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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goal of local education in the Grade 1-9 Curriculum is to teach specific courses

using local materials. Under this rational, we have circumscribed homeplace in the bi-level structure

theory. According to our theory, homeplace includes 2 main parts, the core of homeplace is school

district while the sphere is the commuting routes of students who live outside school district. The area

range need to be adjusted for different school district.

The bi-level structure of homeplace is based on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of

school district. This structure corresponds with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homeplace theory which

includes different dimensions like perspective space, daily space and subjective space. It also fits well

with the four attributes of homeplace, which are the the continualty and the relativity of homeplace, the

transition of homeplace borderlines and the order of the homeplace experience.

Besides, the circumscription of homeplace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lements of school

curriculum which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 and community,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students. Therefore, the bi-level strcture of homeplace in this essay is constructed

under this concept. And based on this concept, this structure correspondes well with the rational of

Grade 1-9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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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九年一貫課程的鄉土教育目標，主要是屬於「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亦即是教師利用鄉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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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的教學資源，融入於其他課程之中，以達到那課程所揭櫫的課程目標。在此教育理念下，本文界定的

鄉土空間，乃是一個以學區為基礎的鄉土空間雙層結構，其中核心部分為學區，外圍部分為越區學生就學

路線；此雙層結構，尚需因不同的學區制度而有相對應的調整。

鄉土空間雙層結構，是以學區的空間結構與社會關係，符合鄉土理論中識覺空間、日常空間、主體空

間的概念為出發點所建構而成的；同時，其雙層結構也呼應了鄉土理論中鄉土空間應具有鄉土範圍的連續

性、鄉土界線的過渡性、鄉土範圍的相對性與鄉土經驗的差序性等四項屬性。

另外，在鄉土空間的界定考量上，無不與學校本位課程所要求的學校、社區(居住地點)、家長(越區問

題)、學生等要素相關，因而，本文建構的鄉土空間雙層結構，亦即從學校、社區、家長、學生的互動關係

中所發展出的鄉土，亦符合九年一貫的教育理念。

關鍵字：鄉土教育，鄉土空間，鄉土空間界定，九年一貫課程。

一、問題的緣起

民國76年臺灣解嚴後，隨者社會思潮的丕變，各界強調鄉土教育的聲音不絕於耳；而鄉土教育也在民

國 82年，正式納入國民教育的課程標準中，其後雖歷經了民國 87年 9月，教育部頒定〈國民教育階段九

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的變革，但鄉土教育迄今仍是國民教育施行中的一環。

鄉土教育納入國民教育的範疇，首見民國 82年 9月，教育部修正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其中在

國小新設「鄉土教學活動」課程；8 3 年 1 0 月，教育部繼續修正〈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其中在國中

