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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去數十年來，有關學校教育的目標和方向經歷了重大的轉折。在二十世紀初期，

教育的重心無疑是在讀寫素養(literacy)技巧的養成上，也就是單純的要求學生閱讀、寫

字和計算。但近年來，教育界更看重的是教導學生批判性的閱讀、清楚而有說服力的表

達自己，以及解決各個學科的複雜問題。尤其在這知識量遽增的時代中，教給大家所有

的知識已是不可能的任務，教育的目標毋寧更應該落在幫助學生發展獲取知識所需的智

力工具和學習策略。
1

    能力培養、思考訓練、實作(to do)活動等這些教育理念咸信已是當今學校和教界人

士相當普遍的共識。歷史作為學校教育的一環，不可能自外於這個潮流。甚至，長期以

來，歷史科經常予人老舊落伍的印象，各國關切歷史教育者自然視此教導「能力」之風

潮，為洗刷歷史惡名以及提振歷史科長期低迷景況的難得機會，當然，也正可藉此展現

歷史教育與現代社會生活接軌的潛力。是以許多歷史教研、教學人士莫不全力支持這個

趨勢，呼籲歷史教學應該回應時代對於培養學生能力的需求，強調歷史教學不能獨厚於

史事的傳授，必須兼及培養學生的能力。從英、美國家到台灣、香港，這類的聲音時有

所聞，這樣的思潮最終即反映在近年來各地修訂的歷史課程綱要規劃內。 

    不過，饒有趣的是，歷史課教導學生能力這點也許已經凝聚了不少人的認同，但關

於「能力」是甚麼？如何教？等問題卻可能還眾說紛紜、莫衷一是。就以本文所列舉的

台灣、香港、英國新近出爐的歷史科課程綱要來看，有關「能力」的界定和說明，彼此

差異極大。這顯示出從宣示教導能力之重要，到具體落實這樣的理想之間，仍有長長的

路要走，有許多的疑問必須釐清，有許多的困難等待克服。此為本文討論台灣、香港、

英國三份歷史課程綱要的動機起始。 

本文論述所依據的三份課程綱要，依時間先後分別為香港 2007 年公布的「個人、

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領域：中國歷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六）」、台灣 2008 新修

訂的「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歷史』課程綱要」以及英國 2008 年底施行的「國定課

程歷史科」「主要階段三」(Key Stage 3)（11-14 歲）的課程綱要。本文希望藉由此一初步

的分析和比較，檢視這些綱要內如何界定、看待所謂歷史課中應該教導的「能力」，如

何訂定執行方法和實施途徑，期能有助於廓清環繞歷史科教導「能力」此一議題的某些

疑點和迷霧，並可以對當今歷史教學方向的這個重大反轉，以及對歷史教育的轉型，提

                                                 
1 John D. Bransford，鄭谷苑、郭俊賢譯，《學習原理：心智、經驗與學校》（台北：遠流出版社，

2004），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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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些助益。 

必須說明的是，因寫作脈絡之限制，本文只單純就三份課綱的內容加以分析，而不

欲溯及三份文件的修訂背景。從歷史研究方法而言，這樣的探究方式也許不夠周全，甚

至可能會產生某些理解上的差誤。不過，仍有理由相信，從三份文件的書寫鋪陳中，多

少可以看出特定文化環境下有關歷史科「能力」教學的一些思考與看法。 

 

一、2007 年香港「中國歷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六）」 

    近年來，香港推動三年高中學制，相應的也推出了新的高中課程與課綱。2007 年公

布的「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領域：中國歷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六）」，
2
即

是未來香港高中課程選修科目之一的「中國歷史」的教學依據。 

    翻閱香港教育統籌局出版的這本課程綱要，前面幾個部分包括 1.2「課程理念」、1.3

「課程宗旨」、1.4「課程目標」以及 1.5「學習成果」，大抵是瞭解這份綱要基本精神之

所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所謂透過研習歷史、培養學生的技能和提升學生的能力等這些

