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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依 2021 年 2 月修正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語文領
域包含國語文、本土語文、臺灣手語、新住民語文、英語文及第二外國語
文（選修）。其中，本土語文包含閩南語文、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閩
東語文、其他具有傳承危機之國家語言；而新住民語文則以東南亞地區的
新住民語文為主。依課綱的課程規劃，具地區特性之族群語文，由學校調
查學生實際需求與意願，於本土語文開設課程供學生選修。
由教科書的角度視之，教科書既然是「課程」所呈現的具體形式之一，
「多」語文領域教科書的編、選、用，當然是值得探究的主題。再由教科
書拓展至「教材」的視野，多語文教材的編輯與使用等主題，顯然是此次
課綱革新應注目的議題。於是，本次主題即訂定為「多語文教材的發展與
設計」，以呼應此波課程革新的主軸。本期共收錄 3 篇通過嚴謹審查的專論
文章，第一篇文章及論壇與本期主題相關，另有 2 篇文章與社會教科書、
數位學習有關，書評則是與日本教科書有關。
第一篇由蔡玲婉撰寫〈國語科改編課文的使用與理解〉並以〈憨孫耶，
好去睏啊！〉課文教學為例。基於經重新編輯審查出版國語教科書的課文，
分析其課文改編的情形，了解教師使用改編課文，以及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以個案研究法經由教學觀察紀錄、學生學習單等資料的分析，提出了 2 項
研究發現，文末並提出具體建議，供教師使用與改編教科書之參考。
第二篇由洪麗卿、劉美慧、陳麗華共同撰寫〈國小三年級社會領域教
科書「探究任務」內涵之分析─以探究為本的觀點〉。從探究為本的觀點，
以國小社會教科書如何詮釋探究任務，運用內容分析法，以十二年國教社
會領綱編輯且審定通過之社會領域版本第一冊和第二冊教科書為對象，分
析其探究任務設計，並提出四項研究發現及建議。
第三篇由徐新逸、郭盈芝撰寫〈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研究現況及趨
勢分析〉，分析全球技職教育應用數位學習的研究現況與議題。採用書目計
量法並透過 VOS 科學製圖工具，分析自 1980 年來 40 年間的期刊、研討會

論文、書本及書本章節等文獻，進行多層次篩選分析。文末提出四項結果，
並針對臺灣技職教育推動數位學習提出相關建議。
本期論壇基於多語文教材發展與設計之旨趣，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學
者或實務經驗者，以「本土

新住民語文教材發展與設計」為題。在近 2

小時的論壇討論中，梳理本土語文教材及新住民語文教材編寫設計上的諸
多思考與建議。
本期書評邀請楊宏琪介紹野崎佳彥所撰寫的《1945~2007 年戰後日本的
戰爭記憶、國族主義與教育─日本教科書爭論與家永三郎的法院挑戰》
（War Memory,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Postwar Japan, 1945-2007: The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Controversy and Ienaga Saburo’s Court Challenges）專書。講述 1965~1997
年間，家永三郎透過司法訴訟與教育部進行博弈。當時的民間團體與政府
雙方之間對「戰爭」的觀點有著極具差異的認識論與價值觀。最終目的是
證明日本政府對歷史教科書的審查與偏離史實的書寫有違憲之處。此書以
教科書內容彰顯官方與民間、歷史研究者等不同價值觀之爭議，就教科書
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最後，依例提供本院教科書審定統計資料。
就語文教育而言，教科書可視為教學與學習的重要媒介。設計良好的
語文教科書，可讓教學更有效率，學習的效益也更高。然而，教科書既然
是課程的形式之一，就課程政治的角度而言，不可避免存在許多明顯或隱
含的課程觀或知識觀；尤有甚者，語文是強而有力的社會工具，語文教材
的面貌與展現的方式，亦深刻地影響學習者對不同語文的看法與感受。期
待本期主題與篇目的選用與安排，可為語文教材的多元觀點，提供一些新
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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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科改編課文的使用與理解──
以〈憨孫耶，好去睏啊！〉的教學為例
蔡玲婉
國語教科書在十二年國教教育改革潮流下，重新編輯審查出版，但教
科 書 改 編 課 文， 亦 帶 來 教 師 教 學 的 挑 戰。 本 研 究 從 實 際 教 學 深 入 探
討，了解教師使用改編課文，以及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使用改編自蕭
蕭作品的課文〈憨孫耶，好去睏啊！〉，探討教師的教學歷程與學生
學習情形。以個案研究法經由教學觀察紀錄、學生學習單等資料的分
析，研究發現：一、教師需調整使用改編課文，經由原文增補與比較，
才能增進理解，提高學生批評與欣賞力；二、改編課文篇章段落不完
整，影響學生閱讀理解，增補原文段落有助主題體會。根據研究結果，
提出具體建議，供教師使用與改編教科書之參考。

關鍵詞：改編課文、國語教科書、閱讀理解、教師專業
收件：2021年4月9日；修改：2021年7月7日；接受：2021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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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ge and Comprehension of Adapted
Chinese Text: “Grandson, It’s Time to Go
to Bed” as a Teaching Example
Ling-Wan Tsai
With the reform of the 12-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system, Chinese
textbooks have been rewritten, re-examined, and republished. However, the
adaptation of textbooks presents several challenges to teachers. This study
explored practical instruction to understand teachers’ use of adapted textbooks
and its effect on students. By using text adapted from Hsiao Hsiao’s “Grandson,
It’s Time to Go to Bed”, this study examined teachers’ instructional process and
students’ learning status. Through a case study analysis of observational records
of instruction and students’ worksheet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e following:
1. teachers were required to adjust and use the adapted textbooks. Comparison
of the original text with supplementary texts could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on,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work. 2.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chapters and paragraphs in the adapted textbook affected
the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dding the original paragraphs helped the
students comprehend the theme.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using and adapting textbooks.
Keywords: adapted textbooks, Chinese textbook,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acher profession
Received: April 9, 2021; Revised: July 7, 2021; Accepted: October 18, 2021

Ling-Wan 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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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玲婉

國語科改編課文的使用與理解—以〈憨孫耶，好去睏啊！〉的教學為例

壹、前言
教科書是教師「教」，學生「學」的教材內容，也是師生進行教學
活動時的用書，包括學生用的課本、習作以及教師手冊或教學指引。美
國 Educational Products Infor mation Exchange（1976，引自洪若烈，
2003）機構的研究結果顯示，教室內的活動有 90% 的教學時間集中在
教材使用，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時間花在教科書上。教科書呈現有組織的
教學內容和教學活動，有益於教師規劃與實施教學，而豐富的資料可幫
助學生探究學科知識、建構概念或通則。因此，教師不免依賴教科書，
並花大量的時間進行課本教學。
現今國語科主要的教學內容常是課本中的課文；語文教學的內涵和
目標有三個層次：語言層次，具有表情達意的語言能力；文學層次，寫
作或說話表達富有文采；文化層次，寫作或說話具有人文內涵。國小語
文教學需經由閱讀教材 ─ 課文，循序漸進的實施教學達成目標，因
此，國語教科書選編的課文常具有範文意味。學者指出，國語教科書的
課文除了供學習課文內容外，通常還有提供仿效課文範文寫作技巧的目
的（洪文瓊，2008）。語文教學強調「讀寫合一」，閱讀典範性的課文，
其主題內容、文體性質、結構安排、修辭手法及文字的使用等，是學生
轉化為寫作的能量（Clark et al., 2013）。由此可見，國語課文相較於其
他學科，不只是傳達知識正確性的問題，其語言、文學與文化的學習意
義，使得課文特別重視文學美的典範意義。為了加強課文的文學性，文
學作品選編也成為國語教材重要的編輯方向。
國語教科書的課文編寫，編輯者面臨文長限制、生字考量、學習難
易度、編輯要旨等規範，必須新創、重寫或改編（改寫），並經由審查
機制而成為教科書。改寫後的語文教材是否完整並合乎原文旨趣與文學
性？審查者是否對審美不足的教材提出修正意見？若是編審的思考使課
文缺乏完整性，現場教師該如何對應？研究指出，課文的組織與書寫會
影響讀者、學生的閱讀理解，教師需先自問自答釐清文中不清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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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協助學生澄清與理解（柯華葳，1989）。若教師沒有意識到課文文
本的缺失，在忠實觀的使用視野下，其缺失容易從教材轉到教學，影響
學生理解。而具有覺知的教師如何發揮專業素養，調整教材、設計活
動、實施教學，增進學生語文學習？

1

目前正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改革時期，國語教科書在新時代學習
潮流下，重新編輯審查出版。因此，有必要從實際教學深入探討，審視
國語教科書改編課文的可理解性，並了解教師在對改編課文的文學性與
可理解性的覺察下，如何使用教材，增進學生對課文的理解。本研究所
指的「改編課文」，即是指改編自某一文學作品成為國語教科書中的課
文。本研究目的有三：一、了解國小教師使用國語改編課文的教學歷程；
二、探討國語改編課文對學生學習理解的影響；三、根據研究結果，提
出具體建議，供教師、編輯者等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國語教科書改編課文
改編或稱為改寫，是就原有的材料加以改編，或長篇改為短篇，或
短篇改為長篇，甚至可把韻文改為散文。改寫常透過刪減、增添、修改
及潤飾等方式進行，某些兒童文學作品常改寫自傳統經典，以符合兒童
閱讀的需求（林文寶，1989）。
現今國語教科書的課文，選錄文學作品增加趣味性與文學性已成為
趨勢。這些作品為符合課程綱要教材編輯原則，如學習階段、識字量、
教材難易度、文長規範、學生閱讀能力與興趣，以及教育性等（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 語文領
域：國語文，2018；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國

1

在國立編譯館編製時代，教科書需經兩年試用後才正式出版，而今缺少試用的情形，
現場教師使用教科書如何積極產生反饋機制，促使出版社修訂教材，使修訂後的課文
真正具有範文的典範意義並發揮文本作用，也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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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初版），2003；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 語文學習領
2

3

域（國語文）（二版），2008）， 需要經過改寫或刪節。根據研究， 南
一、翰林及康軒三家出版社國語教科書中、高年級改寫作品之改寫類別
包含兩方面：（一）形式方面：包含文體、結構、修辭、語氣及篇幅方
面的改編；（二）內容方面：包括主角、人稱及環境等方面的改寫。改
寫後的文章體裁，以記敘文最普遍，表述方式以「敘述」最多（吳品節，
2016； 凌 至 善，2009）。 三 家 教 材 將 高 年 級 課 文 篇 幅 限 制 在 700~
1,200 字之間，改寫作品受篇幅影響，普遍呈現保留趣味性及故事性，
為夾帶教育任務，卻犧牲文學性的現象（凌至善，2009）。
國小教科書的改編課文中，中年級文本類別以童話、散文最多（吳
品節，2016）；而在強調作家作品作為高年級選文的趨勢下，現代散文
類別被選的比例增加。現代散文內容環繞作家的生命歷程與生活經驗，
風格包含作家人格個性與情緒感懷，主題訴諸作家的觀照思索與學識智
慧（鄭明娳，1997）。這些作品動輒兩、三千字，編寫為國語課文需將
內容、篇幅做調整，以符合學習難易度與課文長度的設定。
Chambliss 與 Calfee（1998） 在《 今 日 的 教 科 書， 明 日 的 心 靈 》
（Textbooks for Learning: Nurturing Children’s Minds）一書中闡明教科書的重
要性，為增進理解，教科書文本要具有「可理解性」
（comprehensibility）。
文本設計需注意主題的選擇、各種要素（字詞、句子、段落、文本）的

2

3

2003 年與 2008 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教材編
選的原則，在閱讀教材部分指出「宜涵括國內外文學（2003 年課綱多「鄉土文學」）
中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增進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識、瞭解及尊重」、「生字和課文字
數應就難易程度，適當分配，力求合理，並有充分的複習機會」，強調文學作品的編
選，但對文長並未有具體規範。而 2019 年課綱教材編選原則，對國民小學學習階段
的課文來源與文長有較具體的規範：「第一至二階段教材可自行撰寫或編輯既有作品；
第三階段以選文為原則，應涵括國內外重要作品，並考慮與第四階段銜接」、「自第
五冊起得編選 800 字至 2,000 字的長篇課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
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國語文，2018），強調高年級以選文為主，
中、高年級課文字數在 800~2,000 字。
吳品節（2016）提到，國語教科書的改寫研究常是針對「顯性的」改寫課文，也就是
在題目的後方標示：「本文改寫自……」的課文，有清楚交代改寫依據的文本或原始
作者；而「隱性的」改寫作品，如改寫自名著、民間故事抑或傳說等，則沒有清楚標
示：「改寫自……作品」。

5

6

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三期

鋪陳、要素間的連結，並需具有一致性結構（吳俊憲、吳錦慧，2015；
陳麗華，2008）。改寫的課文所面臨的問題和缺失，李涵鈺整理國小國
語文教科書重審的審查意見，提到：

很多範文經過改寫、刪節後，容易產生內容跳躍〔接〕、割裂零碎，
情節敘寫不清，難以從文章中建構具思辨能力的連貫閱讀，建議
改寫或重述現有作品，應掌握內容傳達的正確與理念精髓；而文
章是改編或節選亦應明確呈現，以利教學參考。（李涵鈺，2017，
頁 97）
文學作品在文長的規範下被改寫或刪減部分內容，其篇章結構也會被調
整或改變，若改編的課文產生段落組織照應不足，內容基模和結構基模
同時被調整，則會影響學生對課文的學習理解。而目前文獻顯示，尚未
對國語科改編課文做實務研究，了解教師的使用與學生理解情形。

二、閱讀理解
「基模」（schema）是結構化的知識形成，是存在記憶裡的原型概
念。根據基模理論，讀者需從記憶裡的知識結構（「基模群」schemate）
找到和文章內容、結構相吻合的基模，才能理解文章意旨。有技巧的讀
者熟悉文章組織的既定格式，有能力辨識文章架構，較之沒有技巧的讀
者，能理解和記憶較多的內容（陳麗華，1988）。
近 代 閱 讀 理 論 中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模 式 為「 建 構 ─ 統 整 模 式 」
（construction integration model）（Kintsch, 1988, 1998），該模式認為
閱讀理解是讀者不斷地「建構」與「統整」文章訊息與先備知識，以形
4

成連貫的心理表徵的歷程（連啟舜等人，2016）。 Kintsch 與 van Dijk
（1978）將此閱讀理解模式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表層符碼」、「文本
表徵」和「情境模式」。表層符碼描述低階的認知層次，如字形辨識、

4

王亞同與楊楊（2004）也特別提及課文「建構─統整模式」在閱讀理解發展歷史中
的重要性。

蔡玲婉

國語科改編課文的使用與理解—以〈憨孫耶，好去睏啊！〉的教學為例

識字解碼等，後兩者則強調篇章理解的層次。文本表徵說明了讀者在閱
讀時以命題為單位，在文章連貫性不佳時產生命題和命題間的推論，建
立命題之間的關係。情境模式則補足了文本表徵的不足，將讀者個人的
先備知識納入閱讀理解的歷程，也就是說，讀者將文本訊息和個人先備
知識加以統整，在特定的情境下形成新的、更精緻的心理表徵（連啟舜、
曾玉村，2018）。而閱讀理解的歷程包括「直接理解」和「詮釋理解」
兩部分，直接理解歷程又分為「提取訊息」及「推論分析」，詮釋理解歷
程則分為「詮釋整合」及「比較評估」。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的閱讀理解測驗即根據
這四個歷程，以故事體和說明文兩種閱讀材料設計題目，檢核學生的閱
讀理解能力（柯華葳等人，2009）。茲將以上理論重點整理如表 1。
文章的編寫會影響讀者閱讀理解，Beck 等人（1984，引自柯華葳、
范信賢，1990）曾分析基礎讀物（basal readers）中的故事，導致理解
困難的問題有三類：（一）表面問題（surface problem）：字詞的問題，
如代名詞指代不清楚、補語的位置不對及不當省略連接詞。（二）知識
問題（knowledg e problem）：讀者不具備閱讀故事的背景知識。（三）
內容問題（content problem）：內容本質問題或模稜兩可。內容本質問
題是指系列事件上有遺漏，或事件間關係不清楚；內容模稜兩可，則如
字、詞帶出不相關的訊息，或者使用多義詞，讓讀者不易明瞭。教科書

表1

閱讀理解理論
理論

基模理論

建構 ─ 統整模式

重要內容
讀者找到和文章內容、結構相吻合的基模，才能理解文
章意旨。
有三個不同的層次：
1.表層符碼：字形辨識、識字解碼。
2.文本表徵：建立命題之間的關係。
3.情境模式：讀者將文本訊息和個人先備知識加以統整。

PIRLS 閱讀理解歷程

1.直接理解：分為提取訊息和推論分析。
2.詮釋理解：分為詮釋整合和比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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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的文本在組織與編寫上，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理解（柯華葳，
1989；Scott & Dreher, 2021），若文本編寫或組織不良、前後內容不一
致、脈絡不清、使用詞彙過於艱深，皆會阻礙學習者的閱讀理解。因
此，在以基模為學習基礎的理論中，更強調教科書設計需符合基模才能
理解；而內容基模與結構基模在學習和記憶中扮演重要角色，教科書內
容的設計必須符合這兩類基模才能助於學生理解（陳麗華，1988）。

5

柯華葳與范信賢（1990）發現臺灣國小的社會課本，其敘寫方式會
造成學童理解上的困難，將陳述不清的課文內容改寫，學童的理解力便
有顯著的進步。課文編寫會影響學生閱讀理解，教師應該用何種角度使
用國語教科書的改編課文呢？

三、教科書課文的使用
教科書是教室裡師生互動的重要依據，主導著教師教學與學生學
習。教師根據課本和教學指引選擇教學內容與教學活動，達成教學目
標，增長學生學習成效。影響教科書使用的因素包括教師個人的專業知
識、教學經驗、教學信念，學生的學習態度和興趣、學習能力和經驗，
以及教科書內容、教室管理、教學進度等情境因素（洪若烈，2003）。
教師使用教科書，或照本宣科、或參照使用，Snyder 等人（1992）從課
程的角度提出三種實施觀點：忠實觀（fidelity perspective）、相互調適
觀（mutual adaptation perspective）及課程締造觀（curriculum enactment
perspective）。

6

教師是教科書意義及其知識的最後決定者，教科書的落實包含教師
專業自主的知覺過程，若教師對教科書有正向的認知，了解它只是教材

5

6

就基模理論的觀點而言，讀者無法理解文章內容可能的原因有三：1.作者所提供的線
索不夠充分，讀者因而未能使用合適的基模。2.讀者尚未擁有了解文章意旨所需的基
模。3.讀者另行一個基模來詮釋文章意旨，但詮釋和作者原意不符。
參見賴光真（2017），持「課程忠實觀」者認為知識乃是由課程專家所決定，教師的
角色則是忠實執行課程計畫；持「相互調適觀」者則認為知識乃由課程設計者與課程
實施者相互協商，因此教師是知識的調適者與再詮釋者；持「課程締造觀」者則認為
課程是由師生共同創造的經驗，因此教師本身即是知識的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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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而非全部，教師的講解說明、更新資料即可補充教科書的缺失及
謬誤（歐用生，1992；Xu, 2015）。國語教科書教材編選是供教學者參
考的例子，從國編到民編，即使材料、範文均佳，也不是金科玉律，不
能更動（陳正治，2008）。可見，教師要深入教材、活用教材及補充教
材，專業自主地從調適觀、締造觀的角度來使用國語教科書的課文。
教師使用教材實施課程與教學，學者強調教師轉化能力的重要性。
Wilson 等人（1987）將教師一連串的教學推理與行動分成理解、轉化、
評估、反思與新理解的歷程，而教師的「學科教學知識」是將知識內容
轉成有力教學形式的重要專業能力。轉化包含教學準備（preparation）、
陳述表示（re presentation）、選擇（selection）以及根據學生特性進行
調適（adaptation and tailoring to student characteristics）四個過程，尤其
在選擇的階段，特別強調教師對文本再行批判闡釋，需對教材內容加以檢
視，並以學科知識來理解文本是否適合教學（卯靜儒，2015a，2015b）。
而文史科教師會經歷兩個層面的「教學轉化」，先是針對教材內容進行
7

個人層面的轉化，使自己的視域與作者（古人）的視域交融； 次是教
材教法層面的轉化，若要協助學生克服時空與文字的限制，達到經驗上
的轉化，教師須掌握教材特質、突破教科書文本權威，並善用教法，使
用教學媒材（唐淑華，2011）。
課文是國語教科書主要的內容，但課文是「原型教材」，需經「教
8

材分析」才能成為「教學教材」，並作為教學設計與實施的基礎。 教
材分析將理出各知識層面的類型知識，教師就教材衡量教學對象、教學
情境及教學資源，結合語文六大能力（或語文內容和表現），設定教育
目標的層次：記憶、了解、應用、分析、評鑑和創造（洪文瓊，2008）。
而課文教學三個層次包括：（一）語言層次：強調基本的語言能力，為
認字、識詞、用字及遣詞的教學。（二）文學層次：重視表達意念思想
7

8

Gadamer 認為每個人既有的能力（包括經驗、學識、文化學習、生活背景等）便構成
了個人的「視域」（1975，引自吳靖國，2007）。
教材分析大體包含：教材內容的屬性（文體、主題：內容主題與語文主題、題材、主
要語料）、位階（和前後教材、其他領域的關聯）與知識結構（教材所蘊含的語言、
文學、文化知識，包括課文形式、內容、寫作技法、組織語料與語法知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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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如寫作的方式和技巧，為「形式深究」教學。（三）文化層次：
舉凡文章主旨、段落大意、文句涵義皆是，為「內容深究」教學（陳正
治，2008）。
國語課文不僅是聽、說、讀、寫、作教學設計的基礎，從《國民小
學課程標準》到 2008 年課綱，都強調使用混合教學法，先行分析單元
的課文、選取說話教材、設計作文題材及編列寫字單元，或四項教材完
整混合，或包含其中一、二項的部分混合。課文教學早期稱為範文教
學，以「模範作文」作為語文的教與學工具，對於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
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林照蘭，2009）。從範文教學的角度來看，國語
課文具有典範意義，因此，編寫、審查的嚴謹，教師具批判眼光的使用
都顯得重要，尤其是面對改編課文。學者建議教師拿到教科書之後，應
先細讀課文，依學生的知識背景檢查課文中的一致性和連貫性，以及概
念是否清楚，並就此加強說明，學生才能理解課文所傳達的訊息（柯華
葳，1989）。
本研究教科書改編課文的使用，是指教師實際運用國語改編課文的
教學歷程，包含其教材使用、目標設定、方法策略與教學活動，藉此來
了解改編課文對學生閱讀理解和學習的影響。

四、〈憨孫耶，好去睏啊！〉改編分析
〈憨孫耶，好去睏啊！〉（附錄 1）是翰林版《國語》第十冊課文，
改編自蕭蕭（1986）《稻香路》中的文章，原文並附於教師手冊（連寬
寬、羅華木，2015a，2015b）。此篇原文為 1,146 個字（附錄 2），經過
刪減、改編後，課文為 763 個字。其改編的方法是長篇改短篇，主要經
由刪減原文三個段落以及修整部分語句。然而，此一改編方式是否恰
當？是否保留原文意旨且結構完整？
誠如教師手冊「課文深究」所言，本課的課文特色為：

1.本文形式上是一篇記敘文，內容則是屬於抒情、懷舊式的散文。
作者敘述了童年的往事，敘寫祖母陪他熬夜讀書的情景，祖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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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溫馨感人。2.此篇在散文中的運用部分的閩南語語詞，是少數
鄉土作品的代表作。3.文章內容側重描寫人與人的關係，筆觸充滿
了溫馨沉鬱的感情，與真性情的「愛」，既抒情又寫實。（連寬寬、
羅華木，2015b，頁 430）
「敘寫祖母陪他熬夜讀書的情景，祖孫之情，溫馨感人」這項課文特色
的歸納，事實上是針對蕭蕭的原文，改編課文刪掉了五、六、七段，把
祖母陪伴他熬夜讀書的細節刪去，削弱了祖孫之間濃厚的情感，使第
一、三點的特色無法顯現。例如，原文第四段描寫村莊黑夜和北風凌虐
屋外的場景，是為了映襯屋內有祖母相伴的溫馨，但缺少了第五段，一
方面無法從屋外場景過渡到屋內，另一方面陪伴的細節亦嚴重地被削
弱；後又直接接續「祖母可是矛盾的人……」該段，內容嚴重地跳接。
改編課文直接刪節原文，並未處理好組織結構，是美中不足之處（參照
圖 1，粗框內為初版課文刪減的部分）。
文章的結構，又稱為布局、格局、間架，包含文章本身的內部組織
構造和外部表現形式（楊蔭滸，1990）。陳滿銘指出：

背景：從小祖母對作者的期望。
起因
起因：小學到中學，每日農忙。

屋外：窗外寂寥，村莊都已沉睡。
入夜

過去

夜讀之經過
（祖母陪伴之情）

場景

屋內：點燃油燈，在飯桌上讀書，祖母相伴。
場景

憨孫耶，好去睏啊！

屋外：村莊靜謐，一片漆黑，北風呼嘯而過。
天一黑

屋內：祖母熱飯菜，提振作者精神。
睡前

祖母一方面催促作者去睡，另一方面
又擔心作者讀書狀況。

圖1

〈憨孫耶，好去睏啊！〉原文結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蕭蕭（1986）。

現在

祖母逝世後，作者懷念從前相處時光。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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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構成的型態，雖然不免隨著作者設計經營手段的不同而呈現多
樣的變化，不過，每個作家在謀篇布局之際，無疑地都會不知不覺
地受到人類共通理則的支配，以致寫成的作品，在各式各樣的枝葉
底下，都無可例外地藏有一些基本的、共通的幹身。（陳滿銘，
1991，頁 27）
而這「幹身」就是段落篇章組織要兼顧「秩序」、「變化」、「連貫」、「統
一」四大原則（陳滿銘，2005）。以下從秩序、聯（連）貫及統一原則，
將課文版和原文版對照分析：

（一）秩序原則
要求材料和陳述要合乎空間、時間或事件發展的過程，可順向，也
可逆向。原文版在夜讀時的經過，是從天一黑、入夜到睡前，呈現出
「秩序原則」。課文版刪去入夜一段，時間描寫的層次性不若原來細膩。

（二）連貫原則
9

要求材料先後的銜接或照應。 課文版刪掉了原文五、六、七段，
其銜接和照應的問題有三方面：
1. 空間銜接：在記敘文敘寫手法中，背景描寫都具有時序（時間先
後）、場景（空間位移）的連貫性。課文版天一黑的情景，只寫屋外北
風呼嘯，卻缺乏屋內讀書的場景，空間上缺乏銜接。
2. 動作銜接：原文版從「燈火被風熄滅」到「重新點燃燈火」銜接
自然，但課文版刪節後直接跳到「可祖母與我都是矛盾的人」，產生文
意的斷裂，即是所謂的「跳接」。
3. 文字情景照應：課文版文末「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寂寥」
刪去原文版「相對於窗外的寂寥，祖母在的日子，我的苦讀也充滿溫馨
感」，「寂寥」無法產生前後照應與情景的比較。

9

王明通（2003）談及「作法審辨」之聯絡照應方式，除有基本聯絡外，其藝術聯絡方
式有九種：語意一致、時空順序、事理發展、分合關係、一問一答、前後照應、一路
照應、增進接應、增進接應及過度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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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一原則
就材料情意的通貫，即是主旨（情意）與綱領（材料）的統合。文
中「祖母就是這樣陪我度過寒窗夜讀的日子」的指稱代名詞「這樣」，
指陪伴的種種情境，課文版僅有「可祖母與我都是矛盾的人」一段，是
不足以充分表達祖母「陪伴」的情形。刪去這三段祖孫相處的情景，主
題表現的張力與情意的通貫度都相對減弱。
由上可知，改編課文刪減原文段落，卻未注意到文章段落組織的連
貫、篇章組合的美學原則。從閱讀理解的角度來看，課文設計不符合內
10

容基模和結構基模的要求，會影響學生理解。 改編課文縮減字數的目
的之一，常是為了減輕學生負擔，若是有了缺漏，帶來學生理解的不足
和困難，教師要如何使用教材與設計教學，進而增進理解呢？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教學者的選擇
本研究選擇兩個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分別位於臺灣一北一南，第一
個個案以群體、共備完成課文教學；第二個個案則個人獨立完成課文
教學。
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共備組），為推動縣市國語教學，
在精進課堂教學的研究上，每年輔導團教師共備作「完整一課」的公開
教學，希望經由觀課議課中，探究「完整一課」的課文教學。共備組於

10 從圖文的關係來看，插畫揭示文意重點，有助於學生理解文意。然而〈憨孫耶，好去

睏啊！〉2015 年初版，由於課文刪去重要的細節，連帶也影響插圖表意的正確性。例
如，刪掉原文第五段「重新把油燈點燃……」，沒有屋內場景的描寫，插圖畫成吊燈
和個人小書桌，跟原意有了出入，也無法凸顯陪讀的情形。2018 年再版的課文中，加
上了這一段，屋內的情形和祖母在油燈下陪讀時的挑菜、作者做功課的情形，呈現了
祖母陪伴作者之情。繪圖者根據課文的內容，描繪出祖孫相伴的溫馨情景，有助於理
解課文。雖然，原文「油燈在我的左前方」從課文中刪去，使圖中的油燈畫在右前方，
但不影響文意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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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使用〈憨孫耶，好去睏啊！〉作為文本，研究者受邀參加
議課。此研究對象可以反映教師共備群體對改編課文的教學想法與實際
運作的情形。
另一研究對象畢業於師範學院語文教育系，具有教育碩士學位，為
南部某國民小學五年級的級任教師，曾任職新加坡華語教師，參與新加
坡教育創新計畫。對語文與社會領域教學抱有高度熱忱，努力參與研
習、精進教學，希望提供學生最合適的教學內容與方式。105 學年該師
學校選用翰林版五年級國語教科書，教師於 2017 年 5 月進行〈憨孫耶，
好去睏啊！〉教學。為了解改編課文對教師教學與學生理解的影響，再
延請該教師對〈憨孫耶，好去睏啊！〉初版進行教學。

二、研究場域
案例一場域為北部某國小五年級大型集體觀課；案例二為南部某學
校五年級某班，班上人數共 26 人。

三、研究者
研究者曾任國小教師六年，在大學擔任「國語教材教法」與「國音
及說話」課程。研究者想了解教師對於改編課文調整運用情形，以及改
編課文對學生閱讀理解的影響，並提出相關建議。

四、研究工具
（一）改編課文與原文：本研究所使用的改編課文，是翰林版國語
第十冊〈憨孫耶，好去睏啊！〉，其教師手冊呈現的內容，包括課前準
備、課中教學及課後延伸三部分。在課後延伸的部分有作者介紹，並提
供改編課文的原文（連寬寬、羅華木，2015a，2015b）。
（二）觀察紀錄：為觀察教師改編課文教學的歷程，同時採取錄影
與入班觀察，並書寫觀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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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單：現場教師為比較課文版與原文版帶給學生不同的閱
讀理解，設計學習單。
（四）教師訪談：為了解教師教學的歷程與思考，設計訪談問題進
行訪談，將訪談內容做文字紀錄。

五、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資料收集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透過資料的蒐集，藉以了解教師運用改編課文
的教學情形。研究者在研究對象（教師）上課期間入班觀察與現場記
錄，輔以攝影方式記錄教學情形，並進行教師訪談。在學生資料收集的
部分，共備組受限於大型教學觀摩會場，學生學習資料的收集主要來自
現場攝影及觀察紀錄，而個人組除了現場攝影及觀察紀錄，並收集學生
填寫的學習單，以此來交叉佐證資料的真實性以確立研究效度。為使研
究資料有效地整理，將觀察紀錄、學生表現（學習單）及教師訪談等資
料加以編碼處理，如表 2。

（二）資料分析
使用質性研究，分析觀察紀錄（含錄影紀錄）、學生學習單、教師
訪談等資料。

表2

資料編碼表

資料來源

編碼方式

例子

觀察紀錄

觀察紀錄北（南）＋西元年月日

觀北 20160516
觀南 20200512-15

學生表現

學生＋座號＋學習單＋編號

S2 學習單 1

教師訪談

教師訪談北（南）＋西元年月日

訪北 20200602
訪南 20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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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和討論
以下先敘述教師使用〈憨孫耶，好去睏啊！〉改編課文的教學歷程，
進而分析學生的理解情形，最後比較兩個案例的異同。

一、教師教學歷程
（一）共備組
共備組教學規劃與各節教學大要如表 3。
從共 備組 的教學歷程（觀 北 20160516） 可 見， 其 對 改 編 課 文 的 使
用特色如下：
1.以課文為主，使用混合教學法，加強讀寫合一
共備組以國語教科書課文作為閱讀教學的核心，連結寫作設計教
學，服膺混合教學的精神。
閱讀教學中「摘取大意、研討生難字詞、深究課文」是其重要步驟。
第一節課「綜覽課文，形成大意」，教師先經由概覽課文，檢視討論「秀
才」、「寒窗」、「子時」等生難詞，再逐段摘取段落大意。提供基本文

