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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之 
意識形態：以K版及N版為例 

蔡瑞君*、熊同鑫**

摘 要 

教育課程發展取向與國家在不同時期下之歷史與政治發展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近年來，由各國政府相繼擬訂與多元文化相關之教育政策的行動中，即可看

出各國對於社會之族群多元性的肯認。臺灣於2002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科學教育

會議」中，亦指出提供符合特殊族群學生需求的科學教育課程之必要性。本篇論文

旨在檢討臺灣現行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與審定版教科書內容是否反映

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的精神。論文首先檢視現行（2003年）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課程大綱的內容，再針對臺東地區學校普遍採用的K版及N版三年級至六

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內容進行分析。經檢視後，本論文發現現行課程大

綱尚未能反映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精神，仍有改進之空間；而在教科書「生活經驗」

題材的選擇方面，明顯地仍未跳脫以「都市」及「漢人」生活型態為中心的想法。

此外，以「漢人」為中心、「西方知識」為尊的意識形態更是貫穿兩版本教科書。

本論文列舉課程大綱與教科書中之意識形態問題，以做為未來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科書修訂與相關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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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Elemen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xtbooks: A Case Study of Series K and N 

Jui-Chun Tsai* , Tung-Hsing Hsiung**

Abstrac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strongly related to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uccessively draw up 
multicultural educational policies. Such an action further shows that multiethnic society is 
recognized by these governments. In the year of 2000, “1st 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Conference” suggested the necessity of providing science education curriculum which 
meet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need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the approved 
Element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xtbooks reflect the spirits of multicultural science 
education. First, the authors reviewed the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area. Second,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content of grade 3-6 
textbooks of K series and N series (which are mostly adopted by schools in Taitung 
County).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ntent of current curriculum does not reflect the spirits 
of multicultur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curriculum needs further improvement. In 
addition, the selection of living experiences only reflects the life style of metropolis and 
Han Peoples. Moreover, the contents of these two versions of textbooks imbued the 
ideologies of Han Peoples and the West-centered knowledge.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ideological problems in curriculum guideline and textbooks. It also giv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vision and research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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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科學教育長久以來被各國視為是攸關國家競爭力之要素，因此，科學教育的發

展與推動受到各國政府之重視。臺灣科學教育之蓬勃發展與其特殊社會脈絡有著相

當密切的關係。自1950年代起，由於經濟及國防方面的考量，對於科技人才的需求

也使得科學教育成為國家發展重點（李濟英，1999；傅麗玉，2006）。國小科學教

育課程也因不同時期國家發展取向的影響而呈現出不同的重點發展方向。 

近年來，臺灣社會的開放變革促使政府對社會中多元族群所呈現的文化多樣性

予以肯認，同時也企圖將多元文化教育的精神反映在學科領域課程中。例如，政府

於1998年所公布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二十條即明白指出：「各級各類學校相關

課程及教材，應採多元文化觀點，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觀，以增進族群

間之了解及尊重。」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檢視九年一貫各學科領域課程綱要內容

時，卻也發現這種「尊重」抑或是「融入」原住民族觀點的課程理念，事實上，在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可說是相對受到忽視，相較於其他學科課程領域，也較少有學

者關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中是否融入原住民族觀點的議題。 

儘管2002年「第一次全國科學教育會議」召開後所勾勒出的《科學教育》白皮

書中，的確已提出提供符合特殊族群學生需求的科學教育課程之必要性，但時至今

日，仍未能依此白皮書所勾勒的願景提供社會大眾應如何將原住民觀點融入科學教

育課程的具體指引。在缺乏具有多元文化意識的課程綱要指引的情況下，科學教育

教科書的編寫將極易流入再製主流文化的情境中。也就是說，當我們沒有去質疑

「到底是誰的知識才是有價值的知識」（Apple, 1995），以及「到底是誰的觀點值

得被納入科學教育教科書中」時，主流文化將可透過刻意篩選教科書中所傳遞的知

識內容達成社會控制的目的。以主流文化觀架構的科學知識內容不僅不利於原住民

學生學習（傅麗玉，2003），對於所有學生而言，獨尊單一文化觀的科學知識內容

將使其漠視非主流文化，甚至是對非主流文化族群產生誤解。 

國內雖已有不少學者指出教科書內容中所隱含之意識形態問題，但其檢視之範

圍多數仍以社會人文領域為主（呂枝益，2000）。而針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所

做的分析，則局限於下列兩方面：第一、探究教科書內容是否提供學生足夠的科學

知識，以及習作作業模式是否能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陳甲辰，2001；黃瓊瑱，

1996；黃立宇，2007）；第二、針對教科書中的科學史內容進行分析（呂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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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除此之外，並未對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內容所潛藏的意識形態問題進行

