟發展後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每個區域的介紹後都有提及
各地區所面臨的環境問題，顯現出環境議題的重要性，如翰林版在西部地區提到
「…青藏鐵路通車後，帶來許多觀光客，也對青藏地區脆弱的生態造成衝擊（頁
43）
。」
，說明了青藏鐵路的建設，帶來了經濟效益但也對青藏地區造成環境的衝擊。
第二，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為該區的主要民族，近年來由於交通的改善，外地
人開始進入此區，無論是從事開採礦產的工作、觀光業的人或純粹為遊客，對於少
數民族生活不免會受到影響，在南一版中指出「然而，當地少數民族與外來移民間，
因文化差異所引發的衝突，以及傳統文化的流失，也成為本區在發展上的隱憂。
（頁
47）」
，此論述將傳統文化流失和族群文化上的衝突視為發展隱憂，說明了尊重文化
差異，以及保留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三）教科書文本中潛在的假設、偏見或歧視
就客觀的事實而言，中國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的確不如中國東部地區，在說明
為了改善西部地區的情況，加速其發展，三個版本皆提到中國政府正積極開發此區
的礦產資源、交通建設和觀光業等，但提到的西部大開發中，其中兩項大工程，西
氣東輸與西電東送，皆是在補足東部資源的需求，不免讓人產生西部地區為東部地
區的輔助，有上下之分。且各版本在用詞上仍保留了「塞上」此說法，有著邊界、
內外之分的意涵。另外，在康軒版教科書中所提供的閱讀文章中，更提及新疆過去
的稱號為「化外之區」
，雖然全文旨在說明新疆現在為邊際貿易熱絡之地，但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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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在意義上為文明地區以外的地方，除了顯示出非以在地人角度出發之外，也
藏有其為非文明地區的貶抑。

二、文本分析之「如何說」分析
（一）教科書文本中所選擇的呈現方式
三個版本各個地區的文字說明都是由介紹自然環境開始撰寫，指出各區的地
形與氣候，接著進入人文地理的部分，主要論及各地區的產業發展、重要的都市和
交通的發展，最後以環境議題作為結尾，圖片也配合文字的敘述，呈現產業發展相
關的照片，以及環境污染的示意圖或照片，這樣的呈現方式，不僅可以讓讀者了解
中國各區的發展狀況，同時也能引領讀者去了解在發展背後可能發生的問題。但在
少數民族為主的西部地區之論述和圖片，卻有明顯不足之處，和北部地區與南部地
區相同有提到環境問題，但在環境問題之外，由於少數民族為此區的主要民族，應
要加以說明，但三個版本的呈現的內容和圖片只在說明其宗教、食物和節慶活動，
衝突面相卻僅以簡單的幾個文字提出或只提一個衝突發生因素，如南一版和康軒
版提及青藏鐵路通車後傳統文化面臨衝擊，翰林版提及的則是西藏地區政教合一
的政體，在中國政府介入後被破壞，藏族的傳統文化受到衝擊，此兩點都是重要的
因素，另外，其實產業開發背後也存在衝突發生的原因，然而，各版本在說明衝突
發生的原因說明時，皆只挑選了部分原因，缺乏整體背景的說明。
（二）教科書文本中所運用的策略
在各地區的比較上，由於中國的區域發展特色單元，只有以各地區作為章（課）
的主題，並未像臺灣區域地理做各區域的比較，因此沒有在文字上呈現出發展上的
對比。
而在各章（課）皆有的議題方面，採用的是正反並陳的方式，並以舉例的方式
加以說明，就南部地區的興建三峽大壩議題而言，翰林版的內容為「其中最受矚目
的三峽大壩，具有防洪、發電、航運、蓄水等功能，經濟效益雖高，對環境的衝擊
卻也不小。完工後水位上升，雖使得上海至重慶間航運更加便利，帶動長江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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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發展，但廣大的土地被淹沒，其中包含許多耕地及名勝古蹟，且沿岸動植物生態
也遭破壞，並有百萬人被迫遷移（頁 17）。」，南一版更是將此議題列為區域發展
問題一節的其中一點，為三個版本中論述最完整的一個，指出「長江三峽大壩水利
工程兼具防洪、發電、供水及航運的功能，但其引發的社會問題，以及對環境生態
的衝擊備受關注。（頁 19）」其中所提的社會問題包含，古蹟和聚落被淹沒後，被
迫遷移之居民的安置工作和生活適應問題，以及環境的生態問題也是以實例的方
式將影響具體化，內容為「三峽大壩的存在改變了長江流域的生態與環境，如河口
的崇明島受泥沙來源減少的影響而面積縮減、珍稀的中華鱘洄游產卵的通道被阻
斷而面臨生存威脅等。（頁 19）」康軒版在此議題上，只提及其經濟價值，並未對
其負向影響做論述。翰林版和南一版這樣的策略，讓讀者即使在沒有教師引導下，
也能誘發他們去思考議題多元的面向，了解看似具有多項優點的議題，對事件對當
地人生活或該區域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三）教科書文本中內容語句的闡述形式
教科書中文本所使用的語句闡述形式，從對地區的稱號敘述方式就可知是由
外地人的觀點出發，如翰林版對北京中關村的敘述為「有中國矽谷之稱的中關村，
是高科技工業中心，電子資訊產品的生產重鎮。（頁 29 圖 1-2-21）」此段敘述呈現
出並非北京中關村地區的在地居民對自己居住地區的稱號，而是外人根據此地的
地區特色所提出的稱號。
雖然這類的稱號多數為根據客觀事實所形成的，且多是美意，並不具有貶抑，
但卻容易忽略在地人對其生活地區的真正想法與感受，舉例而言，西部地區中青藏
地區的柴達木盆地，南一版的論述為「柴達木盆地的煤、石油、池鹽等資源豐富，
有聚寶盆之稱。
（頁 45）」
，翰林版的論述方式為「因的處內陸，四周又有高山圍繞，
水氣不意進入，雨量少，農業發展條件差，但是煤、石油、湖鹽等天然資源豐富，
有聚寶盆之稱。
（頁 42）」
，此所謂的聚寶盆，其實是對來開採和受益的外地人而言，
因為此區的少數民族仍多從事傳統的農牧業，而開發和建設所帶來的工作機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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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都是由其他地區較為貧困的人民，經中國政府鼓勵而前往從事勞力的工作（茨仁
夏加，2008），且所開採出的資源，也非受益於當地，而是運往中國其他區域，這
在中國政府的政策中已彰顯出來，如西部大開發政策所提的「西氣東輸」和「西電
東送」
，將西部生產的天然氣東輸至長江三角洲地區，電力則是分北、中、南三路
送往東地區，綜合這兩點，可歸納得到，所謂的「聚寶盆」並非當地人的聚寶盆，
而是外地人的聚寶盆。由此可知，教科書闡述的形式是以外地人的觀點來論述。
（四）教科書文本中強化或弱化的論述
在教科書的分區方式之下，所劃分出的西部地區的居民為少數民族，包括內蒙
古的蒙古族、新疆的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以及西藏地區的藏族，因此依照本研究
所謂符合多元文化的內容而言，應要提及少數族群，並且在說明此區的特色以及面
臨的相關問題時應涵蓋少數民族的觀點，三個版本中，康軒版和南一版有提出少數
民族為本地區的主要民族，並以少數民族為主詞，說明其產業活動，南一版雖是在
西部地區的「文化衝擊」一點下的說明才提及此區為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帶，但在產
業一小節的農牧業下有提及少數民族從事游牧，整體而言，在產業的部分，尤其是
農牧業的論述是符合本研究之多元文化觀點的。
然而，在針對傳統文化所造成的衝擊部分，雖有提及，但缺乏完整的背景說明，
弱化了引發衝突的歷史及社會脈絡，除了翰林版有提及中國政府破壞西藏的傳統
政教合一制度，衝擊到藏族的傳統文化外，其他兩個版本均是將文化衝擊簡單歸因
於交通建設的改善後，移民或觀光客所帶來的影響。另外，近年來在西部地區發生
重大衝突事件，如新疆發生的七五事件，卻在各版本的教科書中消失不見，這樣的
教科書內容，明顯弱化了西部地區少數族群現今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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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世界區域地理分析
一、文本分析之「說什麼」分析
（一）教科書文本主題內容與知識概念的選擇
根據上第二章教科書的內容樣貌分析可知，世界地理的內容出現在八年級下
學期和九年級的教科書中，即第四、五和六冊，涵蓋的區域包含東北亞、東南亞和
南亞、西亞、中亞、俄羅斯、歐洲、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大洋洲與兩極地區，
各區域除了基本概念，如地形和氣候的介紹之外，其他主題內容和知識概念的選擇
如下表：
表 3-1 世界地理區域特色主題選擇一覽表
冊別