表3

共備組教學規劃

總時間 節次

各節
分鐘

教學重點及策略

教學時間

1

40

綜覽課文，形成大意。

2

40

熟讀課文，辨識表面情緒與內心情感，深究作品意涵。

3

40

探究作者寫作技巧、對話與細節描寫的效果。

4

40

1.課文朗讀指導：強調聆聽及欣賞。
2.段落結構分析及段落仿作：教師示範並逐步交付任務。
3. 發展寫作全篇結構：遷移課文習得成果，並提供發展
方向。

5

40

寫作。

200
分鐘

資料來源：共備組（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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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結構：「誰（人物）＋主要事件過程（做什麼事、動作）＋結果」，
示範以畫出關鍵詞的方式整併成重點句，分段敘述大意。並帶領學生分
組討論整併自然段為意義段，提挈意義段的重點：
「1、2 祖母的期待（背
景），3、4 熬夜苦讀的原因，5、6、7 苦讀的過程，8、9、10 對祖母的
回憶」，以形成課文大意。再由時間結構「過去—現在」，揭示主旨「經
由過去祖孫相處的情景，抒發作者對祖母的懷念」。最後，檢視標題意
涵，「憨孫耶，好去睏啊！」，由第六段「她會催我趕快睡覺」、第八段
「憨孫耶，好去睏啊！」腦海中對祖母的懷念，再次連結今昔，並凸顯
主旨。教學層次分明，經由課文大意呈現學生對整體課文的理解，藉由
時間結構今昔的對比凸顯懷念祖母的主題，以及探討標題在整個課文情
感的作用，教師的教學掌握都十分圓熟。
深究課文包括內容深究與形式深究，第二節課的「熟讀課文，辨識
表面情緒與內心感情，深究作品」是屬於內容深究。好的朗讀具有「以
讀代講」的作用，教師引領學生從課文朗讀注意句子的語調，尤其是祖
孫的對話，要讀出文中人物的感情。這一課具有鄉土文學的特質，揣摩
祖母說話的口氣，使用臺語誦讀。教師提出問題，引導學生探究文字背
後的內在情感：（1）由課文中祖孫對話，推論二人的想法與心境？（2）
課文中，作者為什麼說祖母和自己都是矛盾的人？造成矛盾的原因是什
麼？（3）最後一段中，
「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寂寥」是什麼意思？
透過「寂寥感」的比較，了解文字背後深刻的情感。經由小組討論與教
師歸納整理，學生進一步理解文章的內容。
第三節課「探究寫作技巧、對話與細節描寫的效果」是屬於形式深
究。在課文內容的基礎上，教師引導學生了解作者的寫作方法與技巧。
探究時提供學生 A4 紙重新打字排版的課文，以及原文被刪減段落的紙
條，來探究結構、段落安排和主題呈現，顯得特殊，將在下一小節探討。
第四節、第五節課是作文教學，從段落仿寫到全篇結構仿寫。第四
節教師引領課文朗讀，在學生熟讀課文的基礎上，分析第四、六段段落
結構，實施仿作並發表。第五節則提供寫作命題（我的□□、□□與我
─ □□未必是人），利用前述結構擴充至全篇，發展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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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寫符合學童思考發展，有助作文學習。王耘等人在《小學生心理
學》中提到：

教學活動的研究顯示，模仿是小學生學習寫作文的重要途徑，也符
合兒童思考發展中從「再造想像」到「創作想像」的規律。（王耘
等人，1995，頁 119）
仿寫是依據所要求的重點來模仿寫作，有形式仿寫、內容仿寫及綜合仿
寫，國小階段仿寫可從句擴展至段、篇（仇小屏，2003）。改編課文〈憨
孫耶，好去睏啊！〉是閱讀教學的中心，經由範文的典範性，提供學生
寫作練習，這是混合教學法、讀寫合一的精神所在，也是教學團隊在形
式技巧之後設計段落仿寫，並練習全篇結構與內容仿寫的重要原因。
2.增補原文段落，加強段落組織照應，從相處細節凸顯主題
第一、二節課教學者使用國語課文教學，但刪減了原文祖孫相處三
段內容，影響段落的組織與照應，造成文意斷裂以及主題呈現薄弱，教
學者對這個問題是有所察覺的，在依循「課文本位」之下，該如何調
整？共備組將形式深究的目標設定為：

7-1 能整理文章內容，形成課文結構；7-2 能概略理解對話在寫作表
達上的效果；7-3 能透過細節還原，體會語句應用在溝通表達上的
效果；11-1 能評析內容是否足以完整傳達出作者的情感。（新北市
國民教育輔導團，2016）
依教學目標，本節課的教學重點有幾個重要的討論：（1）從結構的安
排探討順敘法的寫作方法、（2）探討結尾了解對話句、（3）增補內容，
11

強調細節的重要。 共備組增補被刪減的原文，還原文章的美感，對應

11 一般而言，形式深究有鍊字修辭、造句文法、段落組織與照應、篇章結構與風格幾方

面，但教師需視實際需求加以選取。到了第三節課，共備組認為面對改編課文刪節原
文，不論是文章脈絡的不銜接，或是造成作品情感的鋪陳不足，必須增補原文段落，
才能以補足文意，並發揮文學的美感效能。可以說刪了原文 5、6、7 這三段，造成課
文版：1.結構的不完整、2.語境的中斷、3.內容厚度不夠深入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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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中 小 學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 語 文 學 習 領 域（ 國 語 文 ）（ 三 版 ）
（2011）能力指標「5-3-10-1 能夠思考和批判文章的內容」，設計內容
評析的高層次學習目標。
教學者先統整上兩節課對文章結構的理解，用記敘文結構（起因、
經過、結果）以時間順序法（先寫……再寫……最後寫……）指出這篇
文章以寒夜苦讀作為敘述事件的中心。進而討論對話句在整篇文章的重
要性，尤其是結尾（第七到十段的對話句）將時序由過去帶到現在，表
達現在對祖母的懷念。教師為了讓學生可以更清楚概覽全文，將文章用
A4 紙一頁呈現，比較容易看出文章篇章結構和段落之間的關係，並經
由摺起結尾段落，在內容有無的對照下，了解結尾及其對話句在全篇的
感情效應。
而討論到結尾對話會連結畫面，以「憨孫耶，好去睏啊！」詢問學
生，蕭蕭會聯想到什麼畫面，才足以帶出對祖母懷念的情感。在學生無
法回答的情況之下，教師提出「畫面感不夠清楚」，再發一張紙條給學
生閱讀，是被改編課文刪去的三段原文段落。教師討論增補的三個段
落，其討論的重點是：（1）要插入哪裡？（2）三個段落重要的內容為
何？（3）補充細節對文章的重要性？有助了解祖孫相處，幫助主題？
在了解增補內容和承接關係後，引導學生朗讀，「祖母就是『這樣』陪
我度過寒窗夜讀的日子」，讓學生體會指稱代名詞「這樣」原來是有豐
富的內容。而夜讀陪伴的情景細節正是蕭蕭懷念祖母的原因，也才能凸
顯這篇文章主題之所在。
這節課加深課文記敘文結構特色的探知，延續內容深究以對話句作
為寫作特色探究的重點，再藉由教師增補原文內容，還原相處細節。教
師本節課從一開始使用 A4 紙打字排版的課文到紙條「插入法」，其重
點就是以「段落組織的安排與照應」的原則來引導學生，並經由三段文
字的細讀，了解祖母陪伴作者夜讀的真實情景，對照課文提供學生思考
和批判文章的高層次思維，呈現出教師學科專業教學力。

（二）個人組
個人組因應改編課文增加教學目標，其教學簡案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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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組教學簡案

教學目標

做「文本比較」，練習判斷不同的文本帶來的不同效果，以及不同的
意涵。

準備資料

課本版以及原文版的文章。

簡易
教學流程

1. 先發下課本版的文章，推測標題意涵，帶讀及解釋，並讓學生回答
下列問題。（學習單 1）
（1）這一連串的「黑」帶給作者什麼樣的感覺？為什麼作者要這
樣寫，他想傳遞什麼訊息？
（2）「就這一頁，讀好這一頁就睡！」請問祖母或者作者在說這句
話的時候，內心的想法各是什麼？
（3）請推測，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是什麼？
（4）為什麼作者會認為現在的「寂寥」比二十多年前的「寂寥」
更深沉？
2. 發下原文版的文章，請學生用螢光筆畫出與課本版不同的地方。
3. 帶讀完原文版後，請學生再次回答上述四題問題。並針對原文版增
補的段落提出問題：「為什麼文章中會寫到晚上陪讀時，祖母只要
看著作者，就心滿意足了？」（學習單 2）
4. 比較兩個文本，並回答下列問題。（學習單 3）
（1）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後，你覺得文章有沒有給你
什麼不同的感覺？為什麼？
（2）你認為編輯群的叔叔、阿姨們為什麼要刪掉這些段落？請推
測兩個合理的理由。
（3）你會建議編輯群的叔叔、阿姨們刪掉這些段落嗎？為什麼？

資料來源：觀南 20200512-15。

個人組的教學特色表現在幾方面：1.使用文本細讀，加強鄉土情境
的理解；2.提供原文版文章，讓學生自行發現不足之處，並進行文本閱
讀感受的前後比較；3.教師經由文本比較，強化篇章結構完整的重要（觀
南 20200512-15）。

二、學生學習理解情形
（一）共備組
在內容深究時，教師提出「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寂寥」，讓
學生從外在環境、內心感受及屋內情景三方面體會文意。學生對於二十
年前的寂寥，在外在環境上認為是夜靜（無人聲）、夜黑、北風呼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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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內在感受是可怕、孤單、渺小。（因祖孫陪伴的細節段落被刪除）
現在的寂寥學生從課文中抽出「寂寂、陰寒」是外在環境，內在感受因
為現在的屋內只有作者一人，而歸納出比二十多年前更深的夜的寂寥。
在形式深究的時候，學生先拿到一張用 A4 紙打字排版出來的課文，
教師再提供一張紙條，上面是被刪除的三段原文；學生閱讀之後，經由
比對，想要跟課文做連結，並試圖插入 A4 紙上的課文。藉由這三段原
文的增補，學生的理解表現在兩方面：
1.了解課文版的段落無法銜接，須由增補段落使其完整
學生在記敘文篇章結構認知的基礎上，理解到段落需要銜接。教師
提問：「那你會想把它插（放）進去哪裡？」學生大部分回答第五段的
後面，並回答插入的原因：因為第五段的後面是「燈火熄掉了」，而紙
條所提供的第一段第一句話是「重新把油燈點燃」。教師藉此歸納在寫
作文的時候，文章（段）跟文章（段）之間是要互相承接的。
教師再從空間的角度引導學生對段落銜接的理解，屋外的場景要銜
接到屋內才能對應，繼而討論祖孫相處的屋內場景。

老師：前面好像寫了一些（外面）環境的黑，對不對？那請問我們
這段細節裡面，寫了屋子裡面的場景嗎？（多數同學說有）屋子裡
的環境有什麼？
同學 R：桌子腐朽了，然後桌子墊了小瓦片，然後桌子勉強在凹凸
不平的地面維持平衡，然後桌子靠著牆，還有其他三面有一張長
板凳。
老師：好，老師想問他把他家裡的內部環境描寫得很仔細，那給你
怎樣的感覺？
同學 R：窮困。
老師：為什麼？我沒有看到一個窮字，你為什麼會覺得窮困？
同學 S：因為他說桌子已經腐朽，就是可能桌子都壞掉了，然後都
沒有錢買新的，然後桌子勉強在凹凸不平的地面維持平衡，就是磚
瓦都裂掉破掉了也都沒有補。（觀北 2016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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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此段屋內空間的描寫，學生感受到作者家的貧窮。
2.歸納增補祖孫相處的內容細節，有助了解主題
學生閱讀紙條的內容，了解課文刪除了原文重要的段落，經由教師
提問歸納重點。

老師：誰可以說看看？裡面寫了什麼？
同學 Q：蕭蕭在讀書的時候的情況，祖母坐在他旁邊做的一些事。
（觀北 20160516）
原文被刪除的三個段落，主要呈現出祖母陪伴作者夜讀的細節。多
數同學經由閱讀增補段落及教師的引導，歸納出祖孫相處的情形，覺
得「原本的課文只有寫到阿嬤是有矛盾，但是阿嬤是怎麼陪他的好像
沒有寫」。
多數同學舉手反應，原文版補充的細節，更能幫助了解蕭蕭跟祖母
相處的情形，這些細節亦可以幫助同學更了解這個主題

主旨（經由回

憶過往的祖孫相處情形懷念祖母）；刪除這三段，就沒讀到陪伴的細節。
經由這個引導，學生對於「祖母就是這樣陪我度過寒窗夜讀的日
子」有不同的體會。而同學 T 反應特別敏銳，覺得「加了原文版這三
段比較容易懂，要不然『被黑所滅』然後呢？」，並且說出「祖母就是
這樣陪我……」的「這樣」，即是老師發給我們的這張紙的內容（觀北
20160516）。從學生 T 的回答，可以得知增補的段落不但有益於學生對
主題的體會，對段落之間銜接呼應的關係也有更清楚的了解。

（二）個人組
個人組學生學習情形可從學習單中的問題回答，了解改編文本對學
生理解的影響。
PIRLS 的閱讀理解成效檢核，將閱讀理解的層次分成「提取訊息：
找出文章中明確寫出的訊息」、「推論分析：連結段落內或段落間的訊
息，推斷出訊息間的關係」、「詮釋整合：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知識，
去理解與建構文章中的細節及更完整的意思」、「比較評估：讀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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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考量文章中的訊息」（柯華葳等人，2009）。以下根據提問的層
次來分析學生的學習單，經過課文版和原文版前後閱讀的差異，呈現改
編課文帶給學生理解的偏失，以及閱讀原文版後的調整。
1.課文改編方式，影響學生對文章的理解
（1）產生「推論分析」的偏誤
所謂的「推論分析」是連結段落內或段落間的訊息，推斷出訊息間
的關係。推論分析的題目如：「這一連串的『黑』帶給作者什麼樣的感
覺？為什麼作者要這樣寫，他想傳遞什麼訊息？」綜合學生的回答：閱
讀課本版，學生在推測「黑」的時候，容易帶入作者孤獨一人的情景，
造成理解上的錯誤；閱讀原文版後，學生就能導回「黑」僅止於指屋外
的寒冷夜黑，以及夜愈來愈深的感覺。

學生 14（課文版）
：這一連串的黑帶給作者在夜晚裡，空虛的讀書、
可怕的感覺。他想傳遞的是作者自己在黑夜裡很寂寞的訊息。（S14
學習單 1）
學生 14（原文版）：這一連串的黑，帶給作者在夜裡讀書可怕的感
覺。作者想傳達的是現在外面已經沒有什麼聲音了，很安靜的訊
息。（S14 學習單 2）
因為課文版缺少了祖孫陪伴的內容，所以在對「黑」的推論上會有偏
誤。單看上下文意，使學生容易誤解成因作者「獨自」在夜黑人靜的晚
上讀書，所以「黑」讓作者覺得「孤獨」。實則不然，在閱讀原文版後，
學生對於「黑」的詮釋，不在於恐怖、害怕，而是由屋內祖母的陪伴襯
出外頭的安靜、漆黑。此外，閱讀原文版可推論，由於作者多了祖母的
陪伴，屋外的夜黑不再讓作者太驚懼。
又如：「請推測，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是什麼？」綜合學生的回
答：閱讀課文版，學生對於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推測，有了作者孤獨
一人的謬誤。不同文本導出不同推理，修改的文本不一定符合原作者的
意圖，刪除段落更是如此。而閱讀原文版，可知作者多了祖母的陪伴，
屋外的夜黑不再讓作者太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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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24（課文版）：二十年前的寂寥是寂寞和孤單，也非常安靜。
（S24 學習單 1）
學生 24（原文版）：二十年前的寂寥就是窗外的景色很黑，而且外
面又沒人在走動，非常安靜。（S24 學習單 2）
學生 17（課文版）：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是很寂寞，因為自己半夜讀
書。（S17 學習單 1）
學生 17（原文版）：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是外面非常黑，很安靜。
（S17 學習單 2）
課文版缺少了祖孫陪伴的內容，因此在「寂寥」一詞文意的理解和推斷
上會有偏誤。原文版二十年前的「寂寥」單指屋外的夜黑，當訊息不足
的時候，學生在推論時較多只憑感覺猜測，會產生謬誤；而祖母陪伴
訊息的增補，就會使原來對寂寥的推測導回原意，文意指向較不會有
偏差。
（2）產生「詮釋整合」的困難
所謂的「詮釋整合」是指讀者需要運用自己的知識，去理解與建構
文章中的細節及更完整的意思。詮釋整合的題目如：「『就這一頁，讀
好這一頁就睡！』請問祖母或者作者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的想法各
是什麼？」綜合學生的回答：閱讀課文版，學生都單純僅止於作者與祖
母互相要對方就寢，作者也只想要多讀書；閱讀原文版後，多了因為祖
母的陪伴、煮食，作者內心對祖母的愧歉。

學生 7（課文版）：祖母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是希望作者早點睡
和要讀書也要睡覺，以及怕作者沒有讀好、沒有上榜、卻名落孫山。
作者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內心是希望祖母早點休息，不要擔心作
者。（S7 學習單 1）
學生 7（原文版）：祖母在說這一句話的時候，內心的想法是看作
者有沒有讀懂，和希望作者不要熬夜讀書，早點睡。作者在說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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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時候，內心的想法是希望祖母早點睡，和祖母不要為他費心幫
作者煮熱騰騰的米糕糜。（S7 學習單 2）
又如：「為什麼作者會認為現在的『寂寥』比二十多年前的『寂寥』
更深沉？」綜合學生的回答：閱讀課本版，對於二十年間寂寥的比較，
學生僅會認為是祖母的去世所導致，並沒有任何人物互動層面的延伸；
閱讀原文版，學生對於二十年後的寂寥有更多的詮釋，例如，作者失去
祖母徹夜的陪伴、宵夜的準備及催促的聲音。

學生 1（課文版）：作者會認為現在的寂寥比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更
深沉，是因為作者的祖母已經去世了，所以作者比之前更孤單。
（S1
學習單 1）
學生 1（原文版）：作者會認為現在的寂寥比二十多年前的寂寥更
深沉，是因為以前夜晚自己讀書都有祖母的陪伴不會自己熬夜讀
書，但現在祖母已經去世了，再也沒有人可以陪他熬夜讀書，也沒
有人幫他煮宵夜了，所以自己就跟窗外的寂寥一樣。（S1 學習單 2）
原文版中對於「寂寥」，有以下敘述：「相對於窗外的寂寥，祖母在的
日子，我的苦讀其實也充滿了溫馨」（課文版刪去），這使讀者可依此
與結尾所言「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寂寥」形成對照。學生讀原文
版經由二十年前與現今兩次寂寥的前後對照，以及祖母陪伴的內容，更
能有層次的詮釋「寂寥」，對前後含意理解更加清晰。
2.增補原文段落，篇章完整有助學生理解
「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後，你覺得文章有沒有給你什麼
不同的感覺？為什麼？」（學習單 3）根據 PIRLS 閱讀理解歷程的提問
層次，此題屬於「比較評估」，而所謂的「比較評估」是指讀者需要批
判性考量文章中的訊息。經由兩篇文章的比較評估，可以了解學生對增
補原文段落的看法，而綜合學生的回答，幾乎全數學生（24 人）都認
為閱讀原文後有不同感受，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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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突出作者家境貧窮形象，更理解為何作者需白天工作，夜間讀書
有五成的學生表示，讀到原文中增加的段落，透過細節更明白了作
者家境「貧窮」的狀況。

學生 7：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我覺得文章有給我覺得
作者家更窮了，因為桌面是四片薄木所拼成，但因使用多年，已經
有些腐朽。飯桌需要墊著小瓦片，才不會搖來搖去，和桌子要靠牆
才會立起來。地板凹凸不平，所以這就說明了，作者家很窮。（S7
學習單 3）
因此，有助於學生加深理解為什麼作者需要在白天工作。

學生 1：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後，我覺得文章有給我作
者他們家很窮。因為作者他們家地板不是很好、凹凸不平，而且加
上沒有錢可以買，很窮的人幾乎都在田裡工作。（S1 學習單 3）
學生 3：閱讀原文後，我覺得作者家更窮了，這也顯出當時讀書的
辛苦，因為那時大白天大家都要工作，沒時間讀書。（S3 學習單 3）
家中貧窮，呼應了作者必須在白天工作的段落，也更讓學生了解作者夜
讀的辛苦。
（2）更加了解祖孫之間的互動
對學生來說，刪減的段落使祖母關心作者的程度被削減、弱化。有
六成（15 位）以上的學生表示，閱讀原文後更加清楚了祖孫之間互動
的情形，故事情節的發展與細節也更為清晰。

學生 18：閱讀原文後，讀到加上去的段落後，我覺得我更了解作
者在熬夜的時候和祖母的互動，因為原文多了的那幾段，有說到祖
母會揀揀菜，做些家事或喝喝茶，也有說到祖母會煮一鍋米糕糜或
泡個蛋給作者滋補，所以我看了原文後，才更理解作者和祖母的互
動。（S18 學習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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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14：課文版的文章直接從說完「就這一頁，讀好這一頁就睡」
的時候，祖母就死了，可是原文版的段落就讓整篇文章看起來比較
完整，也讓我們知道祖母除了陪作者讀書，還為他做了什麼事。
（S14 學習單 3）
（3）可以從具象的互動，體會抽象關愛的情感
有約四成（10 位）的學生表示，在閱讀原文後，從原文中感受到
了祖孫之間的情感，以及祖母對作者的關愛之情。

學生 26：閱讀原文後，才知道祖母去世二十多年了，才知道祖母
很關心作者。（S26 學習單 3）
學生 19：閱讀加上去的段落後，我覺得有祖母更愛孫子的感覺。
因為當作者夜讀時，他的祖母會煮宵夜給他吃，也會邊做著家事邊
陪著他，這都是課文版沒有的。（S19 學習單 3）
學生 14：有給我感動的感覺，因為很少有阿嬤看到孫子在讀書還
會特意煮飯給他與陪伴他。我覺得加上段落後有給我不同的感覺。
（S14 學習單 3）
學生 7：我覺得文章多了溫馨感，因為作者在晚上夜讀的時候，作
者非常孤單，但是有祖母的陪伴，不會讓他覺得孤單，因為奶奶會
想盡辦法在作者旁邊陪他，但又不想引起作者注意，所以就在旁邊
做家事。（S7 學習單 3）
學生 12：我覺得很溫馨，因為原文有講到作者跟祖母比較溫暖的
一幕，而只有原文才看的出來祖母對作者的期望。（S12 學習單 3）
學生從祖母做家事、煮宵夜的具體行為，感受到祖母對作者的關愛之
情，突出了溫馨感，同時學生也從原文中看出了祖母對作者的期望。

（三）兩組學生都不同意刪除段落
綜合共備組學生的回答，全數的同學都不建議刪除原文段落，因為
互動的細節很重要，情節的不連貫會造成他們閱讀上的困難。而個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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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你會建議編輯群的叔叔、阿姨們刪掉這些段落嗎？為什麼？」學
生的想法是：

學生 18：因為這樣讀者會不知道祖母在陪伴作者時還做了什麼事，
也會讓故事的情節連不起來，因為故事從天黑就直接跳到祖母催促
作者去睡覺。（S18 學習單 3）
學生 21：因為這樣會變得不能理解，故事還一下從這裡跳到那裡，
故事會連不起來。（S21 學習單 3）
學生 7：因為要是刪掉的話，讀起來就會變得怪怪的，因為沒有講
祖母怎樣陪伴他，就說她過世了，讀起來就會不合邏輯，如果刪
掉，我們就不知道作者和祖母的互動、情感。（S7 學習單 3）
學生 24：我覺得互動的情節很重要，作者和什麼人比較親近……
都是讓我們清楚知道的重點。（S24 學習單 3）
兩組都不同意刪除原文段落。

三、兩組之比較
以下結合教師訪談，比較兩個個案增進改編課文理解的異同。

（一）教師以調適觀使用教材，根據情境和學生特徵設計教學
〈憨孫耶，好去睏啊！〉課文並未有「文章改編或節選」的標示，
兩組教師都經由課文文本的細讀，發現課文的缺漏，認為它是一篇改編
後的課文，於是翻閱教師手冊找出原文，以調適觀的角度使用教材。
共備組在公開觀課中，希望傳達讀寫合一的語文教學，因此使用混
合教學法，從概覽課文字詞大意、內容深究、形式深究到句子、仿寫作
文，達到完整一課公開課的精神，「畢竟公開課還是要服膺現場教師教
學的需求」（訪北 20200602）。
個人組教師對於高年級文學性質較強的文本，有較強的改編意識，
在教學前習慣先看原文進行詮釋，「在解說時才不會曲解作者的意思，
才能有助於學生理解」。可是她發現〈憨孫耶，好去睏啊！〉已經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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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就課文完成教學，需要增補原文版刪去的東西，與其讓自己來解說，
倒不如讓學生去發現。於是多設定跟原來課文教學不一樣的教學目標，
也就是文本比較（訪南 20200526）。

（二）增進理解的策略：提供原文，但有插入法、文本比較法的不同
兩組都先依課文做文意理解、內容深究，再提出原文版文字做增
補、對照。教科書課文的編排結合插圖都具有輔助文意理解，但此篇課
文版面段落參差不齊，對於文章整體結構較缺乏一目了然的效果。為方
便理解整體課文，兩組都將教科書課文用 A4 紙重新打字排版呈現。
兩組提供原文增進理解，在教學策略上有插入法和比較法的不同。
共備組第三節課形式深究使用「插入法」，A4 紙排版的課文對於文章結
構、對話的效果、末尾產生的效應，都較容易觀察、引發討論，進而以
紙條插入的方式，增補課文版刪除的段落─ 祖孫相處細節，有益於學
生了解段落組織之間的銜接關係；藉由增補的內容，可以快速閱讀到它
對主題呈現的效果，在教學時間有限下容易操作。個人組則是採用「比
較法」，提供原文版與課文版對照，讓學生比較兩者的差異處，考驗學
生的比對能力，發展出不同版本會有不同的閱讀效果；學生的文本意識
會較鮮明，但需要較多的教學時間。

（三）改編課文影響學生閱讀理解，增補原文段落，有助主題體會
課文改編方式影響了兩組學生對文章的理解，從個人組學習單更可
以看出理解的落差。改編課文刪節原文，使篇章段落不完整，產生「推
論分析」方向的偏誤，以及「詮釋整合」的困難。當訊息不足的時候，
學生在推論或詮釋時，較多只憑感覺猜測，增補陪伴訊息，以利前後照
應，使文意指向較不會有偏差。增補原文段落，兩組學生覺得突出作者
家境貧窮形象，理解為何作者需白天工作和夜晚讀書，更加了解祖孫之
間的互動，並從中體會祖母的關心、期望與彼此的情感。兩組學生大都
不建議刪掉這些段落，因為互動的細節很重要，情節的不連貫會造成他
們閱讀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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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由教材的缺漏與增補、比較，發展更高層次的教學目標
認知歷程的向度有六個：記憶、了解（理解）、應用、分析、評鑑
和創造。語文教學是語言和思維的綜合訓練，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是完
成語文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而在閱讀教學中培養質疑問難能力，是訓
練思維的一個重要方法（李德華，1988）。語文教學從鑑賞到批評，即
是對作品表現出是非、善惡及美醜的鑑別與論斷，可提升文學欣賞能
12

力。 兩組教師的教學，從「作者文本」（課文）到「教師文本」，在教
學目標的設定上，從理解提升到評價改編課文的好壞，可看出其「批判
13

性轉化」。 經由原文增補與閱讀的比較評估，來增進學生的審美鑑賞
力，也提升學生對改編課文的批判思考，了解到不同文本內容造成的不
同理解效果。
由上可知，兩組教師也具備了 Ster nberg 與 Hor vath（1995）所提
專家教師教學具備的三項內容：

1.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在專門領域內有統整的知識、計畫
的架構，並且能夠將之應用於特定的情境脈絡中；2.效率（efficiency），
專家教師比生手教師花較短的時間和較少精力完成同一件事；3.洞
察力（insight），專家教師能將表面上看似無關的資訊重組出有效
的問題解決策略。（引自潘士銓、黃繼仁，2010，頁 118）
兩組教師對於國語文領域有較多專業知識，有足夠的洞察力，以文學鑑
賞力覺察改編課文的缺失，並提出解決策略。使用教學手冊提供的原文
增補教材，並善用教學策略，不論是混合教學法脈絡下，在公開課強調

12 李漢偉（1996）強調，考慮國小學童能力，亦可實施主觀的批評，如鑑賞式的批評、

駁斥式的批評、分析式的批評及歸納式的批評，都簡易可行。
13 潘湧與陳玉佳（2010）指出，教學轉化乃是教師的二次創造，從「作者文本」（課文）

到「教師文本」，教師可以運用其教學創造力對課文進行深度與個性化的解讀，並可
分為「重塑性轉化」、「創新性轉化」及「批判性轉化」等三種類型。隨著教師的自
身素養與學生程度，教師的確會裁剪出不同樣貌的文本。課文如何拆解，涉及教師的
學養、學生的學情以及教學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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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寫作結合，以形式深究補強課文連貫和主題呈現；或是強化學生
閱讀理解，了解不同文本帶來的不同理解效果，都能在特定的情境中，
讓學生在反思批評中提高欣賞力，達成有效的教學。
而在共備組的案例中，學生對改編課文的理解情形，以及增補後的
豁然開朗，都呈現在教學觀摩中；公開課後的議課也針對〈憨孫耶，好
去睏啊！〉改編課文提出討論。翰林課文編輯教師也在現場，回應改編
是因文長的限制與審查的要求，改編內容也經蕭蕭老師的同意（觀北
20160516）。只是割除段落造成閱讀理解的困難，以及文章美學的不足，
無法成為寫作的範文，已是不爭的事實。此後，翰林做了第二版的修訂
（ 連 寬 寬、 羅 華 木，2018a，2018b）， 就 如 共 備 組 團 隊 教 師 所 言：「 此
次教學增加教學自信，不但具有意義，也成功地翻轉了出版社對選編教
材的處理」（訪北 20200602）。在現行教科書缺少試用的情形下，共備
組的公開課，讓教學者、使用者、編輯者以及議課的學者、教師共聚一
堂，不但檢核了課文的效用，也達到了回饋出版社的機制，帶來修訂的
契機。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教師調適使用改編課文，才能增進理解，有助文章審美判斷
教師對文學作品改編的課本具有觀讀意識，教學前經由文本的細讀
與分析，發現改編文本的缺失，找出原文加以比對，驗證改編的缺失。
因無法經由更多的解釋，使學生深入理解文意，教師以調適觀的角度使
用教材，根據教學情境與學生特徵設計教學目標，不但可增進學生對文
本的理解，還可創新教學。
對於刪除段落、由長篇改為短篇這類的改編課文，不論是原文段落
插入法，或是提供完整原文的比較法，都是可以增進理解的策略。為了
讓學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負擔，還是要從改編課文的概覽課文、內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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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作為基礎，在熟讀課文之後，再做增補或比較，也較能循序漸進。插
入法結合形式深究，可以學習篇章結構中的段落銜接，改編課文成為反
例，提醒學生寫作時不可跳接，加強連貫。它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中操
作，不會增加教學的負擔，又可以經由段落的補足，深入課文的情意和
主題的領會。
比較法提供原文版與課文版對照，讓學生比較兩者的差異處，考驗
學生的比對能力，再細讀原文中被改編版刪除的部分，並回到原文做整
體的理解。而使用學習單記錄，同一題目因閱讀版本不同，感受也不
同，推論詮釋也會產生差異。使用此教學策略，時間上需要完整的一堂
課，會發展出不同改編文本不同的閱讀效果，會形成學生的版本意識。
教師藉著教材的調適使用，也提高認知層次，發展高層次的教學目
標，從理解、應用到分析、評鑑及思考、批評文章。依課文教學初步理
解內容，再提出原文版文字增補、對照，經由篇章結構連貫與照應、情
節鋪敘與主題彰顯等討論，不但增進學生對文意的理解，也加強其文章
審美判斷力，更完整地傳遞文本富含的語文性、文學性及文化性，達到
課文（原文）教育意義。經由教學者的設計，學生產生探究的精神，經
由與原文的比對，也累積自己閱讀與寫作的經驗。

（二）改編課文篇章段落不完整，影響學生閱讀理解，增補原文段落，
有助主題體會
改編課文直接刪除原文段落，容易違反秩序、變化、聯絡及統一的
原則，尤其是記敘文直接刪除連續性強的段落與情境，產生描寫層次的
粗疏，時空、動作缺乏銜接，文字缺乏照應，刪減的材料使主題的情意
也不容易凸顯。這種課文改編方式，根據以上的基模理論，會同時改變
內容基模與結構基模，影響學生對文章的理解。改編課文刪節原文，使
篇章段落不完整，會產生「推論分析」的偏誤與「詮釋整合」的困難。
當訊息不足的時候，學生在推論或詮釋時，較多只憑感覺猜測，增補訊
息後有助前後照應，使文意指向較不會有偏差。記敘文中的情感需從具
體情境中感知，增補原文段落，才能加深體會抽象的感情，有助於文章
主題的理解。柯華葳與范信賢（1990）研究社會教科書指出，將陳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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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的課文內容改寫，學生的理解力便有顯著的進步。本研究教師將改編
課文不當刪除的段落增補回去，使其內容完整，學生對課文的理解深度
便有顯著的增長，經由增補，才能真正達到教科書設計強調的可理解
性。

二、建議
（一）對教學者
教師對國語改編課文要有使用意識，教學前熟悉改編文本及改寫內
容，必要時與原文對照或增補原文，協助學生理解課文，以達到課文的
學習目標與教育目的。對於高年級的學生，並培養其追根究柢的精神，
探究改寫課文出處，找出原文，了解作品的改寫之處，從中累積閱讀經
驗，提高文學品賞與寫作能力。

（二）對改編者
改編者改編文學作品成為國語教科書課文，須掌握文章美學，使用
刪節段落的改編方式，尤其要小心避免割裂文意。在編輯字數的規範
中，力求文章組織脈絡、敘述表達的完整，充分把握課文的語文性、文
學性及文化性。
此外，目前教科書編審之後直接進入到市場，缺少試用階段，出版
者應提供教師使用者的回饋機制與編輯溝通的管道，對改編有疑慮的課
文做局部調整，讓國語教科書的使用者與編輯者有更暢通的交流管道。
總之，國語教科書課文的編輯要遵循文章美學的原則，若出版的改
編課文未達到美學理想，教師必須要以調適觀的角度設計教學，才能夠
有助於學生理解文本。而針對這些有瑕疵的文本，應該完善回應機制，
提供意見讓編輯者修訂，讓國語教科書在使用與編輯、修訂上，有良善
的循環機制，讓我們的教科書可以更完善，而有助於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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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版〈憨孫耶，好去睏啊！〉