深入探討。因此，批判性地檢視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以及依此架構編寫

的教科書內容中所存在的意識形態是有必要的。 

本文第一部分將先討論為什麼科學教育教科書需要多元文化的觀點，同時以澳

洲昆士蘭省政府之科學教育課程發展情形為例，說明融入多元文化觀點的教科書在

其他國家的發展情形；第二部分則先檢視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大綱的內容，再

針對臺東地區學校普遍使用的K版及N版三年級至六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

書內容進行分析，並列舉其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最後一部分則提出結論以及建議。 

貳、多元文化觀點的科學教育 

統治階級透過知識傳承以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學校教育在傳遞和處理知識的

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1960年代特殊的時代脈絡促成了多元文化教育運動的

興起，非主流文化群體在教育體系中所遭受的壓迫與宰制的問題也因此開始受到重

視（Banks, 2004）。在此社會脈絡之下，學校課程中所隱含的主流意識形態亦受到

檢視。相對於過往將非主流文化族群學生學習成就或者動機低落歸因於個人努力不

足或資質欠佳，多元文化學者認為以主流文化為中心的課程設計才是造成非主流文

化族群學生之學習成就不佳的原因（Banks, 1993; Sleeter, 1996）。隸屬於主流文化

團體的學生，由於他們對於主流文化知識的熟悉，可輕易地就在教育體系中獲得成

功；相反地，非主流文化團體的學生則因自身文化與主流文化間的斷裂性，只得接

受主流文化以得到社會認可，抑或是「自然而然地」被學校教育體制排除在外。 

多元文化學者透過多元文化教育改革，希望能藉由將學校從社會再製機構轉型

成為提供不同背景學生均等學習機會場所的方式，改善非主流文化族群學生所處的

弱勢地位。如何讓學生在課程中習得「了解與認同己文化」、「了解與支持文化多

樣性」、「培養自我概念」、「減低偏見與刻板印象」、「培養族群關係的能

力」、「培養多元觀點」、「培養社會行動能力」，以及「培養適應現代民主社會

的能力」等（劉美慧，2001：204-207），則是多元文化課程欲達成的目標。建立

多元文化觀點課程的理念已被廣泛地接受，而深度檢視現有課程中存在的意識形態

則應是當前教育改革行動的焦點之一。 

臺灣歷年的課程發展取向，反映出其複雜的歷史與政治背景。1980年代後期政

治的開放，提供了社會大眾能以批判角度檢視臺灣教科書中政治性議題的空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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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大眾針對教科書文本中存在的族群、性別與階級意識形態提出批判，更蔚為一時

風潮。例如，石計生等人（1993）所編著之《意識形態與台灣教科書》書中，眾作

者們檢視臺灣中小學人文社會學科教科書內容後，發現教科書中充斥著大中華國家

概念、漢族為中心的族群觀、男尊女卑的兩性關係、與中產階級思維等意識形態。

然而，與臺灣族群相關的課程題材則是建立在「同化異族」的立場上（孫大川，

1993）。在歷經近二十年未更動中小學課程綱要的狀態下，1993年公布的「82版課

程綱要」，無疑是臺灣課程改革的重要一步，而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亦自此受到重

視。1998年教育部所公布的「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暫綱）」，更一改過往以添加模