亦新設「認識臺灣」、「鄉土藝術活動」兩課程。課程標準修正頒布之後，在學校教學中陸續出現了

各式各樣的鄉土教材版本，包括了國立編譯館編訂的「認識臺灣」通用教材，縣市教育局編訂的「鄉土

藝術活動」，或是專述各縣市的鄉土教材，如《我愛基隆》等，也有只觸及鄉鎮市的鄉土教材，如苗栗

縣小區域鄉土教材叢書，甚至也有各國民學校自行編訂的教材，如《柑園遊賞》，在這些版本不一的鄉

土教材中，不可避免地衍生出一個在鄉土教育施行上的問題，即鄉土的範圍大小為何，亦即鄉土空間的界

定問題。

就「認識臺灣」教材，依課程內容，可知其鄉土範圍為臺、澎、金、馬，即中華民國政府政權所及

地區；而各縣市教育局編訂的鄉土教材，自然是以該縣市的行政區為鄉土範圍；至於各校自行編訂的教材，

鄉土範圍大致以鄉鎮市區的行政區為主。簡言之，不同版本的鄉土教材，所指涉的鄉土空間，範圍可大到

臺、澎、金、馬，小到鄉鎮左右的範圍，彼此標準不一；或說每個版本在編訂鄉土教材時，有其特殊的教

育目標考量，因而鄉土的範圍也彼此不一，此點不在本文主要論述中。

但在民國 87年 9月，教育部新頒定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中，除鄉土語言與鄉

土文學被納入「語文學習領域」外，其他有關鄉土教學則納入各學習領域中(秦葆琦：77-79)，尤其是

「社會學習領域」的範疇，不再另設獨立課程。因而有關鄉土教育的教學，「鄉土語言」多由縣市教育

局編訂教材；但是其他的鄉土教學活動，則成為各學習領域中，尤其是社會學習領域教師(或是課程小組)，

自行蒐集資料、編製教材、擬定教案，然後於適當的課程單元中實施教學。

因此，國民學校教師在自編鄉土教材，或是欲在課程單元中融入鄉土的素材時，鄉土空間的界定問

題，將成為鄉土教學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之一。教師若能對鄉土空間的界定有所認識，才能有效地在該空

間中選擇合適的教材，進一步讓受教者容易藉由其生活經驗來認識鄉土，進而增進愛鄉愛土的情操，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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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其他學習領域的教育目標。

藉由民國 80年代國民教育課程標準(綱要)的修訂，可知鄉土教育在前、後期的課程標準(綱要)中的定

位，從獨立設置課程轉變為融入「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為主；這樣的轉變，實有必要再次審視上述所提

出的鄉土空間界定問題，以利未來鄉土教育的推行。為了能夠有效地討論九年一貫課程的鄉土空間界定議

題，本文提出的問題有下列五項：

1. 在國民教育制度興革中，鄉土教育的教育目標有何變遷？

2. 在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中，有關鄉土空間的界定為何？

3. 在九年一貫以前，原有國民教育中鄉土空間的界定，與理論上鄉土空間的界定有何差異？

4. 如何重新界定鄉土空間，既符合九年一貫國民教育所需，又能符合理論精神？

5. 重新界定的鄉土空間如何進行操作？

二、國民教育中鄉土教育目標的變遷

國民教育中各課程的實施，除遵循國民教育的教育目標外，尚需認識各課程的教育目標，才能有效地

達到課程所設定的教學成效；鄉土教育的實施亦同，需先了解鄉土教育目標，鄉土空間的範圍才能遵循此

教育目標作界定，以達到鄉土教育課程所設定的教學成效。

(一)教育目標的類別

為了了解民國 8 0 年代發展的鄉土教育，其課程的教育目標特性，本文參照地理教育目標的類別

(James：52，引自陳國川：151)，將鄉土教育目標分為兩類：一類是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另一類

是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 1。

其中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本文定義為藉由學習鄉土的基礎知識，使學生對鄉土有進一步的認

知、技能、情意三大行為目標。如「認識臺灣(地理篇)」教育目標第一項：「認識臺灣、澎湖、金門、

馬祖之鄉土地理環境，以培養愛鄉愛國的情操」，此教育目標即是希望學生藉由學習「鄉土地理環境」

的知識，以進一步增進愛「鄉」愛國的情操；因此，該項教育目標即被列為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

另外，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本文定義為藉由學習鄉土的基礎知識，使學生達到某些特定的目

的。如「認識臺灣(地理篇)」教育目標第二項：「明瞭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的發展條件及其在世界

地位，以陶冶宏觀素養的國民」，此教育目標即是希望學生藉由學習「鄉土發展條件及世界地位」的知

識，以進一步增進具有宏觀角度的國民；由於要成為一個具有宏觀的國民，不一定要實施鄉土教育，亦可

藉由其他學科達成，因此，該項教育目標即被列為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

(二)民國 80年代前期鄉土教育目標的類別

民國80年代前期國民教育中鄉土教育的實施，主要是在已有的課程總綱中，另外設立新課程的方式進

行，包括了國小的「鄉土教學活動」課程，與國中的「認識臺灣」、「鄉土藝術活動」兩課程。

1 地理教育目標可分為兩類，一是為地理學而教地理的教育目標，另一是以地理學為手段的教育目標。其中前者的主要

精神，是希望學生從知識學科的角度瞭解地理學，後者則是以地理學為手段，企圖透過地理教育來達到某些特定的目

的(陳國川：15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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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民小學的「鄉土教學活動」