從上小學開始，祖母就一再跟我說：「你阿祖是秀才，做一個秀才
是真不簡單。」我深深了解祖母的意思，她老人家對我這個大孫寄
望很大，期勉我將來也跟曾祖父一樣，是個好秀才。我相信，在我
們朝興村，曾祖父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是一個為大家所尊敬的有
學問的人，秀才是一項榮譽。
因此，從小我就養成了熬夜的習慣。十年寒窗，我心中這樣想，十
年寒窗該會有一番成就吧！
事實上，小學到中學的階段，不熬夜也不行。鄉間田裡的工作、家
裡的瑣事，總是那麼多。書包一放下，招呼一大群雞、鴨、鵝去了。
星期日，還要上山砍柴，下田拔草。即使不上山不下田，也要劈柴
挑水，春夏秋冬總會有不同的工作等著你。
如果大家忙進忙出，你卻拿著書猛念，心裡自然會有一種罪惡感
─工作第一，讀書其次而已。甚至於一面工作一面讀書都會招來
喝斥，誰敢在大白天做功課、背書呢？
天一黑，整個村莊就靜下來了，七點左右，大概就不容易聽到人聲。
夜，真的是一片墨黑、漆黑、無止境的黑。有時北風呼呼，彷彿從
很遠的地方來，要向很遠的地方去，從我們的稻草屋頂上呼嘯而
過，我會壯著膽子打開竹篾編成的門，看看北風凌虐的樣子。門剛
一打開，一匹一匹的黑馬也跟著狂奔進來，急急費力的把門關上，
原來搖搖晃晃的燈火就這樣被黑所淹沒了！
祖母可是矛盾的人，她會一直催我趕快去睡，又記掛著這個憨孫不
知道讀通了沒有？我也是矛盾的人，一面讀書一面催祖母去睡，可
是又怕從竹篾的縫隙裡發出來的怪聲。「就這一頁，讀好這一頁就
睡！」每天晚上總要重複這一句話，不是祖母說的，就是我說的。
祖母就是這樣陪我度過寒窗夜讀的日子。
「憨孫耶，好去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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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逝世已經幾十年了。每次夜讀，過了子時，我耳邊總會響起祖
母這一句熟悉的聲音。望著寂寂陰寒的窗外，眼眶不覺隨之潤溼：
「我會是一個好秀才嗎？阿嬤！」
回答我的不是一句「憨孫哩咧」，而是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的
寂寥。（連寬寬、羅華木，2015a，頁 74-79）

蔡玲婉

國語科改編課文的使用與理解—以〈憨孫耶，好去睏啊！〉的教學為例

附錄 2
1

原文版〈憨孫吔，好去睏啊！〉（標示其段落編號）

從上小學開始，祖母就一再跟我說：「你阿祖是秀才，做一個秀才

是真不簡單。」我深深了解祖母的意思，她老人家對我這個大孫寄
望很大，期勉我將來也跟曾祖父一樣，是個好秀才。雖然那時我不
太了解秀才是種什麼樣的官位或稱號，但我相信，在我們朝興村，
曾祖父是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是一個為大家所尊敬的有學問的人，
秀才是一項榮譽。
2

因此，從小我就養成了熬夜的習慣，十年寒窗，我心中這樣想，

十年寒窗該會有一番成就吧！
3

事實上，小學到中學的階段，不熬夜也不行。鄉間田裡的工作、

家裡的瑣事，總是那麼多，書包一放下，招呼一大群雞鴨鵝去了；
星期假日，還要上山砍柴，下田拔草，即使不上山不下田，也要劈
柴挑水，春夏秋冬總會有不同的工作等著你，如果大家忙進忙出，
你卻拿著書猛念，心裡自然會有一種罪惡感；工作第一，讀書其次
而已，甚至於一面工作一面讀書都會招來喝斥，誰敢在大白天做功
課、背書呢？
4

天一黑，整個村莊就靜下來了，七點左右，大概就不容易聽到人

聲。夜，真的是一片墨黑、漆黑，無止境的黑；有時北風呼呼，彷
彿從很遠的地方來，要向很遠的地方去，從我們的稻草屋頂上呼嘯
而過，我會壯著膽子打開竹篾編成的門，看看北風凌虐的樣子，門
剛一打開，彷彿一匹一匹的黑也跟著流進來，急急費力把門關上，
原來搖搖晃晃的燈火就這樣被黑所淹沒了！
5

重新把油燈點燃，我已坐在飯桌前，飯桌這時就成了我的書桌，

桌面是四片薄木板拼成，使用多年，已經有些腐朽，桌腳墊著小瓦
片，勉強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維持平衡，桌子靠牆而立，其他三面
各有一張長板凳─我們稱為「椅條」，我就坐在正中的那張椅條
上，油燈在我的左前方─老師交代：光線要從左前方來，祖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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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我左手邊的椅條上，有時揀揀菜、做一些家事，有時喝喝茶，
就只為了陪著我。她會一直陪著我，直到我把該做的功課、該念的
書都做好了，雖然她不知道我念了什麼，念會了沒有，她只要看著
我，就心滿意足了。
6

整個村莊都已沉沉入睡，狗吠的聲音也不多聞，有時連我也只能

勉強打起精神看書，這時祖母會熱了飯菜來，或者煮一鍋米糕糜、
泡個蛋，給我滋補，祖母則從來不吃，她要讓我吃飽吃好，任我撒
賴，也不輕嘗一口。
7

相對於窗外的寂寥，祖母在的日子，我的苦讀其實也充滿了溫馨。

8

祖母可是矛盾的人，她會一直催我趕快去睡，又記掛著這個憨孫

不知道讀通了沒有？我也是矛盾的人，一面讀書一面催祖母去睡，
可是又怕從竹篾的縫隙裡發出來的怪聲。「就這一頁，讀好這一頁
就睡！」每天晚上總要重複這兩句話，不是祖母說的，就是我說。
9

祖母就是這樣陪我度過窗寒夜讀的日子。

10

「憨孫吔，好去睏啊！」

11

祖母逝世已經快二十年了，每次夜讀，過了子時，我耳邊總會響

起祖母這兩句熟悉的聲音，望著寂寂陰寒的窗外，眼眶不覺隨之
潤濕：
12

「我會是一個好秀才嗎？阿嬤！」

13

回答我的不是一句「憨孫哩咧」，而是比二十多年前更深沉的夜

的寂寥。（蕭蕭，1986，頁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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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三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探究任務」
內涵之分析――以探究為本的觀點
洪麗卿

劉美慧

陳麗華

臺灣社會領域課程綱要規定的「探究任務」設計是國小社會領域新版
教科書的特色之一，包括每個單元至少一個「探究活動」和各冊一個
「主題探究與實作」單元。本文旨在從探究為本的觀點，探究國小社
會教科書如何詮釋探究任務。本文運用內容分析法，以依十二年國教
社會領綱編輯且審定通過之社會領域版本第一冊和第二冊教科書為分
析對象，分析其探究任務設計。研究發現：一、各版本主題探究與實
作單元傾向於統整性內容，議題融入不高；二、各探究主題多以問題
導入的形式，但探究路徑以教師導向居多；三、探究歷程採個人探究
甚於協同探究，且協同形式僅在局部步驟進行；四、各版本探究任務
多為結構式探究，較少引導學生參與規劃。最後，本文根據研究發現
提出數項建議，提供國小社會領域探究任務編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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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麗卿、劉美慧、陳麗華

國小三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探究任務」內涵之分析—以探究為本的觀點

壹、前言
21 世紀的學習，能力被視為轉化深度學習之知識和技能歷程的成
果，強調的是知識、技能和價值彈性轉化為行動的素養（Pelleg rino &
Hilton, 2012）。臺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程
綱要以核心素養為課程發展的主軸，關注學習與生活的整合，生活情境
關係著多元知識的運用，以培養學生成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
與的終身學習者（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2014）。
為了陶養學生成為積極的終身學習者，探究學習提供了一種課程實
踐模式，藉由生活情境分析、主動求知及問題解決的學習歷程，與社會
脈 動、 生 活 情 境 脈 絡 的 連 結， 將 習 得 的 學 科 知 能 學 以 致 用（Beane,
2005; Wallace & Husid, 2017）。有鑑於以往社會領域教學過度知識導向
的缺陷，2018 年教育部頒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
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社會領域》（以下簡稱社會領綱）在教材
編選實施要點，特別強調以統整課程、探究與實作為課程設計特色，以
促進社會領域教學與十二年國教兩者在課程轉化之間更加緊密連結：

國小之教材編選或教科用書編寫採領域統整課程設計，除應選擇合
適之主題以發展統整性教材外，每一個單元至少設計一項探究活
動，每學期另需統整該學期所學內容，至少規劃一個主題探究與實
作單元。（社會領綱，2018，頁 48）
由此可知，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以探究為本是十二年國教社會領綱
的重要倡議，包括各單元須至少設計一項「探究活動」，以及各冊須設
計一個「主題探究與實作」單元（以下簡稱實作單元）。考量閱讀流暢
性，且「探究任務」一詞較具備涵蓋性，以下本研究將「探究活動」和
「主題探究與實作」單元兩者統稱為「探究任務」。
然而，各版本教科書文本探究任務設計是否能支撐課程改革的期
待，是否能掌握跨領域

科目專題，以及探究與實作、素養導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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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涵， 實 需 要 批 判 性 地 檢 視。Tomal 與 Yilar（2019） 以 1968~2018 年
土耳其國中小社會教科書為研究發現，早期單學科取向易受歷史、地理
以及公民等學科界線所框架，以致觀點受限；從單科轉為跨學科取向
後，社會領域因其他學科融入後而豐富議題觀點，如心理學、社會學、
經濟學、科學和科技等，因此建議現今教科書發展模式應隨著跨領域類
別增加而降低事實性知識，並且以能力導向取代內容導向。由此可知，
因應全球化與資訊化的生活環境，社會領域教科書宜朝向培養學生自主
探究與學習如何學習，才能回應數位時代學習革命的浪潮。
Tör nroos（2005）曾使用「潛在的實施課程」一詞來形容教科書，
指出教科書在預期課程與已實施課程之間扮演了重要橋接角色，且因教
科書具有合法知識來源的地位，對國家課程發展和學習績效表現具有高
度影響力。目前國內有關探究與實作的課程實踐研究多為科學教育或自
然領域，以《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查詢僅有 1 篇為高中歷史主
題性探究式教案設計之經驗分析（李健輝，2020），可見臺灣國小階段
社會領域探究與實作之課程研究亟待開展。職此，本文以依十二年國教
社會領綱編輯且審定通過之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科書為分析對象，研究
其對「探究任務」的詮釋及設計情形，並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參考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領域探究為本位之課程關注
為了建立跨州性的一致性標準及建置明確且嚴密的課程標準，美國
於 2010 年公布以英語文與數學為主的《共同核心州課程標準》（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Initiative, n.d.）。然
而，此舉引發社會領域被邊緣化的危機感。緣此，美國社會領域協會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NCSS）和美國社會領域評量、
課程與教學協會（Social Studies Assessment,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SSACI）等 15 個相關組織，研發《大學、職涯和公民生活（C3）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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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領域州課程標準架構：提升 K-12 公民、經濟、地理和歷史等科目
嚴謹性的指引》（College, Career, and Civic Life (C3) Framework for Social Studies
State Standards: Guidance for Enhancing the Rigor of K-12 Civics, Economics, Geography,
and History）（以下簡稱《C3 架構》）作為各州社會領域課程標準的參採
架構（NCSS, 2013）。
《C3 架構》特色在於強調探究為本的學習，修正傳統僅以學習結
果作為衡量學生能力習得的展現，而是倡議藉由探究能力的提升以獲致
概念性的理解歷程，並強調探究歷程應立基於標準的方向和原則。
探究課程最早為杜威（John Dewey）倡議，有感於當時學習思潮過
度強調訊息累積所做的批判與反動，因此進而提倡過程取向與學習方法
的重要性，關注學生心智活動，以及如何建構意義、主動求知的歷程，
後經 Br uner、Schwab 與 Gang e 等人的提倡而逐漸成為趨勢（Bar row,
2006）。臺灣在 Br uner 為首的美國「新社會科運動」脈絡下，1979 年
邀請 Bishop 來臺引介「發現學習」（discover y learning）理論，並引入
中文翻譯為「問思教學」（又稱「探究式教學」）作為社會科實驗教材
的基礎理論（周淑卿、章五奇，2016）。
探究為本的教育思潮至 21 世紀仍深切影響美國課程標準的發展，
美國社會領域《C3 架構》即以探究弧（inquiry arc）之四個面向作為課
程推動的維度：（一）發展問題及規劃探究；（二）運用學科概念與工
具；（三）評判及使用證據；（四）溝通結論及採取具知識基礎的行動
（infor med action），以探究與調查任務為途徑，透過學科和跨學科概
念的學習來提升社會領域的學習（Griffin, 2013; Herczog, 2013; NCSS,
2013）。 而 探 究 弧 設 計 與 國 際 文 憑 組 織（Inter 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zation, IBO）探究課程常使用的探究循環（inquir y circle）六個
階段有異曲同工之處，包括：引起動機、探索發現、資料分類、繼續探
索、做出結論、實際行動（M ur do ch , 1998），但相形之下美國《C3 架
構》更展現社會領域之特色。
Wells（1999, 2000）視探究為了解社會文化與物質世界現象的一種
方式，因此關注個人經驗、知識與社會文化連結，將所學轉化為對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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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有益的行動，且認為對話（口語言談或書寫言談）和協同為探究
歷程的重要中介，運用社會文化所傳承的符號和資源，藉此與他人討
論、詢問、詮釋、協商、分享、反思和總結立論。Vygotsky 即指出，所
有高層次的心智功能皆源於人們實際互動關係中所逐漸發展，並藉著語
言與符號的媒介，由人際間參與外在的社會互動，漸漸轉換為個人自我
內在的心智功能（Gergen, 1995）。此外，McGuinness 等人（2016）認
為將先前學習（包括思想在內的任何學習形式）轉移到新情況的歷程，
學習者的社會心理屬性，包括性格、動機和意願是促使學習者主動運用
後設認知思維和自我調節的重要關鍵。可見，對話和學習者的心理屬性
對知識內化後達成探究表現和實踐力行具重要影響性。
綜整學者對探究教學的看法，大抵來說具有三種意涵：（一）探究
是一種讓學生以科學方法來發現知識的課程與教學模式，科學方法包
括：觀察、提出問題、形成假設，在試驗過程收集資料，形成結論等
（Barrow, 2006; Herczog, 2013; Murdoch, 1998; NCSS, 2013）；（二）探
究是一種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學生主動探索和做中學的歷程，引發學
生 好 奇 心、 主 動 參 與、 由 學 生 形 成 問 題 等 為 重 要 驅 動 關 鍵（Bar row,
2006; Dewey, 1966; Grant et al., 2017; Minstrell, 2000）；（三）探究以對
話與協同為知識建構的基礎，課程是一種文化建構，經由社會互動，與
他人進行溝通、磋商，有助於促進個人認知改變與內化，提升探究活動
效益（Wells, 1999, 2000）。

二、探究任務的課程實踐形式
Dewey（1966）指出研究問題必須符合學生的經驗、認知發展和能
力範疇，以促進學生在歷程中積極參與。探究學習依學生主導程度可分
為四類：（一）結構式探究：學生主導性最低，學生依據既定好的主題、
問題和步驟發現資訊的意義；（二）引導式探究：在既定主題之下以調
查為中心，由學生思考如何進行資料蒐集或實驗，但經常由教師從旁指
導可行方案和執行程序；（三）並行式探究：學生先經歷引導式探究後，
接著逐漸由學生提出研究主題，應用探究調查與研究技巧等能力，以及

洪麗卿、劉美慧、陳麗華

國小三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探究任務」內涵之分析—以探究為本的觀點

綜整探究發現；（四）開放式探究：教師介入和素材決定程度最低，在
定義主題的框架之後，從發現感興趣的現象至確立問題、設計實驗、分
析 結 果、 提 出 結 論 和 解 釋， 皆 由 學 生 主 導（Mar tin-Hansen, 2002）。
Wellington 等人則提出三向度架構思考探究任務規劃，以增進實際運作
的彈性和豐富性：
（一）學生導向與教師導向：由誰提出探究問題；
（二）
開放式與封閉式：答案與探究路徑是單一或是開放；（三）非結構式與
結構式：此向度並非全然獨立於其他兩向度，意指是否給予學生引導以
及處於一個有組織的任務活動（引自洪振方，2003）。
有關探究形式的採用，Lawson（1995）指出許多教師選擇結構式或
引導式探究的理由，包括發展良好探究課程耗費太多時間和精力、開放
性探究之教學進度太慢、擔心學生閱讀資料能力有限、避免學生因實現
目標太難而感到沮喪等。然而，Zion 與 Mendelovici（2012）發現，雖
然直接提供探究問題和程序有助於探究教學簡化推展，不過因過程和結
果是預先設定，對學生發展創造力、主動性和激發學習動機有限，但若
課程逐漸從結構式導向引導式，然後過渡至開放式探究，則對學生的批
判性、科學性思維、自主傾向和態度有明顯提升的效果。
有鑑於探究式課程實踐的挑戰，除了採漸進式轉移主導權之外，許
多 學者 提出協 同探 究作為 課程 實 踐形 式 的 另 一 選 擇（Donohoo, 2013;
Gómez Gutiérrez, 2016; Short et al., 1996）。根據 Bruner（1996）對協
作的意義指出，協作是將教與學歷程產生的知識作為潛在的互動組織，
透過人與人之間不斷的對話互動、意見交流與經驗交換，使個體得以從
中獲得對自己有意義的知識。而協同探究運作形式是以個人或小組之好
奇與興趣的問題為探究核心，以小組形式參與自我調節的學習活動，藉
由相互對話、民主參與，促進反思和產生社會性學習，以習得執行科學
的探究步驟，並獲得有關學科探究過程的知識和增進學習自信（Gómez
Gutiérrez, 2016; Short et al., 1996）。由此可知，探究歷程學生並非自說
自話的獨立學習，重要的是經由與他人溝通、磋商，促使雙向重新解構
與建構，並透過他人提供的鷹架，加深個人概念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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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雖說探究為本的學習對師生課堂教學較具挑戰性，但是
其優點在於跳脫以往僅讓學生被動地在既定的事實性課程單元行進的模
式，而是引導學生將教科書中合法性知識與真實生活世界進行連結與探
索，尤其透過協同探究可促進思考和提升理解，是一種支持學生展能和
增能的課程與教學途徑。

參、研究方法
本文以依十二年國教社會領綱（2018）為編輯依據且 2021 年審定
通過出版之國民小學三年級社會領域版本第一冊和第二冊為研究對象，
總 共 有 3 種 版 本， 以 下 以 A、B、C 版 為 代 稱。3 種 版 本 教 科 書 編 寫 採
領域統整課程設計，每一個單元之後皆設計一項探究活動，且各冊另有
設計一統整該學期內容之實作單元，為本文之分析重點。茲將各版本各
冊單元內探究活動之數量、呈現方式和實作單元名稱和頁數，整理如表 1。
因教科書課文內容有時論述較為中性，偏社會科學知識通論性的描
述，部分活動會搭配習作進行，因此研究對象以教科書為主，習作和教
科書編輯計畫書為輔；再者，分析依據則採文字為主軸，圖片和圖表則
作為輔助理解之用。資料引用係以代碼呈現，例如：A 版 1，頁 30，係
指 A 版本課本第一冊第 30 頁。

表1

3 種版本單元內探究活動和實作單元之數量、呈現形式和頁數
A版

版本
內容
單冊探究活動數量

1

B版

C版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一冊

第二冊

6

6

5

5

5

5

對話框

文本

文本

1

探究活動形式

文本

文本

對話框

實作單元數量

1

1

1

1

1

1

實作單元頁數

9

9

16

14

8

10

B 版教科書探究活動以對話框方式呈現，簡要列出活動步驟；部分探究活動另在習作
有配合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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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探究各文本是否掌握探究為本位學習的精神內涵，本文分析方
法係採取《C3 架構》探究弧作為各版本探究任務分析架構（陳麗華，
2019；NCSS, 2013），四個層面分別為：發展問題及規劃探究、運用學
科概念與工具、評判及使用證據、溝通結論及採取具知識基礎的行動，
分析層面之意涵如表 2 所示。
此外，本研究在「發展問題及規劃探究」和「溝通結論及採取具知
識基礎的行動」層面，以探究任務為劃記單位，輔以定量內容分析。

表2

探究為本位教材設計分析層面之意涵
層面

探究的意涵

意涵
因應學生特性與認知發展，形成探究與實作的程序與要素，
並逐步引導學生實作整個探究的歷程。

討論此次課程的核心概念及探索方向（建立探究興趣），引
發學生對此主題的概念與經驗的先備知識和學習興趣，並
發展問題及規劃探究 自主建構引領性問題、輔助性問題。確認有助於回答問題
的資料。規劃探究的過程，包括形成性、總結性和延伸探
究任務。
應用一種或多種社會領域知識與概念，以及領域探究的技
運用學科概念與工具 能與工具，針對特定任務進行資料蒐集，且在整個探究歷
程展現對學科知識的理解與論點。
綜整所蒐集到的多元管道資料，檢驗與使用證據，以形成
評判及使用證據

主張、論點或新的探究問題（提出探究任務與學科知識相
互連結的支持性證據）。

與同儕合作及溝通形成結論，並評判論點的結構與解釋結
溝通結論及採取具知
果的可信度，以及分析社會問題及評估行動選擇，以採取
識基礎的行動
具知識基礎的公民行動。
註：教科書就物理性質而言是二度空間的學習材料，而領綱所強調的探究任務之具體
實踐，有部分是關涉到三度空間的實際教學面。二度空間的教科書設計若含有三
度空間的教學實踐思維與學習鷹架，師生在教與學過程中，就容易把探究任務之
教學實踐，從教科書中解壓縮到三度空間的教學現場來。具體來說，本表分析的
重點，在於教科書是否鋪設出易於師生實際執行探究與實作的思維與學習鷹架。
例如，在「溝通結論及採取具知識基礎的行動」可鋪設鷹架，讓學生把探究所得
的結論，向學校其他年級

班級或親友溝通和交流回饋，包括作業單、倡議或展

演活動等。整理自 NCS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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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基於在探究為本的教材設計，問題的發展和規劃探究歷程，
由誰提出探究問題，以及探究路徑是單一或是開放學生參與規劃，將影
響探究活動為確認答案導向（answer-oriented）或是問題導向（questionoriented）的定位。因此，在「發展問題及規劃探究」層面，劃記的標
準在於由誰提出探究任務的問題及由誰規劃探究路徑，分成教師導向、
師生共構與學生導向三種形式：一、教師導向形式：意指探究任務的問
題由教師提出，探究路徑由教師決定者；二、師生共構形式：意指探究
問題由教師提出，探究路徑由師生共同討論規劃；或是教師規範探究路
徑，但探究問題部分由學生提出；三、學生導向形式：意指探究問題和
探究路徑主要由學生來規劃主導。
其次，由於個人最後獲致之結論應來自探究歷程中與他人對話、溝
通和論證所形成，因此，在「溝通結論及採取具知識基礎的行動」層面，
分成個人探究與同儕協同探究兩種形式。劃記標準以在探究任務發展的
任一步驟，有規劃與其他同儕雙向互動形成共識者，即視為協同探究，
如小組討論、共同觀察、訪問等；反之，探究歷程由個人獨立完成者，
視為個人探究；若描述語意過於簡略或模糊而難以判斷，如向全班分
享，該步驟運作可能為單向報告抑或有雙向回饋互動，因而歸類介於個
人探究和協同探究之間，以 0.5 個計數。

肆、研究發現與分析
具體言之，本文探究的問題為：十二年國教國小社會領域教科書探
究任務之詮釋及設計情形為何，研究分析如下所示。

一、從社會領綱設計理念轉化至教科書中探究主題之
分析
根據社會領綱基本理念說明可知，社會領域透過不同主題或形式的
探究與實作活動，以達成領域內課程統整和議題融入整合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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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育階段領域

科目皆以涵育公民素養為指引，透過不同主題或

形式的探究與實作活動，提供本領域中各科目的協同及議題融入的
2

空間。 （社會領綱，2018，頁 1）
前述理念之一，有關達成領域內各科目協同之目的。基於國小社會
領域是採領域統整課程設計，因此不似國中階段強調藉由跨科活動設
計，以歷史考察、田野實察或延伸探究以達跨科橫向統整之目的；而將
此觀點轉化至探究任務分析，有關「運用學科概念」則宜運用社會領域
之主題軸─ 「互動與關聯」、「差異與多元」、「變遷與因果」及「選
擇與責任」概念進行考量，不宜受限於特定某一學科內的知識。

國民小學教育階段的學習內容以「互動與關聯」、「差異與多元」、
「變遷與因果」及「選擇與責任」等四個主題軸為統整架構，統整
「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學科的相關學習主題。此四
個主題軸在闡釋社會領域是統整有關自我、他人、環境之間相互產
生關聯的知識。（社會領綱，2018，頁 14）
前述理念之二，有關提供議題融入的空間之目的。可知藉由探究與
實作活動設計，適切融入具討論性的社會關切議題，經由實作任務的探
究，分析各種價值立場，將有助於學生批判思考、解決問題甚至產生行
動，豐富與促進核心素養的陶冶（國家教育研究院，2020）。然而，從
上述 3 種版本各冊實作單元可發現，首先各冊的主題大多傾向前面單元
內容的統整性質，社會議題融入的性質較不高，可能的原因是社會領綱
教材編選實施要點提到：「每學期另需統整該學期所學內容，至少規劃
一個主題探究與實作單元」所致（社會領綱，2018，頁 48）。基於社會
領域融入議題教育可回應時代脈動和社會變遷，提高課程內容的彈性和
適時性，並從跨學科的觀點可增進議題探究的廣度和深度（洪麗卿，

2

此處「協同」易誤解僅是協同教學的意涵，但從上下文意似較關注的是歷史、地理、
公民與社會三學科之跨科統整，因此建議未來課綱修訂時，似以「統整」稱之較為
適切。

53

54

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三期

2020）， 因 此 有 關 實 作 單 元 之 設 計 建 議 可 考 慮 將 與 主 題 相 關 之 議 題 融
入，讓學生整合所學並遷移至其他事例，實際活用於生活中。
而從探究任務的主題鋪陳可發現，3 種版本皆採同心圓課程組織的
觀點，各單元的擴展範疇從個人、家庭、班級、學校、社區、家鄉，只
是各版本擴展的進線略有不同：
A 版第一冊各單元探究活動從「如何自我介紹」開始，至「家事誰
來做」、
「如何訂班級守則」、
「如何選擇社團」、
「誰有好人氣」以及「如
何分工合作」。教材範疇循序漸進從家庭向外逐漸擴大至班級，最後以
「讓班級更美好」作為實作單元。第二冊主題則從社區開始推進至家
鄉，例如，「訪問里長─ 如何進行訪問」、「如何了解場所設施」、「如
何分辨廣告訊息」、「買東西要考慮什麼」、「如何上網查資料」、「家鄉
改變的影響」，最後以「家鄉特派員」作為實作單元。
B 版第一冊各單元探究主題是以學校和班級為主，但無先後順序之
別，探究活動分別為「如何規劃放學後的活動」、「如何改善學習中遇
到的困難」、「如何訂定班級公約」、「角色的衝突與困境」、「校園中有
哪些健康做法」，最後以「如何讓校園更美好」作為實作單元。第二冊
主題則從社區或部落開始推進至家鄉，例如，「我能為社區或部落提供
哪些服務」、「山珍海味哪裡來」、「如果我是小記者」、「要如何了解家
人的工作」、「我是糕餅設計師」、「貨比三家」，最後以「街道觀察家」
作為實作單元。
而 C 版第一冊各單元探究主題則由自我人際開始至家庭和學校。不
同的是，C 版一冊只聚焦一種探究步驟，第一冊著重「提問」，探究活
動 分 別 為「 認 識 新 同 學， 我 可 以 問 ……」、「 規 劃 家 庭 活 動， 我 可 以
問 ……」、「 學 習 做 選 擇， 我 可 以 問 ……」、「 參 與 班 級 事 務， 可 以
問……」，最後以「圖書館尋寶

我可以學更多」作為實作單元。第二

冊以圖像組織運用為主，例如，「把想法畫出圖」、「用圖表比較居住的
環境」、「繪製方格探索地名由來」、「用概念圖探索居住地方的故事」、
「聚焦討論社區問題」，最後以「打造幸福的家園」作為實作單元。茲
將 3 種版本探究任務同心圓範疇與實作單元之名稱彙整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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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種版本探究任務同心圓範疇與實作單元名稱
版本

內容

A版
第一冊

B版

第二冊

第一冊

C版
第二冊

第一冊

第二冊

探究任務
由家庭向 由社區向 以班級、 由社區或 由家庭向外至 由社區至
同心圓範疇 外至班級 外至家鄉 學校為主題 部落至家鄉 班級至學校
家鄉
實作單元

讓班級

家鄉

如何讓校園

名稱

更美好

特派員

更美好

街道觀察家

圖書館尋寶
我可以學更多

打造幸福
的家園

綜觀 3 種版本的課程組織，第一冊（三上）大多限縮在家庭、班級
和校園為範疇，並且以如何讓班級或校園更美好為主題；而第二冊（三
下）以社區和家鄉為範疇，並且以家鄉為主題。此外，各單元內探究活
動與實作單元的教材內容有部分重複之現象。例如，A 版內容第一冊在
前面單元已探討過「如何訂班級守則」、「如何分工合作」等探究活動，
再加上「第五單元和諧的相處」討論如何關懷與協助同學、如何透過溝
通解決爭端，但最後實作單元又回到「讓班級更美好」，讓學生觀察班
上常發生的問題、原因和省思行動。上述可能的原因，在於課程設計的
議題範疇受到物理空間所限之故，因而將三年級第一冊的問題情境只侷
限在家庭、班級為範疇，造成探究主題重疊性高，較未能從多重面向
思考。
有鑒於目前國小學生為數位原民世代，在現今全球數位網絡世界
下，小學生的生活世界已跨越物理空間的限制。再加上國際化及全球化
的趨勢，學生是否理解在地議題與全球的關聯和是否具備國際視野，將
影響學生未來生活適應、全球競爭力和問題解決的能力（Org 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時至 21 世紀的今
日，國小階段社會探究活動的課程安排，宜掌握學生的生活經驗和脈
動，透過有意義的活動幫助學生整合知識，才能使教育與社會文化情境
脈絡的關係更接近。
Tomal 與 Yilar（2019）指出隨著時間更迭和現今國際資訊快速流動，
當前社會領域教科書課程設計原則應有再調整的必要性，如從近到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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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間順序、從自我到世界等。因此，當現今學生生活經驗已和世界脈
動串聯，國小社會教科書敘寫架構是否僅嚴守同心圓式的個人、家庭、
班級、學校、家鄉、縣市、國家至世界的線性軌道鋪陳，實在值得深思。
本研究認為宜在各個同心圓的邊界更彈性流通的教科書敘寫架構上，適
度融合及交織著「自我（me）— 在地化（local）— 全球化（global）」
三種世界觀，並因應不同年級學生的發展與經驗，適切調動三者的比
重，讓社會領域的學習在學科統整、議題融入的探究與實作中，時時
返回學生自身，連結在地，接軌全球，達成具意義性、挑戰性的深度
學習。

二、各版本教科書「探究任務」設計之分析
探究為本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自主學習精神，
主要在將實際問題融入教學，引導學生從對話、協同、做中學的歷程，
以學到學習的方法、產生學習興趣、獲得真實的知識技能。以下首先分
析各版本對探究的定義，再以《C3 架構》探究弧為分析架構，從發展
問題及規劃探究、運用學科概念與工具、評判及使用證據、溝通結論及
採取具知識基礎的行動等四個面向進行文本分析。

（一）各版本探究定義之分析
首先，先從各版本對探究的定義來了解各版本對探究任務的詮釋為
何。從 3 種版本的探究定義可發現，A 版在教科書說明的闡述較偏重操
作性定義，以微觀角度來描述探究學習的四個步驟：

步驟一：發現問題，找出問題點或設定一個主題。步驟二：蒐集資
料，將各種可能的想法及資料蒐集。步驟三：整理分析，整理、分
析蒐集的想法及資料，並思考完成的方法。步驟四：行動省思，實
踐想法、解決問題，並想想可以改進的地方。
（A 版 1，頁 3；A 版 2，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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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版對探究的定義則較屬於概念型定義：「提供問題思考，培養解
決問題的能力」（B 版 1，頁 3；B 版 2，頁 3），而「提供問題」一詞隱
含 從教 師觀點來 布題的 預設。相 較 之 下，C 版 對 於 探 究 的 定 義 較為 模
糊，雖然教科書有「玩探究」活動，但無體例和元件說明，且實作單元
也不似該冊其他單元有明列學習目標和重點。
根據 NCSS（2013）指出，探究的意涵為因應學生特性與認知發展，
形成探究與實作的程序與要素，並逐步引導學生實作整個探究的歷程。
從各版本對探究定義可發現，A 版對探究的定義較具備程序要素和逐步
引導的特質，且探究內涵屬於探究教學的通則步驟，可提供學生遷移至
其他學科。而基於 3 種版本對於探究定義有明顯差異，可能轉化為探究
活動的課程詮釋也有所不同，茲進一步針對各版本探究任務內涵進行
分析。

（二）各版本「探究任務」內涵之四個層面分析
1.「 發展問題及規劃探究」層面之分析
問題的發展與規劃探究，源於學生對世界與生俱來的好奇心，以及
努力想理解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渴望，因此學生參與規劃的程度甚為重
要。以下針對各版本發展問題及規劃探究分成教師導向、師生共構和學
生導向三種形式進行分析。
從表 4 可知，整體而言，學生導向的探究問題和探究路徑形式，尚
且未見。師生共構的形式方面，B 版最高，達四分之一，A 版約占五分
之一比例，C 版為 0%。3 種版本總計約占 15.79%，其中多以教師規劃
結構式探究路徑，提出示範問題後，再引導學生提出其他問題，之後依
步驟蒐集資料，例如，「可以參考課本第 100 頁『家鄉常見的問題』，
來思考自己的家鄉是不是也有這些問題」（A 版 2，頁 101）；較少採教
師提出探究問題，再由師生共同討論或由學生來規劃探究任務的引導方
式。而教師導向形式比例最高，約占 84.21%，多數由教師提出問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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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種版本教師導向 vs 師生共構 vs 學生導向形式數量統計表
A版

版本

B版

C版

合計

一、二冊

百分比

一、二冊

百分比

一、二冊

百分比

百分比

教師導向

11

78.57

9

75.00

12

100.00

84.21

師生共構

3

21.43

3

25.00

0

0.00

15.79

學生導向

0

0.00

0

0.00

0

0.00

0.00

總計

14

100.00

12

100.00

12

100.00

100.00

分類

後，學生依指示進行探究或回答。進一步檢視 3 種版本探究任務的主題
可發現，A、B、C 版的探究主題雖然是以問題導入的設計形式，但是
問題的辯證性不足，且探究路徑略顯單一。例如，B 版以「我要如何規
劃放學後的活動？」為題，直接提供 10 項選擇予學生圈選：「1.上面所
列的各項活動，請圈出你放學後會從事的項目；2.將圈起來的活動排出
順序」（B 版 1，頁 23）。
而 A 版的提問闡述也有類似情形。A 版以「如何自我介紹？」為題，
提供 10 項自我介紹的項目，讓學生從中選擇 8 項去填寫有關自己的介
紹內容：