區域

翰林

康軒

南一

第

東 北 亞 — 1.日本：積極向海發 1.日本：漁業、航運、 1.日本：著名的工業

四

日 本 、 南 展、國際貿易發達。 工 商 業 及國 際 貿 易 大國、全球經濟體系

冊

韓與北韓

2.北、南韓：北韓實 發達、少子化問題。 中 的 主 要 經濟 大 國
施共產經濟，不重視 2.北、南韓：政治體 之一。
民生工業，使得經濟 制 和 經 濟發 展 互 異 2.北、南韓：南韓發

東南亞

凋敝；南韓經濟發展 的南北韓。

展程度高、北韓發展

快速。

程度低

多元文化、殖民式經 多元文化、殖民式經 多元文化、殖民式經
濟、觀光業、港埠型 濟、觀光業、東南亞 濟、廉價勞力充足，
都市

國協、港埠型都市

吸 引 外 國 的技 術 和
資金、服務業和觀光
興起

南亞

經濟發展、人口與社 產業活動、人口及社 人口眾多、經濟負擔
會問題（人口壓力、 會問題（人口壓力、 重、貧窮、醫療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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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世界地理區域特色主題選擇一覽表（續）
冊別
第

區域
南亞

翰林

康軒

南一

族 群 問 題、 種 性 制 文 化 複 雜、 種 性 制 缺 乏 、 人 口死 亡 率

四

度）
、環境問題（土地 度）

高、宗教多元、社會

冊

過度使用、恆河三角

問題（種姓制度）

洲水患、貧民窟）

第

西 亞 與 中 1.西亞：經濟發展、 1. 西 亞 的 產 業 發 展 1.西亞：民族組成與

五

亞

冊

地區紛爭（交通戰略 （畜牧業、農業、油 宗 教 信 仰 、傳 統 產
位置重要、族群與宗 礦業、石油經濟）
、西 業、現代經濟、西亞
教的差異、水源及石 亞近代的發展（長期 紛爭（宗教與民族糾
油資源爭奪）

紛爭不斷、近代的文 紛、水資源爭奪、石

2.中亞：經濟發展、 化衝擊）

油紛爭與全球經濟）

環境問題（因注入鹹 2.中亞：中亞的產業 2. 中亞：經濟發展、
海 的 河 水被 截 取 過 發展（農牧業、工礦 國際地位
多，鹹海面積縮小） 業）
南歐

國家簡介（西班牙、 觀 光 興 盛的 文 化 國 農牧業、工業、觀光
義大利、希臘）

度、國家簡介（西班 業
牙、義大利、教廷、
希臘）

西 歐 與 北 1.西歐：國家簡介（英 1.西歐：（1）高度工 1.西歐：
歐

國、法國、德國荷蘭、 業化的國度（2）國家 人口、交通、產業
比利時、盧森堡、瑞 簡介（英國、法國、 2.北歐：
士、奧地利）

德國、荷蘭、比利時、 產業、社會福利

64

表 3-1 世界地理區域特色主題選擇一覽表（續）
冊別

區域

翰林

康軒

第

西 歐 與 北 2.北歐：（1）福利國 盧森堡、瑞士、奧地

五

歐

冊

南一

家、高齡化、稅率漸 利）
增 企 業 和高 收 入 者 2.北歐：（1）善用自
選擇移出。
（2）國家 然的福利國家（2）國
簡（挪威、瑞典、芬 家簡介（挪威、瑞典、
蘭、丹麥、冰島）

芬蘭、丹麥、冰島）

東 歐 和 俄 1. 東歐：
羅斯

1. 東歐：

1. 東歐：

（1）巴爾幹半島有 （1）經濟崛起中的 政治（巴爾幹半島有
「 歐 洲 火 藥 庫 」 之 新興國度（2）長期處 「 歐 洲 火 藥庫 」 之
稱。
（2）長期實施計 於戰亂狀態，故被稱 稱）、經濟發展
畫經濟（3）國家簡介 為「政治破碎帶」
；巴 2. 俄羅斯：
（波蘭、捷克、烏克 爾 幹 半 島因 紛 爭 迭 人口與文化、經濟發
蘭）

起，而有「歐洲火藥 展—計畫經濟

2. 俄羅斯：斯拉夫民 庫」之稱。
（3）國家
族為主，多信封東正 簡介（捷克、匈牙利、
教、人口分布不均、 波蘭、烏克蘭）
工礦業發達

2. 俄羅斯：人口分
布、交通發展（西伯
利亞鐵路）經濟發展
（實施計畫經濟、過
度 依 賴 天然 資 源 的
出口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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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世界地理區域特色主題選擇一覽表（續）
冊別
第

區域
北美洲

翰林

康軒

南一

北 美 洲 的經 濟 發 展 產業發展（商業性農 族群與文化、產業發

五

（商業興農牧業、高 業、工業發展、商業 展、都會文明

冊

度發展的工業、蓬勃 發展）、族群與文化
發展的商業）
北 美 洲 的族 群 與 文
化（移民的國度、文
化融合與擴散）
中南美洲

中 南 美 洲的 人 文 環 中 南 美 洲的 人 文 環 族群與文化、產業發
境 （ 多 元族 群 與 文 境（族群與文化、都 展、人口與都市、環
化、人口與都市）
、中 市發展）、產業發展 境問題（熱帶雨林的
南 美 洲 的經 濟 發 展 （殖民地式經濟、轉 砍伐）
（殖民地式的經濟、 型中的產業）、環境
轉型中的經濟）、中 問題（熱帶雨林的砍
南 美 洲 的環 境 問 題 伐）
（熱帶雨林的砍伐）

第

非洲

農業為主的經濟、族 產業活動、產業發展 族群與文化、產業發

六

群與文化、困境與展 的 困 境 、族 群 與 文 展、發展不利的因素

冊

望（環境問題、貧窮 化、困境與展望（人 （人口增加過快、內
問題、疾病問題、未 口問題、都市問題、 戰頻繁、殖民地式經
來展望）

環 境 問 題、 疾 病 問 濟的不穩定性、疾病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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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環境問題）

表 3-1 世界地理區域特色主題選擇一覽表（續）
冊別

區域

翰林

康軒

南一

第

大 洋 洲 與 1.太平洋島群—熱帶 1.太平洋島群：渡假 1.三大島群：農漁業、

六

兩極地區

冊

風情的島嶼：近年發 勝地、國土淹沒危機 觀光業
展觀光業、國土淹沒 2.澳大利亞：人文特 2.澳大利亞：產業活
危機

色（族群、產業）
、脫 動、貿易種轉移至亞

2.澳大利亞—乾燥的 歐日亞

洲

南方大陸：產業、亞 3.紐西蘭：人文特色 3.紐西蘭：觀光業、畜
太經濟合作會議

（族群、產業）

牧業、貿易種轉移至

3.紐西蘭—活的地形 4.北極：少數族群、傳 亞洲
教室：產業活動

統 產 業 、 航 道 價 值 4.北極：少數族群、自

4.北極：少數族群、傳 高、石油及天然氣開 然資源豐富、航道價
統產業、航道價值 採

值高

高、石油及天然氣開 5.南極：科學研究、觀 5 南極：科學研究、
採

光、主權

觀光、主權

5.南極：科學研究、觀
光、主權

全 球 經 濟 交 通 革 新 與 全 球 經 交通革新、跨國企業 全球經濟發展（運輸
議題

濟發展（交革新的影 與國際分工、經濟全 與通訊革新的影響、
響、跨國企業與國際 球化的影響（正面效 國際分工的形成、三
分工的形成）、全球 益：經濟提升、人力 大經濟版圖）、全球
經 濟 發 展 帶 來 的 問 的國際流動、文化融 經 濟 的 競 爭 與 合 作
題（貧富差距擴大、 合；負面效益：貧富 （全球性經濟組織、
跨國勞工移動

差距擴大、金融風暴 區域性經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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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世界地理區域特色主題選擇一覽表（續）
冊別

區域

翰林

康軒

第

全 球 經 濟 與問題、文化擴散與 、文化衝突、環境

六

議題

冊

南一
全球經濟發展問題

衝突）、全球競技的 衝擊）、經濟組織與 （貧富差距大、國際
競爭與合作（經濟組 經濟版圖

移民、疾病傳播）

織的類型與目的、全
球三大經濟板塊）
全 球 環 境 氣候變遷、水資源問 氣候變遷、水資源問 氣候變遷、生物多樣
議題

題、生態系統失衡、 題、生物多樣性銳減 性、水資源
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教科書文本中蘊含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
世界地理所涵蓋的範圍極廣，國家數也相當多，教科書沒有辦法針對各個國家
做說明，因此教科書內容是直接點出該區域的人文及自然地理要素，及其區域特色。
在這樣取材範圍廣泛的情況下，教科書選擇哪些議題就成了相當關鍵的問題了，所
選擇的議題會使讀者形塑出對該地區的區域想像。根據上述整理出的各區域之主
題，會發現各個版本在各區域所選擇的議題大致相同，意即各版本所形塑出的各區
域想像也是大致相同，而其會產生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也相似，因此以下分析為三
個版本所共同擁有的。
1.