敘述與語詞，一再地出現於每個節次內。例如：1.2「課程理念」：「學生研習前人累積的

生活經驗時，既可反思歷史的各種意義，又可加強個人的思辨能力…。」「綜合、分析、

歸納、比較、評價等都是歷史研習的常用方法，也是學生必需具備的基本能力。」又如

1.4「課程目標」下，課綱訂定小組總共為「中國歷史」這個科目規劃了甲、乙、丙三項

目標，而（乙）項目標即是：「掌握研習歷史的技能」。根據此項目下的說明，這些技能

有：「分析歷史人物和歷史事件的相互關係、事態的演變脈絡」、「整理史料」、「表達學

習歷史的成果」…等。凡此皆可反映出「中國歷史」這個科目不但要求學生必須熟悉歷

史知識，還相當重視學生技能的養成。 

    除此之外，這份課綱並顯現出對於「探究式」學習的強調。1.2「課程理念」內如此

提到：「本科的學習可以讓學生透過探究式的學習策略，對歷史資料進行分析批判，辨

訛剔偽…」。其後在 1.4「課程目標」的（乙）「掌握研習歷史的技能」項下，亦有類似

的主張：「採用探究式學習的路向及歷史研習的方法，層層遞進，由理解至綜合…。」

考察這些文句，背後所蘊含的理念是：學生學習歷史不該只單向的接收與背誦，而應透

過主動探究(enquiry)，以獲得歷史的理解。同時，將認知歷史視為一個探究的過程，這

不僅是宣示新的學習歷史的方式，也是期許一種新的教學模式。尤其從培養學生能夠活

用的技能來說，實做和探究的課程形式，的確最可以落實該目標。因此，由理念的揭示

到實踐方式的導引，課綱在這方面的設計展現出細密的一面。 

    不過另一方面，若仔細歸納 2007 年這個課程綱要所標舉的各種能力或技能培養，

                                                 
2 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編訂，《中國歷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六）》（香港，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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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難發現，它們似乎和「歷史學」的知識特質關係疏遠，而多半屬於一般性的技能。例