式進行多元文化教育的模式，改採以融入的方式鼓勵和強調多元文化理念在課程中

的運用，在教材編選以及審查方面，亦強調提供多元化教材的發展空間（呂枝益，

2000；陳美如，2003）。 

正當多元文化理念已逐漸融入人文社會學科之際，相較於人文社會學科，由於

科學教育課程中的科學知識一向被視為是「客觀」且「價值中立」的知識，科學教

育課程也因其「科學性」而甚少受到大眾對於課程中潛在的意識形態問題進行檢

視。然而，如同謝小岑（1994）、石鷗與趙長林（2004）所言，即使是科學教育教

科書教材的選取過程，也必然牽涉「誰來選擇教材」的議題，做選擇的過程即包含

了價值觀的評斷，主流意識形態事實上正反映於看似客觀與中立的科學教育教材

中。科學知識的建構過程，經常是排除弱勢族群觀點的，例如，女性的及少數族裔

的觀點經常是缺席的。在科學知識內容的選擇和呈現方面，不僅充斥著性別偏見與

雄性中心主義（Harding, 1991; Keller, 1985; Kelly, 1987），同時也貶抑少數族裔族

群（Bell, 2004）。對於弱勢文化族群而言，他們長期「在場」卻「失聲」的處

境，極易造成其錯誤的自我認同，以及對於自我文化價值的負面觀感，進而影響他

們在校學習成就表現不佳，甚至在未來生涯選擇時亦將自己排除在科學相關領域之

外。 

近年來，不少學者企圖打破科學教育知識是價值中立知識的看法，開始積極投

身於融入多元文化理念的科學教育，其中特別以原住民學生學習科學的議題最受關

注，建立「跨文化」取向且融入原住民觀點的科學教育課程也成為學者們共同努力

的目標。「跨文化」科學教育（cross-cultural science education）概念的發展可回溯

至學者對現有科學教育知識體系的批判。首先，現有的科學教育知識體系根本就排

除了原住民的觀點，以主流價值觀為基礎的科學教育知識更直接貶抑了以原住民文

化為基礎的科學知識。像Cobern與Loving（2001）就提出批評，他們認為一般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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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認為原住民科學是「不科學的」，乃是因為原住民科學文化中所蘊含的科學

知識，既沒有透過不斷實驗的流程取得結果，也無法用來預測未來的行為；然而，

這樣的論斷事實上是建立在主流知識體系觀點的「科學標準」之上的。換言之，也

就是因為原住民的觀點在科學知識建構之初早已被主流知識體系排除在外，以原住

民文化觀點為本的知識也就自然而然被標定為只是迷信或者是傳說而已。 

再者，以主流文化為中心所架構的科學知識體系忽略學生本身文化的結果，也

使得原住民學生在學習科學的過程中，必須同時學習適應和自己文化迥異的世界

觀，當原住民學生無法將自身文化知識體系與主流文化知識體系間建立連結時，自

然也就產生學習困難。「跨文化」科學教育課程的目的即在於幫助學生跨越這道文

化藩籬。Aikenhead（1997）認為，學生唯有透過自身的文化去學習科學，這樣才

能算是有意義地學習科學，並且，科學教育應該兼顧實用性（practical）及情境性

（situated）的原則，例如，如果我們要讓科學教育對某一特定地區的經濟發展或

者文化保存有所貢獻，那麼我們勢必要讓學生們從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學習，讓

他 們 同 時 併 用 原 住 民 觀 點 和 西 方 觀 點 的 科 學 知 識 來 認 識 這 個 世 界 。 Chigeza

（2007）進一步指出，除了透過「跨文化」觀點的模式來連結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學

校科學外，多元文化觀點（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模式與多元化觀點（pluralist 

perspective）模式亦是消除兩種知識觀點隔閡的方式。儘管「跨文化」觀點與多元

文化觀點皆指涉跨越文化藩籬的必要性，多元文化觀點模式更強調包容不同的世界

觀及對科學不同的理解，學生先透過學校科學的觀點探究問題，然後再利用原住民

理解事物的方式重新構思相同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學生也要能夠辨明原住

民觀點與學校科學觀點兩者的立論為何；多元化觀點則是把西方知識看作像是守門

人的角色，其他的知識觀與之相對抗，學生在探究問題的時候只運用西方科學的理

論，並使用議定的報告形式寫報告，另一方面，學生也去了解原住民會怎麼看待這

個問題，多元化觀點模式藉由不同的用語來讓學生認識不同的知識體系（Chigeza, 

2007: 13）。綜上所述，我們可知，不論是何種觀點的科學教育課程，皆肯定原住

民知識體系的存在與價值，以及將原住民文化置入科學教育課程的必要性。 

澳洲昆士蘭省政府教育訓練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所編的

指導手冊 ⎯⎯《融入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峽群島觀點的學校：給一至十二年級行政人