議題的選擇與區域想像
從區域議題的討論會發現，在介紹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或國家如日本、西
歐和北美洲等，其選擇的議題多為正向的，並強調其經濟優勢，忽略其國內或
區域內的問題。以日本為例，翰林和南一版皆強調其發達的國際貿易卻忽略了
目前日本社會遇到的重要問題，包含高齡化以及康軒版所提及的少子化問題；
以西歐而言，康軒版和翰林版在冰島的說明部分，僅說明其自然資源所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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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和美名，如冰火王國或溫泉島國，卻忽略了其曾經發生過的金融危機；
又以北美洲而言，在族群與文化此小節，說明了其族群相當多元，共創繁榮景
象，但美國族群間一直未消失的摩擦和衝突問題，卻只有在南一版中有明確點
出，翰林版僅一句「如何保存多元文化並維護不同群間的公平正義，是需要正
視的課題帶過」
，康軒版則是僅強調弱勢文化消失的問題。相反的，較貧窮的
國家或地區，如非洲國家，其弱勢地位被放大說明，其面臨的困境甚至列為一
個節分點說明，但其貧窮的部分原因其實和經濟強國的剝削有直接相關，卻在
內容中呈現。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未有教師的引導，容易倒置讀者對於經濟強
國建立過度美好的想像。除了文字部分，由於照片是輔助課文圖片，圖片也加
深了課文所建構出的區域想像，舉例而言，各版本中西歐國家的介紹，使用的
圖片多為其國內發達產業或雄偉建築的照片，而非洲地區，則多是呈現環境貧
瘠，人民貧困的圖片，相較之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圖 3-3~3-4）。

圖 3-3 非洲圖片
資料來源：南一版社會第六冊

圖 3-4 西歐圖片
資料來源：南一版社會第五冊（頁 38）
，南一出版 2014。

（頁 15），南一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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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本主義與計畫式經濟
在區域特色的介紹中，經濟發展為各版本討論的主要主題之一，而針對過
去曾實施計畫經濟或目前還在實施計劃經濟的國家，如北韓、蘇聯解體後經濟
自由化的東歐國家或獨立國家國協加盟國等的經濟相對較差的原因，除了在
北韓部分有說明和政府重軍事輕民生工業相關外，其他地區都簡單歸咎於其
所實施計畫經濟，雖然不可否認其為可能的原因之一，但其他的因素也該被提
出，否則以整體來看，將之與教科書中其他高度資本化的國家如西歐和美國所
呈現出的繁榮意象相比，會產生資本主義一定優於計畫式經濟的價值觀。

（三）教科書文本中潛在的假設、偏見或歧視
在北美洲章（課）中，翰林版的論述值得深思，在移民國度此點下指出「美國
和加拿大因面積廣大、社會安定、民主自由、經濟發達等，一直是國際移民嚮往的
居住地，這些優秀的外來移民造就了美、加兩國強盛的國力（頁 67）」，將國力強
盛歸功於，所謂「優秀」的外來移民，其彷彿在暗示在此之前之所以不強盛的原因
和非優秀的居住者有關，另外，也潛藏著並非所有外來移民都是優秀的，而在這樣
的論述之後，下一段即指出「相較於白人文化所具有的優勢地位，弱勢的原住民、
非裔、拉丁美洲裔等族群的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逐漸消失（頁 67）」雖此段目的是
要說明如何保存多元文化的特色，並維護不同族群間的公平正義是需要正視的問
題，但同時也易讓人與上一段內容做連結，聯想出哪些民族是屬於造就強盛國力的
「優秀」族群，哪些又是相反的「非優秀」族群，形成潛在的偏見與歧視。

二、文本分析之「如何說」分析
（一）教科書文本中所選擇的呈現方式
和臺灣區域地理以及中國區域地理相同，世界區域地理的章節安排也是以自
然環境作為首，接著談論人文地理並點出區域特色，在說明產業發展時，各區域若
國家過多，則會採用該區域整體上的發展作為說明，或者挑選幾個重要國家或城市
的發展來做論述，讓讀者能對該區發展有大方向的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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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科書文本中所運用的策略
世界區域地理在展現區域特色時，除了產業外，還包含其他的議題，如文化、
族群和人口等，透過議題的選擇與舉例，凸顯出教科書所要傳達給讀者的區域想像。
在各區域單元結束後，教科書以全球經濟議題與全球環境議題作為地理內容的總
結，透過議題來展現各區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經濟發展問題和全球
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其中在探討經濟全球化的效應時，康軒版有別於其他版本僅呈
現負面問題，其舉出了正向影響和負向影響。
（三）教科書文本中內容語句的闡述形式
具有多元文化觀點的教科書內容，在呈現議題時，多元觀點的闡述是必要的，
而在地人的觀點更是不可忽視，在世界地理的區域介紹中，各版本多能站在中立的
角度闡述，如地區稱號部分（表 3-3-2）
，雖多為外人根據區域特色訂定的別稱，但
多數是美意，但在第五冊東歐一章（課）中對巴爾幹半島所提出的「歐洲火藥庫」
稱號之歸因卻忽略了在地人的看法，翰林版說明為「為東、西往來要衝，戰略地位，
族群不易統一，戰亂較多，有歐洲火藥庫之稱（頁 47）」，而南一版說明為「其因
為地理位置關係，民族、語言與宗教多元，區內政權更替頻繁，多元的民族或宗教
間常出現紛爭，且集中於巴爾幹半島，故此區有歐洲火藥庫之稱。
（頁 47）」
，但就
在地人的觀點而言，時常受到外人的侵入也是造成他們國家動盪不安的原因。
表 3-2 各版本世界區域地理之地區稱號一覽表
康軒

翰林

南一

別 1.

荷蘭-花卉公園

1.

西亞-肥沃月彎

1.

邦加羅爾-印度矽谷

稱 2.

瑞士-世界公園

2.

義大利威尼斯-水都

2.

海南島-中國夏威夷

奧地利-維也那 音樂 3.

芬蘭-千湖國

3.

威尼斯-水都

之都

4.

冰島-冰火島

4.

英國-日不落國

4.

芬蘭-千湖之國

5.

丹麥-歐洲牧場

5.

荷蘭-鬱金香王國

5.

丹麥-歐洲牧場

6.

東歐-歐洲火藥庫

6.

奧地利-維也納音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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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版本世界區域地理之地區稱號一覽表（續）
康軒

翰林

南一

別 6.

冰島-冰火王國、溫泉 7.

墨西哥銀礦豐- 白銀

稱

島國

王國

7.

8.

7.

東歐-歐洲火藥庫

亞馬遜盆地-地球之

8.

丹麥-歐洲牧場

肺

9.

布達佩斯-多瑙河上

阿根廷彭巴草原-南

的明珠

美穀倉
9.