如 1.4「課程目標」下談到的「技能」是：分析、判斷、應變、實踐、整理、表達。這

些能力並不是獨獨歷史學科所能提供，其他的科目同樣可以幫助學生獲得這些訓練。且

事實上，課綱訂定者似乎也不諱言此點。1.2「課程理念」的第三項細目中明白表示： 

      綜合、分析、歸納、比較、評價等都是歷史研習的常用方法，也是學生必需具備

的基本能力。本科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培養他們研習、解難、批判思考等各種共

通能力。
3

    從這段敘述推測，「中國歷史」這個科目側重於培訓學生獲致共通的思考能力，目

的是配合學生未來適應社會、面對世界之需要。當然，此中的現實考量，頗可理解。然

而，這樣的「能力」取向，也不免令人擔心。 

首先，如果歷史科只能夠讓學生習得其他學科也可提供的能力，那麼歷史這個科目

的獨特性和不可取代性為何？平心而論，在世界任何國家地區的教育體系內，歷史大都

屬於弱勢的科目，尤其在講究實效功利的現代社會下，歷史科的價值經常受到質疑，它

的存在始終面臨更多新興科目的威脅，地位岌岌可危。當歷史無法展現自己獨有的思考

模式和能力訓練時，則很難說服別人，這個科目有必要繼續在學校教育中佔一席之位。 

當然，有人可能會說，歷史至少能夠供給學生—未來的公民所需具備的過去的知

識，一如這份課綱的課程宗旨第一條所說：讓學生能夠「理解重要歷史事件的由來、發

展及相互關係，從而掌握事物的變革軌跡及發展趨勢」，而這點也就足以證明它存在的

合理性。的確，將過往的興革演進傳遞給青年學子，這是所有歷史教師責無旁貸的任務。

不過，如此說法卻也隱含著危機和矛盾。 

如果教師在課堂中致力於教導的是一套固定的、不容置疑和沒有爭議的國史故事，

那麼這樣的故事只能說類同於某種「宣傳」，並不能稱得上是真正的「歷史」。因為「歷

史」，本是今人對已逝過去的重建結果，它的特質是有爭論的、不確定的、多元的。因

此，無論採用的是演講或探究式的教學形式，單一觀點的歷史傳輸其實都已遠離了所謂

的「歷史」。 

反過來，若教師願意在課程當中向學生展示「一段過去」的各種不同解釋，則教師

和學生無可避免的會碰觸到「歷史學」的根本問題如：為什麼會有多元的歷史解釋？歷

史家研究過去時可能遭遇甚麼樣的困難和限制？歷史學迄今發展出哪些思考、方法和依

據去建構有關過去的知識（亦即對過去的解釋）？我們又如何評估各種解釋的有效性及

好壞？而正是為了解決這些問題，教師不能不談史家看待過去時所採行的「時序」概念、

「因果」概念、「變遷和延續」概念、「史料證據」概念…等。這些思考其實也就是本課

                                                 
3課程發展議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編訂，《中國歷史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六）》（香港，

2003），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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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中一再提及的「歷史探究方法」，若缺乏對這些概念的認識作為基礎，恐怕很難期待

學生能夠「運用」，並以之「建構歷史知識」（1.4「課程目標」甲）。 

同理，當課程宗旨和目標訂出讓學生「整理、綜合及分析相關的歷史資料」、「運用

各種探究方法整理史料」時，這可能會忽略使用歷史資料與建立歷史知識兩者之間的複

雜關係。也就是說，歷史學家並不是將各種不同甚至衝突的資料加以「整理」、「綜合」，

便可得出合宜的歷史事實（解釋）。在研究者的眼中，史料並不等於「過去」，史料裡外

總是充斥著時代和個人的觀點甚至偏見。因此歷史學家帶著他想要探究的課題，面對資

料時，必須小心謹慎的追問：說話的人是誰？是對誰而說？在什麼情況之下說？為什麼

要說？他如何說？說的結果為何？只有在檢視過這些問題之後，他才能決定這份資料如

何使用、能否作為他研究的證據。甚至對歷史家來說，資料的「真偽」，不是決定資料

有無價值或用處的關鍵，而在於資料能否回應歷史家所要探求的問題。譬如中國許多朝

代都流傳著各式王昭君的故事。相對於漢朝時的故事原型，這些後世的流傳都屬「虛構」

不實，但如果史家要探究的是歷朝歷代人民對於胡漢邊界、夷夏之別的看法和心態時，

各種變異的王昭君故事就成為非常有用的史料。換言之，歷史研究中，運用史料、建構

歷史知識並非日常所想那麼單純。也非應用一般性的能力即可應付。 

上述論證環繞著一個觀點：歷史學有其獨特的面對過去的方式，歷史學在思考過往

人事、發展與變遷的因果時確實有不同於其他學科的角度，歷史學運用資料的複雜考量

非一般常識所能類比。職是之故，歷史課程正應該凸顯並幫助學生看清：歷史思考

(historical thinking)與一般思考的不同之處。歷史教師也有必要引領學生理解：歷史學看

待任何資料文本時的情境化（contextualized）思考，絕對可以幫助學生看穿社會中各種

堂而皇之的說詞和迷思；歷史學對於因果關係的特殊看法，更有利於學生把握這個世界

的各種變動和趨向。 

課程綱要當然不能反映實質的教學情況，但它畢竟會有引導、約束甚至型塑教學的

作用。甚至，課程綱要也代表了某種思考和期待（無論這樣的思考和期待是經過多麼曲

折的妥協過程而產生），值得嚴肅看待和檢視。 

 

二、2008 年台灣普通高級中學「『歷史』課程綱要」 

    2008 年一月 24 日台灣教育部公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以下簡稱 98 課綱），