員 與 教 育 者 的 指 導 手 冊 》（ Embedding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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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in Schools: P-12 School Guidelines for Administrators and Educators）1及

昆士蘭省學校課程委員會（Queensland School Curriculum Council）所編的《一到十

年級科學領域資源手冊》（Year 1 to 10 Sourcebook Guidelines）中，2就呈現出政府

企圖打破學生只能透過主流的科學知識架構學習科學的想法，藉由融入原住民觀點

的科學教育課程，讓每位學生都能有意義地學習。首先，尊重學生背景的差異性，

並且覺知這些差異性是造成學生們不同生活體驗的原因，而學生們不同的生活體驗

會影響他們對於自然世界的理解方式與發展出獨特的概念。學校和教師所要做的就

是深入了解學生們所發展的概念，在教學的過程中，協助學生們從學生自己的文化

觀點來學習科學，進而協助學生們將學習到的科學概念運用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

在教學指導手冊中，強調課程發展應以學生能透過其生活經驗學習科學為原則，鼓

勵學生運用自己的文化觀點來理解科學和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此外，也希望學生

能夠透過課程，體認科學知識是由多樣族群團體經由蒐集和溝通資訊的過程，建構

出對於自然現象的意義。 

強調多樣文化性的同時，澳州的課程亦注重讓學生擁有運用由科學家們所建構

的科學概念的能力，並在資源手冊中的課程綱要明示此訴求，例如，在科學與社會

學習領域方面，在課程活動中，先請學生就自己的理解，說明對於某一自然現象的

看法，再介紹其他族群對於相同自然現象的看法，同時鼓勵學生發掘和認識其他文

化背景的族群，對於相同自然現象的看法，最後能欣賞與肯定不同文化背景族群在

科學上的貢獻。3

與澳洲同屬多元族群社會的臺灣，1998年所公布的《原住民族教育法》與日後

課程改革中強調融入多元文化理念，正象徵政府肯定原住民文化在臺灣社會的重要

性，而歷年來學者對於人文社會學科課程內容意識形態的批判檢視，確實也改善了

原住民教育。此外，將多元文化理念融入科學教育領域的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例

如，傅麗玉（2004）與Guo（2005）提出臺灣科學教育長期以來忽略原住民文化觀

                                                      
1 手冊內容請參考http://education.qld.gov.au/schools/indigenous/docs/indig-persp.pdf 
2 資源手冊將科學領域劃分為五大學習領域，分別為科學與社會（Science and Society）、大地

景貌（Earth and Beyond）、能量轉換（Energy and Change）、生命與生活（Life and 
Living），以及原料及物品製程（Natural and Processed Materials）。在每一學習領域下，再設

計出六級難易度不同的課程。相關資訊可參見 http://www.qscc.qld.edu.au 
3 囿於篇幅及本文主題，更多關於澳洲昆士蘭省政府融入原住民觀點的自然科學課程相關討論

請參見熊同鑫、蔡瑞君（2009）。建構符合原住民學生需求的文化回應自然與生活科技科學

習能力指標。教育測驗與評量。（審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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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問題，並著手發展以原住民觀點為主的科學教育課程。對臺灣原住民教育而