在國民小學部分，民國 82年 9月教育部修正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中，增設「鄉土教學活動」
2課程，並自三年級起，分四年逐年實施 3。之後教育部繼續頒布〈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明訂每

週授課一節，其中明列 4項總教育目標， 7項中年級分段教育教育目標， 6項高年級分段教育目標(表

1)。

在 4項教育總目標中，其中屬於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有 2項，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有 2

項；至於在中年級的分段教育目標，合計 7項全都屬於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高年級的分段教育

目標，其中屬於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有 2項，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有 4項

總計「鄉土教學活動」的總教育目標與分段教育目標共有 17項，其中有 11項屬於為鄉土而教鄉

土的教育目標，其他 6項皆屬於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簡言之， 82年版國民小學課程中「鄉土教

學活動」的教育目標，主要以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最為重要。

2.國民中學的「認識臺灣」、「鄉土藝術活動」課程

在國民中學部分，民國 8 3 年 1 0 月教育部修正〈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增設「認識臺灣」4、

「鄉土藝術活動」課程，二科皆於國中第一學年實施；之後教育部繼續頒布〈認識臺灣(社會篇)課程

標準〉、〈認識臺灣(歷史篇)課程標準〉、〈認識臺灣(地理篇)課程標準〉、〈鄉土藝術活動課

程標準〉，三篇一科皆明訂每週授課一節。

「認識臺灣社會篇」明列 4項教育目標，其中屬於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有 3項，以鄉土為手

段的教育目標有 1 項(表 1)；「認識臺灣歷史篇」與「認識臺灣地理篇」兩科情況一樣，皆明列 3 項

教育目標，其中屬於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有1項，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有2項(表1)。總計在

「認識臺灣」各篇的教育目標合計共有 10項，其中屬於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有 5項，以鄉土為

手段的教育目標僅有 5項。簡言之，「認識臺灣」的教育目標，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與以鄉土

為手段的教育目標，兩者一樣重要。

至於「鄉土藝術活動」明列 5項教育目標(表 1)，其中有 4項屬於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其

他 1項皆屬於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簡言之，「鄉土藝術活動」的教育目標，主要以為鄉土而教

鄉土的教育目標最為重要。

(三)民國 80年代後期鄉土教育目標的類別

民國 80年代後期國民教育中鄉土教育的實施，是在民國 87年 9月教育部新制定的〈國民教育階段九

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架構下進行，在民國 92 年 1 月公佈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開

宗明義即提到，跨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程應該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

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而在其基本內涵第四項也提到：「鄉土與國際意識方面：包括鄉土情、

2「鄉土教學活動」課程包括鄉土語言、歷史、地理、自然、藝術等五部份。配合教材教學的，有社會、道德與健康、

音樂、美勞、體育、團體活動等科目，整體實施鄉土教育。由近而遠，了解本鄉、鎮、市區及縣市的史地、文物等。
3〈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第一條第三項(教育部中華民國 82 年 9 月 20 日臺（八二）國字第○五二七五二
號令)，

4 依民國 82年 6月 28日教育部國民中學課程標準修訂委員會決議：基於「立足臺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之原則」，
於國民中學一年級開設「認識臺灣」一科，分社會、歷史、地理三篇(黃秀政：11)；因而「認識臺灣」課程的課
程標準，亦區分為「認識臺灣社會篇」、「認識臺灣歷史篇」、「認識臺灣地理篇」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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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國 80年代前期鄉土教育各課程的教育目標類別