這是目前所見台灣高中教育最新的一份教學規範和指引。不過，這份課綱的基本架構和

部分內容其實脫胎於 2006 年實施的所謂「95 暫綱」。經過調整後的「98 課綱」原訂於

2009 年實施，卻因某些科目的內容爭議始終未決，如今已經延遲施行的時間，甚至未來

再進行修訂的可能性極高。如論如何，「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作為瞭解當前台灣社

會中對於高中教育有哪些期待來說，仍然不失為一個重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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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歷史科方面，正如同其他科目般，綱要中首先說明四個課程目標。其中第一個目

標為：「藉由歷史問題的探討，提升歷史思維的能力」。毫無疑問，這是開宗明義的標示，

高中歷史課程應以提升學生「思維的能力」為第一要務。 

緊接著第二部分即是「核心能力」的界定。承襲「95 暫綱」的規劃，「98 課綱」研

訂小組列舉同樣的四項歷史「核心能力」，分別是時序觀念、歷史理解、歷史解釋、史

料證據： 

一、 時序觀念 

（一） 運用各種時間術語及歷史分期 

（二） 區別過去與現在的不同，並建立過去與現在的關連性 

二、 歷史理解 

（一） 能夠認知與掌握歷史文本的內容與意義 

（二） 能夠就一歷史事件，進行設身處地的認知 

三、 歷史解釋 

（一） 分辨不同的歷史解釋 

（二） 對歷史事件的原因與影響提出解釋 

四、 史料證據 

（一） 直接從史料中找出關鍵的線索，例如態度、意見、動機等 

（二） 依據某一探討主題，評估個別史料做為證據的適當性 

（三） 理解因解釋者（包括他人或自己）立場的不同，各種史料的判斷及取捨，會

導致差異。 

    以上的每項能力之下又另外加註 2-3 個不等的「要點」並附加說明。這將有助於使

用者、教學者瞭解這些複雜「能力」的內涵以及實際教學時所該著眼的重心。 

基本上，除了各「核心能力」的內涵說明較為精簡之外，「98 課綱」這部分內容與

「95 暫綱」並無本質上的差別。而很明顯的，這些「核心能力」一一指向歷史這個學科

的研究特質。也就是說，課綱中羅列的四個高中學生必須學習的歷史能力，都屬於歷史

學家面對資料、看待過去、建構歷史知識時所常憑藉的思考「工具」或方法。或可推論，

課綱研訂者有意使歷史教學朝向「學科化」，欲藉由訂定「核心能力」，將歷史科(history 

as a subject)和歷史學(history as a discipline)建立起連結的關係。進一步來說，這樣的學

科化觀點看待歷史為一種探求過去的方式，而不只是過去事實的堆砌；是一種知識形

式，而不是知識體；歷史學有其探視過去的角度和切入方式，學習歷史時不能忽視此一

層面。 

當然，這樣的課程理念必須有適合的教學方法來落實。98 課綱第伍節「實施要點」

的「教學方法」中對此也有所著墨。除了申明「綱要內容與核心能力相輔相成」，史事

 5



和能力任何一方不能偏廢之原則外，課綱訂定者還認為，講述法屬於單向式的傳授，若

能靈活運用問題討論、問題探究以及分組研究等教學方式，教師必可更有效引導學生理

解歷史概念，並熟悉史料證據的用途。 

2006 年「95 暫綱」至 2009 年「98 課綱」，確立了歷史課教導「核心能力」的必要。

這無疑是台灣歷史教育劃時代的一步，而如此重大的改變理應對教師的教學衝擊甚大。