言，這樣的改革取向確實有其正面性的意義。 

然而，我們認為，發展以原住民觀點出發的科學教育教材固然重要，但忽略檢

視現行之科學教育教科書中所隱含的意識形態，則是嚴重的缺失。對學校教師與學

生而言，由於考試系統所檢核的正是教科書上所記載的知識，透過考試系統的運

作，教科書中的知識將更加確立其合法性地位，而現行教科書所代表的就是「正確

的」與「應該要學的」知識。因此，以批判性地檢視現行科學教育教科書，覺察書

中內容的意識形態並予以排除，以建構具公平正義的學習情境是有其必要性的。換

言之，儘管當前九年一貫課程大綱中的確指出讓學生從生活中學習自然，而教科書

的編訂也由一元管道邁向多元，但我們要檢視的是，究竟現行科學教育教科書內容

是否符合此種精神。 

以下我們將針對三至六年級K版和N版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進行檢視分析，

指出其中部分的問題，並反思現行科學教育教科書內容是否提供學生由日常生活與

文化中學習科學的平臺。 

參、臺灣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指標與教科書中的

意識形態 

進入本節的主題⎯⎯ 檢視教科書內容之前，首先檢視做為各版本自然與生活科

技教科書編輯依據的課程大綱內容，藉由完整檢視課程大綱及教科書內容，可清楚

得知多元文化精神融入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的現況，更可進一步反省政策理想與

教科書編寫實務方面是否存在斷層。 

教育部公布之九年一貫課程大綱提及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欲培養之能力，依其

屬性及層次區分，可分為「過程技能」、「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與技術本

質」、「科技的發展」、「科學態度」、「思考智能」、「科學應用」，以及「設

計與製作」等八個要項。在過程技能方面，指的是「增進科學探究過程之心智運作

能力」；在科學與技術認知方面，指的是「科學概念與技術的培養與訓練」；在科

學與技術本質方面，指的是「科學是可驗證的、技術是可操作的」；在科技的發展

方面，指的是「了解科學如何發現與技術如何發展的過程」；在科學態度方面，指

的是「處事求真求實、喜愛探究之科學精神與態度、感受科學之美與影響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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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智能方面，指的是「對事物能夠做推論與批判、解決問題等整合性的科學思維

能力，以及資訊統整能力」；在科學應用方面，指的是「應用科學知識以及探究方

法以處理問題的能力」；在設計與製作方面，指的是「能夠運用個人與團體合作的

創意來製作科技的產品」。 

前述八個要項所做的說明中，顯現基本能力的設置是架構在「科學是價值中立

的知識」的中心概念。例如，在八個要項中對於「科學」的描述說明，呈現出科學

是一種無須質疑的真理概念，以及科學知識客觀性的預設立場，所有培養與訓練都

是以這個真理概念為基礎；這點在第三個要項特別明顯，當課程綱要將科學和技術

的本質解釋為是「可驗證的」與「可操作的」時，除了確立一般人所認知的「科學

知識是什麼」的合法性外，更同時排除了那些不是經由西方科學知識觀點所認可的

「驗證」與「操作」程序而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知識。 

透過三至六年級階段的能力指標具體內容，可更清楚地看到上述的意識形態。

表1列出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能力指標中有問題的部分，再針對問題部分提出批

判。 

 

表 1 2003 年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能力指標 

（摘錄） 

第二階段（三、四年級） 

1-2-4-2運用實驗結果去解釋發生的現象或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2-2-1-1對自然現象作有目的的偵測。運用現成的工具如溫度計、放大鏡、鏡子來幫助觀

察，進行引發變因改變的探究活動，並學習安排觀測的工作流程。 

2-2-4-1知道可用氣溫、風向、風速、降雨量來描述天氣。發現天氣會有變化，察覺水氣

多寡在天氣變化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2-2-5-1利用折射、色散，電池、電線、燈泡、小馬達，空氣或水的流動等來設計各種玩

具。在想辦法改良玩具時，研討變化的原因，獲得對物質性質的了解，再藉此了

解來著手改進。 

3-2-0-1知道可用驗證或試驗的方法來查核想法。 

5-2-1-3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7-2-0-1利用科學知識處理問題（如由氣溫高低來考慮穿衣）。 

7-2-0-2做事時，能運用科學探究的精神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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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 年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能力指標 

（摘錄）（續） 

第三階段（五、六年級） 

1-3-1-1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3辨別本量與改變量之不同（例如溫度與溫度的變化）。 

1-3-2-1實驗前，估量「變量」可能的大小及變化範圍。 

1-3-2-2由改變量與本量之比例，評估變化程度。 

1-3-2-3依差異的程度，作第二層次以上的分類。 

1-3-3-1實驗時，確認相關的變因，做操控運作。 

1-3-3-2由主變數與應變數，找出相關關係。 

1-3-4-2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4-4由實驗的結果，獲得研判的論點。 

1-3-5-1將資料用合適的圖表來表達。 

1-3-5-2用適當的方式表述資料（例如數線、表格、曲線圖） 

1-3-5-3清楚的傳述科學探究的過程和結果。 

2-3-1-1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並推測可能的

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料。學習由變量與應變量之

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解釋。 

3-3-0-1能由科學性的探究活動中，了解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 

3-3-0-3發現運用科學知識來作推論，可推測一些事並獲得證實。 

4-3-3-1了解社區常見的交通設施、休閒設施等科技。 

5-3-1-2知道經由細心、切實的探討，獲得的資料才可信。 

7-3-0-1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 

 