發現問題：和謙升上三年級，面對新班級與新同學，他該如何自我
介紹，讓同學認識自己？（A 版 1，頁 20）
或者擬定一個情境問題，但接著便提供解答示例，並未給予學生自主思
考空間和研擬探究步驟的彈性。例如，以「如何分工合作？」為題（圖
1），教科書呈現問題情境和討論的方向後，卻也將預設答案直接書寫
在教科書的圖示說明：

發現問題：學校的運動會快到了，同學們要如何分工合作完成大隊
接力比賽？蒐集資料：大家透過討論，分成比賽組、加油組，各組
提出自己可以做的事情。（A 版 1，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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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在教科書中直接以圖示意預設答案
資料來源：A 版 1，頁 94。

Silander（2015）指出以問題為本的探究學習，應立基於發展問題
作為驅動探究之根本，整個學習過程持續以問題解決為核心，教師在整
個學習過程為促進者，引導學習者個別和協同建構知識，是一種有意圖
地發展假設和運用理論的過程。然而，上述文本的闡述方式雖然以問句
為始，但缺乏問題意識和脈絡情境，以及引導學習心向，只是以問題形
式引導學生去尋找答案導向而非是問題導向的探究引導。而這樣由編輯
者預先填滿可能性答案的單向「餵養」方式，不僅削弱以問題為本的驅
動意涵，並且潛藏著一種對學生不信任的潛在課程，未能肯認學生具備
探究此問題的潛能。
而 C 版的探究活動設計方式，與 A、B 版略有不同。C 版編排邏輯
是將各個探究步驟拆解分冊進行闡述。雖然第一冊探究活動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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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引導步驟和方法為主，但是與規劃探究的關聯較低，闡述方式偏
重問句的功能性策略，較少引導學生適合運用的準則和情境。例如，在
「學習做選擇，我可以問……」主題，用 6W 分析法來提問：

作業不會，家裡有誰可以幫我？（人）放學後，我有多少時間可以
用？（時）我通常在哪裡寫功課？（地）有哪些事情今天需要完成？
（事）。（C 版 1，頁 53）
再者，並非任何提問皆可作為探究學習的引領性問題。以 C 版「認
識新同學，我可以問……」之探究活動設計為例，其以「哪一種問句才
能幫助自己認識新同學呢？」為題目，並提供 4 個問題項目，讓學生選
擇一個適切的問題：「你喜歡上自然課嗎？你有幾個兄弟姐妹呢？音樂
老師是誰呢？社會課要分組嗎？」（C 版 1，頁 13），如圖 2 所示。

圖2

探究任務以「尋找答案」為主的提問設計
資料來源：C 版 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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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認識新同學主要是藉由接觸與相處產生人際
互動進行學習，而非藉由問題發展和規劃探究等歷程來達到目的，而上
述所列舉的 4 個問題的適切性，亦有待商榷。
就課程與教學設計的角度，「提問」是一種精緻化思維與認知協作
的重要策略，伴隨著「理解監控的討論」過程，每一次提問、思考皆為
再重新建構的過程，在社會情境文化脈絡下建構知識，能使知識和經驗
達成整合和監控的意義，將思維引入更高的層次（鄭麗玉，2000）。探
究問題是促成學習的首要組體（org anizer），用以引發學生持續意識到
自己正在解決的問題為何，以及思考這個問題在整個學習中的存在目的
為何（洪麗卿等人，2020）。而上述 A、B、C 版的內容較偏重以編輯者
預設的觀點，來引導學生探究事先已梳理之事例，對於以學習者為中心
的問題意識或是探究路徑開放性稍有不足，也因此限縮師生提問、協同
的運作空間。舉例來說，在認識學校生活、班級自治的單元，若以「班
級一定要有班規嗎？為什麼？」、「個人自由和團體規範之間有什麼關
聯？」、「不同班級（或年級

國家）的班規會相同嗎？請說明理由為

何？」等作為引領性問題，會比「如何分工合作？」、「如何訂定班級
公約？」、「如何開班會？」等問題更能挑戰學生思考和引發辯證。
2.「 運用學科概念與工具」層面之分析
「學科概念與工具」意指理解並運用所學的概念和通則，以及領域
探究的技能與工具，以達到深度理解的目的，此與傳統課程標準以內
容 為 本 位、 指 定 各 學 科 專 業 知 識 的 取 向 有 明 顯 區 別（NCSS, 2013）。
Marschall 與 French（2018）指出以概念為本位作為探究框架，優點在
於可引導學生環繞著可遷移的概念以組織和聚焦學習，將所學的資訊組
織和提升至抽象層次，帶出學習的焦點與深度，藉以深化理解，達到綜
整與遷移之效。換言之，社會領域探究任務應以一種或多種社會領域概
念和技能進行特定任務，且在整個探究歷程展現對社會學科知識的理解
與論點。
有關「運用社會學科概念和工具」分析觀點，是以教材與社會領綱
學習重點之對應情形來進行。基於各版本教科書編輯計畫是以單元為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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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來撰寫，而探究活動融入在各單元之中較難以單獨對應，因此以下分
析以實作單元為主，探究活動為輔。
從 A 版兩冊教科書編輯計畫之「實作單元」內容發現，A 版兩冊學
習內容分別包括「互動與關聯」（Aa-II-1、Ab-II-1、Ac-II-1）、「差異
與多元」（Ba-II-1）和「選擇與責任」（Da-II-2）三項主題軸內容，但
部分內容與概念的連結性稍弱。以探究家鄉常見的問題為例，內容為生
活習慣和公共設施破損不良的觀察和省思行動任務，與其單元對應之領
綱學習內容「Ab-II-1 居民的生活方式與空間利用，和其居住地方的自
然、人文環境相互影響」（社會領綱，2018，頁 14），有關生活方式與
空間利用和其自然環境的「互動與關聯」概念稍不明顯。
學習表現則包括「理解及思辨」
（1a-II-1）、
「態度及價值」
（2a-II-2、
2c-II-2） 和「 技 能、 實 作 及 參 與 」（3a-II-1、3b-II-1、3b-II-3、3d-II2）三個構面的條目。在教科書的內容編排，A 版除了知識和技能的學
習外，對情意引導亦有較多著墨。例如，在「家鄉特派員」單元，從鄰
里人員的情意感知描述，可引發學生對居住地方社會事物與環境的關
懷：「清潔人員：我看過缺乏公德心的居民在公園裡亂丟垃圾和菸蒂，
讓我們打掃起來很辛苦」（A 版 2，頁 97）；或在「讓班級更美好」單元，
透過學生們的圖畫和文章，從學生的角度描述班級美好，以引發學生自
省珍重的班級生活態度：

我很喜歡和同學一起到教室的陽臺，這邊很安靜和舒服。我們常常
在這邊聊天、洗手，或是在飲水機裝開水，一邊看著外面的美麗風
景，度過美好的下課時間。（A 版 1，頁 96）
從 B 版兩冊教科書編輯計畫之實作單元內容則發現，B 版兩冊學習
內容包括「互動與關聯」（Ab-II-1、Ad-II-1）和「選擇與責任」（DcII-1）二項主題軸內容。相較之下，B 版的內容較能扣緊主題軸概念。
例 如，「 如 何 讓 校 園 更 美 好 」 單 元 對 應「 選 擇 與 責 任 」 主 題 軸 條 目
「Dc-II-1 班級與學校公共事務的安排，可以透過師生適切的討論歷程
做出決定」（社會領綱，2018，頁 17）。

洪麗卿、劉美慧、陳麗華

國小三年級社會領域教科書「探究任務」內涵之分析—以探究為本的觀點

學習表現方面，雖然教科書編輯計畫兩冊列出的條目皆僅為「技
能、實作及參與」（3a-II-1、3b-II-3、3d-II-1、3d-II-2）構面之條目，
此可能的原因是編輯者將探究定義為「解決問題的能力」之故。不過，
從教科書的內容編排和單元第一頁學習目標說明，仍可見「理解及思
辨」的成分。例如，在「街道觀察家」單元，讓學生從觀察的景物中，
分析哪些為當地居民生活的特性，即符合「1b-II-1 解釋社會事物與環
境之間的關係」（社會領綱，2018，頁 7），但是內容傾向理性闡述，「態
度及價值」層面則較為忽略。

從你選擇的這項景物，可以看出當地居民生活的特性？（例如：這
個景物數量多或少，代表什麼意思？）。（B 版 2，頁 121）
從 C 版兩冊教科書編輯計畫可發現，C 版兩冊學習內容包括「互動
與關聯」（Ac-II-1、Ab-II-1）、「差異與多元」（Ba-II-1）和「變遷與因
果」（Ca-II-1）三項主題軸內容，但部分內容社會科專門領域知識的帶
入較為薄弱。例如，第一冊實作單元「我可以學更多」，所對應的領綱
學習內容為：

Ac-II-1 兒童在生活中擁有許多權利（可包括生存權、學習權、表意
權、隱私權、身體自主權及不受歧視的權利等）與責任（可包括遵
守規範、尊重他人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社會領綱，2018，頁 58）
但是課程內容先介紹學校有圖書館和電子資料庫資源，之後呈現運用
「已．想．學」（KWL）表格的資料整理策略，最後在結語指出：「這
張萬用表格，可以運用在語文、數學、社會、自然各種領域」（C 版 1，
頁 96），此與權利與法治的概念連結稍有不足。
學習表現方面，教科書編輯計畫第一冊列出的條目僅為「技能、實
作及參與」構面（3a-II-1、3b-II-1、3b-II-2），第二冊雖然列出「理解
及思辨」（1a-II-3、1b-II-1）、「技能、實作及參與」（3a-II-1）和「態
度及價值」（2a-II-1、2a-II-2）三個構面的條目，但教科書內容上下兩
冊分別以提問、圖像組織運用的引導步驟與方法為主，因此實質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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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理解及思辨」和「技能、實作及參與」兩個構面。茲將 3 種版本
運用學科概念和工具之情形，整理如表 5。
綜上所述，3 種版本在「運用學科概念與工具」方面皆採跨科統整
設計進行課程發展，但部分版本實際內容與社會領域學科概念的連結性
較弱，仍有提升空間。此外，在學習表現方面，有關「態度及價值」構
面的呼應較少，此與洪麗卿等人（2020）研究發現國中教科書跨科活動
設計忽視「態度及價值」學習表現的情形類似，潛藏著教科書編輯者偏
重外顯學習的知識、技能，將內隱特質（如態度、情意、價值、動機等）
視為附加學習的課程意識。因此，建議在探究歷程，有關敏覺關懷、同
理尊重、自省珍視的學習表現宜適時規劃在課程設計之內，以回應個人
或社會生活需求的綜合狀態之整全性。
3.「 評判及使用證據」層面之分析
NCSS（2013）指出「評判及使用證據」的能力，是指學生綜整所
蒐集到的多元管道資料，以探索方向為中心來系統性歸納和分析資料，
並使用證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或論點。整體而言，從各版本探究任務之
布題可發現，任務性質較缺乏證據導向的辯證性取向，且探究路徑與答
案略顯單一，致使後續少有使用證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或論點之任務步

表5

3 種版本運用學科概念與工具情形
版本

項目

A版

B版

C版

探究
定義

操作型定義

概念型定義

無

學習
內容

A 互動與關聯
B 差異與多元
D 選擇與責任

A 互動與關聯
D 選擇與責任

A 互動與關聯
B 差異與多元
C 變遷與因果

學習
表現

1 理解及思辨
2 態度及價值
3 技能、實作及參與

1 理解及思辨
3 技能、實作及參與

1 理解及思辨
3 技能、實作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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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而是資料綜整策略的應用。以下茲針對各版本有關資料處理的闡述
方式進行分析。
A 版因傾向主題式結構性探究任務形式來設計課程，因此每個探究
任務均包括資料分析的步驟，在情境脈絡中會結合表格應用和圖文轉譯
的 資料 綜整策略，如 T 圖、心 智圖、 九 宮 格 版、 觀 察、 閱 讀、 踏 查、
訪談等，只可惜探究焦點較侷限在資料整理和問題回答，由學生從資料
彙整而形成主張之自主建構導向較低。例如，在「如何訂班級守則」，
A 版在整理分析的步驟，以 T 圖引導學生針對各項問題，分別討論出班
級安全守則。在「實作單元」則提供較多的學生練習空間，除了示例之
外，會提供空白表格予以學生遷移運用。
而 B 版探究活動不似 A 版以探究學習的四個步驟專篇敘寫，而僅
以對話框列出步驟要點（如圖 3），未能呈現出引導細節。

圖3

探究活動以對話框方式呈現
資料來源：B 版 2，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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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探究活動可發現，探究歷程略過問題情境引導和生活情境分
析，且以指示式語句傳遞探究任務，並以填空方式進行資料彙整，就學
習本質而言較未能體現以學習者為主體主動求知，進行分析資料和問題
解決的實質意涵，是可再調整之處。Chambliss 與 Calfee（1998）指出，
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科書設計，宜重視教科書內容主題、組成要素和連
結度，包括以學生中心的主題選擇、各種要素的鋪陳，以及要素之間的
連結，使其成為有意義的整體。再者，宜從文本的可理解性、採專家視
鏡的課程設計和學生中心的 CORE 有效教學循環模式，連結（connect）
學生的知識與興趣，組織（org anize）主題、事件和新學習內容，安排
學生省思（ref lect）機會，學生重新思考及修正他們的理解與學習，並
引導學生將所學延伸（extend）應用到新情境。可見，只有步驟要點的
指示型探究活動在 CORE 的回應上較為不足，未能展現學習教材的完
整性，和提供足夠鷹架引導學習者統整所學。
相較於 B 版探究活動的設計，其「實作單元」採以主題探究形式來
設計課程，故較為充實豐富，不僅針對資料彙整提供策略和示例，而且
每一步驟均有引導細節說明，並再另啟紀錄表讓學生練習探究。
整體而言，A、B 版「實作單元」的課程設計，皆包括問題、資料
蒐集和整理與行動省思等歷程規劃，並且在資料整理步驟提供示例，之
後再讓學生練習。可惜不足之處在於示例常與學生練習題目相同，且多
為封閉式答案（如勾選題），此舉雖然可降低探究學習的難度，但誠如
Zion 與 Mendelovici（2012）指出過度簡化探究學習的程序對培養學生
主動學習和垂直遷移的效益有限。
而 C 版各探究任務傾向以某一策略為主題，再以特定資訊來說明示
範應用方法。例如，第一冊探究活動以「提問」的引導步驟與方法為主，
只有實作單元才有資料蒐集和處理的闡述；第二冊則是以資料分類的圖
像組織運用為主，如階層圖、環扣圖、范氏圖、九宮格法、概念圖等。
然而，策略方法固然重要，但是認識不同的策略工具並不等同於素
養，能轉化應用所學的社會知能在生活中才是素養，若缺乏導入探究歷
程的規劃，易導致內容過度分割使學習不連貫，且忽略探究以培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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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以科學方法發現知識的核心價值。再者，以工具性思維出發
的課程設計，較難體現社會科學研究的特質，以及具現素養導向在真實
情境應用之整全性和脈絡性精神。De Corte（2012）即指出有效的探究
學習應具備建構式、自調式、情境式、協作式四種特質，讓學習者在自
然的生活情境脈絡中，統整多元化的證據，展現建構式學習，並且自調
學習計畫並且與他人協同合作，以發展出原創性想法和行動。
4.「 溝通結論及採取具知識基礎的行動」層面之分析
探究為本的課程，本是以具挑戰性、需要費時研究的引領性問題作
為探究的起點，讓學生去處理構成社會領域的學科內和跨學科的概念、
應用和未解決的問題。在溝通結論和採取行動歷程，透過同儕協同的互
助合作、集思廣益，將有效促進探究教學成功運作，尤其社會領域的特
質，更是強調學習者溝通互動能力的培養（Swan et al., 2014）。有鑑於
對話和協同為探究學習的重要運作機制，以下針對各版本採取的運作方
式分成個人探究和與同儕協同探究進行分析。
從表 6 可知，整體而言，3 種版本設計的活動，個人探究形式比例
3

略高於協同探究形式，約占 55.27%。 3 種版本之中，以 B 版採協同探
究形式的比例最高，占 83.33%，超過半數的探究活動採以與同儕合作
的方式進行；A 版次之，占 42.86%；C 版採協同探究形式的比例最低，

表6

3 種版本個人探究 vs 協同探究形式數量統計表
A版

版本
分類

B版

C版

合計

一、二冊

百分比

一、二冊

百分比

一、二冊

百分比

百分比

個人探究

8

57.14

2

16.67

11

91.67

55.27

協同探究

6

42.86

10

83.33

1

8.33

44.73

總計

14

100.00

12

100.00

12

100.00

100.00

3

B 版有些活動因描述過於簡略或只列標題，可能是單向分享抑或是與同儕雙向互動的
設計，因此以 0.5 個計之。例如，「和同學分享我的紀錄」（B 版 2，頁 45）或「報
告與分享」（B 版 2，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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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二冊的探究活動中，只有一個活動是採小組協同形式：「請你和
同學討論課本第 24 頁的訊息加上你們的經驗，寫在下面的表格裡」（C
版 2，頁 32），其他均以個人形式進行：

換你試試看，如果今天奶奶要來家裡吃晚餐，下面哪些問題可以幫
助你做好放學後的時間規劃？（C 版 1，頁 53）
洪鴦的故事裡，她對居住的地方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請模仿上面概
念圖的方法，用「原因是什麼？經過如何？結果是什麼？影響如
何？」來完成右頁的概念圖。（C 版 2，頁 60）
上述 C 版的內容鋪陳傾向策略應用為導向，因此活動設計以個人思
考和策略練習為主。相較之下，A、B 版運用協同形式較多，大致來說
可歸類四種不同階段以協同方式觸發探究：
（1）自發展問題階段開始：例如，「請找一找班級問題……，讓班
級更美好。分組討論決定需要解決的問題」（A 版 1，頁 103），但此類
型的協同探究偏少。
（2）自資料蒐集歷程開始：例如，
「買東西要考慮什麼？」的主題，
以訪問方式蒐集資料，之後再整理分析優缺點後，個人自行結論：「訪
問班上同學，聽聽他們對保溫水壺的想法？」（A 版 2，頁 64）。又例，
在觀察家鄉問題的主題，透過自我觀察和訪問居民發現問題，之後再小
組討論解決方法和分配工作。例如，「利用課本第 21 頁『訪問板』，訪
問家人或居民，找出造成這些問題的可能原因」（A 版 2，頁 97）、「與
家人或同學討論我可以提供的服務有？」（B 版 2，頁 27）。
（3）自提出問題解決方案階段開始：例如，如何訂定班級公約的
活動，
「全班同學針對問題，討論出班級安全守則」
（A 版 1，頁 55）、
「老
師指導並分組討論，要如何修改或增加」（B 版 1，頁 59）。又例，針對
蒐集的資料後，與家人和同儕討論結論的適切性，「整理分析：小組討
論解決方式、執行細節，並分配工作」（A 版 1，頁 102）、「各組依據
右表調查校園中的『健康活動或做法』與『益處』」（B 版 1，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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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結論階段開始：意指整個探究歷程先由個人獨立探究，在
最後階段將所得結果進行分享，聆聽同學意見回饋。例如，在「請同學
針對你的安排提出建議」（B 版 1，頁 23）、「分組到各班宣導，或到廁
所貼標語」（B 版 1，頁 115）。
從 上 述 可 知，3 種 版 本 協 同 探 究 雖 占 44.73%， 但 多 數 僅 從 資 料 蒐
集、 提 出 解 決 方 案 歷 程 或 者 結 論 階 段 之 局 部 步 驟 進 行 協 同。Wells
（1995）認為，意義（meaning）可分為四種主要維度：經驗、資訊、
知識和理解。理想的教育，應包括此四種維度，從學生個人生活經驗為
基礎，以他人經驗世界之資訊作為補充，之後個人經驗與外在資訊逐漸
整合，融入現有知識之中，而後當知識能進一步遷移至行動情境中時，
學習者將會建構出個人相關意義結構的理解。可見，學習是建構於真實
世界經驗到透過探究以獲致概念、理論與通則的歷程，但若未經由學習
主體與他人相互共同建構、協同和對話，學習容易只落入在自我經驗和
資訊的層次，因此建議老師在進行探究任務，宜多安排學生溝通、討
論、採取行動等層面學習。

伍、結論、反思與綜合討論
本研究發現結論如下：一、各版本實作單元傾向於統整性內容，議
題融入不高。二、各探究任務主題，多以問題形式作為引導，只可惜探
究路徑與答案過於單一，且傾向教師導向的設計。三、3 種版本皆採跨
科統整之課程發展，但部分任務內容與社會領域學科概念的連結稍弱。
四、探究任務之布題較缺乏需要證據導向或辯證性取向，致使少有使用
證據支持主張之任務步驟，偏重資料綜整策略的應用。五、探究歷程採
個人探究甚於協同探究，且協同形式僅在局部步驟進行。六、各版本探
究任務較少引導學生自主規劃，多為結構式探究，學生主動參與仍有提
升空間。根據研究結果，從四個面向進行反思與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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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質 vs 形式
從教科書文本探究任務設計可發現，提問引導多採以提供選項讓學
生選擇的方式，予學生直接參考，看似問題取向實然是尋找答案取向，
探究的實質意義並不明顯。其次，探究任務的主題設計，雖為提問形式
但缺乏激發學生好奇心的處理。例如，「誰是社區的好幫手？」、「誰有
好人氣？」、「如何分工合作？」等，也許需要學生觀察和思考回答，
但上述問題傾向傳遞公民資質模式，以灌注公民概念和價值觀方式，忽
略教室內對話與論辯的空間，以及反省批判、民主多元觀點、理性論辯
和實踐行動等精神。誠如 Weber（2014）指出說教式課程常趨向於一種
社會規範的學習方式，只是尋求一種短期、通過良善來要求學習者作為
有道德感的公民；而對話式課程趨向以社會轉型為目標的社會正義教
育，透過對話、高度參與和情境互動，是一種長期、發展性的學習方
式，培養學生的主動參與力和社會行動力。
基於問題解決在整個探究過程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歷程，好的引領性
問題宜引導學生以多元觀點廣泛地探究、觀察來理解現象，使學習成為
一系統性的實體。即使由教師為中心的結構式命題，仍應滿足兩個條
件：首先，在智力上需具有挑戰性，這意味著所要探究的題目應是具有
關注性、爭辯性。其次，對學生具親近性，意指應以學生為主體的關切
議題作為探究驅力。
舉例來說，在認識健康權、個人隱私和自主權的單元，「小學生在
學校有隱私權嗎？為什麼？」

「每個地方

國家的小學生都享有隱私

權嗎？為什麼？」會比「校園有哪些維護學生健康的作法？」更適合作
為引領性問題，因為學生要充分回應前者的提問，就必須從多方面的視
角來檢視和討論，不僅把學生帶入一場真實的辯論，同時也提供了感到
困惑的可能性─ 學生在學校會沒有隱私權嗎？這可以引發學生的好奇
心，進而提供豐富的探究空間。總而言之，探究的觸發應始於對知識擁
有者的意義，而非追求學術知識的傳承，或者是為了探究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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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 vs 在地化 vs 個人
從各版本三年級教科書的內容可發現，多數版本第一冊以家庭、班
級和校園為範疇；而第二冊以社區和家鄉為範疇，且單元主題議題融入
的性質不高。這樣的課程架構不僅內容深度和廣度自限，並且導致「實
作單元」統整性課程內容與前面單元的教材有部分重疊之現象。尤其，
三年級社會課程以自我介紹或家庭與我作為同心圓的起點，對已在國小
階段就讀 2 年的三年級學生而言，似乎內容過於單薄和重複。
社會領域課程本應以回應社會脈絡為本、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主，處
於現今全球緊密聯繫的時代，數位科技、資訊日新月異，若教科書角色
僅限於知識傳遞與說明取向，將無法達到以學習者為主體，滿足學生的
學習興趣和回應學習探究的需求。面對學習對象已是數位原民世代的事
實，學生經驗範疇不應以狹隘的物理空間來界定，尤其社會領域課程是
以學生所處生活世界為範疇，許多在地議題若鑲嵌在全球連動的思維，
置於全球脈絡關聯下思考，將促進個人在探究中行動的擬定與實行評估
的深度，增進行動決定的實質意義。舉例來說，在消費與選擇的單元有
關「如何挑選食材」的問題探究，除了「珍惜食物不浪費」、「檢視認
證標章和產品日期」等學習課題，若引導學生加入全球生態永續的觀
點，去探究生活中食材的產地和食物里程，比較選擇在地

進口與當季

非當季食物對生態的影響，讓學生的學習體驗交織在自身、在地與全
球之間，讓問題的探究觀點更豐富多元，探究的行動更具意義性與挑戰
性。因此，本研究建議打破同心圓由自我而外之嚴格的線式敘寫框架，
隨著學生的年級與發展，適切融入及調動「自我 ─ 在地化 ─ 全球
化」三種世界觀的比重，以更真實地連結數位原民世代的真實生活世界。
同時，學生並非處於真空狀態，「實作單元」課程設計應適當融入
國內社會特別關注的公共議題，關注與學生經驗、生活情境真切連結，
以引導學生獲得較寬廣與完整的認識及探究真實世界，達到探究能力層
層遞進之效，並彰顯這波社會領域課程改革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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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同 vs 個人
從探究與實作單元的探究形式分析可發現，整體而言以個人探究的
形式居多，協同探究形式不及半數，且協同的形式僅在局部步驟進行，
如資料蒐集、整理分析或分享結論，鮮少全程以協同探究形式進行。然
而，對話與協同是知識建構的基礎關鍵，藉由與他人協作與溝通，透過
論證和解釋的批判，才能加深學生對概念的理解，若是從發展問題開
始，至應用社會領域知能、評價資料、提出主張的歷程，欠缺與教師、
同儕之間對話的足夠空間，簡化協作之社會性互動歷程，單純依賴個人
經驗獨白，將難以達成知識統整能力的培養、認知發展層次的提昇和批
判思考能力的習得之教育目的。換言之，協同探究提供了一個社會性功
能的學習空間，促進了參與者的互動與協作，透過彼此討論、解釋與論
證，充分發揮鷹架和提高原本認知的功能，將教與學的歷程所產生的知
識予以共享。
尤其，社會領域的本質是以涵養新世代的公民素養為目標，關注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溝通和社會關懷。有鑑於此，探究的教學情境需尊重學
生的主體性，讓學生成為教學情境的主角，以協同探究作為主要運作機
制，激發大量關乎主題的對話，促使協作和對話成為教學的核心，才能
使探究活動發揮效益。

四、學習 vs 教學
從研究發現可知，3 種版本探究任務之形式，傾向於教師導向的問
題提出、封閉式的答案探究路徑，以及高結構任務的結構式探究，對於
以學生為主體的開放式探究取向仍有提升空間。基於探究學習應是讓學
生以觀察、提出問題、形成假設，在試驗過程收集資料，形成結論等科
學方法來發現知識的課程與教學模式，教師身為促發者，宜引導和幫助
學生作決定與選擇的思考過程，和示範如何以問題引導自我思考。因
此，即使以結構式探究或引導式探究模式探索現象，建議教師仍需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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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意識為本作為學習觸發，諸如，為什麼要探究這個問題？在日常生活
會造成哪些困擾或疑問？這個問題對個人的意義性和重要性為何？
考量教育現實，探究為本位的實踐並非一蹴可幾，若學生以往缺乏
探究經驗，可能很難一開始便期待學生能發現研究問題並自主探究。因
此，建議課程設計者和教師教學應有計畫、循序漸進的設計培養歷程，
在不同階段提供鷹架和協同者來協助，之後再逐漸拆架，讓學生從有限
參與漸至完全參與，並且輔以數位網路資源的支持，從而建構出探究的
教室文化。誠如洪麗卿等人（2020）指出，雖說教科書文本有事先課程
慎思的框架，然而在運作課程時，教科書編輯者或教師角色宜適時的
「內縮」，方能提供學生足夠的自主學習空間。
綜合上述，探究為本位的課程設計需重視思想參與的過程，強調學
生主動探索和做中學的歷程，藉由探究、實作、反思及創新等思維與行
動，期以創造高品質的教育經驗。既是如此，課程設計引導觀點應逐漸
從探討「教師如何教」轉變為「學生如何學」，建議課程編輯者宜藉由
系統性循序漸進的引導歷程，才能使學生學會探究能力，提升個人的心
智思考，進而主動統整與建構知識，最終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素養能
力。教科書編者或許考量三年級學生是探究新手，可能因此課程設計較
少導入同儕探究和學生導向形式，期許至四、五、六年級可以有計畫地
增加協同和學生參與的程度，從發現問題出發，在問答的動態發展過
程，觸發學生識別重要的訊息和待解答的問題，以促使知識和經驗達成
整合和監控的意義，累進集思廣益的探究成效。再者，探究任務可逐步
導入科學性的方法，融入多元的資料蒐集途徑和客觀資料佐證，例如，
從新聞報導、電子資料庫或圖書資源等多元途徑進行探究，以證據導向
來強化結論的合理性，進而採取具知識基礎的行動。而後續研究方向則
建議可訪談教科書編輯者和現場教師，分析教科書編輯歷程遭遇的挑戰
和問題，以及國小教學現場社會領域探究任務的實施情況，以作為推動
社會領域探究任務課程設計之修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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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網路與通訊科技發展精進且快速，帶動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 y, ICT）技術持續推進，在 1997~2006 年
間，電腦、網路及數位設備開始被廣泛在教育或是學習上使用，而數位
學習（digital learning）或是線上學習（on-line learning）則從 2007 年
開始隨著網路技術及速度的推進，不斷開發出不同的學習模式。2016
年號稱虛擬實境（vir tual reality, VR）元年，伴隨虛擬技術的普及，讓
學習環境進入另一個新的模式，VR 的應用也積極地融入到教育、教學、
培訓等各個應用領域（Boulton et al., 2018; Muñoz-Cristóbal et al., 2017）。
2017 年臺灣正式進入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元年，科技
部持續投入 160 億臺幣，從多元面向打造臺灣 AI 創新生態環境，並逐
步建立相關研發平臺與服務，以支持學術研究界的 AI 領域創新研究計
畫。此外，近年來和職業教育有關的「工業 4.0」（Industry 4.0）一詞，
最早在 2011 年被提出，且在 2013 年德國政府已將其納入「高科技戰略
2020 行動計畫」（High-Tech Strateg y 2020 Action Plan）的十大未來計
畫，並投資 2 億歐元，期使德國持續在全球的製造方面保有優勢，如今
工業 4.0 幾乎成為全球產業升級的共識。2020 年 7 月起臺灣各大電信業
者皆宣布「第五代行動通訊網路」（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5G）
開臺，臺灣 5G 在 2020 年正式進入商轉。隨著新興科技演化快速，教
育科技成為一門複雜且兼顧新興科技特性與教學需求之專業組合。然
而，多數學校卻常把重點放在設備和網絡上，而沒有清楚地看到科技對
課堂教學的影響；亦有一些學校對基礎設施的規劃不足，科技使用反而
限制了學生的學習潛力。Schr um 與 Sumerfield（2018）提到，根據美
國最佳應用教育科技的示範學校經驗，大多數的校長與教師皆認為教育
科技是一個相互關聯的支持系統，包括：科技工具、教師教學及學生
學習。由此可見，數位學習不能只強調科技層面，教學也是重要關鍵
之一。

