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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自 1980 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為了迎接二十一世紀，而開始推動政府組織再

造，其過程中特別重視教育這一環。期待透過教育改革措施，培養出具備

與世界競爭之能力的新一代國民。 教育改革並非口號，需要的是詳細的規

劃以及全盤的思考。教育改革所追求的並非是「制度」的改變，而是逐步

地調整、微調現行的教育體制，以優質教育的教育發展為目標。 在台灣，

一方面因為 1987 年台灣解嚴，關心台灣教育的各界人士紛紛對當時的教育

制度等提出批評，並以教育改革為訴求，要求政府進行教育改革；另一方

面則是當時社會結構的改變以及人類世界的日新月異，舊有課程已不符合

時代需求。為了提升台灣整體的競爭力以及培養適應世界趨勢的人才，在

經過長期討論及規劃後，提出劃時代的教育改革─九年一貫課程；日本方

面則為了提升日本學生自我思考的能力，在現行學制下，提供多樣的升學

管道以及重視學生的個性發展，於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評估、廣納各界意見

以及完善的配套措施，開始實施中高一貫教育。 台灣實施的是九年一貫課

程，重點在於課程的改革；日本所實施的則是中高一貫教育，重點在於現

行課程之下，改變現行學制。所以台灣所進行的改革比起日本要來的複

雜。本論文一方面要考察的是台日兩國如何進行「一貫化」且大規模的教

育改革；另一方面則是比較台日兩國在教科書方面的審查制度，希望借鏡

鄰近國家的做法，做為日後我國教育改革的參考。 關鍵詞：政府組織再

造、教育改革、教育發展、九年一貫課程、中高一貫教育 

摘

要

(英

) 

In order to progress with the 21st century,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started to 

engage in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since the 1980s.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hinge of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ill 

hopefully foster competitiveness of new citizens through educational reform. 

Educational reform is not just a slogan, but it needs detailed planning and overall 

consideration. The aim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doesn’t mean the change of the 

system, but gradual adjustment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goal is the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lifting of 

the Martial Law in 1987, many people who were concerned the education of Taiwan 

criticized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n, and strongly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engage in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of the vicissitude of the societal 



structur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the old curriculum couldn’t meet the 

demand of the age. To upgrad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foster the talented 

people who adapt to the trends of the world, the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epoch-

making educational reform—the 9-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through long-standing 

discussion and planning; In Japa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self-reflection, afford varieties of educational advancements and give attention to the 

students’ personality development,the government started to carry out 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combined education through evaluation, wide opinions, and perfect 

supporting measures without changing the current education system. The hinge of the 

9-intergrated curriculum is curricular reform, but the hinge of the 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combined education is to change the current system. It means that educational 

reform in Taiwan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in Japan. The present study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how to foster consistence in the large-scale educational reform 

in Taiwan and in Japan, and to compare the censorship system of the textbooks 

between them.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ensorship system 

of the textbook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will hopefully be a reference for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Taiwan in later years. Keywords: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Educational reform,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 9-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The 

junior-senior high school combin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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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2003 年 5 月號) 6. 素川富司(文部科學省)「中高一貫教育の選択的導入

の趣旨と制度の概要」(『公開シンポジウム（中高一貫制の方向を探

る）』) 7. 関根明伸「公立校における「連携型」中高一貫教育の現状と課

題―三重県立飯南高等学校「郷土学習」の事例」(『Bulletin of Koriyama 

Women’s University』2004 年 3 月) 8. 橋本昭三「進展する中高一貫教育―

地域と一体となった連携型中高一貫教育の実践」(『月刊高校教育』2003

年 5 月號) (三)URL http://www.mext.go.jp/ 文部科学省中高一貫教育網站 

http://www.ndl.go.jp/ 国立国会図書館 http://www.sed.tohoku.ac.jp/～

mizuhara/tyukoikka.htm 東北大学水原研究室 http://www.kanikawa.hokkaido-

c.ed.jp/ 北海道上川高等学校 http:ajimu-oita-ed.jp/  大分県立安心院高等学校 

http://www.kyoiku.metro.tokyo.jp/press/pr030123.htm 東京都教育委員會 

http://www.niijima-h.metro.tokyo.jp/ 東京都立新島高等學校 

http://www.bunkyo.ac.jp/faculty/kyouken/bull/bull11.html 日本の教科書―現状と

課題 http://www.bunkyo.ac.jp/faculty/kyouken/bull/Bull11/record5.pdf 平沢茂「日

本の教科書検定」 

http://www.bunkyo.ac.jp/faculty/kyouken/bull/Bull11/horiuti.pdf 堀内孜「教科書

制度と教科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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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12/1/31 

轉

檔

日

期 

2012/02/06 

全 490246183 2012.1.31 13:47 163.22.53.40 new 01 490246183 2012.1.31 13:47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163.22.53.40 new 02 490246183 2012.1.31 13:47 163.22.53.40 new 03 490246183 