不妨推論，多數教師為了符應課程綱要的要求，可能必須重新調整教學的重心和形式。

甚至有關教導能力的議題按理應該成為各歷史教學論壇熱切討論的焦點，例如歷史「核

心能力」的內容定義是否適切、如何配合特定歷史課題設計能力教學的教材、不同教學

法的實驗和成效如何、教師教學心得或困惑的意見交流等。 

但令人不解的是，數年來，有關「核心能力」教學的問題從來不曾成為台灣歷史教

學界的聚焦所在，相關的議論也很少聽聞。受教育部委託、負責推廣新課綱並配合辦理

教師進修活動的「歷史學科中心」4，也從未針對「核心能力」的內容和教學舉辦相關

的演講研習。「歷史學科中心」為教師籌畫的知識成長課程環繞著的依然是台灣史、中

國史、世界史和高三專題史的知識增能。歷史教師和社會各界關注的仍然是「事實」而

不是「能力」。整體而言，歷史教學的根本型態並未因為「核心能力」的訂定而有任何

改變。 

看起來，至目前為止，2006 年的「95 暫綱」和「98 課綱」在「核心能力」上的主

張及規劃只是形同具文罷了，少有人鄭重看待其事。一個原應該是劃時代的突破，甚至

歷史課可能藉此機會擺脫「記憶之外，別無其他」的負面形象，成為挑戰學生思考、深

化學生認知的科目，結果竟在歷史教學界內引不起波浪漣漪？何以如此？ 

當然不能忽略的一點是現行教學環境和考試制度（以選擇題為主），使得新的教學

理想難有實現的空間。但更為根本的問題恐怕是，大多數的教師不清楚這些「核心能力」

的含意，也不瞭解這些能力的重要性，以及它們與歷史知識的關係。時序觀念、歷史解

釋、因果關係、史料證據，率皆涉及歷史知識論的探討。教學者若要在課程中融入這些

能力概念，前提是自己必須熟悉這門學科在知識本質方面有過哪些反省和研究成果。但

教師在專業養成的過程中，這方面的接觸極少。大學內有關史學理論的課程並不多見。

教師進入學校任教後，儘管可以參與各種在職進修活動，其中與歷史這門學科的哲學思

考相關者極為稀有。教師對於「核心能力」的陌生，自可想見。 

許多教師不但對「核心能力」缺乏認識，甚至還有長期以來的誤解。例如「時序概

念」經常被誤認為「編年架構」；以為時序概念就是熟知歷史中「重大」事件的年代，

以及這些重大事件之間的先後順序。至於「時序概念」的歷史教學即是利用各種有效的

                                                 
4 請參考網址：http://history.csghs.tp.edu.tw/xoop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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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略，讓學生記住里程碑事件發生的時間，甚至能夠將國家歷史中的朝代或各時期

的前後次序倒背如流。殊不知，鐘錶時間和日曆時間雖然是「時序思考」的一部份，但

就高中學生的認知程度來說，更要加強的是他們對於歷史學特質的理解，亦即幫助學生

認識史家如何選擇某些「主調」(themes)和觀點建立過去的脈絡、歸納出時間長河中的

「續」與「變」。此外，「時期感」(a sense of period)或「分期」觀念也是教導青少年學

生「時序」思考的要素。 

無論如何，歷史教師對於學科特有的思考和能力瞭解有限的情況下，又如何能期待

他們因為一紙規範而改變長期「重事實、輕能力」的教學習慣？令人遺憾的是，在台灣，

「核心能力」的教學仍處於宣示的階段，並未落實。 

 