　　課　　程 教育目標細目 類別

鄉土教學活動 (總目標)
1.增進對鄉土歷史、地理、自然、語言和藝術等的認識，並培養保存、傳遞 乙

及創新的觀念。

2.培養對鄉土活動的興趣以及欣賞的能力，激發愛鄉情操。 甲

3.養成對鄉土問題主動觀察、探究、思考及解決的能力。 甲

4.培養對各族群文化的尊重，以開闊胸懷與視野，並增進社會和諧。 乙

(分段目標－中年級)
1.能瞭解本鄉、鎮、市、區地名沿革，並說出本鄉鎮、市、區鄉賢事蹟和貢 甲

獻。

2.能瞭解本鄉、鎮、市、區民間信仰情形，並認識本鄉、鎮、市、區歲時節 甲

令與慶典的意義。

3.說出本鄉、鎮、市、區古蹟的價值，並表現珍惜本鄉、鎮、市、區古蹟和 甲

文物的態度。

4.能認識欣賞本鄉、鎮、市、區鄉土藝術與文化，愛護本鄉、鎮、市、區的 甲

自然景觀。

5.能熟習並運用本鄉、鎮、市、區鄉土語言，以保存鄉土文化。 甲

6.能瞭解本鄉、鎮、市、區鄉土生物及其與環境的關係。 甲

7.能瞭解本鄉、鎮、市、區的自然環境和資源，培養愛鄉土的情操。
(分隊目標－高年級)
1.能瞭解本縣、市發展的重要史事並說出本縣、市現代化的情形與發展的遠 甲

景。

2.能瞭解本縣、市各族群的概況，並表現對各族群文化尊重的態度。 乙

3.能熟習本縣、市鄉土語言進而瞭解各族群語言間的關係。 乙

4.能愛護本縣、市土生物及具備自然保育之觀念，瞭解生態平衡之重要性。 乙

5.能具備觀察本縣、市地理環境的技能，並以所學的鄉土地理知識實際應用 甲

貢獻於鄉土。

6.從對本縣、市傳統藝術的欣賞與學習，培養審美的能力及豐富生活的情趣。 乙

認識臺灣社會篇 1.加強對於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社會環境的認識。 甲

2.擴展多元文化的視野，培養愛鄉更愛國的情操。 甲

3.培育心胸寬閣的人文素養，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共識。 甲

4.促進良好社會生活規範的實踐能力。 乙

認識臺灣歷史篇 1.認識各族群先民開發臺、澎、金、馬的史實，加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 乙

使命感，並培養團結合作的精神。

2.認識自己生活周遭環境，培養愛鄉愛國的情操與具有世界觀的胸襟。 甲

3.增進對臺、澎、金、馬文化資產的瞭解，養成珍惜維護的觀念。 乙

認識臺灣地理篇 1.認識臺灣、澎湖、金門、馬祖之鄉土地理環境，以培養愛鄉愛國的情操。 甲

2.明瞭臺灣、澎湖、金門、馬祖的發展條件及其在世界地位，以陶冶宏觀素 乙

養的國民。

3.明瞭地理概念與技能，以奠定銜接地理課程的基本能力。 乙

鄉土藝術活動 1.進對鄉土藝術活動的認識，進而瞭解鄉土文化。 甲

2.解鄉土藝術對現代生活與社會文化的影響，及鄉土藝術工作者對文化的貢 甲

獻。

3.鼓勵參與鄉土藝術活動，進而培養欣賞、保存及傳承鄉土藝術的能力。 甲

4.關懷鄉土藝術活動，陶冶學生愛家、愛鄉、愛國之民族文化情操。 甲

5.培養對鄉土藝術活動的興趣，充實休閒生活。 乙

註：其中甲為「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乙為「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

資料來源：參照各科〈課程標準〉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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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心、世界觀等(涵蓋文化與生態)」5。可知鄉土教育的實施，仍是九年一貫國民教育的重要理念之一；

其中鄉土語言、鄉土文學部分，融入「語文學習領域」外，其餘有關鄉土的教學，則融入各學習領域中，

尤其是「社會學習領域」。

1.「語文學習領域」的鄉土語言、鄉土文學

有關鄉土語言與鄉土文學的部分，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語文學習領域」主

要內涵 6的內文裡並未明示，同樣地，在〈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文課程綱要〉的課程目標中也未見

蹤跡，僅僅在該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中列出 7項與鄉土語言、鄉土文學有關的內容：