2012.1.31 13:47 163.22.53.40 new 04 490246183 2012.1.31 13:48 163.22.53.40 new 

05 490246183 2012.1.31 13:48 163.22.53.40 new 06 490246183 2012.1.31 13:49 

163.22.53.40 new 07 490246183 2012.1.31 13:49 163.22.53.40 new 08 490246183 

2012.1.31 13:49 163.22.53.40 new 09 490246183 2012.1.31 13:49 163.22.53.40 new 

10 490246183 2012.1.31 13:49 163.22.53.40 new 11 490246183 2012.1.31 13:49 

163.22.53.40 new 12 490246183 2012.1.31 13:49 163.22.53.40 new 13 490246183 

2012.1.31 13:52 163.22.53.40 del 07 490246183 2012.1.31 13:52 163.22.53.40 del 08 

490246183 2012.1.31 13:52 163.22.53.40 del 09 490246183 2012.1.31 13:52 

163.22.53.40 del 10 490246183 2012.1.31 13:52 163.22.53.40 del 11 490246183 

2012.1.31 13:52 163.22.53.40 del 12 490246183 2012.1.31 13:52 163.22.53.40 del 13 

490246183 2012.1.31 13:52 163.22.53.40 new 07 490246183 2012.1.31 13:53 

163.22.53.40 new 08 490246183 2012.1.31 13:53 163.22.53.40 new 09 490246183 

2012.1.31 13:53 163.22.53.40 new 10 490246183 2012.1.31 13:53 163.22.53.40 new 

11 490246183 2012.1.31 13:53 163.22.53.40 new 12 490246183 2012.1.31 13:53 

163.22.53.40 new 13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del 06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del 07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del 08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del 09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del 10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del 11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del 12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del 13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new 06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new 07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new 08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new 09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new 10 

490246183 2012.2.1 14:27 163.22.53.40 new 11 490246183 2012.2.1 14:28 

163.22.53.40 new 12 490246183 2012.2.1 14:28 163.22.53.40 new 13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1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2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3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4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5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6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7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8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09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10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11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12 

490246183 2012.2.3 15:05 163.22.53.40 del 13 490246183 2012.2.3 15:06 

163.22.53.40 new 01 490246183 2012.2.3 15:06 163.22.53.40 new 02 490246183 

2012.2.3 15:06 163.22.53.40 new 03 490246183 2012.2.3 15:06 163.22.53.40 new 04 

490246183 2012.2.3 15:06 163.22.53.40 new 05 490246183 2012.2.3 15:06 

163.22.53.40 new 06 490246183 2012.2.3 15:06 163.22.53.40 new 07 490246183 

2012.2.3 15:07 163.22.53.40 new 08 490246183 2012.2.3 15:07 163.22.53.40 new 09 

490246183 2012.2.3 15:07 163.22.53.40 new 10 490246183 2012.2.3 15:07 

163.22.53.40 new 11 490246183 2012.2.3 15:07 163.22.53.40 new 12 490246183 

2012.2.3 15:07 163.22.53.40 new 13 490246183 2012.2.6 13:08 140.136.90.88 new 

06 490246183 2012.2.6 13:08 140.136.90.88 new 07 490246183 2012.2.6 13:09 

140.136.90.88 new 08 490246183 2012.2.6 13:09 140.136.90.88 new 09 490246183 

2012.2.6 13:09 140.136.90.88 new 10 490246183 2012.2.6 13:09 140.136.90.88 new 



11 490246183 2012.2.6 13:09 140.136.90.88 new 12 490246183 2012.2.6 13:10 

140.136.90.88 new 13 

異

動

記

錄 

C 490246183 Y2012.M1.D31 13:36 163.22.53.40 M 490246183 Y2012.M1.D31 

13:37 163.22.53.40 M 490246183 Y2012.M1.D31 13:40 163.22.53.40 M japa2596 

Y2012.M1.D31 13:58 163.22.53.40 M japa2596 Y2012.M2.D1 11:27 140.136.213.41 

M japa2596 Y2012.M2.D1 11:27 140.136.213.41 M 490246183 Y2012.M2.D1 14:34 

163.22.53.40 M japa2596 Y2012.M2.D2 11:42 140.136.213.41 M japa2596 

Y2012.M2.D2 14:47 140.136.213.41 M japa2596 Y2012.M2.D2 14:47 

140.136.213.41 M japa2596 Y2012.M2.D2 14:47 140.136.213.41 M 490246183 

Y2012.M2.D3 15:17 163.22.53.40 M 490246183 Y2012.M2.D6 13:10 140.136.90.88 

M japa2596 Y2012.M2.D6 13:12 140.136.213.41 M japa2596 Y2012.M2.D6 13:12 

140.136.213.41 M 030540 Y2012.M2.D6 13:44 140.136.209.45 M 030540 

Y2012.M2.D6 13:44 140.136.209.45 I 030540 Y2012.M2.D6 13:45 140.136.20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