三、2008 年英國「國定課程歷史科」（主要階段 3） 

2008 年 11 月，英國實施最新修訂的「國定課程」(National Curriculum)。這是從 1992

年英國實行「國定課程」以來的第三次課程內容大修正。前兩次的修訂時間分別在 1995、

1999 年。比較特別的，2008 年底的課程綱要更新主要是針對中學的「主要階段 3」(11-14

歲)和「主要階段 4」（14-16 歲）。 

在這份新近公布的中學課綱中，談到「技能」問題時，有如此一段話： 

如果年輕人想要為未來作準備，他們需要發展基本的技能和特質…。這些包括

在各科目中所學習到的技能，以及其他更一般性的（generic）、可遷移的

(transferable)技能。 

這段陳述指出，學生在學校中既可以透過不同科目學習到各學科特有的技能，也可

以獲得一些共通性的能力。可以想見，在此前提下，各個科目努力構思的必然是，如何

在綱要中凸顯屬於學科本身專有的技能，這當然包括了歷史科。 

英國目前的學制中，歷史不是主階段 4 的必修科目，本文乃以「主要階段 3」的歷

史綱要作為討論範本。5這份歷史綱要的「學習範疇」(programme of study) 內共分成四

個大要：1.關鍵概念(Key concepts) 、2 關鍵程序（Key processes）、3.範圍和內容(Range 

and content)、4.課程機會(Curriculum opportunity)。第 1 和第 2 部分正是有關歷史學科的

能力規劃。 

首先，什麼是「關鍵概念」？英國課綱的界定是 ：「歷史研究奠基於一些關鍵概念。

學生必須理解這些概念，從而能加深和拓寬他們的知識、技能與認知。」更具體的項目

                                                 
5 請參考網址：http://curriculum.qca.org.uk/key-stages-3-and-4/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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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以下表列看出： 

1.關鍵概念 

1.1 時序理解(Chronological understanding) 

1.2 文化、種族和宗教的差異性(Cultural,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ersity) 

1.3 變遷和延續(Change and continuity) 

1.4 原因和結果(Cause and consequence) 

1.5 意義(Significance) 

1.6 解釋(Interpretation) 

至於所謂「關鍵程序」，課綱內亦有簡短的描述：「歷史包含了一些基本的技能和程

序，學生必須學習，並力求進步。」其內容為： 

2.關鍵程序：  

2.1 歷史探究（Historical enquiry） 

2.2 使用證據(Using evidence) 

2.3 傳達所知之過去(Communicating about the past) 

不可否認，這是非常特別的設計，也就是說，將歷史學科所可以培養學生的各種能

力劃分成兩類。「關鍵概念」針對的是歷史學特有的思維和概念，「關鍵程序」關乎實作

過程中的技能。「思維能力」和「實作技能」這樣的區分，讓教師更清楚釐清並運用所

謂的歷史能力。因此英國這份課程綱要在歷史學的知識特質和教學效能的把握上，無論

涵蓋面或細緻度，的確值得參考。 

但必須正視的一點是，這樣的創新並非一夕可成，毋寧是長期演進的結果。自 1960

年代晚期開始，英國已有某些歷史教、研人士，為了挽救「歷史教育」的危機，極力強

調歷史知識是奠定於理性探究的基礎上，呼籲必須讓學生在某種程度上瞭解這個學科的

觀察角度、邏輯以及處理資料的方法。數十年來，教導學生歷史思考和能力這一主張，

在英國各界引發了激烈的爭論。當然，在各方論辯、筆戰過程中，不同的聲音和意見獲

得了宣洩的管道，而長期的溝通中也逐漸產生某種共識。歷史教學不能只以傳授過去的

事實為滿足，這點大抵已是今日英國歷史教學的主要趨勢。同時，對於歷史學的理性方

法和技能究竟應該包含哪些要素，英國歷史教育界也在不斷摸索中持續提出新的思考。

從 1990 年代以來「國定課程歷史科」幾次內容沿革，約略可以看出些眉目。 

1992 年時公布的「國定課程」歷史科課程綱要內，要求學生必須達成以下三個成就

目標(attainment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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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1 : 歷史的知識和理解 

1. 變遷和延續 

2. 原因和結果 

3. 認識和理解過去情勢的重要特色 

  AT2 : 歷史解釋 

    AT3 : 歷史資料的使用 

到了 1999 年所修訂的綱要中，「知識、技能和理解」這個項目下，學生必須學習的

五個目標是：  

１、時序理解（chronological understanding） 

２、對過去人、事和變化的知識與理解（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events, 

people and changes in the past）   

３、歷史解釋（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４、歷史探究（historical enquiry） 