81

82

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三期

所有教育相關產業的共同目標都是為了提高學生成就，並讓學生為
成為世界公民做好準備，上述兩個目標是所有教育工作者列為最優先的
考慮。所以，學生對於數位學習的流暢性不僅僅是了解如何使用科技，
更需要以漸進的方式來改變學習方法，並學習文化的轉型（Becker et
al., 2018）。因此，在數位時代的公民養成教育中，培養學生具有數位
素養及應用數位科技結合教學領域是同等重要的。尤其，職業教育與職
業培訓的課程不僅關注與工作相關的任務和活動，還牽連一般的基本生
存能力，例如，學習、解決問題、批判性思維、創新和因應變革，學生
必須做好應對未來的準備。隨著科技演化，教育工作者宜力求增長他們
對於科技素養的知識、技能和創造力，並以科技為工具來開發新產品和
新工藝。
為此，本研究以教育科技的觀點出發，由工業 4.0 的脈絡與數位素
養的需求來探討技術與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應用數位學習之
趨勢，並依據 NMC Horizon Report: 2018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分成 7
類教學科技（Becker et al., 2018），檢視全球技職教育應用數位學習的
相關研究及分析其研究現況與議題。採用書目計量法（bibliometrics）
及透過 VOS 科學製圖工具，從最大的文獻搜尋引擎 “Scopus” 選取 1980
年至 2020 年 10 月期間，採用 4 類文獻共 3,584 筆資料為分析對象，並
針對研究問題進行層次篩選，探討目前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應用狀
況、研究趨勢、研究主題及焦點議題，以作為後續臺灣技職教育發展數
位學習相關教學應用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技職教育的本質與影響因素
技 職 教 育 是「 技 術 教 育 」 及「 職 業 教 育 」 的 組 合 語， 英 文 則 用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或是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TVET），係指使用正規、非正規和非正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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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方式，為就業提供知識和技能的教育和培訓。技職教育已成為各國政
府尋求促進經濟繁榮及社會公平的主要途徑，世界銀行（World Bank）
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新增的職能培訓需求，促使
公部門大量投入技職培訓。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是擴大職業教育和培訓
的投入，改革學校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規劃、協調和實施技職訓練之管
道。他們認為技職培訓系統可幫助失業的年輕人和老年工人找到工作，
如此可減輕高等教育負擔、吸引外資以及保證收入和就業的快速增長，
並可減少貧富不均等的情況。為了因應快速變化的需求，改革技職教育
制度或設計新的制度已成為各國政府和機構決策者的施政重點，主要目
標是改善技職教育的學習機會，特別是一些已就業、失業、正在尋找第
一份工作，或是由於經濟、家庭或其他限制而無法參加培訓的人。然
而，各國決策者面臨的共同的挑戰還有如何提高技職教育之質量，以滿
足職場不斷變化而須因應、加強員工職能的需求（World Bank, 2020）。
技職教育的主要目標在培育技術人力，以促進國家經濟建設發展。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6）提出《2016~2021 技術及職業教育與
訓練策略》，強調未來技職教育不應只是在各領域實作技術之教導，更
須培養學生可以進行技術改良、擁有創業家的精神，以及對未來世界的
想像等，期能以創造新職業作為目標，促進產業邁向創新發展。而針對
技職教育之實施，根據教育部修訂之《技術及職業教育法》（2019）分
為：「職業試探教育、職業準備教育、職業繼續教育」（第 3 條）。試探
教育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開設或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
提供學生職業試探機會，建立正確之職業價值觀。而為職能基準銜接並
且為學校或職業訓練機構開設課程之技職教育，則分為 3 級：高級中等
職業學校（以下簡稱高職）、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專校）及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以下簡稱高教技職）。這 3 級各有其教育目標，高職以教授
青年職業智能，培養職業道德，養成基層技術人員為宗旨；專校以教授
應用科學與技術，養成實用人才為宗旨；高教技職則在培育高級實用專
業技術人才為宗旨（吳清山、簡惠閔，2008）。而世界銀行將技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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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 3 類：學校職業教育、職前培訓和在職培訓（Gill et al., 1998），此
3 類的人口比例中，學校職業教育在許多國家皆占有很大的比例，並偏
重實體教學。而對後者兩個群體，數位學習或是遠距教育則是常被應用
的有效策略。Wilson（2019）提出影響全球經濟和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有
三大因素：全球化、科技和人口消長（demog raphy）。隨著前瞻科技的
快速發展及工業 4.0 理念全面引入，勞動力市場的培力計畫迫切需要具
備現代化和迅速因應職場變化的知識、技能和能力；因此，尋找有效的
培訓方法以加強與工作的連結，成了教育政策和企業投資者共同不變的
一項特點，而數位學習的理念、方法和技術，正是提供培訓和體制之
利器。
德國政府於 2011 年推動高科技計畫，首度提出「工業 4.0」一詞，
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亦可稱為「生
產力 4.0」。工業 4.0 將影響人類所有生活運作習性，以及相應的工作能
力和技能要求。人類活動也為了因應工業 4.0 的先進科技得和新技能結
合，必須提高自己的能力甚至創造新的工作價值觀，例如，研發、設
計、構思、行銷和服務等。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勢必需要重組，
在短期內，中等技能工作將減少或經歷重大變化；而長期來看，高技能
和低技能的工作也會減少、被取代或改變（林曉嬋，2019）。麥肯錫全
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研究指出，在自動化浪潮下，美
國 40% 工作會在 10 年內消失，18~34 歲年輕族群的工作受到的影響將
會最大。雖然，至 2030 年為止，職業全面自動化不會達 5%，但仍有近
60% 的職業將面臨至少 30% 工作任務會被自動化取代的可能，而屆時全
球將有 0.6~3.75 億個工作者被迫轉換新工作（林曉嬋，2019；Manyika
et al., 2017）。因此，目前值得關注的是，一個翻新的勞動力市場將創
造新的就業機會，而教育應該清楚地傳達我們未來社會和職業的變化，
從工業 4.0 的概念開始，教育應該讓學生了解產業巨大轉變帶來的影響，
且必須從原始的教學模式就開始改變。
若將工業 4.0 的概念延伸應用在教育的場域，則「教育 4.0」的定義，
應該就是以工業 4.0 所需要的人才與方式，來建構未來教育環境，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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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學校教育制度與環境」、「課程、學習與教材教法」等
實施策略進行修正（徐新逸，2019）。新的數位技術若延伸到教育應用，
例如：3D 列印、虛擬實境、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自動
化

機器人

智慧教室、模擬、系統整合、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資訊安全、雲端運算、大數據（big data）等，亦可藉以評估師
生教學需要，進行有效管理與滿足多元需求。目前在臺灣教育部相關計
畫所引領的智慧教室、智慧校園、智慧實驗室、智慧學校課程與教學的
變革，皆成為教育 4.0 實務推動與立論之重要依據；然以技職教育發展
相當成熟的德國或是其他國家，在工業 4.0 的背景下其數位學習之應用
與研究現況如何，則有待探究。

二、國際數位化政策與技職教育之關係
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於 2016 年成立「數位能力與就業聯盟」
（Digital Skills and Jobs Coalition），開始啟動 “eSkills for Jobs 2016” 計
畫。當時歐洲仍有 50% 以上的公民不具備相關的數位技能，eSkills 計畫
的主要目標是期待至 2020 年為止，可解決 756,000 名資通訊專業人才短
缺的問題，並推展數位技能。eSkills 亦預期未來 90% 的工作，如工程、
會計、護理、醫學、藝術、建築等，都需要具備數位技能（European
Commission, 2016）；因此，eSkills 於 2016 年起在歐盟各國展開了大規
模的人才培訓工作。除此之外，歐盟以 “Schoolnet” 聯合各國推動 STEM
教育，整合各國教育資源，包括師資培訓、共用教材、大量運用 Open
Source 提供開放課程、協助歐盟各國加速推動各項 STEM 計畫，包括
STEM Alliance、SCIENTIX、EU STEM Coalition 等。在歐盟中，英國
積極以人才發展政策來面對數位經濟時代的來臨，由 K12 及大學領域
以推動 STEM 教育及學校體系之人才扎根為重點，而其就業機制則以
大規模實務培訓，協助學生及就業者取得各種數位化專業技能（digital
skill）證照，順利進入數位經濟產業職場就業為重點，並結合產、學、
研各界資源合作推動（廖肇弘，2017）。近年來，歐盟更積極推動數位
轉型策略，歐盟執行委員會已於 2018 年 6 月提出「數位歐洲計畫」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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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 Prog ramme）提案，以確保歐洲在全球數位經濟的領先地位，
並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啟動。「數位歐洲計畫」目標是希望加速歐洲
企業部門及政府部門廣泛運用數位科技，推動社會和經濟轉型，進而為
歐洲公民及產業帶來更大的效益。2021~2027 年「數位歐洲計畫」聚焦
於五大重點領域：高效能運算、人工智慧、網路安全與信任、數位技能，
以及確保在經濟與社會中廣泛使用數位科技。其中數位技能領域將擴大
長期和短期的培訓課程及在職培訓，確保勞動力能透過培訓養成當前和
未來數位轉型所需之先進數位技能，提高就業能力（DIGITALEUROPE,
2018）。
德國的職業教育領域為全球標竿，近年來為因應全面數位轉型趨
勢，亦啟動了學習與評量工具數位化發展的走向。2019 年聯邦教育研
究部（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m, BMBF）與聯邦職
業教育研究院（Federal Institute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IBB）共同 啟動了 為期 3 年， 名 為 “ASCOT+” 的 轉譯 計 畫；ASCOT
為 Technology-based Assessment of Skills and Competences in VET 的縮
寫，意指職業教育專業技能的科技化評量。而在 2011~2015 年執行完
畢的 ASCOT 計畫成果，包括為 6 個職業項目建置職能模組及可檢測受
訓生職能程度的 800 個電腦測驗任務題，並轉譯到實務應用，達到鼓勵
受訓生職能發展及協助評量之目的（Bundesministeriums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n.d.）。
澳大利亞政府於 2015 年展開 2016~2026 年國家 STEM 學校教育戰
略計畫，側重於基礎技能，並以數學、科學和數位素養，及促進問題解
決、批判性分析和創造性思維能力為主，該計畫旨在面對未來社會變遷
並改進現行 STEM 教育。澳大利亞政府認為，高品質的科學、科技、
工程和數學教育對當前和未來的生產力以及個人決策和有效的社區、國
家和全球公民養成教育至關重要。澳大利亞政府特別加強推動程式語言
與軟體應用能力，並確保學生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維及推理能
力，以適應未來數位化世代的高階工作；同時，對外將改變簽證制度，
以吸引更多來自海外的創新企業和研究人才（Australian Gover nment,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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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國內的情形，教育部因應資訊與通訊科技技術和工業 4.0 之變
革，亦積極推動建立校園數位科技教學計畫，於中小學與高中職推動數
位學習深耕計畫、行動學習與自主學習計畫。並在教育部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下，補助各級學校校園數位建設之「營造智慧學習教室計畫」。針
對高中職學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自 2018 年起透過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推動「普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新興科技認知計畫」，在全國建置
10 所區域推廣中心與 45 所促進學校，提供師生動手實作、設計與創造
科技工具及資訊系統的場域空間，並成立跨校技術教師團隊與舉辦研
習，鼓勵學生善用科技提升學習成效，也增進未來的競爭力（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2020）。各區域推廣中心皆有不同新興科技特色主題，
包含：擴增實境、虛擬實境、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智慧機械、
綠色能源等，例如，北部地區推廣中心─ 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其
主題特色為跨領域沉浸式體驗學習，以「AI 人工智慧」、「ADAS 先進
駕駛輔助智慧機械」、
「AR/VR 擴增和虛擬實境」三大主軸做亮點推廣，
並與臺北市環境教育中心及國立科學教育館合作，開發新興科技課程、
教案及展覽，也打造「AIOT 智慧教學場域」及移動式的「Smar t Life
智慧柑仔店」，提供豐富的新興科技體驗。上述教育 4.0 的新興科技應
用，在國內教育部的推動下，已開始融入於高職教育中。
針對高教技職部分，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在 2013 年推動「第
二期技職教育再造計畫」，投入 202 億餘元，強調技職教育體系的就業
銜接目標，引導各級學校更新教學設備（技術及職業教育司，2013）；
2017 年推動「教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引導技術教育學校
建立跨院系實作場域、產業菁英訓練基地，以培養類產業環境人才（教
育部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補助要點，2020）。可見在技職教育體
系當中，以就業銜接為導向的目標下，各項資源投入多為類職場的環境
建置，但對於數位學習硬體設備的資源投入並不明顯。此外，高等教育
司為推動各專業領域發展人文及科技教育，於 2007 年訂定《教育部補
助推動人文及科技教育先導型計畫要點》（2021），投入基礎科學教育、
應用科技教育、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及跨領域教育等科技計畫推廣事項

87

88

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三期

（第 2 點）。另因應全球社會及產業數位化與智慧化發展趨勢，於 2018
年推動「數位學習深耕計畫」，其中在大學分項推動「教育部大學深化
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應用計畫」，為期 4 年，期能透過計畫的資源支持，
推動大專校院建立數位學習各項作為邁向機制化、常態化，協助大專校
院逐步發展出數位學習經營模式，進行國際間課程交流，拓展臺灣數位
學習之能量。推動迄今共有 12 所大學參與，但僅有 3 所為科技大學（教
育部數位學習深耕計畫，無日期），可見在科技大學及技專院校的數位
學習推動上，硬體投入及軟體開發仍較未明顯受到重視。
基於上述的全球趨勢與各國政策，歐盟在數位經濟的目標下，致力
於技職教育的數位化，並於培養數位技能方面最為積極。德國、英國與
澳大利亞等均重視學用合一，並主張數位素養與 STEM 教育之重要性。
而我國行政院亦持續積極推動相關數位政策，如「數位國家 • 創新經
濟發展方案」、「5+2 產業創新計畫」、「臺灣 AI 行動計畫」等計畫，期
能帶領臺灣產業突破發展僵局，藉由科技驅動下一波的經濟成長。而在
此波計畫下，我國技職教育相關研究和應用可否與全球數位轉型趨勢及
臺灣數位國家計畫配合，亦需要持續關切。

三、數位學習的內涵及其對技職教育的重要性
近幾十年來，數位學習已成為高等教育、職業培訓和中小學各級教
育的重要學習和教學模式（Gros & García-Peñalvo, 2016）；然而，數位
學習並不是一種新的知識轉移方法，而是使用新媒體來傳遞資訊。圍繞
著數位學習的理論，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科技來提高技職教育的效率。
許多公司和技職學校對數位學習寄予厚望，因其允許學習者決定學習的
時間、地點和節奏（Huchthausen & Droste, 2014）。因此，數位學習的
主題具有當前和未來的相關性。除了為教師和學習者提供時間和空間上
的靈活性外，在學習過程中使用科技媒體有助於提高學習動機及學習成
效，並可降低培訓成本。數位學習的概念與名詞使用，隨著科技工具發
展也正在演化中，其同義詞如：數位化學習（e-lear ning）、線上學習、
遠距教學、網路教學、行動學習等。資訊和通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創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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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相應詞彙，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概念。根據 Bloh 與 Lehmann（2002）
的 研 究， 數 位 學 習 是 各 種 虛 擬 化 教 學 和 教 育 提 供 的 集 合 術 語；
Schnekenburg er（2009）則將數位學習定義為使用數位媒體進行學習。
這 兩 個 定 義 的 區 別 主 要 在 於「 虛 擬 化 」 和「 數 位 化 」 兩 個 詞。Belaya
（2018）認為，數位學習一詞並不是一種統一的學習或教學形式，而是
針對使用線上媒體的各種教學場景的集合術語。綜合以上說法，數位學
習是所有基於媒體學習的集合術語，包括基於數位網路和基於虛擬環境
的學習。這些定義都有一個共同點：數位學習不是一種獨立的概念，而
是一種包含學習形式、策略或方法的組合呈現方式。
許多國家利用這股「數位學習熱」來提升學校教育與職訓水準。臺
灣在 2004~2012 年間，行政院投入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及數位典藏國
家型計畫，促使各級學校、公私機構、培訓單位和補教業等皆積極參與
數位學習。期間不僅建立企業平臺、設計數位教材和課程與普及各類數
位教材，經濟部與教育部亦分別設置數位教材認證規範，結合各種職業
教育，確保有品質的數位教材設計。歐盟執行委員會也早已將數位學習
列為其政治議程的首要任務，呼籲對教育和培訓系統進行調整，以應對
這一挑戰。e-learning 和 Web 2.0 科技有助於教育和培訓實現這一目標，
將資訊和通訊技術納入教育過程中，以此作為變革的槓桿，以提高教育
的品質、便利性、多樣性和有效性（Arh et al., 2010）。
本研究欲探討之「數位學習」關鍵的兩個重要標的為：「數位」及
「學習」。「數位」代表技術應用層面，根據 NMC Horizon Report: 2018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提供之 7 類科技技術、工具和策略（Becker et
al., 2018）。此分類提供一種方法來說明科技成為與學習和創造性探究
相關的發展途徑，這些類別亦提供我們教育創新的想像與實踐，說明
如下：

（一）消費者科技
是為娛樂和專業目的而創建的工具，至少在最初階段並未設計用於
教育用途。但它們可以作為學習輔助工具，且非常適合在大學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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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多數人已經在學校外的環境中使用它們，也促使這些科技得以進入
學校。例如：無人機、即時通訊工具、機器人及穿戴科技等皆屬之。

（二）數位學習策略
與其說是科技，不如說是科技融入教學方法。它們是使用設備和軟
體來豐富教育的內容與學習的方法，無論是在校內還是在校外。有效的
數位學習策略可用於正式和非正式的學習，不僅提升學習趣味，也強化
學習興趣、深化有意義的學習。例如：遊戲和遊戲化、智慧定位服務、
創客中心、全腦仿真及保存和保護科技等。

（三）支持科技
是指有潛力改變我們目前對設備和工具期待之科技。這類科技與學
習的連結不那麼明顯，但技術創新是其賣點，可擴大科技應用的影響範
圍。例如：情感計算、分析科技、人工智慧、動態頻譜和電視白空間、
電震動、軟性顯示器、媒體製作科技、網狀網絡、移動寬帶、自然用戶
界面、近距離通訊、開放硬體、軟體定義網絡、語音轉換、虛擬助手、
無線電源等。

（四）網絡科技
包括幫助製造這些科技的技術科技和必要的基礎設施，此類幫助我
們與網路有效互動且更容易使用。例如：文獻計量學和引文科技、區塊
鏈、數位學術研究科技、物聯網、下一代 LMS 及聯合工具等均屬之。

（五）學習科技
包括專門為教育部門開發的工具和資源，以及可能與之匹配的其他
用途工具，且有助於學習的策略。這些科技正在改變學習環境，無論是
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透過它們更易於使用者訪問和個性化。例如：自
適應學習科技、微學習科技、行動學習、在線學習及虛擬和遠程實驗
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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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交媒體科技
此類本可歸屬於消費者科技的範疇，但是它們過於普遍且高度廣泛
使用在社會各個方面，因此可獨立成為一個類別。因其快速發展，所以
在學習上可產生創新應用工具和發展。例如：群眾外包、在線身分、社
交網絡及虛擬世界等。

（七）視覺化科技
從簡單的資訊圖示到複雜形式的視覺化數據分析。它們的共同點在
於它們可促進大腦快速處理視覺資訊的能力、識別圖形模式和感知順序
複雜的情況。這些科技對於處理大數據的功能正與日俱增，並可探索動
態過程，致使複雜的任務變得更簡單易懂。例如：3D 列印、地理信息
系統

製圖、信息視覺化、混合實境、視頻牆及虛擬實境等。

EDUCAUSE 每年度出版的 Horizon Report 已被視為長期性且探討新
興科技在教育應用趨勢分析之重要依據。在 2018 年的報告中，提出 5
年內興起應用的 6 個教育科技發展，分別為：分析技術、創客空間、適
性學習技術、人工智慧、混合實境及機器人。這 6 個分屬於 7 種類別內
的支持科技、消費者科技、學習科技及視覺化科技，這也顯示出這 4 類
科技的日趨普及（Becker et al., 2018）。面對工業 4.0 興起與強調數位素
養的重要性之際，數位學習不宜只強調技術而已，更須回應教學的本質
與需求。數位學習若從教學與科技技術層面來解釋，「教學」是指教師
在教學前建立教學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並於教學過程中應用教
學原理、教學方法、教學設計，及運用評量與學習資源來輔導學生，以
達到預定教學目標的教學行為。張春興（1989）強調任何教學均包含四
大要素：1.教學目標：期待學生學會的知識技能或態度觀念；2.確定起
點行為：教學前分析診斷學生已具備的起點行為或具備學習新課程的條
件；3.設計教學過程（含教學方法）：採用何種方法才能改變學生行為，
使之朝預期方向發展；4.教學評鑑：評量學生學習效果。因此，有效「教
學」之面向包含：對象、教學內容及教學設計。「教學」首重對象分析，
分析範圍涵蓋學生特質、學齡（學制）、先備知識以及可能影響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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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文化或居住環境等。「教學內容」是指要求學生系統學習的知識、
技能和行為經驗的學科與其總和，又稱學科或學習領域。「教學設計」
則是根據教學目標並考量對象的特性，以既定的教學內容來規劃教學活
動及課程，並評鑑成效，以確保教學效益。
工業 4.0 影響了人類所有生活運作習性，而對相應的工作能力和技
能要求，連動了技術與職業教育的變革浪潮。在文獻探討中，工業 4.0
及國際數位化政策，交織出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重要性；在此背景
下，期能透過分析各國的研究現況及趨勢，從重要議題中找出可複製的
成功經驗及仍待開發的議題，以作為臺灣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上可持續
關注及著力的重點，期使臺灣的發展與國際步伐同趨。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將透過書目計量法，探討目前數位學習在技職
教育的應用狀況、研究趨勢、研究主題及焦點議題為何，從而了解目前
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研究現況及趨勢，進而提出臺灣技職教育在推動
數位學習的研究方向。
本文將回答下列研究問題：（一）全球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應用研
究之相關增長情形為何？（二）各國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應用之研究類
別及研究議題為何？（三）臺灣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應用之研究類別及
研究議題為何？

參、研究工具與方法
書目計量法或稱為書目計量學，是以文獻的書目、目錄和主題為對
象，透過統計、數學和邏輯方法，對文獻的結構、數量、內容、方法及
結果等進行量化分析，藉由結構性的搜尋及定義研究標的後，從統計結
果進行資料趨勢討論及分析。

一、搜索標準與定義來源
Scopus 是全世界最大的摘要和引文資料庫，在文獻檢索方面具有
很 高 的 權 威 性（ 曹 瑞 雪 等 人，2019）。 王 繼 紅 等 人（2018） 探 討 入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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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 引文資料庫對提高科技期刊傳播力的作用，發現入選 Scopus 資
料庫可以加強期刊的傳播力和規範性的建立，也建議期刊應積極且合理
的利用 Scopus 資料庫各項功能來提升學術影響力。Mar tín-Mar tín 等人
（2018）探討最常被研究者使用的搜尋引擎 Google Scholar、Web of
Science 和 Scopus，發現 Google Scholar 的引用率最高（93%~96%），
其次是 Scopus（35%~77%），再來為 Web of Science（27%~73%）。但
Google Scholar 搜尋結果有 48%~65% 的引文來自非期刊來源，包括論
文、書籍、會議論文和未發表的資料。談小龍等人（2019）也以 Scopus
引文資料庫為基準，探討科研合作對產出質量的影響，可見 Scopus 檢
索及其權威性已受認可。因此，本研究採用具代表性且涵蓋範圍最大的
索引摘要引文 Scopus 資料庫進行資料搜索。
兩個重要關鍵字「技職教育」及「數位學習」在英文上皆有許多不
同用詞，為能有效涵蓋欲分析的文獻，在 Scopus 資料庫以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 y”、“ICT”、“e-lear ning”、“digital”、
“on-line”、“distance”、“inter net-based”、“web-based” 代表「數位學
習」關鍵字，以 “vocation* educat*”、“vocation* learn*”、“vocation*
train*”、“vocation* teach*” 以及 “tech* educat*”、“tech* learn*”、“tech*
train*”、“tech* teach*” 代 表「 技 職 教 育 」 關 鍵 字， 有 效 時 間 範 圍 自
1980 年至 2020 年 10 月為止，進行文獻資料檢索，共有 3,876 筆文獻資
料。其中文獻類型有 “Article”、“Book Chapter”、“Book”、“Conference
Paper”、“Review”、“Editorial” 及 “Article in Press” 等多種型態，各類
型文章均有其不同的貢獻度，但為提升文獻分析的嚴謹度，在文獻類型
分析時，以文章之完整性為考量，僅以 “Article” 期刊（1,730 筆）、“Book
Chapter” 書 籍 章 節（214 筆 ）、“Book” 書 籍（36 筆 ） 及 “Conference
Paper” 研討會論文（1,604 筆）等 4 種文獻類型共 3,584 筆資料作為分
析對象，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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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ICT
•e-learning
•Digital learn*
•On-line learn*
•Distance learn*
•Internet-based learn*
•Web-based learn*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learn*
•Vocational train*
•Vocational teach*
•Tech-educat*
•Tech-learn*
•Tech-train*
•Tech-teach*
Scopus
3,876

(2020.10)

Article
1,730

Conference
Paper

Book
Chapter

Book
36

1,604

214

Others
292
資料蒐集

VOSviewer
3,584
Co-occurrence
author keywords

Citation-country
定義類別
教學

科技
資料分析

圖1

分析架構流程圖

二、資料分析
書目計量法是一種傳統複習方法的補充工具，透過資料分析，可以
向研究人員提供關於研究領域的有用資訊，例如，在該領域重要的出版
品和作者為何？該領域研究發表的地理結構如何？各國家研究的趨勢與
方向如何？這些內容可為結構化文獻評論提供額外的資訊。此外，與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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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化文獻綜述相比，科學製圖具有更宏觀的角度，傳統文獻綜述提供了
深度，而書目計量方法可以處理數百至數千研究的廣泛範圍。
VOS 科學製圖是一種書目計量法的工具，採用了幾種資料分析方法，
如簡單的描述性統計用於描述文獻的基本「時間與空間」特徵（如大小、
地理分布、主題分布）和知識庫的動態（如時間序列分析）（Halling er,
2018a, 2018b; Hallinger & Bryant, 2013）。在此類基於距離的視覺化地圖
的呈現，是以兩個項目之間的距離反映項目之間的關係強度，較小的距
離通常表示較強的關係，強關係會將項目聚集成一個叢集關聯（cluster）。
叢集不需要完全覆蓋地圖中的所有項目，可能存在不屬於任何叢集的項
目（Van Eck & Waltman, 2010, 2013, 2017），VOSviewer 是免費的科學製
圖軟體，可轉納分析來自線上資料庫的數據，本研究採用該軟體 2020
年 4 月公開發布且穩定的 1.6.15 版本，以提供相關研究者參考採用（Van
Eck & Waltman, 2020）。
資料分析過程中，主要採用 “Citation-country” 及 “Co-occurrence”
等兩項分析功能，透過 Citation-country 可檢視 3,584 篇文獻來自哪些國
家的發表，並探討這些文獻之間的相互引用強度及分布叢集情形。將文
獻依據叢集情形分類後，再次以 VOSviewer 之 Co-occurrence 功能進行
資料分析。Co-occur rence 可分析文獻關鍵字之間的關聯性，藉以了解
各文獻的研究議題；其中又可以「所有關鍵字」（all keywords）、「作者
關鍵字」（author keywords）、「索引關鍵字」（index keywords）進行分
析，作者關鍵字是指該文獻作者自行定義的關鍵字，而索引關鍵字是由
出版社所定義的關鍵字。為能忠實呈現關鍵字與該文獻的密切性，本研
究採用作者關鍵字進行分析。
為回答研究問題，在資料分析階段，研究者以科技及教育兩大類別
為主軸，分別定義各關鍵字的類別歸屬，定義如表 1。由兩位研究者分
別以定義表將各關鍵字進行分類，並由另兩位教育背景專家進行確認，
以降低因研究者衡量產生的類別定義誤差，提高類別定義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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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定義表

類別

教學

科技

議題

定義

教學對象

該關鍵字係指學習者

教學設計

涉及教學方法、教學策略、評鑑等屬之

教學內容

指要求學生系統學習的知識、技能和行為經驗的學科與其
總和，學科或學習領域均屬之

支持科技

指有潛力改變我們目前對設備和工具期待之科技

視覺化科技

將資料或內容轉換或以圖示的視覺化呈現之科技

消費者科技

是為娛樂和專業目的而創建的工具，至少在最初階段未設
計用於教育用途

學習科技

專門為教育部門開發的工具和資源，以及可能與之匹配的
其他用途的工具並有助於學習的策略

肆、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研究現況
本節說明分析的結果，結果的呈現與 3 個研究問題相契合。

一、全球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研究趨勢自 1997 年起明
顯呈 3 倍成長
在前述搜尋條件下的 3,584 筆文獻當中，最早為 1980 年 4 篇分別探
討醫學、生物、太空遙測及農村職業訓練的文獻，接著一直到 1996 年
都維持在 10 篇以內的文獻量，在數位學習與技職教育領域的議題並不
熱門。1997 年起開始明顯逐年增長，2007 年文獻數破百來到 114 篇，
到 2019 年 已成長 超過 3 倍 達 353 篇， 而 2020 年 至 10 月 發 布的 文 章 已
有 303 篇（如圖 2），可見此領域的議題仍維持一定的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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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文獻增長情形

二、全球關注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議題之國家可分為 7
個研究叢集
本研究主要 3,584 篇目標文獻來自 210 個國家，發表技職教育數位
學習之相關應用平均 17.1 篇，發表文獻數超過平均數（至少 18 篇）的
有 44 個國家，其發表文獻數、引用次數、相互引用強度及叢集結果如
表 2。各國之間相互引用的關聯強度（total link strength）代表該國發
表文獻與其他國家相互引用的關聯性程度，叢集代表國家之間相互引用
的關聯性程度較高而形成一個叢集。44 個國家之間相互引用的關聯性
程度可分為 7 個叢集，同一個叢集代表各國家之間文獻互相引用關聯性
較高，研究主題與領域也較為接近。其中，美國、英國、中國、德國、
澳大利亞發表文獻超過 177 篇，居前 5 名，此與該國積極推動數位化政
策有關聯。而日本、葡萄牙、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烏克
蘭 及 挪 威 等 8 個 國 家， 發 表 文 獻 在 22~43 篇 之 間， 被 引 用 的 次 數 在
32~174 次之間，但因為這些被引用的來源國家較為分散或多為該國內
部引用，未與其他國家產生明顯連結，因此未有分類之叢集編號。後續
討論將以各叢集當中文獻數量最多者代表該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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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文獻發表情形
國家

文獻篇數 引用次數

叢集

排名前 10 的關鍵字
blended learning, pedagogy,
collaborative learning, mobile
learning, assessment, robotics, higher
education, virtual reality, automation,
lifelong learning

英國

263

2,074

1

德國

196

825

1

希臘

99

317

1

義大利

63

313

1

法國

56

217

1

瑞士

47

178

1

波蘭

34

87

1

中國

262

758

2

澳大利亞

177

1,200

2

荷蘭

83

766

2

馬來西亞

74

224

2

奧地利

45

325

2

紐西蘭

38

100

2

西班牙

161

664

3

俄羅斯

117

187

3

芬蘭

60

250

3

羅馬尼亞

39

195

3

愛爾蘭

26

153

3

比利時

24

154

3

加拿大

77

738

4

南韓

41

275

4

香港

37

371

4

瑞典

34

353

4

丹麥

21

118

4

blended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innovation, curriculum, digital
technology, lifelong learning, virtual
reality,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moocs, network

higher education, blended learning,
digital competence, teachers,
educational technology, competence,
digital economy, teacher education,
digital literacy, engineering education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rriculum, federation,
health informatics, higher education,
medical education, visir, blended
learning, experiential, remote lab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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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文獻發表情形（續）
國家

文獻篇數 引用次數

叢集

印度

117

406

5

印尼

95

141

5

土耳其

76

312

5

泰國

34

67

5

斯洛維尼亞

19

58

5

美國

808

6,685

6

巴西

70

155

6

南非

51

106

6

奈及利亞

28

45

6

116

935

7

以色列

27

261

7

哥倫比亞

18

35

7

日本

43

94

-

葡萄牙

40

100

-

匈牙利

29

120

-

捷克共和國

27

32

-

斯洛伐克

27

65

-

墨西哥

24

106

-

烏克蘭

23

89

-

挪威

22

174

-

臺灣

排名前 10 的關鍵字
india, mooc, blended learning, skill
training, virtual reality, lifelong
learning,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lms

pedagogy,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lended
learning, South Africa, curriculum,
faculty development, digital divide,
higher education,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rule-space model, efficiency, blended
learning, gamifying, intelligent
learning recommender system, kelly
repertory grid, learning style,
mathematics education, relevance
feedback, reliability
雖發表文章數超過平均，但與他
國之前互相引用的關聯性較弱，
因此不與任何國家形成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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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國研究議題於教學類別多於科技類別
引用關聯性的程度愈高，代表文獻之間的相關或相似性愈高，文獻
當中的作者關鍵字亦代表該文獻的主要研究議題。為了解各個叢集國家
主要的研究議題，分析各叢集國家所有文獻之關鍵字，扣除本研究在搜
尋策略中的關鍵字（vocation* educat*, vocation* learn*, vocation* train*,
vocation* teach*, tech* educat*, tech* learn*, tech* train*, tech* teach*,
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e-learning, digital, on-line,
distance, internet-based, web-based），7 個國家叢集文獻中出現最多的前
10 個關鍵字，代表國家叢集的主要研究議題，如附錄 1。
依本研究所定義之各國家叢集的關鍵字，以「教學」或「科技」為
主要類別進行分類，當中僅有中國代表的序號 2 叢集及印度代表的序號
5 叢集之關鍵字在科技或教學研究議題不相上下，其餘多數國家在教學
的關鍵字都多於科技關鍵字，如表 3。
在 70 個各國關鍵字當中，與教學相關的關鍵字出現 46 次，與科技
相關的關鍵字出現 24 次，亦即在技職教育的數位學習相關研究當中，
約 66% 的研究主要探討教學相關議題，約 34% 的研究議題與科技相關。

表3

各國研究關鍵字議題類別分布數量
代表國家

教學

科技

1-英國

6

4

2-中國

5

5

3-西班牙

8

2

4-加拿大

7

3

5-印度

5

5

6-美國

8

2

7-臺灣

7

3

總計

4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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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相關的研究議題中，依據關鍵字相近同義類別區分，又可分為
「教學對象」、「教學設計」及「教學內容」等議題，與科技相關的研
究議題中，依科技類別分類有「支持科技」、「消費者科技」、「視覺化
科技」及「學習科技」等議題，如表 4。

四、在技職教育領域中，各國均重視高等教育之應用及
混成學習；各國教學議題的共同關鍵字為課程發展、
教學法、合作學習及終身學習；虛擬實境為備受關
注的「視覺化科技」議題
（一）在教學類別中，議題「教學內容」占 11 項、「教學對象」占
13 項及「教學設計」占 22 項，涉及「教學設計」的關鍵字議題占 48%，
如表 5。可見「教學設計」的重要性已逐漸普及，此與 2020 EDUCAUSE
Horizon Repor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dition 所提及，在教育科技趨勢中教學
設計是教育科技領域的重要核心相符（Brown et al., 2020）。

表4

研究議題類別及議題分布數量
教學

數量

科技

教學內容

11

支持科技

4

教學設計

22

消費者科技

2

教學對象

13

視覺化科技

7

總計

46

學習科技

11

總計

數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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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類別議題分布情形

議題

占比

關鍵字

代表國家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4-加拿大

教學內容

教學設計

curriculum

2-中國、4-加拿大、6-美國

engineering education

3-西班牙

faculty development

6-美國

24% health informatics

48%

4-加拿大

mathematics education

7-臺灣

medical education

4-加拿大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6-美國

skill training

5-印度

assessment

1-英國

blended learning

1-英國、2-中國、3-西班牙、
5-印度、6-美國、7-臺灣

collaborative learning

1-英國、5-印度

competence

3-西班牙

digital competence

3-西班牙

digital divide

6-美國

digital literacy

3-西班牙

efficiency

7-臺灣

experiential

4-加拿大

federation

4-加拿大

gamifying

7-臺灣

learning style

7-臺灣

pedagogy

1-英國、6-美國

relevance feedback

7-臺灣

reliability

7-臺灣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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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類別議題分布情形（續）

議題

教學對象

占比

28%

關鍵字

代表國家

higher education

1-英國、2-中國、3-西班牙、
4-加拿大、5-印度、6-美國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2-中國

india

5-印度

lifelong learning

1-英國、2-中國

south africa

6-美國

teacher education

3-西班牙

teachers

3-西班牙

（二）教學類別中最常被引用的關鍵字分別為 “higher education”、
“blended learning”、“curriculum”、“pedagogy”、“collaborative learning”
及 “lifelong learning”，其中 “higher education” 及 “blended learning” 均
有 6 個叢集國家關注。
（三）在科技類別中，議題「學習科技」共 9 項，占比為 46%；「視
覺化科技」共 5 項，占比為 29%；「支持科技」共 4 項，占比為 17%；「消
費者科技」共 2 項，占比為 8%，可見在教學領域應用之相關研究仍以
學習科技為主，詳如表 6。
（四）科技類別中最常被引用的關鍵字分別為 “vir tual reality”、
“educational technolog y” 及 “mooc”，其中 “virtual reality” 在所有關注
議題中比例達 13%，是逐漸受到重視的視覺化科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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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類別議題分布情形
議題