之都

10. 墨西哥-白銀帝國

中美洲-拉丁美洲

愛沙尼亞-波羅地海

10. 布宜諾斯艾利斯-南

的矽谷

美巴黎

11. 南非開普敦 桌山-

11. 大溪地-太平洋珍珠

上帝的餐盤

12. 澳大利亞-島州

12. 帛琉-太平洋上的珍
珠
13. 紐西蘭-綿羊王國、
活的地形教室
14. 南極-白色大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教科書文本中強化或弱化的論述
經濟強國的優勢地位不僅在各區介紹中提及，在全球經濟議題一章中又加以
說明其影響力，強化了其國力強盛的論述，在此同時，弱化了這些強國對對部分國
家或區域在經濟、文化或環境上所造成的衝擊，甚至是傷害，例如翰林版第六冊全
球經濟議題一章中的全球經濟發展帶來的問題，在論述貧富差距擴大此問題時，提
及「非洲國家除了經濟發展落後之外，戰爭頻繁、醫療衛生條件差，讓貧窮問題更
加惡化，與經濟發達的富國相比較，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頁 38）」
，如此的說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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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沒有點出經濟強國對於非洲地區的剝削，反而是以其區內的其他問題說明其貧
窮惡化的原因，此論述方式，強化了其貧窮原因和自身內部問題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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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內容多元文化再現策略
第一節 多元文化課程於國中社會領域地理科教科書的實踐原則
一、課程模式
多元文化的課程模式非僅有單一模式，學者由不同觀點提出了不同的多元文
化課程設計模式，分別有「從課程架構改變的情形而區分的模式」
、
「從課程內容觀
點區分的模式」
、
「從權力擁有者區分的課程模式」
、
「以兩性觀點區分的課程設計模
式」和「以位置性（positionality）區分的模式」五種（劉美慧，2010）
，而本研究欲
探討現行教科書融入多元文化課程的方式，與第一種觀點所發展出的多元文化課
程模式較符合，以下針對 Banks（1993）從課程架構改變的情形，所提出的多元文
化課程改革四階段進行說明：
（一）貢獻模式（the contribution approach）
貢獻模式未改變課程的結構，強調在教科書中加入弱勢族群的英雄人物、節慶
與文化，讓學生有機會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但因為仍是在主流文化與族群的脈絡
下探討這些弱勢族群的相關內容，只能對弱勢文化有表面的了解，較難達到多元文
化教育的目標。
（二）附加模式（the additive approach）
附加模式和貢獻模式一樣未改變原有的課程結構，強調的是，在原有的課程之
外，另以指定閱讀書籍、增加單元、開設新的一門課或文化活動週的方式，培養學
生認識與欣賞其他族群文化的能力。比起貢獻模式，附加模式提供學生更具深度的
內容，但缺乏探討弱勢族群和優勢的實質關係。
（三）轉型模式（the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轉型模式的課程，和前兩階段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其強調課程結構的改變，且
改變了單一觀點的撰寫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注重轉型知識，即以不同族群和文化團
體的觀點和經驗，來探討議題與事件。如「西進運動」指的是什麼﹖是誰在西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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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或印地安人﹖藉由這些問題來幫助學生了解西進運動其實是一個以歐洲文化
本位的專門術語。
（四）社會行動模式（the social action approach）
社會行動模式包含轉型模式的特點，並讓學生進一步針對社會問題做出可能
改善社會問題的方法決策，並採取行動，以協助解決問題，此模式主要強調培養學
生批判思考、做決定並行動的能力。
此四階段的課程設計模式，通常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若將之和目前臺灣
社會學習領域中的地理內容作比對，依據前一章的探討得知，已經超越貢獻模式達
到附加模式，部分版本於課文正文結束之後，附上相關的課後閱讀文章，包含文化、
景觀或議題的介紹等，在議題的呈現上，南一版於第二冊台灣區域地理單元後關於
蘇花公路興建的議題上，採用了轉型知識，呈現了各種立場的不同觀點，這說明了
目前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地理的課程，處於第二階段並朝向第三階段發展中，而若
要將多元文化實踐於教科書中，研究者認為至少要達到第三階段的「轉型模式」，
因為此種模式是比較理想的多元文化課程模式。

二、多元文化的社會科課程要素
多元文化教育所涵蓋的範疇極廣，Santora（1995）針對社會科提出了其所需涵
蓋的多元文化課程要素，包含三大範疇，各範疇中含括各種概念，說明如下：
（一）瞭解自我與他人：文化、族群、個人及團體認同
此範疇之下所討論的概念包含族群認同、文化概念與文化多樣性，其中文化多
樣性可從教室擴及到社會。
（二）民主多元主義
在此範疇之下所討論的概念，包含參與社會改革的行動、社會和文化權利與責
任和批判思考能力。
（三）多元文化轉型知識
在此範疇之下所討論的概念包含相互關聯、多元文化觀點、環境脈絡、意識（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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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階級和性別）、社會歷史與貢獻。
表 4-1 Santora 多元文化課程概念說明表
層面

概念

說明

瞭 解 族群認同

增長二元文化經驗

自 我

了解文化是以動態過程的方式影響個體及群體，透過自

與 他

我闡釋與運用他人的文化經驗協助認識自我與他人的

人

文化，進而促進族群認同感，開起相互尊重與瞭解的途
徑，搭起文化橋樑和運用多元的文化視角。
文化概念

世界觀點的文化模式
透過檢視自身文化經驗，從參與的觀點以同理心感受不
同族群的文化，探索其差異性，培養相互尊重與接納的
文化觀，凝聚族群共識以實現共同目標。

文化多樣性

人種誌研究顯示文化的多樣性
藉由親身參與與認識群體成員中多元的觀點，使個體想
法改變，理解文化是以多樣性的型態存在於社會中，並
透過研究發展出改革社會與政治活動所需具備的技巧。

民 主 參與社會改革 重建社會的社會行動
多 元 的行動

檢式隱藏在文化背後的權力運作結構，培養批判思考的

主 義

能力，建立賦權增能的觀念，凝聚團結意識展開社會行
動，藉此培養改善社會和政治現實的能力。
社會和文化權 種族與道德決定的文化批評良心
利與責任

瞭解自身有權力去捍衛他人或群體所有人的尊嚴，透過
承擔責任察覺壓迫的環境，發展一種文化批判的良知，
使所有的人在壓迫中獲得解放，並擁有司法平等與人性
尊嚴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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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Santora 多元文化課程概念說明表(續)
層面

概念

說明

民 主 批判思考能力

對潛藏文化、文化偏見及種族中心主義的評論

多 元

透過學習自身歷史、實際事物與聽見隱藏於多元文化的

主 義

聲音，發展出批判式探究的能力，並且在有關社會與政
治的活動中從事合作與做出個人決策。

多 元 相互關聯

決定和事件對所有人的影響

文 化

體認世界為一個相互依賴的網絡，這代表我們有關懷每

轉 型

一個人的責任，透過檢視自身和歷史性時刻與事件間的

知 識

關聯，可將行動成效與人們共同努力去克服社會、經濟
與政治障礙後，所獲得的自由、平等與人性尊嚴有所連
結。
多元文化觀點

重視弱勢群體的聲音
鼓勵個體探索變動中多元的觀點，運用所學知識去質
疑、消除主流中心視角，對於歷史進行批判思考，以對
應來自不同政治、社會、歷史與經濟等所創造出來的群
體獨特性或世界觀點，重新建構自身對於歷史的主觀視
角。

環境脈絡

對事件的全盤理解
個體運用環境脈絡、諸如文化、地理與歷史等，去提及
所看見的事物，並賦予更多的機會，透過分析去探究複
雜的事件，察覺尚未被同化的整體世界觀。

族群、階級和 誰的歷史-社會學科
性別意識

鼓勵個體詮釋歷史事件，運用同理心理解被邊緣化的群
體，進而明白歷史乃是奠定於族群、階級與性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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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Santora 多元文化課程概念說明表(續)
層面

概念

說明

多 元 族群、階級和 使個體認識動態與主觀的歷史，並去珍視與評價自身以
文 化 性別意識

及他人主觀

轉 型 社會歷史

弱勢群體的社會文化經驗的重視

知 識

運用人類學的方式重新建構社會歷史，及理解事件的深
層結構中嵌入了語言學與象徵意涵，且在人們所提供的
文化脈絡下尋求歷史敘事。藉由社會歷史使個體看見自
身不當的歷史中心論觀點，讓弱勢群體的文化經驗不再
受到忽視，並協助個體發展對自身經驗的洞察力。
貢獻

歷史群體不可抹滅的貢獻
採用均衡的觀點去學習自身、他人的文化，透過檢視教
科書、課程、學校及社會中所傳授的主流文化歷史，重
新看待受壓迫或少數族群的文化，消除偏見、歧視與刻
板印象。藉由研究這些弱勢群體不可抹滅的貢獻，使個
體習得合作、團結力量在社會中的影響力。