能力指標 1-4-67 能用口述或筆述，寫出自己身邊或與鄉土有關的人、事、物。

能力指標 1-6-6 能應用注音符號，輔助學習鄉土語言。

能力指標 2-1-6 能養成耐心聆聽鄉土語言的態度。

能力指標 2-2-6 能概略聽懂鄉土語言表達的重點。

能力指標 2-4-6 能主動閱讀古今中外及鄉土文學作品。

能力指標 3-5-5 透過閱讀中外及鄉土文學作品，增進對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族群的理解與溝通。

能力指標 3-5-6 能喜愛閱讀古今中外及鄉土文學中具代表性的作品。

因此，在民國 80 年代後期，融入在「語文學習領域」課程中的鄉土語言、鄉土文學，其教育目

標是屬於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亦即藉由學生對鄉土語言、鄉土文學的認識、操作、評價等教學過

程中，來達到「語言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

但是其中的鄉土語言部分，教育部於民國 89年1月7日國民中小學課程修訂審議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又決議：為掌握學生學習語文之契機，國小一至六年級，每週安排一至二節鄉土語言課程，採必選修(閩

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任選其一)之方式進行；國中則採選修方式進行，由學校自行安排 8。因此，閩

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也制定了自己的課

程綱要、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從此角度看，「語言學習領域」的主要內涵，除本國語文、英語、外

國語言外，應增列鄉土語言一項。

增列鄉土語言一項的原因，是因為不論閩南語、客家語，還是原住民語，從其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

的內容作分析時，其教育目標是屬於為鄉土為教鄉土的教育目標，這與融入在「語文學習領域－本國語

文」的鄉土教學，其教育目標是完全不同的。

2.「社會學習領域」的鄉土教學

至於其他的鄉土教學活動，則見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有關「社會學習領域」

的主要內涵9：社會學習領域包含歷史文化、地理環境、社會制度、道德規範、政治發展、經濟活動、人

際互動、公民責任、鄉土教育、生活應用、愛護環境與實踐等方面的學習。由「社會學習領域」的主

5〈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第貳章、基本理念。
6「語文學習領域」的主要內涵：包含本國語文、英語、外國語文等，注重對語文的聽說讀寫、基本溝通能力、文化

與習俗等方面的學習，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第伍章、學習領域。
7 在「a-b-c」的分段能力指標編號當中，第一個數字(1-3)代表學習階段序號；第二數代表能力指標內涵序號；第三
個數目(1-10)代表十大基本能力序號，以便參照。如：(1-1-1)即表示第一階段，指標內涵第一項，反映十大基本能力
之一「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8 國民中小學鄉土語言教學政策之發展，教育部國教司 91.10.22整理，引自 http:/ /members.at.infoseek.co.jp/
Frank_chang/policy.htm

9〈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第伍章、學習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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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內涵，明顯可知鄉土教育的實施已融入在該學習領域中，並未獨立設為課程。

在〈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比較明確涉及鄉土教育的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亦即條文中明確

揭露有關「本土」、「家鄉」、「鄉土」等字樣者，包括了：

課程目標第一項：了解本土與他區的環境與人文特徵、差異性及面對的問題。

課程目標第四項：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

能力指標 1-2-310：覺察人們對地方與環境的認識與感受具有差異性，並能表達對家鄉的關懷。

能力指標 1-2-5：調查家鄉人口的分布、組成和變遷狀況。

能力指標 1-2-7：說出鄉土的交通狀況，並說明這些交通狀況與生活的關係。

能力指標 7-3-5：了解產業與經濟發展宜考量本土的自然與文化特色。

因此，在民國 80 年代後期，融入在「社會學習領域」課程中的鄉土教育，其教育目標是屬於以

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亦即藉由學生對鄉土的認識、操作、評價等教學過程中，來達到「社會學習領

域」的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

相對於鄉土語言、鄉土文學的教學內容僅見於「語言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中，「社會學習領

域」則是在其主要內涵、課程目標、能力指標，皆列有與鄉土教學有關的文字；由此可見，九年一貫鄉

土教育的實施，以「社會學習領域」為主，「語文學習領域」為輔。

(四)民國 80年代鄉土教育目標的轉變

1.民國 80年代前期的鄉土教育

從上述民國 8 0 年代前期「鄉土教學活動」、「認識臺灣」、「鄉土藝術活動」各課程的教育

目標的分析中，除「認識臺灣」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與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二者並重外，