支持科技

消費者科技

視覺化科技

占比

17%

8%

29%

關鍵字

代表國家

automation

1-英國

innovation

2-中國

kelly repertory grid

7-臺灣

network

2-中國

digital economy

3-西班牙

robotics

1-英國

blended learning

4-加拿大

lifelong learning

5-印度

rule-space model

7-臺灣

virtual reality

1-英國、2-中國、5-印度

visir

4-加拿大

digital technology

2-中國

educational technology

3-西班牙、6-美國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6-美國

intelligent learning recommender
7-臺灣
system
學習科技

46%

lms

5-印度

mobile learning

1-英國

mooc

2-中國、5-印度

remote lab

4-加拿大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5-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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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研究議題多集中在「支持科技」與「學習科技」
；
教學設計偏重遊戲式學習、學習風格及學習鷹架，
而教學內容多在 STEM 領域
在 Scopus 收錄裡，列為臺灣發表的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應用的文
獻共有 116 篇、356 個關鍵字，至少被兩篇以上文獻列為關鍵字的共有
34 個主題，排除在搜尋階段列入的 7 個關鍵字後，共有 27 個關鍵字（如
附錄 2），代表這些文獻共同關注的議題，其在教學與科技類別的分布
數量如表 7。在教學類別當中共有 15 個研究議題，其中包含了 11 項「教
學設計」及 4 項「教學內容」。在科技類別當中共有 12 個研究議題，其
中包含了 6 項「學習科技」、4 項「支持科技」及 2 項「視覺化科技」。

（一）教學議題類別：在「教學設計」中偏重於遊戲式學習、學習風格
及學習鷹架 3 個主題，而「教學內容」較為有限，多在 STEM
領域
臺灣目前研究技職教育的數位學習相關文獻，在教學議題類別當中
談 到「 教 學 設 計 」 部 分 有 “g amifying”、“lear ning style”、“relevance
feedback”、“reliability”、“scaffolding theory”、“validity”、“creativity”、
“depth-first”、“knowledge searching depth”、“satisfaction” 及 “teaching/
learning strategies” 等；「教學內容」部分有 “mathematics education”、
“engineering education”、“applications in subject areas” 及 “science and

表7

臺灣研究議題類別及議題分布數量
教學

數量

科技

數量

教學設計

11

學習科技

6

教學內容

4

支持科技

4

總計

15

視覺化科技

2

總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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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 y education”，受關注的議題涉及數學、工程及科學等 STEM
領域，如表 8。
在教學議題中，目前研究主要圍繞於遊戲式學習、學習風格及學習
鷹架這 3 個主題，例如，Chung 與 Chen（2011）開發一套作曲遊戲，
讓學習者能夠在學習音樂元素的結構下，即興創作節奏、旋律與和絃，
不遵循任何公式或預先設定的想法，自由地回應他人，以鼓勵積極的
聽、玩、記。Tsai 等人（2017）採用「快樂英語學習系統」的英語學習
方法，將學習資料綜合到遊戲環境中，並安裝在移動設備上，對臺灣高
職學生進行實驗，發現該方法能提升高職生英語學習動機和成績。Jeng
等人（2011）以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開發了一個線上交通規則情境學習

表8

臺灣文獻在教學類別關注之議題
關鍵字

議題

出現次數

gamifying

2

learning style

2

relevance feedback

2

reliability

2

scaffolding theory

2

validity

教學設計

2

creativity

4

depth-first

2

knowledge searching depth

2

satisfaction

4

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

2

mathematics education

2

engineering education

教學內容

3

applications in subject areas

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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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發現使用「情境學習理論與網絡學習相結合」的教學策略，學生
的學習成績和動機顯著優於傳統的教學方法。教學設計是這些相關研究
的共通點，目的皆致力於激勵或提升學習者的學習動機，透過探討學習
者的學習風格，藉由數位系統的開發，可提供學習者個別化的學習路
徑，這也是數位科技技術優於傳統教學之處，更能夠適性化教學以達到
更好的學習效果。

（二）科技議題類別：多集中在「學習科技」與「支持科技」的議題
在與科技相關的研究議題中，以科技類別分類，「支持科技」的部
分有 “kelly repertory grid”、“automation technology”、“recommendation
system” 及 “manufacturing technolog y”，這些多為資訊系統發展。「視
覺化科技」部分則以 “virtual laborator y” 及 “r ule-space model” 為主要
研究議題。「學習科技」部分則包含了 “intelligent learning recommender
system”、“e-learning system”、“blue-red tree”（學習矩陣）、“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open source” 及 “mobile learning” 的相關研
究，詳如表 9。
專業執照愈多，學生在臺灣就愈容易找到工作。在職業教育中，促
進學生職業資格認證是非常重要的。Chen 等人（2009）利用規則空間
模型對認知技能進行診斷和評估，支持對學生網路技術技能的認知分
析，進而全面了解學習者個人的弱點或優勢，使學習者能夠適應支架理
論的自我調節過程，同時達到社會學習的有效性。Su（2017）開發一個
遊戲化幾何教材原型模組，以在數學、科學與科技教育領域推廣，並提
出 一 種 新 的 混 合 式 Adaptive Lear ning Path Recommendation System
（ALPRS），讓學習者能夠依據學習風格自我調整學習路徑。這些都是
透過科技技術加上學習理論的原理，試著藉科技技術特性的優勢創造出
輔助學習的工具，以提升職業教育中學習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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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在科技類別關注之議題
關鍵字

議題

kelly repertory grid
automation technology

出現次數
2

支持科技

2

recommendation system

2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2

rule-space model

視覺化科技

4

virtual laboratory

5

intelligent learning recommender system

2

e-learning system

3

blue-red tree（學習矩陣）

學習科技

2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

4

open source

2

mobile learning

3

伍、對臺灣技職教育之建議
數位化建構的知識環境改變了過去知識傳遞偏重於教科書為主的學
習管道。透過資訊技術，學習者可以在電腦學習環境中快速獲得知識。
從過去研究的趨勢分析可看出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發展日趨重要，相
關的研究亦逐年攀升，近 3 年來，每年相關研究都有約三成的成長量，
可見其研究的重要性。然而，從過去研究議題分析可看出目前在技職教
育的研究仍有許多待探討的議題，以下提出幾項研究建議，提供臺灣技
職教育相關領域者參考。

一、技職教育的數位學習研究趨勢受重視
從前述研究結果可看出，1996 年技職教育應用數位學習的研究並
不 普 及， 每 年 約 維 持 在 10 篇 以 內 的 文 獻 量，1997 年 也 僅 有 15 篇，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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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7 年， 文 獻 數 來 到 248 篇， 成 長 超 過 16 倍， 爾 後 逐 年 攀 升， 到
2019 年已達 353 篇，從數量即可看出該領域的研究受關注的程度日趨
重要，亦與工業 4.0 帶動教育 4.0 的趨勢相吻合。
歐盟執行委員會在 2010 年即將數位學習列為其政治議程的首要任
務，呼籲對教育和培訓系統進行調整，e-learning 和 web 2.0 科技有助於
教育和培訓實現這一目標，將資通訊技術納入教育及培訓，以此作為變
革 的 槓 桿 來 提 高 教 育 的 品 質、 便 利 性、 多 樣 性 和 有 效 性（Arh et al.,
2010）。受到政策影響，歐洲國家的文獻數量、引用數在各國當中數據
都較為突出。從目前的相關研究可知，技職教育透過數位學習更能有效
的發揮學習成效（Chung & Chen, 2011; Jeng et al., 2011; Jou & Shiau,
2012; Su, 2017; Tsai et al., 2017），且透過科技的協助能有效發現學習者
學習困難的節點，透過自動指引或提醒教學者能即時針對學習者需求提
供協助。
科技的發展已經推動職業教育及訓練形式的改變，各國研究結果也
多為正面，愈來愈多研究投入資訊技術科技與職業教育結合，除了能帶
動偏遠地區的發展，亦可促進低識字率的人口創造就業機會，更有效的
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顯現技職教育中應用數位學習的優勢不容忽視，亦
為未來研究值得投入開發的領域。

二、教學設計仍應為數位學習時之重要基礎
各國研究的主題結果中，66% 的研究主要探討教學相關議題，34%
的研究議題與科技相關。從各國研究的比重來看，教學議題多於科技議
題。從臺灣目前已發表的文獻也可發現，許多研究均以科技技術能量為
本，結合學習理論開發數位學習的輔助工具或是教材，致力於借重數位
科技的優勢來提升學習成效（Chung & Chen, 2011; Jeng et al., 2011; Su,
2017; Tsai et al., 2017）。
Huang 與 Wang（2011）指出，市場上大多數的數位教材和課程以
其數量而非質量而聞名，並且未根據可信組織制定的條例進行設計，導
致一些數位教材被認為沒有提高學習者的學習效果，而是在浪費時間。

109

110

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三期

之後，他們投入開發電子類專業職業工程教育的數位教材，並根據臺灣
教育部頒布的數位教材認證規定，才發現數位教材的開發過程，除了科
技的元素外，教學設計亦是重要影響品質之關鍵。此後，對教學設計的
重視逐漸受支持，亦有其他研究者認同教學設計能夠協助數位教材達到
更好的學習效果（Tsai & Lee, 2012; Wang et al., 2012）。由此可見，早
在 2012 年數位學習推動初期，技能演練透過數位學習能帶來正面學習
效益這點已受到肯定，並認為在教學設計上需要搭配不同的教學方法及
策略，始能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技職教育強調技能的培育，但學生在
實驗過程中遇到困難或問題常不易察覺，學生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缺點，
有些人即使知道也不會告知老師，導致喪失許多糾正缺陷和改進教學方
法的機會。而在技職教育中的數位學習，可發展提供技能學習的反饋系
統，例如，Jou 與 Shiau（2012）開發一個基於網絡的自我反思學習系統，
以加強學生對工業技術的學習。透過對學習認知、技能評估和學習滿意
度的評估資料分析，發現基於數位化的自我反思學習系統能夠有效提高
落後學生的學習成績，從而使這些學生能在學期末趕上應有的認知和技
能成就。
肯亞的奈羅比特數位設計學校，是一所受世界銀行協助的職業培訓
學校，旨在幫助非洲處境不利的青年，透過資訊科技的職業技能培訓，
有機會參與訓練並創造就業機會（Evoh, 2012）。德國的教育和研究部
門也持續投入開發以「虛擬學習」、「Web 2.0 學習」或「行動學習」為
重點的創新教學和科技模式，在職業教育的學習過程中使用不同的科技
媒體管道，學習效果通常出乎意料的有效（Schulte et al., 2014）。印度
在積極開發低識字率適用的數位職業訓練時，發現透過科技技術推動的
職業訓練更為有效（Sachith et al., 2017）。現代職業教育的學習環境愈
來愈多屬於新技術強化學習（technolog y-enhanced lear ning, TEL）形
式，也給教師帶來新的挑戰。在瑞士，研究者探討發現在 TEL 的學習
環境下，即使在教室內科技強化的課堂環境，教師仍多採用「教師主
導」的教學方法，而在虛擬 3D 遊戲環境則採用「師生共同合作」的教
學模式，在更彈性的行動學習環境則採用「師生聯合學習」的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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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ämäläinen & Cattaneo, 2015）。可見科技環境布建後，學習亦會推向
TEL 的形式，教學設計則是不同科技環境下提升教學效果的關鍵。
數位學習形式多樣，被視為是提高技職學校教學品質的有效途徑。
但數位學習在技職教學中的應用亦有其優缺點，Belaya（2018）發現技
職學校採用數位學習時，學習者和提供者從中受益的管道各不相同，而
線上與面授的混成學習是能夠降低數位學習風險的最佳解方，且建議採
用數位學習時，需明確地進行教學設計和開發。這也正呼應各國相關研
究在開發新科技時，均將教學設計視為提升教學成效重要基礎的現象。

三、臺灣在高職、專校或高教技職的數位學習相關研究
仍待開發
從各國研究中可發現，在職業教育的數位學習上，高等教育是很重
要的研究對象，此即為臺灣學制分類裡的高教技職。但從目前研究的
116 篇臺灣文獻中，可看到普遍未將對象列入關鍵字，或許是臺灣學者
的研究習性。然而，從質性資料分析中可發現，目前臺灣相關研究裡，
研究對象多偏向職業教育或訓練，相較於各國均將高等教育列為關鍵
字，臺灣在針對高職、專校或高教技職的數位學習相關研究仍待開發。
Khan 與 Markauskaite（2013）考察教師在職業教育中採資通訊技
術促進教學的現象，發現職業教育教師將資訊和通訊技術用於教學有 5
個原因：（一）回應外部期望；（二）作為獲取資訊和資源的手段；（三）
作為一種傳遞工具；（四）作為促進學習的媒體；（五）為學生準備專
業的學習環境。回應外部期望及為學生準備專業學習環境，正與高等教
育採用資通訊技術的現象一致。一些研究亦顯示，教師對學習科技的看
法，往往與他們如何設計教育科技於強化課程，以及如何在教學實踐中
使用資訊科技密切相關，而技職教育教師的資訊能力及使用觀念更應注
重實踐力，以及與未來工作場所相關的知識和技能。因此，透過混成學
習和數位學習為未來的職業提高實踐知識和技能，是職業教育學的一個
關注點，也是未來一個重要的領域（Ellis et al., 2009; Lucas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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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大 利 亞 調 查 職 業 大 學 新 生 第 1 年 的 線 上 學 習 經 驗 發 現，40% 的
新生未具備有效學習的線上學習技能，因此，為技職體系的新生提供
線上學習支持計畫是很重要的，並且必須確保具備足夠的軟、硬體資
源（Yang et al., 2013）。在 EDUCAUSE 學習計畫的年度關鍵問題調查
結果中也發現，數位素養的重要性日益增長，從 2016 年調查的第 11 位
躍升至 2017 年的第 3 位（2018 年為第 5 位）。隨著數位素養在高等教
育中變得愈來愈重要，相關方針也需要明確的定義和配套措施，但這些
在現階段的高等教育（包含技職教育）是不足夠的（Alexander et al.,
2019）。因此，若想與數位時代接軌，高教技職全面投入數位學習有其
前瞻性與必要性。

四、虛擬實境與虛擬實驗室為技職教育有待發展的研究
議題
在「 視 覺 化 科 技 」 當 中， 比 例 最 高 的 議 題 為 虛 擬 相 關 的 “vir tual
reality” 或 “virtual laboratory”，特別是技職教育強調做中學及學習經驗
的累積，虛擬實境或虛擬實驗室正能提供安全無虞的練習機會。在技職
教育的訓練中，許多技能的訓練可能具有危險性，透過模擬技術仿造職
場上的真實情景，讓學習者能夠進行仿真訓練，以達到技能訓練的效
果。虛擬實驗室是一種應用廣泛的教育工具，具有廉價、可重複、可懸
浮、安全等優點，已逐漸成為大多數中小學的主要實驗工具（Huang et
al., 2018）。虛擬實境科技的優勢正在向電子遊戲和研究範疇以外的領
域擴散，法國的職業培訓體系也積極投入虛擬實境科技環境下的職業訓
練研究（Gac et al., 2019）。
虛擬實驗室是工業革命 4.0 時代對教育產生重大影響的創新之一，
與實際的實驗室開發相比，虛擬實驗室的開發不需要大量投資，但學習
者須具有先備知識，並強調主動體驗和學生參與的作用，特別是在職業
教育的實踐學習應用。例如，德國在機械工程領域應用於學習維護發動
機上的燃油系統，具有程式化步驟的特點，利用虛擬實驗室方便學生在
操 作 過 程 中 學 習， 透 過 視 覺 化 加 強 理 解， 從 而 顯 著 提 高 學 習 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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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ongko & Widiastuti, 2019）。臺灣則早就有 Jou 等人（2005）開發
了一個虛擬加工實驗室，將加工實作訓練引入網路學習系統中，建立車
削、鑽削和銑削的虛擬實驗室，使學生在實驗室實際操作前熟悉加工技
能，並盡可能真實地模擬加工技能實境，當時雖僅以電腦畫面呈現虛擬
效果，但仍透過數位技術模擬創造了真實的演練平臺。「視覺化科技」
讓技職學習者能夠在安全無虞且可重複練習的虛擬場景中磨練技能，這
也呼應 Chen 等人（2017）的研究，讓教師採用虛擬教室進行教學，其
結果發現，學生在對話、便利性、科技和動機上都有正面感受，這些都
說明了虛擬世界教室的具體好處。在工業 4.0 中，透過技術整合人工智
慧、擴增實境、虛擬實境、物聯網、服務物聯網（inter net of ser vice,
IoS）、智慧型機器人、3D 列印機等設備，讓生產過程對市場需求、庫
存要求和優質服務的變化能迅速反應，大幅降低誤差。職業教育亟需跨
學科且數位化的學習方案，以期能夠更有效地支持工業自動化 4.0 的發
展需求（Sudira, 2019）。
隨著科技技術不斷演進，數位原生的學生族群多習慣在虛擬遊戲環
境中成長，3D 且身臨其境的虛擬場景對他們來說是熟悉且自然的環境，
虛擬世界將會愈來愈普遍，並且逐步發展至擬真且具沉浸感的 VR 學習
空間。特別是技職體系強調就業技能訓練，過去通常藉由實習的方式進
行練習，而「視覺化科技」能提供模擬或虛擬的畫面，讓學習者在仿真
的學習環境中進行演練及實習，為學生提供一個安全且有效的學習平
臺。此與 NMC Horizon Report: 2018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預測 VR 是 5
年內的重要教育推展項目相呼應（Becker et al., 2018），特別是 VR 技術
的沉浸感，能夠將「視覺化科技」提升至高度擬真的層次，透過虛擬世
界教室與傳統教室的效果相互搭配，將能滿足技職教育日益增長的學習
需求。
以各國現況為借鏡，臺灣數位學習在技職教育的應用日趨重要，且
在開發科技時宜特別注重教學設計內容。前述文獻一再強調數位學習在
技職教育的優勢與必要性，唯目前臺灣技職體系的主管機關似乎仍未將
其列為重要推動政策，相關研究亦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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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教育肩負著傳承人類生存和發展文化的雙重使命，須適應經濟
發展和科技進步變化給學生帶來的就業壓力。本文探討過去數位化演進
在技職教育的相關研究，於教學與科技層面進行回顧，提供上述建議，
期使臺灣的經濟和科技發展可與國際步伐同趨，並能重視職業教育與職
業需求差距，以便能快速因應、調整及轉換，使臺灣職業教育在國家數
位經濟發展中發揮應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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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國家叢集出現次數最多的前 10 個關鍵字

叢集-序

關鍵字

議題類別

議題

1-1

blended learning

教學

教學設計

1-2

higher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對象

1-3

virtual reality

科技

視覺化科技

1-4

collaborative learning

教學

教學設計

1-5

mobile learning

科技

學習科技

1-6

lifelong learning

教學

教學對象

1-7

pedagogy

教學

教學設計

1-8

assessment

教學

教學設計

1-9

robotics

科技

消費者科技

1-10

automation

科技

支持科技

2-1

blended learning

教學

教學設計

2-2

higher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對象

2-3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對象

2-4

innovation

科技

支持科技

2-5

virtual reality

科技

視覺化科技

2-6

curriculum

教學

教學內容

2-7

lifelong learning

教學

教學對象

2-8

network

科技

支持科技

2-9

digital technology

科技

學習科技

2-10

moocs

科技

學習科技

3-1

blended learning

教學

教學設計

3-2

higher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對象

3-3

engineering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內容

3-4

educational technology

科技

學習科技

3-5

competence

教學

教學設計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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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國家叢集出現次數最多的前 10 個關鍵字（續）

叢集-序

關鍵字

議題類別

議題

3-6

digital economy

科技

消費者科技

3-7

digital competence

教學

教學設計

3-8

teachers

教學

教學對象

3-9

teacher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對象

3-10

digital literacy

教學

教學設計

4-1

higher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對象

4-2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教學

教學內容

4-3

curriculum

教學

教學內容

4-4

federation

教學

教學設計

4-5

health informatics

教學

教學內容

4-6

medical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內容

4-7

visir

科技

視覺化科技

4-8

blended learning

科技

視覺化科技

4-9

experiential

教學

教學設計

4-10

remote lab

科技

學習科技

5-1

india

教學

教學對象

5-2

blended learning

教學

教學設計

5-3

collaborative learning

教學

教學設計

5-4

higher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對象

5-5

virtual reality

科技

視覺化科技

5-6

lifelong learning

科技

視覺化科技

5-7

mooc

科技

學習科技

5-8

skill training

教學

教學內容

5-9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

科技

學習科技

5-10

lms

科技

學習科技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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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國家叢集出現次數最多的前 10 個關鍵字（續）

叢集-序

關鍵字

議題類別

議題

6-1

educational technology

科技

學習科技

6-2

pedagogy

教學

教學設計

6-3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教學

教學內容

6-4

higher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對象

6-5

digital divide

教學

教學設計

6-6

blended learning

教學

教學設計

6-7

south africa

教學

教學對象

6-8

curriculum

教學

教學內容

6-9

faculty development

教學

教學內容

6-10

instructional technology

科技

學習科技

7-1

rule-space model

科技

視覺化科技

7-2

efficiency

教學

教學設計

7-3

blended learning

教學

教學設計

7-4

gamifying

教學

教學設計

7-5

intelligent learning recommender system

科技

學習科技

7-6

kelly repertory grid

科技

支持科技

7-7

learning style

教學

教學設計

7-8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內容

7-9

relevance feedback

教學

教學設計

7-10

reliability

教學

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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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發表文獻之研究議題表
關鍵字

議題類別

議題

virtual laboratory

科技

視覺化科技

creativity

教學

教學設計

rule-space model

科技

視覺化科技

e-learning system

科技

學習科技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科技

學習科技

mobile learning

科技

學習科技

kelly repertory grid

科技

支持科技

gamifying

教學

教學設計

automation technology

科技

支持科技

recommendation system

科技

支持科技

learning style

教學

教學設計

relevance feedback

教學

教學設計

reliability

教學

教學設計

scaffolding theory

教學

教學設計

validity

教學

教學設計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科技

支持科技

depth-first

教學

教學設計

intelligent learning recommender system

科技

學習科技

knowledge searching depth

教學

教學設計

satisfaction

教學

教學設計

blue-red tree（學習矩陣）

科技

學習科技

teaching/learning strategies

教學

教學設計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內容

engineering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內容

applications in subject areas

教學

教學內容

open source

科技

學習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教學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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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

本土／新住民語文教材發展與設計
時

間

2021 年 2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地

點

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603 會議室

主持人

楊智穎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許育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與談人

李文富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李美慧 康軒文教事業經理
陳美鈴 屏東縣長樂國民小學校長
陳嘉祥 金安文教機構協理
歐亞美 新北市坪頂國民小學校長
鍾榮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兼任教授

引言
楊智穎：每當一個新課程要被推動，教材或教科書一定是學校教師最為
關心的議題，因為中小學老師還是非常依賴教材。為因應十二年國教課
綱推動所需發展的各領域教材或教科書中，本土和新住民語言教材要如
何發展與設計，又更具爭議性，包括該由哪一個課程層級發展？要由誰
進行發展與設計？其實是百家爭鳴。以屏東縣政府自行發展的排灣族本
位及客家本位教材為例，因屬地方層級教材發展，便發現和傳統部編或
民編國英數等教科書發展的樣貌相較，有很大的不同。回顧臺灣教科書
發展史，在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時期是統編本，九年一貫課程時期變成以
審定本為主。就本土語言教科書而言，閩南語教科書有民間版，也有些
地方縣市會自編。客語除了有民間版，目前教育部也著手要編部編版客
語教材。此外，屏東縣政府也自行發展客家本位的各領域教材。從上述
本土語言教科書或教材的發展狀況，有幾個議題值得深入探討。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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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語言教材發展層級最適方式為何？其次是關於教材發展者的理念，
地方縣市政府與出版業者的想法都不太一樣。第三是影響本土語言教科
書發展的因素，相關不利的因素又要如何因應與解決？其四是編輯者、
審查者與使用者間的溝通與互動模式為何？此問題還牽涉到客語、閩南
語及原住民族語教材的審查機制。最後一個探討議題則是未來革新的
方向。

本土語言教材編輯的層級問題
鍾榮富：關於本土或新住民教材編輯的層級，似乎我能稍微解釋。現有
的教科書，原住民族語教材的編輯層級是到教育部，由教育部終身教育
司與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合編，目前還在修訂改編中；客家語言教材
卻是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導，委託國立臺南大學來進行編輯工
作。10 年前編的部編本客語教材是根據 2009 年課綱，現在進行編輯的
這一套則根據十二年國教課綱修訂。根據新課綱，希望建立分級的觀
念，不僅配合每一個學習階段，還希望有分級的需求（如國小沒學過客
語，國中卻想學客語），所以這兩個語言教材的層級都很高。閩南語的
教材，除了各縣市教學資源中心的輔助版本外，閩南語教材由金安（接
手以前的真平版）與康軒為主要廠商。至於哪種編輯方式最為適當？現
在看來還不夠明朗。若是由教育部主編，可能引起「與民爭利」的問題，
然而原住民與客語教材，為何還是需要由國家來主導呢？因為市面上都
沒有任何版本顧及「小語群」的本土語言。客家語的少數腔調如詔安
腔、大埔腔、饒平腔，目前都沒有教材，靠的是現場教師的編輯或採
集。現在金安與康軒所編的客語教材，只集中於海陸腔及四縣腔。基於
《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宗旨，為了維護小語種的復振工作，避免成為
「瀕危語言」，所以教育部不能袖手不顧。想想看，我們要求本土語言
為必選科目，卻又沒有教材，再怎麼說都無法推卸這個責任。
現在進行的客語分級教材，既然編了各個腔調的對應，其編輯步驟
本質上與政大民族所的方式並沒有兩樣，均以一個族語或腔調為主，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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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族語或腔調再從事相對的翻譯。從政大到現在的國教署，這種本土語
言教材的編輯工作已經十幾年了，雖然幾乎每年都有多多少少的修正，
卻絕對沒有形成「與民爭利」的衝突現象，因為出版業者並不會重視小
語種。再者，目前的教材大都只出電子書，還不至於與業者形成市場
競爭。
未來期望由教育部來編輯，再由出版業者出版，反正公家編輯的教
材基本上是開放的，若業者願意出紙本，可讓編輯與出版之間形成良性
互動，對小語種的師生或家長會是三贏的局面。
至於說出版業者的編輯人員對於「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理解，以目
前的坊間版本而論，這些編輯人員對於「素養」為導向的理念，實在還
有些考驗。我曾擔任本土教材的審查委員，深深覺得現行的客家教材、
閩南語教材，距離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素養理念還有不少空間，現行的
閩、客語教材，共通性為韻文多、歌謠多、唸謠多、俗諺語多，而幾乎
沒有散文、戲劇，更缺少生活對話。韻文不是生活語言，十二年國教的
客語課綱及閩南語課綱有一致的看法，要把生活語言納進教材，讓孩子
學了這個語言可以回到家裡、回到社區使用，可惜韻文是不能用的押韻
句，固然能讓孩子朗朗上口，背了一大堆，但是平時對話不會講。我們
一直要求教科書編輯者，降低韻文比例，即使現在已經審查到第六冊
了，內容還是韻文多，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我們一直要求他們改
寫、換版、抽換，可是成效不好，因為現在本土語言教材採用審查制，
不是審定制，如果是審定制的話，就能要求編者必須修改，不改就不給
通過。審查制的話，審查人員幾乎都在幫編者校對、校稿，訂正一些語
詞用法上的錯誤，其他的建議編者都不願意改，特別是形式上，這離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精神非常的遙遠。
我覺得教材的理想與現實面差非常大，最重要的是本土語言的編輯
者，都沒有課程教學與設計的觀念，也沒有教學法的背景，雖然教師手
冊寫了很多，但內容都是抓取網路上的既有資料，無法從事創新、積極
的正向思考。由於編輯設計時就沒有教學理念，教師在課堂上，始終無
法配合教學法的應用。以英語課程為例，2000 年前後很不一樣，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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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是部定本，分為 4 個時期，內容與編輯方式反映了從「聽說教
學法」（audio-lingual approach）到「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之間的變化；2000 年以後幾乎都是依據溝通式教學的編法，
可見教材的編輯、設計要有教學法的理念。本土語言在這方面相對的欠
缺，到現在為止，幾乎所有的編輯觀念都還停留在「聽說教學法」的階
段。老師教一個字，學生就一直重複練習，「練習、練習、再練習」正
好是聽說教學法的宗旨，不但無法激起學習的動機，更無法讓學習者把
課堂所學帶入真正的生活語言裡。然而十二年國教課綱的主要精神，從
素養導向自然運用，成為解決生活的一部分。簡而言之，現行的編輯版
本缺乏素養的相關背景。

發展基本原型，定向本土語文初期教材
國家必須有所著墨
李文富：這時間點討論這議題，首先有個很重要的背景需要先了解，就
是《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了，本土語文後續的推動將進入一個全新的
局面。本土語文在國中、高中階段已列入部定課程，不再像之前十二年
國教課綱，只有國小階段是部定課程。基此，我想本土語言在各級學校
的推動，可能需要更有整體性、全面性、策略性與長期性。第二，《國
家語言發展法》特別提到，對於面臨瀕臨傳承危機的語言，不是只有教
育部的責任，需要跨部會一起努力，包含：文化部、客家委員會及原住
民族委員會等。有關本土語文教材發展，其實各部會也都在關心，都有
一些行動。因此，關於本土語文教材發展，各部會需要有共識，避免各
部會各自做，學校基層端就會感到很複雜。第三，本土語言學習的定位
是很重要，但學習的目標也很重要。剛剛鍾老師提到有一項重要的分析
指出：過去閩南語及客語教材韻文太多。《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
這種韻文為主的教材，還是學生所需要學習及教學上要強調的嗎？如果
不是，那麼政府在這個地方該有一些力量去導引，不然實在很擔心《國
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若教材沒有隨之精進，從小學、國中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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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韻文若仍過多，會讓學生喪失學習的興趣，以及不知如何應用。
基於以上的論述，個人的意見是，《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後的初期，
政府部門在本土語文教材發展初期階段應該要扮演引導的責任，包括什
麼是素養導向本土語言教材，及什麼樣的教材能夠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因為本土語文是少數且語別很多，不像國語、英文、數學、社會、自然
等，有很多業者願意出版教科書，因此初期教材發展的引導很重要。當
然，不見得由公部門直接做，可以委託學者專家、民間團體或出版業
者，只是說國家必須有所著墨。另外，同一種本土語言，例如客語因不
同區域也會有腔調及語法等差異，須結合在地生活、文化及社區脈絡
等，但在教材發展上，出版業者不容易為個別的區域需求特別安排與設
計，這時各縣市教育局處需要做某種承擔或是區域學校聯合起來自編，
這樣比較能夠從區域或縣市的本位，結合一些資源、條件、情境、脈
絡，來做一些編輯，讓語言的學習融入得更好，學生在學習的時候，會更
有興趣一些。中央在本土語教材發展的角色則比較像是發展 prototype，
本土語言教材的原型。透過這個原型的開發，後續讓各縣市、民間出版
業者及學校，可以依著原型再做發展。
未來本土語文教材發展，除了前面提到的目的及定位引導很重要之
外，當然還是要回應這波課綱的素養導向理念。雖然已納入部定課程，
但坦白說，學習節數還是有限，故在教材編輯，除了要考量正式課程的
學習，也須能夠引發學生延伸自主學習，亦即不是只有在正式課程的那
節課使用而已。另外，因為未來學生選習本土語文過程中，可更換語
別，本土語文教材發展不管是聽、說或讀，必須關注小學、國中到高中
的學習銜接問題，這也是一個挑戰。因此，後續在教材發展過程中，希
望國家教育研究院能夠促成研發單位、出版與審查，以及學校實務端彼
此的對話。最後，我回應剛剛鍾老師的問題，教材發展是一門專業，除
了借重耆老的語言及文化特長外，編輯一本讓小學、國中、高中各教育
階段能夠使用的教材，還是需要有課程教學設計專家。耆老較強調古韻
文，強調傳統的智慧，這些當然都很重要，但如何讓學生學習，這中間
需要一些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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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智穎：關於何時要由國家進行本土語言教材發展，個人認為其條件主
要有二，其一是民間出版業者不能編，可由國家進行此教材的發展，其
二是需要提供教材發展的引導與示範作用時，也就是李主任所說的原
型，以帶動教材發展的方向或動力。其次關於具分級取向的本土語言教
材到底怎麼編？這也是之後可探討的議題。現在本土語言都採階段別進
行教材設計，分級到底是什麼樣子？再來，關於素養導向與教材教法的
人才，雖然有課程，可是從師範院校要找這樣的人來教這個科目，其實
是非常的少，整個師資面要再強化。

理想與現實間的差距
李美慧：教材設計發展需要考量的層面很多，除了須符合課綱、呼應核
心素養，並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化與實用性為原則；以出版業者編輯
的角度，還必須考量全國適用性，除須考量學生程度及學習歷程，還必
須將教學現場師資納入考量。由於師資的來源差異大，目前師資的來源
大致有 3 類，一是教學支援人員，二是級任教師，三是科任老師，他們
都具備不同的優勢，不同背景的老師群，對於出版業者的教材內容，還
有輔助教學的配套資源，都有不同的需求與期待，這是我們要克服的。
回應剛剛與談人提到十二年國教對於教科書韻文題材「比較不符合
小朋友日常生活學習」的部分，以教科書出版業者多年來對全臺教學現
場的觀察與理解，老師普遍偏好韻文教學，亦即老師較能接受「好教好
學」的教材，這部分其實與審委期待「課文體裁應以對話為主，不應以
韻文為主」有落差。在落實生活化與口語化的部分，整個教科書的編輯
團隊進行教材設計前都有經過市調，也有走訪現場教學，綜合納入每週
一節僅 40 分鐘有限教學時數，兼顧班級經營、孩童學習成效和師資來
源差異等因素，而規劃設計系統性及脈絡化的教材，即課文以琅琅上口
的韻文出發，學生可以哼唱唸謠加深印象而引發學習成就感，接續再從
課文中截取語詞或句子，設計成對話練習以強化學生口語能力。若家庭
生活中也有足夠練習的機會，則能相輔相成。整個教材的單元設計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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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脈絡的鋪陳。當然我覺得這個都是相對的，老師慢慢在改變，他們
也看到教材有一點點的不同，我覺得這部分可能需要時間。如果大家回
想，新課綱教材在架構與體例的編寫過程中，課綱其實也同步在進行審
議，對出版業者而言，確實是一大挑戰，期待審查者能給予出版業者在
教材設計上有發揮的空間，尊重教科書業者及作者團隊的教材設計理
念，如此也能避免教材趨同而難有特色的缺失。