資料來源：陳薇亘（2013）整理自 Santora（1995）
本研究所聚焦的地理部分，在這十二項要素中，尤其能夠涵蓋「瞭解自我與他
本研究所聚焦的地理部分，在這十二項要素中，尤其能夠涵蓋「瞭解自我與他人」
和「多元文化轉型知識」兩範疇中的部分多元文化要素。透過區域地理的人文及社
會部分，去建立學生具世界觀的文化概念以及文化多樣性的認知，此為「瞭解自我
與他人」範疇中的概念，而「多元文化轉型知識」範疇中的相互關聯、多元觀點、
環境脈絡三項要素，不僅是地理教科書文本能呈現的，也是研究者希冀未來能確實
實踐於地理教科書文本的論述方式。這種具多元文化觀的論述方式，在區域議題的
文本更應被確實使用，透過相互關聯的概念，讓學生去了解議題對所有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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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呈現多元的觀點，且對於議題的前因後果，意即整個脈絡必須要有全面的說明，
讓學生能夠全盤瞭解，以幫助他們在進行批判思考時有完整而非偏頗的資訊。

三、課程設計原則
本研究所指多元文化觀的教科書，絕不是將所有地區中，各族群和文化群體在
教科書中提出並作介紹，因為如此只會造成百科全書式的教科書，並且會出現課程
超載的現象，不僅對老師教學造成困擾，也對學生培養多元文化觀沒有太大的效益，
因此課程重點應該放在基礎觀念的建立，以及知識建構的過程，讓學生能夠且願意
使用不同方式來建構知識和處理社會議題。而要設計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精神的課
程，需把握以下原則（劉美慧，2010）：
（一）以概念為課程組織要素
凡是與文化相關的概念都可作為課程的組織要素，事件的選擇可以包含過去、
現在及未來的事件，議題方面可挑選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或具開放性的問題，讓
學生透過思考解決方式來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二）注重深度學習
避免只增加課程的廣度，形成百科全書式的教科書，應該發展具有深度的內容，
並以深入討論議題的方式來引導學生學習。
（三）強調科際整合
多元文化教育所強調的是議題中心的學習，而分析議題時，所牽涉到的知識領
域很廣，因此運用科際整合的方式，才能達成較好的學習成效。
（四）以動態課程為主
課程應要強調學生培養主動蒐集議題之相關資料，並做理性的分析後採取行
動，以解決爭議性的社會議題，這種強調求知的行動、價值的選擇和促發行動能力
的課程即稱為動態課程的一種。
（五）注重轉型知識
轉型知識，是指在議題和事件能以不同族群或社會群體的觀點說明，讓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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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知識的建構是多面向的和不同的群體具有不同的觀點，其中包含了主流文化和
其他文化之間的關係，因此轉型知識對培養多元文化觀有相當大的幫助。
（六）避免刻板印象的再製
當我們在呈現多元文化的同時，不能僅以附加模式，在主流文化的課程脈絡中
插入不同文化的片段知識，必須呈現具有脈絡性的內容，否則容易在對比之下，加
深對弱勢族群的偏見及刻板印象。
（七）以所有學生為對象
多元文化教育實施的對象為所有的學生，對主流文化的學生而言，透過多元文
化教育讓他們瞭解仍有其他不同的聲音，需要彼此尊重，而對弱勢文化的學生而言，
多元文化教育是他們瞭解自身文化、產生認同感的重要方式。另外，無論是任何身
分，在多元社會生活的你我，建立多元文化觀是趨勢也是必須，因此課程的設計必
須是以所有學生為對象。
（八）邀請不同文化背景之教師參與課程發展
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師共同參與課程發展，可以借重彼此不同的生活經驗以及
文化來共同設計及撰寫課程。
以下進一步說明上述八項原則是否可以運用，以及如何運用於國中社會領域
教科書地理部分。
第一項「以概念為課程組織要素」原則，可運用在區域地理議題的挑選部分，
選擇較開放性或尚未解決的議題；
第二項原則「注重深度學習」可透過將議題探討的加深來達成；
第三項原則「強調科際整合」
，雖地理本身即是一門結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的綜合型學科，但有時議題若要進行深度學習，仍舊需要用到其他科目的知識，就
目前國民中學地理的內容，字數有限的情況下，可採用的方式為標上學習連結，將
其他科相關內容的頁數標示出來，而目前有標示學習連結多是連結到同為社會領
域的歷史和公民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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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原則「以動態課程為主」此和教師教學方法密切相關，教科書能夠提供
的即是在內容中加入「學生活動」，以促鼓勵學生進行思考並化為實際行動；
第五項原則「注重轉型知識」
，地理議題除了呈現文化或族群差異造成對事件
的觀點不同之外，也可從所在區域不同所形成的差異想法來探討，議題發生地的在
地人和外地人的觀點差異應在教科書中予以展現，而此也是本研究所強調的多元
觀點；
第六項原則「避免刻板印象的再製」
，雖然此模式強調不能僅以附加模式的方
式，在主流文化的脈絡下插入不同文化的片段知識，但就目前教科書多是以具基本
內容進行編輯的狀況而言，仍舊難以避免採用附加模式，但能夠改善為在行文上能
使用較為中性的字眼，議題的探討部分，注重轉型知識，呈現對於單一議題的多元
觀點；
第七項原則「以所有學生為對象」
，國中階段為國民義務教育，而地理課程為
正式課程的一部分，每位學生都會上到，因此此項原則是可以達成的；
第八項原則「邀請不同文化背景之教師參與課程發展」
，此項原則牽涉到教科
書編輯的層面，理想上若能夠邀請不同背景的編輯者共同編輯，的確較能呈現多元
觀點，但實際操作上若無法邀請到不同背景的編輯者共同編輯，參與教科書的編輯
委員在撰寫時就應格外留心，並秉持多元文化的精神撰寫與編輯，也要蒐集足夠的
資料，如在區域地理文化和議題撰寫部分，除了呈現外地人的觀點之外，也須了解
並說明當地人的看法。

第二節 教科書文字和圖片展現多元文化教育觀點的策略
若要將多元文化融入現在的地理課程中，因受限於實際的授課時數，要發展一
個完整的多元文化課程內容是有它的困難。所以，採用的模式大多是上一節提到的
轉型模式，於課文本質與基本假設做改變，從不同觀點來探討問題、概念和事件。
方法有三種，分別為課文増補、增加圖片和改善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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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採用的是附加模式，並非最理想的多元文化課程模式，但本節實踐所談的
內容仍盡量符合上一節提到之地理科能達成的多元文化課程要素和課程設計原則，
課程要素包含世界觀的文化概念、相互關聯、多元觀點和環境脈絡，課程原則包含
以概念為課程組織要素、注重深度學習、以動態課程為主、注重轉型知識、避免刻
板印象的再製和以所有學生為對象六項。另外兩項，科際整合和邀請不同文化背景
之教師參與課程，在此節無法徹底執行，但如同上節所述，科際整合可以透過標上
教學連結方式來處理，不同文化背景之教師參與課程此原則，則是要透過呈現事件
的整體面貌和議題的多元觀點，來儘量避免未能確實執行此原則所可能造成的問
題。
本節和第三節即針對當教科書出現不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精神的內容時，可以
在文字、圖片和學生活動上做哪些改善，以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
文字與圖片部分，課文中的文字和圖片是相輔相成的，因此以下的說明除了是
教科書中的文字建議，圖片也可依照以下原則增加相關的圖片。
（一）注意比較區域差異時的指標選用
在比較區域差異時，需要注意所選用的指標，例如在臺灣區域地理部分，各版
本皆針對臺灣區域差異進行討論，但所用的指標都是利於特定區域或特定族群，而
形塑出東部劣於其他區，平地聚落優於山地部落的意識型態，可能間接造成學生對
於東部或山地部落的偏見，為了避免此種狀況，有時宜加入其他指標，例如生活環
境品質或國民幸福指數等，讓所比較的區域都能展現其優勢，或在比較之後加入文
字說明以作為平衡，以臺灣區域比較為例，在比較過各區域的經濟和教育程度後，
可加入以下內容：
雖然東部區域在經濟和教育程度的統計上皆不及北、中和南區，但由於其環境
品質好，根據相關研究顯示，近年花蓮興起一波移居風潮，許多受過高等教育並有
專業技術的都市居民或返鄉青年放棄原有工作與生活，選擇遷往花蓮，以不同的態
度開創事業，並與留鄉青年也在知識交流之下，利用當地豐富的天然與農業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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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求龐大的商機與高額的利潤，他們尊敬大自然的運行法則，共同創造了蘊含豐
富人文精神的休閒產業與生活方式（于文正，2011）。
這樣的內容不僅可以說明東部地區生活和環境品質的優勢，也可引導學生去
思考除了金錢之外，還有其他值得追求的美好事物和價值觀。
（二）慎選別稱
區域地理的內容，在介紹自然環境或地區特色時，多會使用到別稱（表 4-3-1）
，
這些別稱宜秉持兩項原則，第一避免負面的形容，第二要和在地人的認知相同或為
在地人所創的稱號，這兩點都是在展現對於該區域的尊重，並讓使用教科書的學生
對於該區域的認知和當地人的認知相符合。目前教科書中的別稱，除了塞上江南、
歐洲火藥庫、上帝的餐盤等，多是由外地人的觀點所命名之外，其餘以區域特色或
優點建立的別稱都是好的例子。
表 4-2 各版本區域地理之地區稱號一覽表
版本
康軒