５、組織與溝通（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tion） 

    以上 1999 年的綱要在英格蘭和威爾斯地區沿用近十年之久，直到本文所討論的

2008 年綱要的出現。在此期間，英國歷史教育的爭辯並未停止，探究歷史學科各項能力

的內涵以及教學策略的專書論文始終不絕。例如曾有學者批評：人們不應該把歷史學科

中屬於使用證據的方法和探究層面，以及屬於重大觀念（big ideas）的理解如因果、延

續和變遷等，混為一談，尤其把「重大觀念」當成所謂的「技能」（意指某種程序），實

有不妥。6很明顯的，2008 年課綱將歷史學科的「能力」切分成「關鍵概念」和「關鍵

程序」兩大區塊，正是回應了學者之見。如果說，2008 年的課綱相較於 1999 年課綱，

的確展現了更為縝密的思考，那也只是證明，英國歷史教研人士的確在歷史教學的園地

裡長期關注和耕耘。 

    不過，這也並不意味 2008 年的課綱已然完滿無缺。課綱中將「證據」劃歸為「關

鍵程序」之類，仍有可議之處。譬如「使用證據」確實與歷史實作息息相關，但如何對

待史料、判定證據，亦應屬於歷史學思維的一部份。「關鍵概念」和「關鍵程序」的分

立恐怕還有討論的空間。 

   

                              結語 

                                                 
6 Christine Counsell,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Historical skills: A distracting dichotomy, “in J. Arthur 
and R. Phillips, eds., Issues in History Teaching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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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見，在當今強調能力養成的教育潮流中，各學科領域必須明確揭示屬於該學

科特有的思考與能力，使教者有所憑，學者有所依。歷史科在這方面的步履卻是緩慢而

蹣跚。這其中涉及了許多制度面、觀念面的問題。例如要求能力教學的落實必須以深度

理解（In-depth understanding）為基礎，透過對某些課題或議題深層次的探究，始能引

導學生從中習得各學科最精邃有用的思維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但並非所有的學校或地

區，都以提供這樣教學環境。此外，一般教師對於歷史這個學科知識特質的認識，尚不

足以擔負起能力教學的工作。 

但上述問題最主要的關鍵還在於，學術界對於歷史教學研究的質量有待強化。唯有

豐沛的研究成果，才能帶動教師的觀念認知和教學風氣的改變，英國歷史教育的發展，

可為範例。當然，我們首先必須體認：教導學生有關歷史性的思考，以及「實作歷史」

的能力，是提昇歷史知識形象的根本途徑，也是維護歷史教師專業的起始；歷史的思維

能力的確可以幫助人們在公共社會中的生活，能夠提供面對不同價值觀、衝突利益時應

有的合理態度。 

不妨參考加拿大魁北克史家 J. Lacoursière 歸結教導歷史思考的益處： 

經由歷史，我們了解變遷與延續的作用過程（mechanisms），還有社會中問題發生

的各種型態和解決之道。我們學習去辨識和評量不同的利益信念、經驗和環境，這些都

存在於所屬社會之內之外，存在於過去和現在的社會中，牽引著人類的發展。歷史讓我

們明白，那些利益、信念和經驗如何推動人們建立知識，使我們理解知識的價值以及知

識的相對性質。7

 

 

 

 

 

 

 

 

 

                                                 
7 Lacoursièreg是加拿大魁北克知名的歷史學家。加拿大各省長久以來沒有歷史科只有社會學習

(social studies)，歷史在兒童心目中的印象不佳，是一門內容沉悶無比的科目。不過，一九九七年

時，由於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加拿大幾近三分之二的兒童不知道國慶日，不知道加拿大國家誕生

的世紀，而引發檢討歷史教育的爭論。Lacoursièreg適時組成工作小組進行研究，因而促使魁北

克教育部加倍學童學習歷史的時數，並增加世界史的份量。參見D. Mort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History in Canada,〞in P. N. Stearns, P. Seixas, & S. Wineburg (eds)., Know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History, pp. 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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