業者在實務作業時所看見的問題
陳嘉祥：對於出版業者而言，我們遇到兩個比較大的困難，第一，像今
天這樣的正式論壇，以前我們公司沒有參加過，所以就國家的政策面來
說，你們想要的及你們想的，其實出版業者沒有得到很充分的訊息。剛
剛李主任建議開發模板與原型，對我們來說是很難執行的，事實上我們
也不知道該如何編一個符合你們想要的，你們理想中的教科書？如果比
較實際一點的說，當《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國中上兩個年段，高中
只上一個年段，誰來告訴我國中、高中怎麼編？用偏英文的方式編？還
是用偏國文的方式編？這兩種是不同的概念，但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
只好自己摸索，自己去市調。我們能搜尋到的對象是誰？就是李經理剛
才說的 3 大類老師，依照他們最熟悉的內容來編，我想這是一個很大的
問題。請問在座各位覺得國中生和高中生的母語語言程度會不會比小學
生好？其實臺北和臺南的學生落差就很大，高中生與高職生的落差也很
大，高職生母語的程度反而是好的。那這一段教材要怎麼處理？還是一
樣依照現在的課綱編嗎？當局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出
版業者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標準、模型或是規範，甚至用詞、用字、
句型，到哪一個年段、階段要教多少字詞彙？多少句型？都沒有規範，
期望政府訂定規範，出版業者依循這個規範，編出理想中的教科書。或
許教育部先編一個模板，出版業者針對模板做延伸、做配套、做補充，
這些配套讓老師選擇哪一個做得好，或哪一個比較符合教學需求？這也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不過最重要是我們沒有那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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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現場老師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以我們公司來說，從 2020
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很積極辦理國高中師資的培訓，可是辦理的過程當
中，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給老師的內容，其實老師沒有辦法吸
收。以高中老師來說，參加的大多數是國文科與社會科的老師，這些老
師是有教學概念，教學能力強但語言的專業度不足，把我們開發設計的
教學內容和模組給他們，其實他們很不容易接受。另一類我們從教學支
援人員來培訓他們，發現他們剛好相反，有足夠的語言專業能力，但明
顯教學能力與技巧不足，教小學生還可以，再上去，尤其是國高中的部
分，事實上有很大的問題，光班控就會出問題，不要說教學了，這就讓
我們很掙扎，大大的影響到編輯教科書的方向與設計。原本我們公司提
出，可能採英文方式來編輯，可是後來想一想，我們必須得妥協，以一
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方式來處理。哪一類的老師來教，對我們而言是很
大的問題，需要給的教學配套與資源也會不一樣，既然大家開始正視與
重視這個問題，主管單位與出版業者應該要有定期的會議來討論教材的
開發，同時審查者也應該參與這樣的討論。透過民間出版業者的力量，
以及政府組織動員的力量來辦師資培訓，而且必須是長期的，定期定量
的回訓，要形成機制。不管是縣市政府或是教育部都好，與出版業者一
起搭配，畢竟教材的開發是出版業者，初期先使用業者開發的教材當範
本，教老師如何進行這樣的教學，我覺得這也許是可以改變現況的方
式。再來，我聽到一個很好的建議，政府可以給出版業者一些補助，讓
我們來做這件事。很遺憾的是，去年有一位教授向客委會提這件事，雖
然客委會很贊同，我們現在承接翰林的客語教材，只編兩個腔調，問客
委會可不可以補助我們錄 6 個腔調做線上電子書，我們甚至免費開放使
用，客委會的回覆是想法很好，因為可以保留下來，後來客委會問是哪
個單位？一聽到是出版業者就沒有答應，真的很可惜。我們兩間公司從
閩南語到客語，累積了多少資源，幾年改一次，如果有類似電子書的內
容，透過國家補助保留下來，我想 10 年、20 年之後，會是很龐大的資
料庫。可是現在不做這件事，我們以前做的那些教材，只存放在我們兩
間公司的資料庫，10 年以後銷毀。縣市政府或教育部編列很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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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什麼學校很少採用？最大的差異其實是配套，民間出版業者的配
套很豐富，如何想辦法讓這些配套保留下來，如果有補助做免費開放使
用，就不會造成浪費。
楊智穎：關於政府補助給出版業者發展本土語言教材，這是未來可以思
考的方向。

全國第一套原住民族（排灣族、魯凱族）
本位教科書
陳美鈴：我從 2019 年 7 月任職於屏東縣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還沒
有遴派到長樂國小的時候，其實我在儲訓當中，就在這個地方做一些歷
練，所以才有機會接觸原住民本位教科書的工作。該中心成立於 2014
年 8 月，很重要的發起人是現任立委伍麗華，那時帶著她的團隊來編輯
排灣族本位教科書。當時聚集很多學者，還有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原住
民族委員會，以及屏東縣歷屆縣長的投入，原住民族課程發展中心才能
順利成立。由於我們有排灣族本位教科書的編輯經驗，所以在進行魯凱
族本位教科書編輯的時候，藉由先前的經驗，整個歷程就比較順暢，避
免前期排灣族本位一些摸索的黑暗期。潘孟安縣長非常支持魯凱族本位
教科書的編纂，每年的自籌款非常多，當然縣市政府一定要有一些承
擔，潘縣長真的是很有承擔，他很重視每一個族群的發展，常常鼓勵原
住民族教育必須有一套系統性的支持架構，教材內容不僅兼顧學科知
識，而且藉由此文化教材，讓原住民族學生對自己族群的文化語言更有
自信。2019 年 11 月 13 日由現任的教育處處長江國樑及當時時任原民
處處長伍麗華，共同召開魯凱族本位教科書編輯的籌備會。魯凱族本位
教材發展主要包含 5 大編輯規準，3 個策略和要達到 2 個目的，分別為
「易懂」、「適性」及「樂學」，從學生的角度出發，融入適合原住民族
學生的學習風格特性，能夠引起學習動機，達到「文化回應」及「高度
脈絡」的目的。教材發展透過文化與學科知識，將學生生活經驗與學科
知識進行緊密連結，從孩子最熟悉的人事時地物為起點，同時在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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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課綱的架構下，結合魯凱族知識體系。我們還甄選一批文編、美編
及排版經驗豐富的專業背景老師，遴聘部落耆老、專家學者，退休的校
長、主任和老師，組成一個編輯團隊。為了編輯出客觀公正，且內容正
確的教材，經常辦理十二年國教課綱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以及魯凱
文化增能研習，分別到魯凱族的霧臺、阿禮、佳暮和青葉部落，進行文
化採集與田野調查。透過部落的領袖，到頭目的家屋，進行阿禮部落的
文化踏查，甚至也拜訪青葉部落紅藜奶奶，她已經超過百歲，奶奶常常
勉勵我們，只要有土地，就要不斷的耕耘，透過教材有形的東西，把原
住民的文化語言，甚至所有的生命禮俗慶典編輯為教材，然後一代傳
一代。
魯凱族本位國語及數學教科書參考「魯凱人名釋義」，由霧臺鄉公
所結合部落的學者、耆老及老師編纂而成。教科書人物的選定從「魯凱
人名釋義」挑選，透過美編的專業設計更具吸引力，每一位人物的族名
都有特別的含義，透過典範學習，內化到實踐，使自己成為符合大家所
期待的人。比如說 Kui，代表眾人期待、依賴仰靠之人，是一個有承擔
的人，而且是部落所倚重的人，具領袖的典範。除了充實的專業背景，
進行一些文化採集，然後田野調查，據此編輯國語、英語、自然及數學
的單元內容。在繪圖與內容部分，也有一批審定委員，由具學科知識背
景的校長們，甚至文化素養內涵豐富的老師，擔任審定委員，經過多次
的檢視與確認，魯凱族本位教科書終於在 2020 年 11 月出版，包括低年
級國語及數學課本、習作、生字簿，共 17 冊。目前正進行中年級教科
書的編輯，2021 年 8 月先讓屏東縣魯凱族學校低年級部分先行試用，
如青葉國小、霧臺國小。預計在 2022 年 7 月 31 日編輯完成一至六年級
的國英數自教科書。其中，國語教科書編輯的特色，主要將學科知識融
入族群文化，由部落生活出發，依學習階段逐年擴展，深化孩子對土地
的認識，課文編排配合國際潮流改為橫式，並加注族語注釋。例如，
〈umu 的博物館〉umu 是魯凱族語祖父輩的長者，可從這課學習許多童
玩道具的說法。數學也是一樣，每一個數學單元前面有單元大圖，從單
元大圖說明什麼是「分與合」？從傳統的婚禮，說明如何迎娶新娘，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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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有哪幾種？合起來總共多少？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做分類？一定要做統
整？其實背後訴求的是一種分享的價值。如魯凱族立委伍麗華所強調：
「原住民族教育，不是族語而已，也不是在民族教育而已」。而是如何
把族語教材的語言、文化與學科知識結合，讓他知道他是誰，我也知道
你是誰，共譜一個共好的文化價值。
楊智穎：目前屏東縣共編了國語、英語、數學與自然等 4 個領域的排灣
族本位教材，此教材是不同於本土語言教材。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屬於國編本、全國試教、
定期修正，紙本、數位教材同時呈現
歐亞美：2014 年新住民語文納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6
年新北市接受教育部的委託開始編輯教材，教育部和新北市的身分既是
編輯團隊，也是出版者，所以相關的教師手冊、課程計畫也要一併規
劃。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是國編本、少語種、教材免費，教育部要求在
2016 年至 2019 年 6 月 4 個階段全部編完，共 126 冊，一直到國中階段。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除了編輯紙本教材，也發展數位教材，委託國立中
央大學編制 7 國語言，216 冊數位教材，讓學生可以隨時隨地的自學，
也方便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行數位媒體教學。

從文化學語言重視素養導向的生活體驗與表達
歐亞美：接著分享教材的設計，這份教材是語言與文化兼重，從文化學
習語言，引發學生的興趣，才能持續。例如，教師先從課文教學，光課
文就隱藏 5、6 個文化訊息，我們要求老師一開始不要教拼音，不要教
語言的結構與詞彙，先從圖片引導學生學習，傳遞文化訊息，第一節課
40 分鐘，前 20 分鐘先教文化。那文化的主題從哪裡來的？文化的主題
來自於課綱的學習重點，我們統統都轉化設定好了，例如，這節課的學
習內涵是「學校稱謂」，透過小朋友自我介紹，了解如何用母語稱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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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同學和我。如果要繼續延伸學習，除了認識這 3 種人的稱謂，是否
還有其他人呢？例如校長、主任等。另外，第二冊第一課的學習內涵是
顏色，課本只會教紅色、綠色、藍色，我們會請小朋友先預習，回家問
家人，除了這 3 個顏色，還有哪些顏色？教師根據「顏色」這個內涵做
延伸，小朋友也很清楚這課學的是什麼。何謂從文化切入？就是要能了
解東南亞文化生活脈絡，能體驗、能實踐，讓學生演課本情境的內容，
能說、能表達，這就是所謂的「素養導向」教學。比如說日常生活遇到
老 師 要 說 什 麼？ 遇 到 校 長 要 說 什 麼？ 至 少 課 文 要 先 演 一 遍， 這 課 有 4
節，所以第四節就是演課文，用各種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因為新住民語
文學習教材要介紹東南亞原生國的文化，屬於國與國的層級，必須要多
方查證，避免誤導，否則會鬧國際笑話。其中最困難的是印尼教材，印
尼大多信奉伊斯蘭教，有許多禁忌，例如，課本的人物圖片衣服要遮住
身體，要把頭髮包起來戴頭巾，不能露出瀏海等。
文體的部分，全部都用對話情境式，原來是用短語、短句，結果教
支人員抗議，所以要改。很特別的是部分縣市會提供教支人員文化教學
的材料費，他們覺得不是只有在唸課文發音，讓孩子直接體驗如何做越
南春捲、椰漿飯是很重要的，只要新住民媽媽提出來做文化教學，學校
都會想辦法支應。

審查制度讓審查委員、華語作者、
新住民語作者逐漸朝向平等對話
歐亞美：基本上我們沒有層級，大家是平等對話的，從小三角、金三角
到鑽三角。小三角是一位中文的審查委員及兩位母語審查委員來帶華語
作者，還有新住民語編輯老師。那時候真的壓力很大，教育部一直在
催，我們在 3 年之內，要編完 4 個階段的教材，真的非常壓縮，不像其
他教科書可以逐年編。後來因應課綱延後，才得以喘息，再延一年。
接著，金三角審查就是邀請所有中文審查委員和兩位母語審查委員
一起審查，也就是教育部的初審。最後是鑽三角，也就是教育部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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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會邀請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相關領域人員參與審查，制度上還算人性
化與合理性。華語作者的功能就是課綱的解說、華文的撰寫；新住民語
教師是母國文化提供者、情境對話敘寫者，例如，假日休閒活動主題，
絕對不是華語教師來講，而是先讓新住民語教師講，因為華語教師每次
都說假日是去爬山或騎腳踏車。泰國的教師說當地太熱了，他們假日不
會去爬山或騎腳踏車，通常是去寺廟拜拜，所以華語作者是依據新住民
語教師說的情境來撰寫文稿。
楊智穎：我蠻認同國家應該有一個模板或示範的教材，如素養導向的本
土語文教材要如何設計？分級要怎麼分？文化的語言、生活語言及學科
語言間要如何拿捏，本土語言課綱要如何轉化成教材。第二是誰來編？
我們發現課程專家的介入是很重要的，即培養各種語言課程專家。第三
是歷程的問題，如發展一套本土語文教材需要多少時間？需要包含哪些
歷程要素？其實每一種本土語言教材都不太一樣。最後是合作的問題，
我覺得這也蠻重要的，出版業者與國教院，以及各級學校、各縣市之間
如何合作？接下來可以討論這個部分。
許育健：不管從學術研究或審查編寫的角度，對於語文教材的發展分 3
個面向，工具、文學及文化，3 大塊互相的交集，看是多還是少。剛剛
陳協理談中文或英文教材，這兩者有點類似光譜的兩端，一是第一語，
另一是第二語。其實本土語很尷尬，因為它是不一定的，就像不同縣
市，有的縣市是在這一邊，有的在另一邊，不同族群的學生狀況都不一
樣。其實這是編寫者非常辛苦的地方，當然還是要回歸到主要目標是什
麼？應該是希望再復興這樣的語言，成為文化的成長載體，我覺得這應
該是最核心的目標。如果是這樣，考慮以現在的教材來說，第一，引起
興趣，如果教材不吸引學生的興趣，這個教材對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給他相關的能力，剛剛鍾老師特別提到教學法，透過怎麼樣教
學，才能讓學生具有某些語言的能力。第三是態度的問題，我覺得態度
應該是最核心的目標，原住民教材能夠知道我是誰，然後我也知道你，
透過這樣的教材，其實背後最深層的意義，就是要認同，然後理解，對
於不僅是自己，而且對各種語言都能平等的對待，這是我們最期待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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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接著，請更聚焦現在遇到的困境，剛才各位也把現在定位的問題與
目標提出來，還蠻期待從不同的角度來談。以出版業者來說，有 3 種人
在使用這個教材，關鍵思考應該是誰選書？誰擁有投票權？應該是要配
合，不然他不會選我，那我就不可能再出版。像這一類的思考，以專業
度來講，教支人員可能是他，我們期待比較專業的教學，或是專業的科
任老師，如何取得平衡？這些我們都很好奇。不可能只面向客戶而已，
請從不同的角度與立場，做更深入的討論。

現階段本土語言教學的困境與解決之道
鍾榮富：我先從困境談起，十二年國教課綱希望採分級制，如何分級？
大家以為只有本土語言有這個問題，其實國語文教材的編輯也缺乏分級
的概念。康軒編這麼多國語文教材，如果一、二年級修完，三年級轉學
到別的學校，採用別的教材，則該學生將遇見 55% 以上不認識的漢字，
因為根據國教院的研究，兩個教材之間（如康軒與翰林或南一），彼此
的漢字認識的交集不到 40%。換言之，對於中途轉學的學生而言，課程
的變換是學習上的一大挑戰，然而這樣的問題以前並未引起重視，不過
現在的國教院許添明院長很厲害，頗為重視這個問題。目前進行中的國
教院計畫，從 2020 年開始採用各版本之間的漢字、語詞、句型等建構
語料庫，並作為各個學習階段縱向（同一版本）的漢字、語詞、句型之
差異，同時也考慮橫向（同一版本，不同科目之間）的漢字、語詞、句
型之比較。最重要的，還做了跨版本、跨學科的漢字、語詞、句型之差
異研究。初步的發現，就是現行的各科教材（國語文、自然、數學）的
編輯，並沒有考慮學習者所認識的漢字、語詞、句型的數量，以致有許
多自然或數學未能學好的學生，根本的問題在於閱讀困難而不是數學上
的計算問題。唯有用語料庫的頻率為基礎，才能建構國小各階段的漢
字、語詞、句型的層次與級別。
未來這些數據將提供我們編輯本土語言教材的參考。有頻率為基
礎，才能知道最常用的是哪些字、哪些語詞、哪些句型。假設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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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要學 700 個字、1,200 個詞，那就先從前面的 700~800 字的頻率去攫
取，這些頻率比較高的漢字、語詞、句型應該就是級別界定的基礎。此
外，現在教科書沒有句型的觀念，華語有什麼句型？學英文都是從句型
開始，為何學華語、本土語言卻沒有適當的句型，漸進式地引導學習者
前進？經過我們的整理，如客語現有 225 個句型，包括單句及複句。有
了句型觀念，才能去考慮分級學習的安排。第三，現行的本土語言教材
缺乏嚴謹的組織結構，不知道什麼是由淺入深、由近而遠，這些問題都
需要有國語文的語料庫以及詞頻基礎。
由於缺乏各種教材縱向或橫向的語料數據，教育部要推行和執行
「學科內容與語言融合教育教學模式」（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 ning, CLIL）自然困難重重。若需要把本土語言應用在其他學科的
教學或學習上，則專業術語（如直角三角形、鈍角、平方、方程式）要
如何解決？教育部終身教育司委託國立中央大學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
行客語及閩南語的學科術語對譯與轉寫。第一期已經完成了，第二期將
進行 3 年的計畫做完，屆時這些成果會提供給各個單位使用。有了本土
語言的專業術語，才有辦法進行橫向或跨學科的教學，如用閩南語來教
數學、自然、藝術等。
新住民語言的教材目前以文化為導向，可能暫時解決思鄉的情節。
但從語言的教學而言，文化導向的教材並非最好的。且以閩南語教學為
例，本土歌謠、俗語、成語、歇後語，全都是農業文化的結晶，對於長
期在閩南文化長大的耆老，這些都是耳熟能詳的用語，不必學，也不用
學。但現在的小孩，接觸的是科技文化，住的是高樓，吃的是速食，完
全脫離了農業文化，若硬要將這些文化議題或用詞教給小孩，他們自然
無感，引不起動機。為什麼這種教材沒辦法成功？因為太執著於過去的
文化。以客家來說，一定教客家藍衫，現在誰在穿藍衫？到客家莊也沒
看到藍衫，若學生以為「客家人都穿藍衫」而他到了市面上卻沒有見過
穿藍衫的人，必然他會認為「臺灣已經沒有客家人了」。尤其客家花布
更是錯得離譜，現在稱為「客家花布」的那種布，是 40 年全臺灣人（包
括閩南、外省子弟）都用的東西，是歷史的產物，而絕對不是客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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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從前臺灣人用這種花布來做被單、頭巾（因為方便也因為便宜），
但卻沒有人拿來做衣服，現在的客家語言課程竟然說客家人都穿客家花
布做的衣服，根本是誤解了客家文化。好玩的是，客委會也是致力於推
行客家花布，凡有客委會的活動，必然可以見到客家花布的布置，以致
於帶來錯誤的訊息。
本土語言教學要面對現在的科技，現代人的生活方式。目前臺灣的
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無非是手機、
電腦、電競、跳舞機，哪裡還有風車、搗米、做粢粑？若一再教學生不
熟悉的、不認識的、沒看過的器物、用具，加上罕用的閩南語、客家語
漢字（客家與閩南的學者都很喜歡造字、創字，尋找罕用字，帶給這兩
種語言教學上的種種認知與學習的災難），簡直不能不把學生煩死、悶
死、最後終於拋棄本土語言的教材。
現行教科書的編輯為什麼一直認為，要用韻文呢？那是受到英文教
學的影響。1996 年國小開始推動英文，那時候流行用「肢體回應教學
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TPR）。當時的教法，普遍就是帶唱跳的唱
遊教學法，現在的閩南語、客家語教學顯然是翻用了那種教學模式，然
而 閩 南 語、 客 家 語 不 是 外 國 語（foreign languag e）， 而 是 傳 承 的 語 言
（heritage language），主要的差別在於後者還有家人在講。有些學生源
於各種不同的原因而喪失了學習本土語言的機會，但他所處的環境，還
時常能聽到閩、客語。因此教室內的教學，必須讓孩子把學校所學的
語言帶回家。只要能把語言帶到家裡，就會帶動家庭語言的復振效果，
不能老把它當作 l a n gua g e a s sec o n d l a n g u a g e，閩南語也不是 s e c o n d
language，英文才是 foreign language，所以教學對象不一樣，教學方法
就不同。
教學上現在最需要的是教材教法的書，英文有很多種教學方法，例
如，高中英語的教學法與時俱進，幾乎每年都推一種核心教學法，迄今
為止已經推行過差異化教學法、合作教學法等等，都很有成效。現階段
的本土語言教學（閩南語、客家語或原住民語言）都應該重視差異化教
學，因為聘不到這麼多老師，學生內部的程度優劣有別，有些學生的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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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語就是他的家庭語言，流利又機敏，若能採用合作教學，必能扮演小
教師的角色，達到分享的效益。因此個人認為，當下最迫切需要的是一
冊內容完整的「本土語言教材教法」的書，蒐羅從聽講教學法到目前通
行的溝通式教學法，有理論背景、有教學示例，提供具體的教案讓教學
者參酌，有效地教導如何進行各種教學方法的步驟。可惜，目前我們還
沒有這樣的一本書。同時，我們也需要一本課室常用語言，如果推動閩
南語沉浸式，就是全課都要用閩南語。現在有全英文教學的課室語言相
關書籍良多，我們可以參照英文版略做調整，編寫一冊本土語言的教室
常用語句，做示範教學，才有辦法建立分級的觀念，讓大家按照好的方
式教學，不要太執著於過去的文化，而失去了日常生活會用的語言。

重新思考本土語文的定位、教學與師培，以公
部門主導結合合適的團體或單位之力走向專業
李文富：在《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如何理解本土語文或新住民
語文，這個定位與要教的到底是什麼？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剛剛鍾老師
語重心長的做一些反思與解釋，再次凸顯本土語文到底要教到什麼程
度？以及怎麼看待文化？還有學科之間等問題。我覺得這些定位與方
向，可能要先掌握清楚，這是最根本的地方，後續才能夠往下走，不然
會很混亂。尤其是如何重新理解語文這件事，它甚至不能當成是第二外
語。再來是我剛剛提到，原型和模組的部分如何促成？希望大家有初步
的方向與共識，如何透過政府部門的力量促成。我覺得政府在處理這件
事，可以更具彈性，政府必須承擔，但是並不代表一定都是公部門自己
來做，能有更合適的選擇。我看到很多的民間團體，數位線上發展的很
好，這部分之前大多是請學校老師來做，老師們也會做，但可能不夠活
潑、生動。然而，很多民間團體資訊科技能力很厲害，可以做得很好，
更吸引學生學習，所以不要被框住，也許由公部門來做支持與主導，但
是實際上的製作，可以結合更合適的團隊與單位來處理。就是哪一個單
位做得好，就該由他來做，讓這個力量能夠出來、有更好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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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師培的部分，《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之後，我們將進入一個
全新的局面，確定本土語文的定位與教學，整個師培的方向才能跟著
走。過去這部分可能沒有深入討論，師培過程有些部分過度偏重，有些
則被忽略，各自發揮。因此跨部會間，必須要有共識，不同部會扮演起
不同的角色，當然也有共同與協力的部分。
最後，列入部定課程一節課，不能把所有希望寄託在那一節課而
已。不同縣市族群語言的差異有不同的需求，比如說屏東原住民語課
程，強化與學科課程結合，有些縣市可能還不到那樣的程度，不能一概
而論。如何更有彈性，因應學校區域縣市發展，不能只寄託這一節課，
如何延伸融入，這是一個挑戰。未來不同學生本土語文先備程度不同，
又可以換語別選習，這對老師教學確實是一種挑戰，這真的不能輕估。
還有只有國中七、八年級是部定課程，彈性的部分要怎麼編，這些都需
要想清楚，課綱不是訂完就完，後續仍需要集合大家的力量。

理想的本土

新住民語文教材未來革新方向

李美慧：面對少子化的現象，剛剛與談人提到部分縣市發展自己的教科
書，所以對於出版業者來說本土語教科書市場又相對更少了；學校很依
賴出版業者給予的配套資源，我們花了很多的成本去設計製作輔助教學
的影片、動畫、各腔調音檔、DVD 等媒體教學資源，這方面投入沉重
成本遠超過教科書書籍本身，而現階段教科書價格制度沒有辦法支持我
們開發市場使用量少的教材，是我們目前最大的困境，故教科書的價格
制度亟待改善。
另外，隨著時代變遷，許多生活中口語常用的新科技相關詞彙因應
而生，為因應時代變革並延續本土語言，希望教育部常用詞辭典資料庫
能盡快並即時增補更新，以作為教材編撰之依據，並有利於老師教學上
的精進與運用。如果可能的話，更新的頻率也讓我們知道，或是我們可
以用什麼樣的方式知道已經被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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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榮富：目前的師資，小學都以支援教師為多，國中階段盡量由現職人
員兼任，高中已經在培訓。國立臺南大學在全國已經辦了 2 場高中本土
語言教師的培訓，今年又要辦 3 場（11 月份訂於臺中的文華高中）。另
外，國立中央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及國立屏東
大學都有開設本土語言師培班。以後的教學支援老師人數會愈來愈少，
我們訂定 5 年條款，以後都要是正職老師。
陳嘉祥：我回應科技文化的部分，我們一直不敢往這個方向走的最大原
因是爭議，客家語可能比較沒有，閩南語這方面的爭議很大，派系、派
語、聲調不同，比如「廚房」或「灶跤」就吵了 3 年。我們真的很期待
剛剛鍾教授提的學術研究已經完成，以及常用的課室語言，甚至開發的
教材教法能盡快地發表，可以正本清源的，從根本來解決這個問題。教
學現場有兩種老師，一是語言專業，可是沒有教學專業；二是教學專
業， 但沒有語言專業。對於出版業者來說，韻文部分只是課本上的內
容，我們的電子書拍了非常多教學影片、情境式對話影片、卡通影片，
甚至每年花費很多費用與授權，如日本《我們這一家》這類的生活影
片，我們每年都在做，然後翻成臺語，現實上老師還是依賴出版業者。
我們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師資的問題，應該是語言專業的培
訓，還有教材教法，大學教授教用哪一種方式的教材教法？是教會語言
的教材教法？還是教會文化的教材教法？比如說學音標，一元與一塊的
音分不清，我要如何教我的學生？如國語的正音，教育部要發展出來，
對這些普遍遇到的教學困境，學生比較不容易理解的部分，發展好的示
範教學範例，來解決教師的教學問題。反而在出版端，我覺得問題是最
小的，只要教育部、國教院有範例規範，我們一定跟著做，這不會是太
大的問題。而教材教法部分，因為以往教育部或國教院很擔心圖利出版
業者的問題，所以辦了很多活動、研習不會讓出版業者參加。我覺得本
質上是錯的，教材是業者在開發，開發的團隊一定有他的想法，教育部
請的老師或是教授來講解要怎麼授課？可是兩者之間並沒有溝通，這樣
很難有好的效益，彼此應該要合作，可以建立一個公開、公平的機制，
這才是正向的做法，我們甚至願意將課本的資源無償提供。另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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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目前最大的困境，回歸我之前說的，雖然課綱編出來了，但我們還
是不會編出你們想像的課本，因為你們也只有想像，沒有具體的模組。
所以業者只能按照既有的經驗來編，如果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也許現在
沒有辦法形成溝通互助的機制，可不可以在審查的期程，給予比較寬鬆
的時間來處理？等到大家都定案，有共識了再開始。再來，我心目中的
教材希望有分級制度，這個分級可能要明確，我覺得英文這方面做得很
好，初階學會哪些單字量、字詞彙量，中間學會哪些？也許在選書審核
之後，讓學校彈性地依照區域屬性不同，來選擇不同級數的書。如果真
的要保留這個語種，語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先教會他怎麼講，分級制
可以從語用來做延伸文化的動作，我覺得應該可以放在高中以上來處
理。尤其是國小應該學會日常用語的使用，目前為止沒有看到課綱明確
告訴我們要做的部分。雖然客家語、原住民與新住民課綱寫得很清楚，
目前比較爭議的就是閩南語，我們乾脆避免有爭議的。另外，教材教法
的專書，其實這兩年我們有嘗試在做，我們今年發現很有趣的現象，這
次演講改成情境式，辦了幾場研習，應該是說這 5~6 年來沒有這一次
的研習那麼成功，參加的人很多，幾乎都是支援教學者，不是他們沒有
求知欲，是因為他們也找不到方向。這次他們很明確地知道比賽，與學
校賦予的任務，就是要走這方面，所以必須要精進。剛好出版業者有這
樣的研習機會，開了這樣的課，每場都爆滿，甚至被迫加場次，其實這
群支教老師有很強的企圖心，只是我們一直沒有好的環境、機制來培訓
與回訓他們。我覺得教學專業方面，如果訂定教學模組，他們多數還是
可 以勝 任的， 當然 不排除 少數 人 還是 比 較 刻 板 的。 但 一 下 子 在 這 5~6
年內，要完全培訓現場的教學老師有教學資格，我覺得不容易。起碼在
進行期間，應該做好這部分，出版業者與教育部應該攜手合作。最後，
不管以前的翰林，現在的康軒或真平，我們編了很多母語的教材，有機
會的話應該要想辦法保留下來。這幾年我們開始發展雲端電子書，其實
是可以被保留下來。由於這個科目比較特殊，是否有機會申請教育部或
國教院的補助，讓我們做得更完善？如果有補助我們每一種語言都可以
做，也可以開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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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榮富：未來比較理想的辦法，應該是跨界合作，除了學界開發教材、
教具、教法之外，也希望業界（出版界、文化界）能進行整合，建立資
料庫，蒐集各種不同的教學影片、資料，提供平臺，讓本土語言教學人
員能有再訓練、再學習的機會。
陳美鈴：其實我們非常期待原住民本位教材每個階段的生字量、句子
量，讓學習的量都是一樣。我們在發展本位教材的時候，其實編輯團隊
有針對這個特別討論，甚至每個年級的文體，如記敘文、議論文，發現
好像都偏重在記敘文，其他的文體比較少學習。但是原住民的孩子畢竟
文化有一段落差，沒辦法避免升學的途徑。其實原住民的家長也希望跟
著孩子一起學習、使用教科書，如同出版業者說的，東西其實要愈分
享，才會愈進步、愈豐富。

新住民語文學習現況
歐亞美：現在國小一至六年級都可以學越南語，但是國中就只能透過社
團選修，我們一直在鼓勵開課。原先定位是母語學習，現在也變成第二
外語，其實有 2~3 成的本國籍家長鼓勵子女選讀。現在最缺泰語及印
尼語老師，尤其泰語都找不到，我們培訓很多泰語老師，但是培訓出來
都當導遊，為什麼小朋友喜歡學泰語？因為有泰語劇及觀光旅遊，有些
家長是空中小姐退休的，所以他們很有國際觀。至於語文程度分級的部
分非常清楚，都是從第一冊開始學，即使是國中社團，也是從第一冊，
因為新住民語學習強調能力分級。除非是海歸的學生，從越南回來的程
度就很好，或是在家裡一直和媽媽說越南話的學生。現在已經委託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做語言程度級別評估，以第一冊要跳第三冊為例，有 16
個題目，讓他們聽與讀。如果答對 9 題以上就達到精熟級，可以不上第
一冊，直接到第三冊。關於師資培訓的部分，說真的新住民的態度非常
認真、謙卑、好學，他們相當珍惜學習的機會。目前資格班是 36 小時
的培訓，進階班是 36 小時，平常還有各種回流教育。剛剛提到發音的
部分，7 國語言發音部位都不一樣，有的是鼻音，有的是彈舌。我們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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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老師一節課只要教 6~7 個詞彙，3~4 個基本詞彙，3 個認讀詞彙，好
好地教發音，希望像主播一樣的標準音。所以老師都會注意發音的部
位、聲調以及手勢。我們也注意到一個人的教學，我們很重視一個人的
教學要怎麼教？可能加強很多互動，善用媒體科技。全國訪視下來，大
概有三分之一都是一個人的學生，如果這個學生不學就倒班了。我們學
生從 2019 年 3,523 位，2020 年增加到 7,971 位，說實在老師很認真教學，
現階段的教學算是蠻成功的。