別稱
1.新疆-瓜果之鄉

2.中國-世界市場、世界工廠

3.中國南部-僑鄉

4.長江角州-水鄉澤國、魚米之鄉

5.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天府之國

6.兩湖盆地-湖廣熟天下足

7.黃山-天下第一奇山

8.西套平原-塞上江南

9.黃河-能源流域

10.東北三江平原-北大荒、北大倉

11.大興安嶺塔河林區-窩集

12.東北工業區-中國現代工業搖籃

13.哈爾濱-東方莫斯科

14.青藏高原-世界屋脊

15.拉薩-日光城

16.新疆鹽湖-中國死海

17.荷蘭-花卉公園

18.瑞士-世界公園

19.奧地利維也那-音樂之都

20.芬蘭-千湖之國

21.丹麥-歐洲牧場

22.冰島-冰火王國、溫泉島國

23.亞馬遜盆地-地球之肺

24.阿根廷彭巴草原-南美穀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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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各版本區域地理之地區稱號一覽表（續）
版本
康軒

翰林

別稱
25.中美洲-拉丁美洲

26.布宜諾斯艾利斯-南美巴黎

27.大溪地-太平洋珍珠

28.澳大利亞-島州

1.臺灣-香蕉/皮鞋王國

2.新竹科學園區-台灣矽谷

3.中國-世界市場/工廠

4.中國南部地區-魚米之鄉

5.雲南昆明-花都

6.北京市中關村-中國矽谷

7.東北地區-北大倉

8.青藏地區-江河源

9.西亞-肥沃月彎

10.義大利威尼斯-水都

11.芬蘭-千湖國

12.冰島-冰火島

13.丹麥-歐洲牧場

14.東歐-歐洲火藥庫

15.墨西哥銀礦豐-白銀王國
南一

1.連雲港到鹿特丹-新絲綢之路

2.青藏高原-世界屋脊

3.中國-世界市場

4.四川盆地-紅盆地之稱

5.重慶-山城

6.三江平原-北大倉、北大荒

7.北京-中國矽谷

8.西套平原-塞上江南

9. 新疆-瓜果之鄉

10.拉薩-日光之城

11.柴達木盆地-聚寶盆

12.邦加羅爾-印度矽谷

13.海南島-中國夏威夷

14.威尼斯-水都

15.英國-日不落國

16.荷蘭-鬱金香王國

17.奧地利維也納-音樂之都

18.東歐-歐洲火藥庫

19.丹麥-歐洲牧場

20.布達佩斯-多瑙河上的明珠

21.墨西哥-白銀帝國

22.愛沙尼亞-波羅地海的矽谷

23.南非開普敦桌山-上帝的餐盤

24.帛琉-太平洋上的珍珠

25.紐西蘭-綿羊王國、活的地形教室 26.南極-白色大陸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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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用以在地人觀點出發的論述型式
區域地理範圍廣大，不可能每個區域都找當地人來撰寫，但當在撰寫區域特色
和發展時，宜以在地人觀點出發，作為論述的主詞或主體，說明在地人的想法與感
受。舉例而言，在宜蘭縣的介紹中提到的蔣渭水高速公路之開通，論述不宜為「蔣
渭水高速公路開通後…，蘭陽平原因而成為臺北都會區外圍的新興住宅與休閒遊
憩區。」
，不妨調整為「蔣渭水高速公路開通後…，對宜蘭的休閒遊憩而言，遊客
人數呈現遞增的現象，貨幣收益的呈現成長狀態，統計數據顯示 2006 年上升了
72.62%。
（陳凱俐等人，2008）」一樣都是在說明蔣渭水高速公路開通後帶來的效益，
但後者的論述方式，不會使人產生一種宜蘭為臺北都會區附庸地的想法，且能反映
宜蘭這樣的交通建設發展對其居民的影響。然而，此點並非表示一個區域的發展對
其他區域的影響不重要，兩者是可以並存的，只是在用字遣詞要特別注意是否會帶
來偏見或歧視，另外，當受限於字數限制的情況下，要以在地人的想法和感受為優
先，此不僅是一種對在地人尊重，也是學生了解他地文化的重要資訊。
（四）確實呈現區域中重要的衝突事件
衝突事件在世界上不曾停歇過，而這些衝突的存在，說明了多元文化教育存在
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因此教科書中若能將重要的衝突事件在區域議題中確實呈現，
學生透過瞭解衝突之成因和造成的後果，就能學習到和異己之間彼此尊重，並接受
差異存在和溝通的重要性。
在目前教科書中世界地理的西亞和非洲，各版本皆有提及族群之間因資源、文
化、水源或宗教的因素所產生的衝突，但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發生的衝突事件，
卻在課文中消失不見，例如新疆的七五事件，以及至今仍在上演的西藏人自焚事件，
課文中對於西藏問題，只有翰林版提及中國政府破壞原有的政教合一的體制，其他
版本則是只有指出交通改善後，外地人進入對傳統文化產生衝擊，這樣不完整的背
景和事實的呈現，無法促使學生做深入的學習，因此研究者認為在中國西部地區的
文字內容可做以下的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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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區近年來因交通建設和資源的開發經濟有明顯改善，但此改善所受益
的對象並非占多數人口的少數民族，而是漢族，再加上日常生活交流接觸後族群之
間對於彼此之間的差異，如語言詞彙的運用與歧視、宗教行為衍生出的行為價值觀、
和衛生習慣上骯髒與乾淨的概念等，互不體諒和互相嫌棄（侍建宇等人，2011），
而當普通的社會事件發生於漢族與少數族群之間時，就容易成為大型衝突事件的
導火線，如新疆的七五事件。
以上內容不僅呈現了目前西部地區存在的問題，也能夠讓學生瞭解對於異己
除了要互相尊重之外，接受差異和良好的溝通也是必要的。
（五）呈現環境議題的全貌
環境議題為全球關注的議題，當然地理教科書中也不乏環境議題，例如中國黃
河治理問題、中亞的鹹海面積縮小和亞馬孫雨林遭砍伐等，所呈現的觀點都是站在
保育環境的立場，這樣的立場並沒有不對，但卻忽略了當地人的生計問題，且也不
宜忽視部分環境破壞並非在地人所造成的，而是為了全球各地人類物質和生理需
求所促使的。以亞馬孫河流域全世界最大的熱帶雨林區為例，康軒版和南一版將熱
帶雨林的砍伐的原因歸為「由於巴西人口激增、糧食短缺，積極拓墾農牧用地，大
量砍伐原始森林」這樣的觀點呈現了在地人因糧食需求所造成的環境破壞，但卻忽
略了翰林版中點出的「外國公司」也是砍伐雨林的成員之一，將雨林被破壞的責任
全歸於當地人，這無法窺見問題的全貌，只要進一步去思考除了滿足當地人的生計
需求之外，為何這些外國公司需要砍伐原始森林？農牧用地要增加又為何要不斷
擴張？根據國家地理雜誌於 2014 年的探討，發現這些問題都和全球人類對於肉類
的需求提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當我們在撰寫一地的環境議題時，必須注意
兩項原則，第一，不宜忽略在地人生計上的需求，第二，環境破壞的背景脈絡要完
整，依據這樣的原則在環境議題的討論上可做以下的增補：
環境的過度開發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其實並非僅是當地人的責任，而是全球市
場上的需求，因此如何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兩者之間達成雙贏，為全人類所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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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面對的課題。
除課文補之外，也可以加入普遍學生喜愛或常使用的產品，其生產過程所造成
的環境破壞之圖片，讓學生進行反思，如圖 4-1 和圖 4-2。