其餘兩科皆以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為主。因此，此一時期，鄉土教育在國民教育的定位特色如

下：

(1)鄉土教育的實施，以設置單獨課程實施為主。

(2)鄉土教育的教育目標，以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最為重要。

2.民國 80年代後期的鄉土教育

至於民國 8 0 年代後期「鄉土語言」、「社會學習領域」各課程的教育目標的分析中，選修課

程的「鄉土語言」，屬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至於融入在必修課程「社會學習領域」中的鄉

土教育，則是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可知此一時期，鄉土教育在國民教育的定位特色如下：

(1)鄉土教育的實施，融入各學習領域課程中，其中又以「社會學習領域」為主。

(2)鄉土教育的教育目標，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最為重要。

10 在「a-b-c」的能力指標編號當中， a 代表主題軸序號， b代表學習階段序號， c代表流水號。第一學習階段為小
學二年級結束，第二學習階段為小學四年級結束，第三學習階段為小學六年級結束，第四學習階段為國中三年級結

束；分階段的意義在於提示能力評鑑的適當階段，但相應教材的出現可以提前，也可以在往後的階段適當地迴旋加

深或複習，視整體九年課程計畫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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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中的鄉土空間界定

上文已經說明，民國80年代前期鄉土教育的實行，是以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為精神，鄉土是鄉

土教學的主體，而非教學的媒介；因此，鄉土空間的範圍大小，將會牽涉到鄉土教學中對於教材類別、多

寡的取捨，也會影響到學生對於鄉土有不同的感官、認知與評價。在此背景下，本文進一步分析當時國民

教育的鄉土空間是如何界定的？而此鄉土空間的界定，與理論上鄉土空間的界定，是否有所差距？以利本

文在對九年一貫鄉土教育中，鄉土空間要如何界定的問題，在分析上能夠更為周延。

(一)民國 80年代前期國民教育中鄉土空間的界定

在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中鄉土教育的實施，主要以「鄉土教學活動」、「認識臺灣」、「鄉

土藝術活動」三個課程來進行。

若依教育部頒定的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第四章實施方法的第壹節第二項：教材的選

擇，由近而遠，就地取材，中年級的範圍為鄉鎮市區，高年級的範圍為縣市。可知 9到10歲的孩童，其鄉

土空間被定為鄉鎮市區， 11歲到 12歲的少年，其鄉土空間被定為縣市。

同時再依教育部所頒定的〈認識臺灣(社會篇)課程標準〉教育目標第一項：加強對於臺灣、澎湖、

金門、馬祖社會環境的認識；或是〈認識臺灣(歷史篇)課程標準〉教育目標第一項：認識各族群先民開

發臺、澎、金、馬的史實，加強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使命感，並培養團結合作的精神；還是〈認識臺灣

(地理篇)課程標準〉教育目標第一項：認識臺灣、澎湖、金門、馬祖之鄉土地理環境，以培養愛鄉愛國的

情操。可知 13到 15歲的青少年，其鄉土空間被定為臺、澎、金、馬。

可知民國80年代前期，國民教育中的鄉土空間界定，是由教育部所頒定，亦即教育規劃者所擬定而成

的；其構成一個由近至遠的體系，分別是國小中年級的鄉鎮市區，高年級的縣市，國中的臺、澎、金、馬，

隨著學齡的增長，鄉土的空間範圍也愈大。

(二)鄉土理論中鄉土空間的界定

鄉土一詞，雖不乏在國內相關教育文獻中出現 11，但對鄉土進行理論探討，至目前為止，則以夏黎明

建立的架構最為完整。針對夏黎明對於鄉土空間特性的分析，臚列於下：

在鄉土空間的定位方面，依夏黎明分析，一個被視為鄉土的空間，必須同時滿足「識覺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與「主體的空間」三條件(夏黎明：35)，其中前兩者僅是鄉土成立的客體基礎，後者才