上述的基本能力指標內容，似乎陳述了學習科學「理所當然應具備的」能力，

而培養這些能力的過程，也似乎看不出具有意識形態問題。但經過檢視後，可發現

下述三個問題。 

第一、過度強調科學知識必須透過實驗與驗證的過程取得，造成未經過實驗或

者驗證程序的知識，自然而然就被定位成「不算是知識」：以指標1-2-4-2、3-2-0-

1、1-3-4-4、3-3-0-1為例，實驗的結果被視為用來預測可能發生事情的基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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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論點，而想法也必須要經過驗證或者試驗的方式查核，而在指標3-3-0-1更明

白指出「科學知識是經過考驗的」，以及指標5-2-1-3之「對科學及科學學習價值，

持正向態度」；然而，這種以立基於「實驗」的科學知識為尊的論點，無疑對少數

族群相當不利，一方面，由於少數族群文化中所蘊含的生活智慧並未經過「科學驗

證」，這些生活智慧也就理所當然被歸類為「偏方」而非「科學知識」。對少數族

群學生而言，當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智慧不被視為「知識」時，自然也就會產生「主

流族群優於自己族群」的想法。而對於主流族群學生來說，在將少數族群生活智慧

貶抑為「偏方」或者是「傳說」的過程中，無形中增強其自我優越感，同時也對少

數族群產生偏見，認為少數族群文化不具價值。 

第二、在尚未釐清所謂的科學知識是否是建立於排除少數族群生活智慧的情況

下，就過度強調須運用以此知識架構為基礎的科學探究精神及程序解決問題，此舉

將變相合法地將主流觀點透過「訓練」的方式強加在少數族群身上，使少數族群

「習於」用主流的觀點思考。如指標1-3-1-1、1-3-1-3、1-3-2-1、1-3-2-2、1-3-2-3、

1-3-3-1、1-3-3-2、1-3-4-2、1-3-4-4、1-3-5-3、2-3-1-1等即呈現出訓練學生接受標準

化操作的模式，而指標2-2-4-1、1-3-5-1、1-3-5-2則呈現出訓練學生運用「合適的」

方式表達資料，這些科學學習過程看似理所當然且價值中立，然而，當我們再深入

探究何謂「合適的」方式時，則會發現，能力指標所謂的「合適的」或是「適當

的」方式指的是符合主流觀點的表述科學的方式，像是指標1-3-5-1中的使用「合適

的圖表來表達」，而指標2-2-4-1中的利用「氣溫、風向、風速、降雨量來描述天

氣」與指標1-3-5-2中則列舉「數線、表格、曲線圖」為適當的表述資料的方式。當

課程的編輯目的乃是讓學生以「被認可的方式」（合適或適當的方式）進行科學教

育活動中的操作活動或者做報告時，學生的思考模式也在無形中受到箝制，而不自

覺地接受主流知識體系下所謂的「正確的」思考模式。 

第三、雖然能力指標內容企圖將科學與學生生活經驗結合，儘管立意良好，但

在未體認學生背景差異性的情況下，在課程編輯過程中，若忽略生活經驗差異性的

問題，學生之生活經驗將極易被以「均一化」的方式處理，形成最後課程的呈現仍

以主流族群文化生活經驗為主，造成少數族群學生學習主流族群學生生活經驗的情

形。以指標2-2-5-1為例，對部分族群兒童，利用電池、電線、燈泡、小馬達等所設

計的玩具並非其生活經驗中所玩的玩具類型。而在指標4-3-3-1中所言的「了解社區

常見的交通設施、休閒設施等科技」也極易淪為少數族群學生觀摩他人生活經驗的

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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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檢視K版與N版的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本時，也發現課文內容與少數