圖 4-1 印度人民抗議飲料公司奪取水資源
資料來源：http://rt.com/news/167012-coca-cola-factory-closed-india/

圖 4-2 綠色和平行動人員要求雀巢公司立即停止從金光集團
購買導致印尼熱帶雨林及紅猩猩棲息地遭受破壞的棕櫚油。
資料來源：http://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9568

（五）呈現貧窮議題的全貌
區域地理當中，中南美洲、南亞和非洲等地區的貧窮問題是各版本皆有提出的
現象，在探討原因時，多歸咎於殖民式經濟的不穩定性和其國內的問題，以非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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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綜合三個版本提及的原因包含，第一，國家的經濟建立在礦產原料和熱帶栽培
業的出口上，產業結構失衡，且此種單一經濟的型態易受國際市場價格影響，第二，
戰亂，第三，人口快速成長，第四，外債問題，而這些原因都指向其地區自身的問
題，但事實為除了其國家或區域內的問題之外，跨國企業長期滲透到這些國家，獲
取各項資源，剝奪了當地人民享受出售資源所獲得的利益，和經濟強國透過各項經
濟機制剝削非洲地區的國家，也是使非洲地區永遠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的原因（鄧
中堅，2014）。
因此當我們在撰寫一地的貧窮議題時，必須把握二項重點，第一，在全球化的
經濟體制下，每個國家的經濟決策是相互關聯，第二，同理在地人感受，且以如何
幫助該地脫離貧窮為重點，因此當在談論一地的貧窮現象時，除了原本課本中列出
的國內或區域內部原因之外，以非洲為例宜增補以下內容：
跨國企業進入非洲，如雀巢，創造了當地就業機會，但同時也因此衝擊到當地
的產業。而跨國企業因跨國分工所賺取的利益，也未做適當的回饋，僅給予提供勞
力的非洲人民微薄的薪資，舉例而言，象牙海岸栽種可可的農人一週薪資僅七歐元，
如何改變現況並幫助他們脫離貧困為目前重要的全球議題。
除課文補之外，可以加入一些刺激學生思考的圖片如下：

圖 4-3 一週薪資僅七歐元的象牙海岸農民，正在第一
次品嚐一條要價兩歐元的可可加工品巧克力。
資料來源：http://s3.amazonaws.com/corpwatch.org/img/original/h-cok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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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科書學生活動展現多元文化教育觀點的策略
目前教科書中的學生活動類型多，康軒版的動動腦和課後閱讀，翰林版有隨堂
練習和換個角度看某區（該單元區域範圍的衛星影像）
，南一版則有評量 easy go 以
及在各冊最後附上的區域學習地圖，若將之分類，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各
單元教學內容的簡單問答評量，第二種則為資料的閱讀，前者的題目類型可以評量
學生的學習成效，後者的資料形式選擇多元，有電影介紹、文化遺產介紹、爭議事
件、流浪民族的生活、旅遊體驗札記等，彌補正文的不足，另有建立學生空間概念
的學習地圖和讓學生換個視角看地方發展與環境問題的衛星影像圖。
這些學生活動雖然多元，但除了部分文章之外，其他的皆較難誘發學生做高層
次的思考，然而，最理想的多元文化教育是希望學生在理解自己與他人，培養多元
觀點之後，能夠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並化為實際行動來解決問題，這需要學生有
高層次的思考能力才得以進行的。有鑑於此，以下針對學生活動部分，以轉形模式
的精神，提出較能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精神的設計原理，並舉實例加以說明。

一、設計原理：引導教師進行議題中心教學法，以建立學生批判思考的
能力，並瞭解議題的多元面向
議題中心教學法是指以爭論性的議題作為課程核心，綜合議題相關的學科知
識，運用多元的教學法，將議題的正反不同觀點呈現給學生的一種教學方式生，學
生經由不同角色及觀點的揣摩，激盪出合理共識的一種教學法（劉美慧，1998；董
秀蘭，1998）
。學者 Rossi 曾提倡在多元文化教育中，進行以議題導向的深度學習，
原因有三，第一，培養具有知識及善於思考的公民；第二，反對傳統教學法之形式，
教導瑣碎的事務，或要求學生反覆背誦；第三，學生們需要知道如何使用知識，及
瞭解社會上的重要議題。（Rossi，1995，轉引自石雅玫，2002）。
基本上，議題中心教學能夠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的目標，和其具備的以下幾種特
質有密切關聯：
（一）讓學生經歷衝突情境：具爭議性或衝突性的內容，並呈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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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的觀點，使學生的信念產生衝突，造成認知失衡的情形，讓學生可以透過認
知重建的過程，重新思考各種觀點，以瞭解不同觀點的立場。
（二）引導深度學習：
議題中心教學法，注重議題的選擇，並強調使用多元的知識對議題做深度的瞭解，
讓學生從知識的被動接受者，發展成主動的知識使用者和蒐集者。
（三）誘發學生
高層次的思考：議題中心教學法是一種價值判斷的過程，需要的是突破過去僵硬的
直線思考模式，改採高層次的思考法，經一連串系統性的思考，進行分析並做出決
定。
（四）轉型課程：議題中心教學法呈現多元的觀點，打破僅呈現主流觀點的內
容，幫助學生從不同族群、性別和社會階級等角度出發思考問題，這即是屬於多元
文化課程中的轉型課程。綜上所述，議題中心教學法為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目標的重
要教學法之一，且區域地理中又有許多議題值得討論，因此，研究者認為設計能夠
引導教師進行議題中心教學的學生活動，是目前學生活動可調整的方式之一。
在議題選擇方面，由於議題中心教學法強調慎選議題的重要性，因此了解其選
擇原則是必要的，其大原則為議題本身要有爭論點和衝突性，且議題並不一定要為
當代，也可以是過去發生的歷史議題（劉美慧，1998），除此之外，這些議題不能
過於艱難，必須在學生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且盡量與學生相關。根據以上的原則，
再加上避免課程超載的現象，議題的選擇宜以現有教科書中的相關議題作為首要
選擇。
學生活動設計的結構方面，可分成三大部分，包含背景說明、問題思考和討論
與價值判斷。第一部分，背景說明主要是簡述議題，並說明爭議點，列出不同的看
法，其中所列出的看法當中必須包含在地人的聲音，讓學生雖並不一定為當地人，
也能夠從資料中去了解在地人看法。第二部分，問題思考，則是要引導學生資料蒐
集，並做自己原本觀念的確定或澄清。最後一部分，討論與價值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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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活動實例-以蘇花高速公路興建與否議題為例
（一）可融入的單元：第二冊台灣區域地理
（二）實質內容：
交通部於民國八十年代開始規劃「國道東部公路蘇澳花蓮段興建案（蘇花
高」，工程浩大，總經費達到 962 億元，期間爭議不斷，交通部轉而研擬「臺
9 線蘇花公路山區路段改善計畫（蘇花改）」路段穿越臺灣生態敏感地帶，引
發各種爭議，不同學者專家、官員和當地區民都有不同想法和意見，相關意見
舉例如下：
鄉長（光復和壽豐）：沒有蘇花公路及中橫公路，就沒有今日太魯閣的絕世美
景，花蓮需要適度開發，而不是什麼都不去做。
花蓮縣議員（葉鯤璟和游美雲）
：高速公路節省時間金錢，提高農產品競爭力。
縣長和部分在地居民：蘇花公路災變，造成重大傷亡，2010 年 11 月 11 日花
蓮縣長傅崑萁率領數千名花蓮縣民北上抗議，要求總統實現建設蘇花高速公
路承諾。

圖 4-4 花蓮民眾北上抗議，要求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資料來源: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環保聯盟花蓮分會會長：我支持蘇花公路改善，但反對興建蘇花高速公路立場
不變。蘇花公路蘇澳至東澳路段地質敏感，若又大興土木建高速公路，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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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無法令民眾信服。
紅葉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林榮輝）
：花蓮繁榮不再，是因為不知道全縣十三
鄉的特色在哪所致，只要把鄉鎮的特色呈現出來，就不怕遊客不進來。紅葉要
成為溫泉小鎮，一個鄰一個公共溫泉浴池，由族人自己管理，相信溫泉小鎮一
定能帶來許多附加價值，這才開啟原住民的產業。
1.