是鄉土成立的充分條件(夏黎明：40-41)。有關這三個條件的意義與特性，茲說明如下：

1.識覺的空間：所謂識覺是一種感官的作用，人們藉由共同的感覺器官以感受外在的世界，其感受的範圍

即為識覺的空間(夏黎明：35)。由其所述，其中最負關鍵性的概念是第一手經驗。

2.生活的空間：動物有其經常駐足之地，用以滿足食物、水、休息、生育等需要，且為此而防範入侵者，

所以動物亦有領域和鄉土意識；人類在這方面的行為即源於此一生物本能，但表現的方式卻複雜許多，

而且人類運用遠較其他動物為多的情感和符號化的思考來面對鄉土(夏黎明：37)。由其所述，其中最負

關鍵性的概念是日常生活。

3.主體的空間：一個個體在面對外在環境時，能夠經由對客體的意向性，相當自主地決定其解釋環境的方

式和賦予環境的意義；再根據這些解釋和意義，決定其實際行動；這個具有相當自主能力的個體，透過
11 可參考夏黎明， 1988：95-97與黃武鎮、曹治中， 1990：65-72所揭櫫的參考文獻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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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意識的環境識覺後，所產生主體性意義的地方，就是主體的空間(夏黎明：41)。由其所述，其

中最負關鍵性的概念是自我認同與接納。

在鄉土空間的屬性方面，依夏黎明分析，鄉土的空間之所以呈現一個面，則包括了「鄉土範圍的連續

性」、「鄉土界線的過渡性」、「鄉土範圍的相對性」與「鄉土經驗的差序性」四項屬性(夏黎明：

47)。

1.連續性：鄉土範圍的連續性，意味著鄉土在空間上的完整性，而非零碎空間的拼湊，也非絕對界線的空

間(夏黎明：48)。

2.過渡性：鄉土的範圍實際上是由內而外，自熟悉親切而逐漸疏遠陌生，鄉土的界線是過渡而模糊的(夏黎

明：49)。

3.相對性：鄉土的範圍可以隨著不同的參考座標，而相對地決定其大小；本地與外地之界線，不僅是過渡

的，同時也是相對的(夏黎明：50-51)。

4.差序性：人們的鄉土認知與鄉土情懷，是由內而外，由熟悉親密到疏遠陌生的差序性格；鄉土經驗的差

序性，保證了鄉土的獨特性，而鄉土的獨特性又進一步成為鄉土存在的基礎(夏黎明：51-52)。

最後，針對鄉土範圍的界定，夏黎明提到可以依據真正的目的、現實的需要和操作上的便利，決定鄉

土的實際範圍，當目的、現實的需要改變，或操作上發生困難時，可以調整或改變鄉土的範圍；如基於教

學需要或便利，可彈性地調整鄉土的實際界線，學區、社區、行政區、生活圈、文化圈、地形區、經濟區

等，均有可能成為劃分鄉土範圍的重要參考(夏黎明：54)。

(三)民國 80年代前期國民教育的鄉土空間界定與鄉土理論的差異

在民國82年鄉土教育正式納入國民教育的課程綱要後，國民教育中鄉土空間的界定，由教育規劃者設

計為國小中年級的鄉鎮市區，高年級的縣市，國中的臺、澎、金、馬的體系；這種具有由近而遠，從小到

大的特性，不外乎是從學生心智能力的發展作為考量，但此空間體系仍與鄉土理論中鄉土空間的概念，具

有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可從下列三點中看出。

首先，就鄉土空間的定位而言，主體的空間是鄉土成立的充分條件，其強調的是自我認同與接納的概

念；若轉換成鄉土教育的實施，這個鄉土空間就成為是學生們自我認同與接納的空間，也就是說，鄉土空

間的範圍是由受教者的主觀意向所認定，而非教育規劃者、施教者的主觀意向所認定的。相對地，在九年

一貫以前的國民教育中，鄉土空間的界定是揭櫫在教育部編定的各科目的課程標準中，是由教育規劃者所

擬定而成的。鄉土空間非由受教者的主體意向所形成，是國民教育中鄉土空間界定與鄉土理論的第一項差

異。

再者，作為鄉土成立的客體基礎－識覺的空間，其強調的是第一手經驗的概念；若轉換成鄉土教育的

實施，這個鄉土空間就成為是學生們可以直接接觸、可以直接感受的空間，也就是說，鄉土空間的範圍是

受教者身體可以不受到限制，自由到達的地區，而非受教者藉由報章、雜誌、電視、廣播、書籍等大眾媒

體的形式，所建構出來的一種空間認知與環境識覺。相對地，在九年一貫以前的國民教育中，國民小學中