族群學生生活經驗脫節的問題，兩版本課文內容中和原住民族群相關的圖片及內容

皆相當貧乏。首先，在圖片方面，原住民人物圖片僅出現在N版三年級上冊第54頁

與六年級下冊第21頁，至於K版則完全沒有。而在N教科書中兩個有原住民人物出

現的圖片，也只有達悟族人乘獨木舟的照片，在三年級上冊中呈現的是達悟族人乘

船的背面，而在六年級下冊中則是呈現達悟族人乘船的正面圖，在圖片下方的文字

註解則只有六年級下冊中標明是蘭嶼的達悟族人乘獨木舟到海上捕魚的情形，而在

三年級上冊的圖片僅註明「拼板舟」的文字，並未註明這是達悟族人如何應用植物

的情形。在教師手冊中，則相當籠統的指出蘭嶼達悟族的男人們乘著獨木舟在海上

捕魚，而女人們則在島上從事種植芋頭、製作飛魚乾等家事，此外，並未再說明其

中的生活智慧，以及乘獨木舟捕魚的文化意義或者利用環境生存的智慧，僅提供學

生與教師相關的圖片及片段資訊，將極易造成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 

在課程內容部分，兩版本教科書均僅在「岩石與礦物」課程主題說明岩石礦物

在生活中的應用時，以石板屋圖片指出原住民如何利用岩石礦物的情形，而在圖片

及內容說明中均未說明是哪些原住民族群會利用板岩蓋石板屋。N版五年級上冊第

84頁所使用之文字為「原住民用板岩來蓋石板屋」，在教師手冊中的補充說明亦僅

列出「板岩，原住民經常就地取材，將它用來蓋房子、鋪設地板等」，此外，就未

再提供相關資訊做補充說明，顯然地，「原住民」在此版本教科書中被視為是一個

相同的群體；在K版六年級上冊第34頁中，雖然注意到將「原住民」視為一相同群

體將有所偏頗，在圖片下方的文字說明指出是「有些原住民」用扁平的石板蓋房

子」，而在教師手冊中提供教師關於原住民利用石板蓋房子的相關資訊，雖已指出

「石板屋是魯凱族（臺灣原住民）的傳統建築」，但在學生所使用的教科書中並沒

有此類資訊，在這種情形下，若教師在課堂中未能將補充教材中的資訊提供給學生

時，學生經由教科書內容所得到的原住民印象仍是片段的。儘管兩版本教科書在此

主題單元皆添加臺灣原住民的題材，但也只能算是點綴式的將原住民題材添加於教

材內容中，課文中使用「原住民」或者「部分原住民」兩詞，而不說明是哪些原住

民族運用石板蓋房子的陳述方式，更顯示出主流觀點慣於將「原住民」視為一整

體，以及慣於以「都是原住民文化」的陳述化約各原住民族群不同的文化特色的偏

見態度。 

此外，兩版本的教科書所呈現的內容亦明顯地偏向「西方」、「漢人」及「都

市」中心取向。以在課程中所提及的物品或者活動為例，某些物品或者活動在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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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學生的生活經驗中並非熟悉的物品或經驗活動，但教科書的內容設計卻是利用該

物品或者活動介紹科學概念，這種預設每位學生對於某物品的使用或者是活動都非

常熟悉的情形，對於非主流族群學生而言，學習科學概念的過程，將如同學習他人

的文化經驗，他們必須先學會別人的文化經驗，之後再從這些文化經驗中去學習科

學概念。然而，主流族群學生則無此問題，由於對某物品或者活動的熟悉度，將使

他們真正從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學習生活中的科學概念。以N版三年級上學期第28頁