問題思考
閱讀完上述內容之後，請回家蒐集相關資料，思考下列問題。
（1）何謂蘇花改工程？
（2）政府提出蘇花改工程的原因為何？
（3）蘇花改工程在生態、地方經濟和地方發展方面的可能的影響為何？
（4）環保團體反對的理由為何？
（5）在地人的聲音有哪些？

2.

討論與價值判斷
經過資料蒐集與閱讀，和思考完上述問題之後，你的立場為何。
（1）你贊成蘇花改工程嗎？
（2）你的理由為何？
（3）是完全贊成/完全反對，還是有其他附加條件呢？
（4）若你是在地人，你的想法會有所不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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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根據前面幾個章節的研究結果與討論，歸納出相關的結論，並經由結
論的提出若干具體建議，作為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內容編修的建議，
以及日後欲從事相關研究者之參考。主要內容分為兩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
建議。
其中，結論的前兩項為透過第二章的研究成果所得之研究目的一「整理現行國
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內容中區域地理的內容」的結論，後四項為透過第三章
的研究成果所得之研究目的二「分析現行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內容是否
符合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的結論。而對教材編修所提出的建議，則為透過第四章
的研究結果所得之研究目的三「探討多元文化教育觀點展現於國中社會學習領域
地理教科書的策略」的成果。

第一節 結論
一、區域地理內容和多元文化密切相關
地理教育引領學生認識世界，包含環境、文化以及資源分布等各類議題，並建
立學生用不同空間尺度看待社會議題，培養學生有關懷鄉土、地域、國家和國際事
務的意識以及尊重和欣賞文化多樣性的能力，這些都與多元文化教育之目標互相
呼應。以現行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的內容而言，區域地理包含臺灣、
中國以及世界地理，含括各地區環境、文化以及資源分布的說明，為地理教科書中
最能夠發展多元文化教育精神的部分。

二、各版本區域地理的內容趨向一致
分析各版本區域地理的課程架構安排和議題選擇後，發現各版本的章節安排
和議題選擇一致，且和課程綱要的基本內容相同，可推知其內容一致的原因為教科
書編輯者皆參考課綱中的基本內容來撰寫；在討論各項議題時所蘊含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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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觀及所呈現的觀點基本上也都是相同的。

三、教科書內容反映「複合論」的多元文化觀點
各版本的教科書呈現了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範圍包含族群、宗教信仰、節慶、
穿著、飲食及生活方式等，內容主要是在知識建構的層次，讓學生了解各項文化的
類型及差異，此點說明教科書編輯們已關注到文化差異的存在，此種重視差異性的
存在，強調多樣性和容忍差異，反映的是複合論的多元文化觀點。

四、區域議題的選擇和區域差異指標的選擇強化特定區域的優勢
根據教科書章節的整理結果，區域地理的內容包含自然和人文兩大部分，其中
人文地理的部分包含產業、族群、文化和各區域議題，此部分的內容挑選上，無論
是文字的敘述或者是圖片及照片的呈現，皆展現出世界上經濟強國家的優勢和文
明情景，而中亞、西亞、南亞和非洲等地區則是呈現人口問題、貧窮、疾病、環境
污染等議題，相較之下，強化了這些具經濟強國的優勢和經濟弱勢國家的問題，同
時弱化了經濟強國存在的問題和經濟弱勢國家值得我們尊重和學習的地方。

五、部分內容論述形式缺乏在地人觀點
歸納教科書的內容，地區別稱的選擇和論述方式，發現各區域的介紹多是以外
地人的視角論述，雖然多數的論述是屬中性的事實陳述，也強調尊重差異的重要性，
但缺乏在地人觀點的區域地理，是很能難讓學生了解該地區最真實的面貌。

六、環境和經濟議題的呈現，缺乏相互關聯與完整的環境脈絡
教科書中最常選擇的議題為環境和經濟兩大議題，此兩大議題也第六冊最後
兩單元的重點，探討的尺度包含單一區域和全球。環境議題多是關注於環境破壞，
在單一區域（如中國、中南美洲、非洲等）內被提及時，歸因多指向內部因素，忽
視了在地人的生計問題，部分版本也忽略了許多環境的過度開發和外地人也有密
切的相關。經濟議題方面，貧窮問題在單一區域（如北韓、南亞、非洲等）內被提
及時，其歸因多和區內自身問題有關，忽略了造成其貧窮的完整環境脈絡，而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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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冊全球經濟議題單元中，雖都有提及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但僅有南一版有
說明跨國企業對貧窮國家的剝削，其他兩個版本皆只說明高度開發國家因具備雄
厚資金和握有技術，在國際分工後，利潤提高，換言之，其只說明了為何富者越富，
卻未說明富者所造成的貧者越貧問題。

七、再現策略：選擇多元議題、加入在地人視角及批判的多元文化主義
論述
議題的選擇若能趨向多元，學生對於某區域想像就較不會趨向一元，形成不必
要的刻板印象或偏見。透過不同的議題，可以瞭解某區域的不同樣貌，包含其區域
優勢和劣勢。另外，為了避免課程超載的現象，將多元文化概念融入課程成為必要
的選擇，融入的內容宜選擇具批判論的多元文化主義觀點以及在地人角度出發的
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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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教材編修
（一）教科書在議題的選擇宜更加多元
教科書議題的選擇除了參考基本內容中所提的議題之外，編輯者宜加入更多
元的議題，讓各版本教科書的內容更多樣化，展現一綱多本的意義。而取材上，可
以從該區域當地人所撰寫的書籍或教科書中做選擇，讓教科書內容更加切合當地
人的觀點和感受。
（二）適度加入「批判論」的多元文化觀點內容
現行教科書內容相較於過去的教科書，已呈現出較多元的樣貌，且提及尊重和
包容差異，顯現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已被教科書編輯者所重視，是相當值得肯定的，
但在內容仍有可調整的地方，除了現有的複合論的多元文化觀之外，可以適時加入
一些批判論的多元文化觀點，讓學生瞭解差異為歷史、文化、權力和意識型態之間
互相角力的結果，讓學生除了欣賞和尊重差異之外，還能夠降低偏見和歧視。
（三）教科書內容宜作適度的增補，以展現多元文化觀點
為了避免避免課程超載，教科書可採取內容適度增補的方式，其策略如下：
1.

文字及圖片部分
增補時可分為六點考量，分別為注意比較區域差異時的指標選用、慎選別
稱及地名、採用以在地人觀點出發的論述型式、確實呈現區域中重要的衝突事
件、呈現環境議題的全貌以及呈現貧困議題的環境脈絡。

2.

學生活動部分
設計議題中心的學生活動，選擇具有爭議性和衝突性的議題，並提出一連
串思考問題，此種學生活動對學生而言，可引導他們針對議題進行深度學習，
瞭解議題的多元觀點，並透過資料分析和判斷達成高層次的思考，對教師而言，
則是提供教師進行議題中心教學法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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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
（一） 研究對象
1.

本研究範圍僅包含 102 學年度下學期和 103 學年度下學期的課本，無法推及其
他學年度的課本，建議日後可繼續探討教科書是否有所改變，尤其是在十二年
國教課綱正式上路之後的內容。

2.

本研究僅針對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地理內容作分析，建議日後可參酌本研究所
指之多元文化指標（在地人和外地人）將研究範圍向上延伸至高級中學地理科
的內容。

3.

本研究僅針對社會學習領域地理教科書課文和圖片，建議日後可另外對教師
手冊與學生習作等其他教學輔助教材進行分析研究。

4.

多元文化教育不僅止於教材，教師如何的教和學生如何解讀課文內容也相當
重要，因此教材是如何被使用和轉化後的教學方法也是後續研究值得注意之
處。

（二） 研究方法
1.

本研究主要採行內容分析法，僅針對教科書內容進行分析，並未進入教學現場
訪問使用教科書的教師和學生，並探究教師如何詮釋和傳達教科書內容，以及
學生閱讀完教科書內容的反應和想法，建議日後研究可進一步去了解教科書
實際運用上可能發生的問題。

2.

本研究為質性分析，建議日後研究能加入量化、三角檢測、訪談和田野調查等
研究方法，以增加研究的客觀性。其中，透過訪談教科書編輯者，可瞭解他們
的編輯理念和中心思想，田野調查及訪談在地人，則是可以蒐集第一手資料，
確實呈現與議題相關之在地人的看法。總言之，即是要透過多元的研究方式，
讓此研究結果更加充實，以期能對教科書編輯者提出更多具體且有建設性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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