結語
楊智穎：第一，其實教材發展與課綱脫離不了關係，剛才特別提到分級
的部分，這一塊客家語、原住民及新住民大概也有一些基礎，不過還沒
有做到的，可以提供下一波課綱改革的參考。第二，課程教學與教材是
無法脫離的，目前比較缺的是各語言教材教法的部分，而師培大學也缺
乏這部分的老師，後續要請師培大學強化這方面的師資。第三是分工問
題，國家、縣市政府、出版業者及大學之間要如何分工？誰適合做什麼
事？應該有適切的溝通平臺及機制。最後是傳承問題，從 1987 年各縣
市政府開始發展本土語言教材，到 1996 年版課程標準中的鄉土教學活
動，再到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教課綱，相關的本土語言教材不斷在
進行研發，但隨著每一次新課綱的產生，總會把過去給切斷。其實傳承
是蠻重要的，很高興剛剛鍾老師提到這一點，過去臺灣的歷史發展過
程，到底做了多少努力，應該把它累積下來。
許育健：其實並沒有真正實質政策建議的功能，但是這些文字訊息很具
體，我想算是有一點點貢獻。我真的非常感謝鍾老師提到這個觀念，因
為我自己是做國語文的聽說讀寫，然後在生活中運用。本土語言教材到
底要做什麼？我覺得終於學到了，就是學完帶回家，包含我自己有小
孩，都會覺得回家跟他們講臺語，還問我幹麻講臺語？有時候會覺得自
己好像沒有盡到什麼責任，明明學校什麼都有學，為什麼回家還不願意
講？這其實是我們非常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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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篇章內容概述
本 書 是 作 者 博 士 論 文 的 改 寫， 共 分 7 章 與 1 篇 後 記。 書 中 講 述
1965~1997 年之間，家永三郎（Ienag a Saburo, 1913-2002）如何透過 3
次司法訴訟與日本教育部進行博弈。當時的民間團體與政府雙方之間對
「戰爭」的觀點有著極具差異的認識論與價值觀，家永三郎透過歷史文
獻、倖存者的口述以及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下（作者本身也是一名自願
的支持者），揭露日軍於戰爭期間的暴行。這是一段透過司法程序導正
教科書內容書寫的艱辛歷程，最終目的是要證明日本政府對歷史教科書
的審查與偏離史實的書寫有違憲之處。家永三郎這一系列的抗爭作為，
說明「歷史認識論」與「歷史研究方法論」作為知識生產和組織系統的
一部分，不僅僅只是一個哲學論點，更是一系列實踐歷程。本書各章內
容摘述如下：

一、日本的失敗與教育改革：1945~1965 年間戰後初期
日本民族敘事與認同之爭
戰後日本的教科書政策始於一個被稱為「封鎖教科書」（blackingout textbooks）的過程，實際意圖是掩蓋教科書中的軍國主義。1945 年
8 月底，教育部指示各學校在 9 月重新開學時，對於使用現有的教科書
要謹慎。9 月 20 日，教育部指示學校讓教師刪除教科書和其他教育材
料中的軍國主義內容，將戰爭相關的描述和許多關於崇拜天皇的故事依
舊 保 留， 以 及 使 用 一 首 希 望 帝 國 主 權 繁 榮 的 歌 曲 ─ 《 君 之 代 》
（Kimigayo）。

2

1945 年 10 月，盟軍最高統帥部（Supreme Command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開始發布有關教育的指令。最後，在 12 月 31 日，日本
政府下令暫停道德、日本歷史和地理的教學，並收回這些學科領域的教

2

1999 年 8 月，日本國會參、眾議院兩院通過《國旗國歌法》，將「日章旗」與《君
之代》分別定為日本的國旗與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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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和教師指南。於此同時，該命令所提到關於新歷史教科書的發展，
鼓勵了一些日本歷史學家，如家永三郎致力於探索與闡述新的民族敘
事，並思考與找尋「歷史事實」與「歷史教學」之間的平衡點。

二、凌駕教育的政治：1950~1970 年代，反對勢力和家
永三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教科書訴訟
1960 年代，家永三郎是日本極少數明確認識到戰爭帶給日本既是
襲擊者又是受害者雙面形象的著名學者之一，他主張日本人自己有必要
透過自己的司法機構，追究戰爭罪和處理戰爭上的責任。從主張到法律
訴訟，這一連串教科書審查過程演變成一場複雜的真理遊戲，他在《戰
爭責任》中承認，直到日本投降幾年後，才意識到有必要解決第二次世
界大戰後的責任問題，但真正觸發他實際行動的作為，則是要到 1963
年 20 名工人被判無罪後，他才確信司法可以作為追求公平正義的途徑。
在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雖然國家成功地控制學校和教科書，
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反對卻愈演愈烈，尤其是公立學校的教師，非常反
對國家如此單方面控制課程的政策。家永三郎確信此教科書篩選的審查
形式，既違反《憲法》（如侵犯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也違反了《教育
基本法》。

三、亞太區域戰爭的反記憶：1970 年代的歷史論爭與教
科書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認為在敘事民族化的生產中，
因諸多因素會產生嚴重的分裂敘述。但這些歧異的敘述，反而為現代社
會上的矛盾心理提供一個書寫民族的場所。日本在「書寫國家」的策略
上，從 1931 年日本侵略中國北方到 1945 年的失敗告終為例，可以觀察
到一個國家希望給一場戰爭起的特定名稱，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它反映了
國家對戰爭的看法，如戰爭後期所用的「大東亞戰爭」、美國所稱的「太
平洋戰爭」、
「中日戰爭」等名稱的更迭，以中性的字詞掩飾戰爭的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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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戰爭的反記憶，1972 年相繼出現否認南京大屠殺，甚至出現
那是一種「幻象」的說詞。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自越戰爆發後），
日本人民對戰爭的觀念發生了變化，愈來愈多的人開始認識到日本在戰
爭中給亞洲人民和其他國家造成的是苦難，而非幸福。

四、家永三郎的第三次訴訟和戰略危機：1980 年代國內
外關係的變化與歷史教科書之爭
1979 年後，關於日軍於戰爭中的行為已成為教科書內容中的爭議
點，反映著教科書作者、教育部及其保守派（帝國主義者和右翼民族主
義者）與教科書審查者彼此之間的社會與政治立場區別。教育部及其支
持機構試圖從教科書中「完全刪除」與南京大屠殺有關內容，卻遭到教
科書作者和出版商工作人員的抵制，教育部試圖將大屠殺描述為「混
亂」期間偶然發生的事件。1980 年代後的兩本關鍵書籍陸續出版（家
永三郎的《新日本志》與即將出版的《日本志》），揭露教育部是如何
對教科書內容（如日軍在沖繩對當地人的謀害）進行篩選以及如何訂定
更嚴格的撰寫原則。
南京大屠殺、沖繩戰役及其集體自殺的內容一直是教育部模糊的重
點，但自 1970 年代開始，歷史教科書開始描述亞太戰爭的最後階段同
時，加入「沖繩」和「沖繩戰役」等辭彙。實際上，在大多數內容中，
這些都是沒有細節的參考資料，也沒有教科書提到日本軍隊殺害沖繩平
民，甚至出現一再反覆要求教科書作者與商人修訂相關內容，為此，家
永 三 郎 將 1981~1982 年 的 篩 選 描 述 為「 自 1957 年 以 來 最 長 的 篩 選 過
程」。1965 年「參與歷史研究和支持教科書篩選訴訟協會」（Kyokasho
Kentei Sosho o Shiensuru Rekishigaku Kankeisha-no-kai）成立，該協會
在家永三郎的第三次訴訟期間提供許多幫助。例如，在第三次訴訟的審
查過程，家永三郎強烈反對教育部更改或刪除有關日軍在中國、韓國與
沖繩等地的暴行描述，該協會成員則努力提供相關佐證。
1982 年日本國內外媒體爭先對教科書審查與抗議活動進行報導，截
至該年 9 月底，已有日本的 19 個鄰國對其教科書篩選修改歷史進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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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相關報導超過 2,000 篇。1982 年 8 月，日本內閣官宮澤喜一（Miyazawa
Kiichi）通過一次「非正式會談」宣布，日本政府將充分考慮對亞洲鄰
國的批評，以增進與亞洲鄰國的友誼。韓國政府基本上接受了這一提
議，但中國政府堅持認為宮澤喜一的話不足以保證今後在教科書篩選方
面不會出現修正主義。
教育部的政策變化對教科書的篩選過程仍舊產生了一些影響，例
如，南京大屠殺遇難者人數超過 20 萬的內容；同時，教育部也對沖繩
人的抗議作出回應，允許作者在有限制之下描述日軍屠殺沖繩人的事
件。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描述，雖然審查員沒有評論大屠殺本身，但他對
強姦中國婦女的描述持異議。他說，強姦中國婦女是「一件令人遺憾的
事」且是必須承認的事實，但他認為，把這件事列入教科書是否合適，
完全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戰爭中所發生的強姦是「自古以來全世界普遍
的做法」。審查員語帶諷刺，因為他引用這句話的來源是來自家永三郎
的《太平洋戰爭》。

五、什麼是歷史事實？法院審理的歷史研究與教育糾
紛案
教育部與家永三郎在區分「歷史研究」和「歷史事實」上呈現不同
的知識敘述，儘管雙方都堅持歷史應以事實為主，但兩者對事實的看法
卻極度不同，主要是因為彼此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觀念不同。教育部
主張對訊息採取嚴格的管制，由此便能產生所謂的「客觀」，其篩選教
科書的策略為：（一）以客觀事實為基礎；（二）根據場合需要和學生
的發展階段，指出進行描述的必要要點，使學生能夠理解存在的不同觀
點；（三）教科書內容確保事件全貌與準確。關於教科書內容的爭議，
包含 1894~1895 年朝鮮抵抗日軍之爭、南京大屠殺與強暴婦女、731 部
隊 的 人 體 試 驗 以 及 沖 繩 戰 役 等。 東 京 大 學 名 譽 教 授 榎 一 雄（Enoki
Kazuo）堅持教育部立場，認為小學和中學歷史教育的目的是給學生「一
般的」、與「基本的」知識。此對知識的看法與家永三郎堅持的歷史事
實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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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時口述史的技術運用還不夠成熟，是否能作為證明日軍是
有「系統」強暴中國婦女（在南京和中國北方），也是一個爭議。本多
勝一（Honda Katsuichi）所著《南京之路》一書中便引起類似的爭端。
儘管如此，家永三郎仍堅定認為：軍隊對婦女實施暴力與強暴，最終日
本軍方要對此負責。

六、關於家永三郎訴訟的法院判決：1980 年代至 1997 年
歷史教科書的批判趨勢
關於家永三郎的 3 次訴訟，第一起是民事訴訟，要求賠償，重點是
教育；第二起是行政訴訟，要求撤銷教育部在教科書篩選中的決定；第
三起是另一起民事訴訟，重點是歷史。在這 3 起訴訟中，第二起訴訟先
告一段落，但沒有獲得一個合理的解釋。家永三郎的堅持已逐漸使國家
陷入困境，國家更難通過對教科書內容的篩選，直接將右翼民族主義的
戰爭觀點或任何有關戰爭的主題強加入教科書中。
教科書的改進是可能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教育部會放棄所有對教科
書內容審查的措施，例如，在教育部的要求下，刪除小學課本中關於受
害者人數的內容，因為小學兒童並不需要具體了解受害者的確切人數為
何。此外，首席法官小野洋子（Ono Yoko）在其意見中特別指出，日
本的教科書應該包括關於日本過去的侵略給鄰國所造成痛苦的描述，這
種包括將構成一種積極的教育考慮。
關於教科書內容的司法訴訟不僅僅是法庭內部的勝敗之爭，還牽連
以法庭為核心的公民運動。事實上，在法庭之外，圍繞歷史教科書和戰
爭記憶的鬥爭在 1980 年代末仍在繼續，而且偶爾會加劇。1990 年代初，
教科書開始討論「慰安婦」問題，更成為日本政府關於開展國家敘事的
核心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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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族主義、民主和教科書市場：1982~2007 年間右
翼民族主義歷史教科書方案
任何社會對性別等概念含義的建構和實踐都牽涉到「政治」或「社
會各種力量的發揮」。一個國家對其過去的身分與含義，總是最具爭議
性、最具政治色彩以及最具複雜的意識形態。有意思的是在日本這樣一
個高度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國家中，同樣存在著各種社會力量如何為構建
和實踐不同版本的國家歷史而鬥爭。
教育部在教科書篩選過程中的審查作用並不新鮮，1998 年 6 月，
3

橋本內閣教育大臣町村信孝（Machimura Nobutaka, 1944-2015） 指出
歷史教科書「缺乏平衡」，並對此提出改進，明確提到了教科書的編寫
和採用階段。2000 年後，出版商提交給教育部的書稿，許多關於日本
戰時的暴行描述被刪減或完全刪除，於是教科書商開始對這些內容實行
了「自我審查」。從教育部對教科書篩選過程的一開始，2002 年版的歷
史教科書已減少對日本暴行的討論。這樣的修改正是教育部所希望的，
因為它可以預防由於直接審查而產生的各種外交問題。
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的爭議一直是國內文化和政治鬥爭的主戰場，
汲取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育部（2001 年改為教育科學部）透過法規、
規章和習俗等，建立了對教科書和學校控制的方式，逐漸發展成一套複
雜而多樣的「政府管理」實踐方式，並預先設定了「某種」合理形式、
技術程式以及操作手段。

3

日本政治家，曾擔任日本文部科學大臣、外務大臣、內閣官房長官、眾議院議長。
其主張以維護日本名譽的方式對教科書內容進行編寫，2005 年甚至引發韓國對日本
歷史教科書內容罔顧歷史事實的不滿。同年 3 月，町村信孝曾要求中國改善教科書
中的「反日教育」，再次將中日兩國民族主義與情緒問題拉上檯面。

153

154

教科書研究

第十四卷 第三期

八、後記：日本歷史教科書之爭與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
的意義
教科書審查的發展是一個民主進程，透過這個進程可以辯論、談判
和選擇內容，儘管我們不能什麼都教，但我們需要做出選擇。就此而
言，教科書需要通過「參與創造意義和價值的自由、貢獻和共同的過
程」來編寫。編寫過程中，我們應該對新的「辨別真假的方法」保持開
放，因為它們與我們管理他人、我們的社會關係和我們自己的方式密切
相關。新的觀點往往需要新的方法與解釋，就像使用口述歷史方法來描
繪南京大屠殺的事實一樣，藉此逼近與還原當時的情況。
任何知識的生產和組織過程中，總存在著緊張、困境和鬥爭，我們
需要仔細檢查它們，找到一種方法來解決它們，並與它們一起行動。因
此，一個反霸權的實踐，如果它希望有效，就需要同時進行多種真理遊
戲，發展和使用一套靈活多樣的戰略和話語，如家永三郎的教科書訴訟
案至少涉及 3 個真理遊戲（法律、教育和歷史）。教科書之爭已不單單
只是內容之爭，它會涉及到其他層面，無法僅由單一角度說明。

參、本書的相關評述
截至 2021 年 2 月，對於本書的評述有 7 篇，褒貶不一：
一、持正面與肯定的評述有：Dennehy（2009）關注該書的副標題
與日本術語「教科書問題」（k yokasho mondai），這是其他書評比較少
見的。同時也肯定她的學術背景、參與和支持家永三郎的行為，都為這
本書提供不少第一手資訊。Kushner（2009）首先認為此書的價格偏高
（150 美元），恐會影響受眾群體。其次，這本書的各個方面都是對這
一領域現有知識的概括，但它真正的貢獻是作者對審判本身所做的分析
工作，幫助我們理解家永三郎和教育部看待歷史的不同方式。
Willis（2010）認為作者獨到的批判性後殖民眼光，為比較教育提
供精闢、複雜與細緻的分析視角，肯定此書對民族認同和教科書歷史的
改革敘述作出貢獻。George（2010）肯定作者將重點集中在法庭上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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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郎和政府間的對抗，乃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Shibata（2012）認為
此書是按照年代順序來編寫家永三郎的訴訟，只在最後一章說明自己對
「自由」、「民主」和「公民權利」的看法。
二、持負面的評述有：Dierkes（2009）認為野崎佳彥錯將教育部
與 右 翼 團 體 混 為 一 談， 忽 略 教 育 部 對 右 翼 團 體 的 限 制 作 用。Dor n
（2010）認為此書旨在說明民主國家有時依舊以非民主方式對知識進行
建構，但作者的觀點太少。例如，書中闡述在 1960 年代，政府對教科
書，尤其是歷史教科書擁有壓倒性的影響力。但野崎佳彥卻沒有在此背
景下更廣泛的討論一個國家宣稱自己是民主國家意味著什麼？教科書篩
選系統是否反映了其回歸威權主義，或它是否暗示了一個準民主、軍國
主義國家的發展歷程。又或者在第 71 頁提及家永三郎的努力讓 1970 年
代編寫（和出版）的歷史教科書產生了變化，但這種變化究竟是主動還
是被動，尚不清楚。

肆、代結語
如德國國際教科書研究機構的學者所言：「尊重歷史傳統、允許不
同的解釋、被鄰國視為合法」是一件非常複雜且有挑戰的事情（王攀
峰，2019，頁 83）。本書作者野崎佳彥藉家永三郎對日軍於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所犯下的暴行進行批判性的歷史回溯，全書圍繞著「民主國家的
知識建構是否有別於非民主國家？」而展開。本書說明教科書在呈現
「歷史史實」與「歷史記憶」的雙重角色上，會因政府的態度與立場差
異而有衝突。
對教科書內容進行審查與干預並非日本獨有，如臺灣近年的課程改
革、課綱制定，也都面臨著「國族認同」與「歷史記憶」的困難抉擇，
在「103 年普通高級中學國文及社會領域課程綱要」的修訂發布，甚至
引發過公民不服從運動。教科書內容牽涉到的範圍相當廣，從政府、學
者到學習者之間，總是圍繞著「知識如何合情、合理與合法」的難題打
轉。這或許已不是「權力

知識」、「誰的知識最有價值」或「知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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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能」等論點所能處理。此書使我們理解未來教科書（特別是歷
史）在編寫、審查與使用上，將會朝向一個更多元與開放的文本空間，
避免受到國家單一霸權與論述的限制。
經過上述一系列地探討，筆者對本書內容的總結如下：首先，本書
作者對家永三郎與日本教科書內容改革的法律訴訟做了詳實的編年記
述，有助於讀者閱讀與理解。但作者太過重視這段訴訟歷程，大幅壓縮
自己論點的空間，實為可惜。其次，書中闡述家永三郎歷史教科書的訴
訟事件，雖鮮明化政府與歷史學者的差異立場，但作者並沒有逃脫戰爭
記憶與國族主義的輪迴，將教育侷限在「教什麼」的爭論中。正因如此，
筆者在回顧《家永三郎自傳─ 日本歷史學者的思想軌跡》一書中所談
論的教科書審定問題時，家永三郎指出戰後日本的《憲法》與《教育基
本法》是基於戰爭的反省，但這部分的積極意義卻在本書中少被論及
（家永三郎，1967/2005）。基於對戰爭的醒悟，筆者認為儘管家永三
郎的獲勝還原日本歷史教科書的部分真相，但不論是日本政府或家永三
郎，大家都是輸家，因為這場慘絕人寰的戰役已讓人類付出不少代價，
破碎的家庭也難以復原。該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筆者認為，站在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立場」與「正視歷史的傷痛」，透過教育建立友善
互助的積極意義，才是維護人類和平發展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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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統計

教科書審定統計
教育部於 2018 年（民國 107 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並自 2019 年（108 學年度）起依照不同教育階段，自一年級起逐
年實施；各教育階段教科書審定情形如下：

壹、國民中小學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書受理審定之領域為：語文領域─國語
文、語文領域─英語文、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科學領域、藝術領
域、綜合活動領域、科技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以及生活課程等。
另國民小學本土語文教科書（客家語文、閩南語文）未納入審定範
圍，採初階審查模式，經本院審查通過後，由教育部推薦各校選用。
本院 自 2018 年 6 月 開始 受理新課 綱 教 科 書 審 定， 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止，共受理 438 冊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其中 276 冊業已審查通過，
仍在審查中者 72 冊，其餘 90 冊為重編或其他（出版業者撤回或逾期不
受理）。

表1

國民小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國語

24

18

6

0

英語

12

6

6

0

閩南語文

18

14

4

0

客家語文

16

12

4

0

領域

科目

語文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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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數學

24

18

6

0

生活課程

15

12

0

3

社會

12

6

4

2

自然科學

19

5

6

8

8

4

2

2

健康與體育

34

18

6

10

綜合活動

12

6

6

0

194

119

50

25

領域

科目

藝術

合計

表2

國民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國文

20

17

1

2

英語

25

16

2

7

數學

18

15

3

0

社會

29

15

3

11

自然科學

18

17

0

1

藝術

26

19

5

2

健康與體育

34

18

6

10

科技

56

23

1

32

綜合活動

18

17

1

0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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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領域

科目

語文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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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普通型高級中學
普通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受理審定之科目如下：
一、 必修科目：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
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音樂、美術、藝術生活、生命教
育、生涯規劃、家政、生活科技、資訊科技、健康與護理、體
育、全民國防教育等科目。
二、 選修科目：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歷史、地理、公民與社
會等科目。
本院 自 2018 年 6 月 開始 受理 新 課 綱教 科 書審 定， 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止，共受理 469 冊普通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其中 374 冊業已審查
通過，仍在審查中者 25 冊，其餘 70 冊為重編或其他（出版業者撤回或
逾期不受理）。

表3

普通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語文

數學

社會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國文

25

24

1

0

英文

15

15

0

0

數學

37

36

0

1

選修數學甲

12

10

2

0

選修數學乙

13

10

2

1

歷史

26

16

0

10

地理

12

12

0

0

公民與社會

19

12

0

7

公民與社會（乙）

5

2

2

1

選修歷史Ⅰ

7

4

0

3

選修歷史Ⅱ

5

4

0

1

選修地理Ⅰ

3

3

0

0

選修地理Ⅱ

3

3

0

0

領域

科目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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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選修公民與社會Ⅰ

4

4

0

0

選修公民與社會Ⅱ

4

4

0

0

物理

6

6

0

0

化學

6

6

0

0

生物

6

6

0

0

地球科學

6

6

0

0

選修化學Ⅰ

6

6

0

0

選修化學Ⅱ

6

6

0

0

選修化學Ⅲ

6

5

1

0

選修化學Ⅳ

6

4

2

0

選修化學Ⅴ

5

4

1

0

選修生物Ⅰ

6

6

0

0

選修生物Ⅱ

6

6

0

0

選修生物Ⅲ

6

5

1

0

選修生物Ⅳ

5

4

1

0

選修物理Ⅰ

6

6

0

0

選修物理Ⅱ

6

6

0

0

選修物理Ⅲ

6

5

1

0

選修物理Ⅳ

6

5

1

0

選修物理Ⅴ

5

5

0

0

音樂

18

16

1

1

美術

19

16

3

0

藝術生活

11

10

0

1

生命教育

13

6

0

7

生涯規劃

9

9

0

0

家政

5

4

1

0

領域

科目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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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領域

科目

科技

健康與體育

申請
冊數

審查狀態
通過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生活科技

12

6

1

5

資訊科技

18

4

1

13

健康與護理

17

4

1

12

體育

43

38

1

4

9

5

1

3

469

374

25

70

全民國防教育
合計

參、技術型高級中學
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受理審定之科目如下：
一、 一般科目：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
理、化學、生物、音樂、美術、藝術生活、生命教育、生涯規
劃、家政、法律與生活、環境科學概論、生活科技、資訊科技、
健康與護理、體育及全民國防教育等科目；惟其中家政、生活
科技、資訊科技、健康與護理、體育、全民國防教育等 6 科目，
業經教育部公告得適用普通型高級中學教科書。
二、 專業及實習科目：機械群、動力機械群、電機與電子群、土木
與建築群、化工群、農業群、食品群、商業與管理群、設計群、
外語群、家政群、餐旅群、水產群、海事群、藝術群等 15 群
共 180 科目。
本院 自 2018 年 6 月 開始 受理 新 課 綱教 科 書審 定， 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止，共受理 1,143 冊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其中 1,067 冊業已審
查通過，仍在審查中者 52 冊，其餘 24 冊為重編或其他（出版業者撤回
或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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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社會領域

自然科學領域

藝術領域

綜合活動領域
科技領域

機械群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國文

30

30

0

0

英文

36

35

1

0

數學

91

80

3

8

歷史

6

6

0

0

地理

7

6

1

0

公民與社會

10

9

1

0

物理

24

24

0

0

化學

19

18

1

0

生物

9

9

0

0

音樂

9

7

2

0

美術

10

9

1

0

生涯規劃

10

10

0

0

5

5

0

0

資訊科技

11

5

1

5

機械製造

8

8

0

0

機件原理

10

10

0

0

機械力學

12

12

0

0

機械材料

6

6

0

0

機械基礎實習

4

4

0

0

基礎電學實習

3

3

0

0

機械製圖實習

10

9

1

0

電腦輔助製圖與實習

2

2

0

0

機械加工實習

1

1

0

0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

3

3

0

0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2

2

0

0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1

1

0

0

機械工作圖實習

1

1

0

0

實務測繪實習

1

1

0

0

領域（群科）

科目

法律與生活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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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機械群

動力機械群

電機與電子群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電腦輔助設計實習

3

3

0

0

氣油壓控制實習

1

0

1

0

機電實習

2

2

0

0

車輛空調檢修實習

3

2

1

0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3

3

0

0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習

2

2

0

0

液氣壓基礎實習

2

2

0

0

動力機械操作實習

2

2

0

0

動力機械引擎實習

1

0

1

0

應用力學

5

5

0

0

機件原理

6

6

0

0

引擎原理

3

3

0

0

底盤原理

3

3

0

0

基本電學

3

3

0

0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4

4

0

0

機電製圖實習

4

2

1

1

引擎實習

3

3

0

0

底盤實習

3

3

0

0

電工電子實習

3

3

0

0

電系實習

3

3

0

0

車輛底盤檢修實習

2

2

0

0

基本電學

13

13

0

0

電子學

12

12

0

0

數位邏輯設計

6

6

0

0

微處理機

4

3

1

0

電工機械

11

10

1

0

冷凍空調原理

4

4

0

0

基本電學實習

5

5

0

0

領域（群科）

科目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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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通過

12

12

0

0

程式設計實習

6

6

0

0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6

6

0

0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9

7

2

0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3

3

0

0

微電腦應用實習

5

3

1

1

介面電路控制實習

2

2

0

0

電工實習

5

5

0

0

10

5

2

3

機電整合實習

3

2

1

0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4

2

0

2

電力電子應用實習

1

1

0

0

電工機械實習

3

3

0

0

能源與冷凍實習

1

1

0

0

能源與空調實習

1

1

0

0

普通化學

6

6

0

0

分析化學

4

4

0

0

基礎化工

4

4

0

0

化工裝置

6

6

0

0

普通化學實習

6

6

0

0

分析化學實習

4

4

0

0

化工儀器實習

2

2

0

0

化工裝置實習

4

4

0

0

營建技術實習

1

0

1

0

土木建築工程與技術概論

1

1

0

0

構造與施工法

1

0

1

0

基礎工程力學

8

8

0

0

測量實習

4

4

0

0

科目
電子學實習

電機與電子群

可程式控制實習

化工群

土木與建築群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領域（群科）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續）

資料與統計

表4

教科書審定統計

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土木與建築群

商業與管理群

通過

材料與試驗

2

2

0

0

製圖實習

6

6

0

0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

2

2

0

0

工程測量實習

1

0

1

0

地形測量實習

1

1

0

0

商業概論

16

16

0

0

數位科技概論

14

13

0

1

會計學

14

14

0

0

經濟學

8

8

0

0

數位科技應用

9

8

1

0

門市經營實務

6

6

0

0

行銷實務

8

8

0

0

金融與證券投資實務

4

4

0

0

商業溝通

2

2

0

0

國際貿易實務

4

4

0

0

貿易英文實務

1

1

0

0

會計軟體應用

2

2

0

0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9

8

0

1

15

14

1

0

資料庫應用

2

2

0

0

初階英語聽講練習

4

4

0

0

中階英語聽講練習

4

4

0

0

高階英語聽講練習

2

2

0

0

初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4

4

0

0

中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4

4

0

0

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2

1

1

0

日語聽解入門練習

2

2

0

0

日語文型練習

3

1

1

1

科目

程式語言與設計

外語群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領域（群科）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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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外語群

設計群

農業群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日語翻譯練習

2

2

0

0

日語讀解入門練習

2

1

1

0

外語文書處理實務

2

2

0

0

設計概論

3

2

1

0

色彩原理

3

2

1

0

造形原理

3

3

0

0

創意潛能開發

1

1

0

0

設計與生活美學

2

2

0

0

繪畫基礎實習

4

4

0

0

表現技法實習

4

4

0

0

基本設計實習

4

4

0

0

基礎圖學實習

10

10

0

0

電腦向量繪圖實習

2

2

0

0

數位影像處理實習

2

2

0

0

圖文編排實習

4

2

2

0

基礎攝影實習

1

1

0

0

印刷與設計實務

2

0

2

0

數位與商業攝影實習

1

0

1

0

影音製作實習

1

0

1

0

影音剪輯實習

1

1

0

0

動畫製作實習

1

1

0

0

室內設計與製圖實作

2

2

0

0

農業概論

6

6

0

0

生物技術概論

2

2

0

0

農業安全衛生

2

2

0

0

生命科學概論

4

4

0

0

農業資訊管理實習

2

2

0

0

牧場管理實習

2

2

0

0

領域（群科）

科目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續）

資料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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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農業群

食品群

家政群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植物栽培實習

2

2

0

0

農業資源應用實習

2

2

0

0

植物識別實習

2

2

0

0

植物保護實習

2

2

0

0

解剖生理實習

2

2

0

0

動物飼養實習

4

3

1

0

動物保健實習

2

2

0

0

動物營養實習

2

2

0

0

農園場管理實習

2

2

0

0

食品加工

6

6

0

0

食品微生物

6

6

0

0

食品化學與分析

6

6

0

0

食品加工實習

6

6

0

0

食品微生物實習

4

3

1

0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6

6

0

0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6

6

0

0

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1

0

1

0

食品檢驗分析實習

2

2

0

0

家政概論

10

10

0

0

色彩概論

3

3

0

0

家政職業衛生與安全

4

4

0

0

家庭教育

8

8

0

0

家政職業倫理

2

2

0

0

行銷與服務

4

2

2

0

家政美學

3

1

1

1

多媒材創作實務

8

7

1

0

飾品設計與實務

7

7

0

0

美容美體實務

6

6

0

0

領域（群科）

科目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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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學教科書審查科目、冊數與狀態（續）
2018 年 6 月－ 2021 年 10 月

家政群

餐旅群

水產群

藝術群

合計

審查狀態

申請
冊數

通過

舞臺表演實務

4

4

0

0

美髮造型實務

8

8

0

0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務

4

2

2

0

服裝製作實務

4

4

0

0

服裝畫實務

2

2

0

0

立體裁剪實務

4

4

0

0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2

2

0

0

膳食與營養實務

6

6

0

0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與實務

2

2

0

0

家庭生活管理實務

2

2

0

0

觀光餐旅業導論

22

22

0

0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24

24

0

0

餐飲服務技術

20

20

0

0

飲料實務

14

14

0

0

中餐烹調實習

16

16

0

0

西餐烹調實習

16

16

0

0

烘焙實務

18

18

0

0

房務實務

8

8

0

0

旅館客務實務

12

12

0

0

旅遊實務

12

12

0

0

導覽解說實務

8

7

1

0

遊程規劃實務

6

6

0

0

餌料生物實習

1

0

1

0

藝術欣賞

1

0

1

0

藝術與科技

2

2

0

0

數位攝錄影實務

2

2

0

0

1,143

1,067

52

24

領域（群科）

科目

審查中 重編及其他

徵稿簡則
一、發刊宗旨
《教科書研究》（以下稱本刊）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定期發行之專業期
刊，登載與教科書及教材相關議題之研究成果。冀望透過本刊之發行，建
立對話平臺，促進教科書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之互動交流，推動教科書研
究及發展，以提昇教科書及教材之品質。
二、出刊頻率
本刊每年發行 3 期，於 4 月、8 月及 12 月出刊。
三、徵稿主題
教科書及教材發展之政策、制度、內容分析、使用、評鑑、比較研究、
歷史分析，以及研究方法論等。
四、徵稿簡則
1. 稿件類型及字數：
（1）專論：未經發表過且具原創性之學術論文。接受中、英文稿件，
中文稿件以 15,000 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件以
8,000 字為原則，至多不超過 10,000 字；另應提供中文摘要（350
字內）、英文摘要（200 字內）及中英文關鍵詞（各 3 至 5 個）。
（2）研究紀要：即時重要的實徵研究結果，以及創新的理論、概念、
研究方法或工具之論文。接受中、英文稿件，中文稿件以 10,000
字為原則；英文稿件以 5,000 字為原則；另應提供中文摘要（350
字內）、英文摘要（200 字內）及中英文關鍵詞（各 3 至 5 個）。
（3）論壇、書評、教科書評論、報導：接受中文稿件，以 5,000 字為
原則。
2. 引註及書目格式：
（1）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2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th ed.).
（2）教科書及課程標準（綱要）引用格式請參據本刊「撰稿格式」。
3. 來稿一經採用，作者應提交英譯之中文參考文獻（範例 3-1），如中文
參考文獻無英譯，請同時提交音譯（漢語拚音）及意譯（範例 3-2）。
範例 3-1：
楊深坑（2005）。全球化衝擊下的教育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1（3），
1-25。
[Yang, S.-K. (2005).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3), 1-25.]

範例 3-2：
余英時（1976）。歷史與思想。聯經。
[Yu, Y.-S. (1976). Lishih yu sixiang (History and thoughts). Linking.]
4. 文件格式：
（1）內文：電子檔案格式須為 MS Word（.doc .docx）或開放文件格式
（.odt），並請同時提供稿件 PDF 檔作為比對之用。
（2）圖片：內文如有圖（照）片，須另提供清晰圖片或高解析數位照
片，引用圖片應符合本刊著作利用授權規範。
5. 投稿方式：
（1）投稿者請將「稿件電子檔」及「稿件基本資料表」上傳至「線上
投稿系統」，網址：https://ojs.lib.ntnu.edu.tw/index.php/JTR。
（2）本刊收件後，將於 2 個工作日內 E-mail 回覆投稿者收件訊息；如
未收到相關訊息者，請來電確認，以避免漏失郵件。
6. 稿件隨收隨審，歡迎各界踴躍惠稿。
五、稿件審查、修改及刊登
1. 本刊採雙匿名審查制度，稿件將送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
2. 審查結果及意見將個別 E-mail 通知投稿者，投稿者應於本刊通知日起 1
個月內 E-mail 回覆修改、答辯或說明，並於稿件標示修正處；除特殊情
況事前經本刊同意展期者外，逾期回覆修改、答辯或說明者，概以退稿
處理。
3. 凡接受刊登之稿件，本刊得視編輯之實際需要，對稿件文字及圖片刪修
調整，並得決定其刊登卷期。
4. 請勿有一稿多投、違反學術倫理，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行為，違者除自
負相關行政及法律責任，本刊 2 年內不受理其稿件。
5. 本刊不接受退稿者以同一文稿再次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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