「力的遊戲」單元為例，本單元透過「套圈圈」遊戲教導學生力的概念，但將此遊

戲視為是每位學生生活中曾經從事過或者熟悉的遊戲活動是有問題的，例如，教科

書中呈現的塑膠製套圈圈遊戲器材對於某些原住民部落學生並非熟悉的物品，對他

們而言，他們必須先學會套圈圈遊戲的概念，然後才能從遊戲中再去學習，再透過

此活動學習力的概念時，自然就比那些對於此活動已相當熟悉的學生們需要多花費

心力學習相同的科學概念。 

我們再以K版五年級下冊第四單元「聲音與樂器」為例做說明。本單元利用樂

器教導學生物體發聲的原理，透過活動一「生活中常聽見的聲音」、活動二「樂

音」及活動三「簡易樂器」進行教學。經過檢視後，我們發現，儘管教學活動乃是

以生活中常聽見的聲音為架構，但在此單元中出現的器物及情景，卻不見得貼近部

落原住民學生的生活經驗，反倒充分顯示出這是「城市」與「主流族群」觀點的生

活經驗。例如，在第64頁中所出現的「擴音器」、「馬路車陣」，第66頁中出現的

「工地噪音」與「車水馬龍的馬路聲音」等經驗，第67頁的「分貝計」，第68頁至

74頁中出現的樂器（法國號、小喇叭、鈴鼓、小鼓、木魚、吉他、木琴、三角鐵

等）並非所有學生都有機會可以接觸，對這些樂器不熟悉的學生來說，藉由聆聽或

者學習彈奏這些樂器來學習聲音的概念，無疑是一種透過「主流族群的生活經驗」

來學習科學的經驗。 

另外，以「西方」及「漢人」知識為尊的意識形態還可從K版五年級上學期第

一單元「美麗的星空」中看出來。在課文內容僅選擇「中國」及「西方」的神話故

事（例如：中國北斗七星的傳說、希臘神話的大熊小熊座傳說）來引起學生學習的

興趣，在習作部分也僅要求學生查「和中國和西洋關於星座或星星的傳說故事」。

這種以「中國」與「西方」文化為中心，並且略去臺灣原住民的星象傳說故事的課

程設計，極易造成學生理所當然認為只有中國人和西方人發展出星象知識，而誤認

為臺灣原住民並沒有相關的知識，「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文化發展及成就優於臺灣原

住民的想法」也在無形中產生了。 

期刊徵稿：http://www.edubook.com.tw/CallforPaper/JCS/?f=oa 
高等教育出版：http://www.edubook.com.tw/?f=oa 
高等教育知識庫：http://www.ericdata.com/?f=oa



 蔡瑞君、熊同鑫 省思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科書之意識形態：以K版及N版為例 37 

肆、結論 

近年來，臺灣社會多項重大的教育改革中，對於社會中多元文化議題的關注，

彰顯出政府欲營造更符合每位學生學習需求的學習環境的企圖。在科學教育方面，

科學教育中所存在的多元文化議題也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儘管政府政策立意良

善，並且也體認建立符合不同學生需求的科學教育課程之必要性，也在自然與生活

科技領域課程綱要中言明課程設計需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想法，但經過檢視自然與生

活科技領域課程綱要，及K版與N版兩版本的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後，可發現在

課程綱要以及兩版本教科書內容中的「以學習者為中心」與「以學生經驗出發」的

理念，事實上是將少數族群排除在外的。在「生活經驗」題材的選擇方面，明顯地

仍未跳脫以「都市」以及「漢人」生活型態為中心的想法；此外，以「漢人」為中

心、「西方知識」為尊的意識形態更是貫穿兩版本教科書，在兩版本共16冊的教科

書中，提及臺灣原住民的頁面（圖片以及相關內容）卻僅有4頁，其餘皆是和中國

人與西方人生活中的科學智慧相關論述。明顯地，多元文化科學教育在課程設計實

踐層面與政策理想層面仍有很大的落差。 

針對上述問題，批判性地檢視現有課程綱要與教科書內容，並針對其意識形態

內容進行修正是必要的。目前國內雖有不少學者已意識到科學教育的發展欠缺多元

文化觀點的問題，並著手建置以原住民觀點為出發點的科學教育教材，然而，這樣

的做法事實上對於將多元文化精神融入科學教育的成效是有限的。就普及性而言，

這些由專家學者所編訂的教材，其普及性事實上是遠不及流通於各學校的審定版教

科書。在學校正式課程體制中，學生接觸專家學者額外編製之教材的機會有限，再

加上目前學校學習評量仍依據審定版教材內容編訂，這亦降低教師教授或者學生學

習非正式課程中之教材內容的意願。因此，重視原住民族學生教育者，應該注意到

現行課程綱要與審定版教科書的影響力，在建置原住民觀點的科學教育教材的同

時，更迫切的工作應是批判地檢視現行課程綱要與審定版教科書內容中的意識形態

問題，並進行修正。 

澳洲政府發展多元文化科學教育的經驗正可做為借鏡，國內原住民人口數比例

與臺灣相近的澳洲，在政府與學者們的努力下，融入多元文化精神的科學教育課程

綱要與教材內容已逐漸成熟。與澳洲科學教育課程發展相較，同樣屬於多元文化社

會的臺灣，顯然還有需要努力的空間。我們希望以本篇論文做為一個日後相關研究

的起點，唯有我們能夠從批判的角度反思科學教育教科書中的意識形態問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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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每位學生學習需求的科學教育課程才得以可能，而「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學習

科學」的理念才不致淪為口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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