年級的鄉土空間是鄉鎮市區，就全國最小的鄉鎮市層級行政區－臺北縣永和市(暫不論直、省轄市的區)，

其面積可達 5.559平方公里，這樣的面積實非一國民小學中年級的學生，可以在沒有人的帶領下，不受到

限制、自由地到達永和市的每個角落，去形成第一手的經驗，永和市如此，更遑論全臺灣最大的行政區

－花蓮縣秀林鄉(1642平方公里)；同樣地，國民小學高年級的縣市，國民中學的臺、澎、金、馬的鄉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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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亦有此行動能力上的限制。無法符合學生第一手經驗的鄉土空間，是國民教育中鄉土空間界定與鄉土

理論的第二項差異。

最後，作為鄉土成立的客體基礎－生活的空間，其強調的是日常生活的概念；若轉換成鄉土教育的實

施，這個鄉土空間就成為是學生們平日活動最頻繁的空間，也就是說，鄉土空間的範圍是受教者每日活動

周期中所到達的地區，而非受教者偶爾蜻蜓點水般所到達的地點。相對地，在九年一貫以前的國民教育中，

國小中年級的鄉土空間是鄉鎮市區，然而極大多數的鄉鎮市區，所擁有的國民小學不只一所，自然每日往

返國小與家中的中年級學生，其日常生活的活動範圍，也難以達到一個鄉鎮市區的轄境；同樣地，國小高

年級的縣市，國中的臺、澎、金、馬的鄉土空間，更無法與學生的日常生活的活動範圍畫上等號。無法符

合學生日常生活活動範圍的鄉土空間，是國民教育中鄉土空間界定與鄉土理論的第三項差異。

藉由與鄉土空間的定位理論的比較，在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的鄉土空間界定上，與理論至少存在了

三項差異：鄉土空間非由受教者的主體意向所形成、無法符合學生第一手經驗的鄉土空間、無法符合學生

日常生活活動範圍的鄉土空間。簡言之，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的鄉土教育課程，是一種科目中心課程

(subject-centered curriculum)，課程中的教材成為引導教育成果的工具，強調認知能力的學習；而從鄉

土理論發展出的鄉土教育課程，則將是一種學生中心課程(student-centered curriculum)，其是從學生需

要的角度來設計課程，強調的是學生情意領域的培養 12。

這三項差異的形成，可以說與臺灣過去的國民教育制度密切相關。光復以後，臺灣中央集權的教育制

度，透過地方政府教育廳局，管理全國各級學校，固有其時代性及優點，然而也導致各級教育產生標準化

現象，難以發展地方和學校的特色，滿足學習者的學習需要(黃政傑：26-27)。

在國民教育制度強調全國標準化的結構下，從國民教育目標、課程標準、課程教育目標、教材編纂，

都是由教育部統籌擬定與規劃，呈現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的教育實踐過程；不過從民國82年陸續修正

課程標準後，這種由上而下的教育實踐過程開始產生變化，其中獲得權力下放最多的部分，即為教材編纂

的方式，但僅限於鄉土教育的層面。就如：

1.〈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第四項：有關鄉土教學活動之相關教材，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成立委

員會自行編輯提供學校使用，各校亦得成立小組編寫補充教材。

2.國民小學〈鄉土教學活動課程標準〉第四實施方法中的教材編選之原則：教材的選擇，各校可由活動

內容綱要中自行編纂或自由選擇適當的教材，進行教學。

3.〈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第五項：有關認識臺灣地理篇學生習作及鄉土藝術活動之相關教材，由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教師自行編輯使用。

4.國民中學〈認識臺灣(地理篇)課程標準〉第四實施方法中的學生習作：學生習作宜由各縣市中學教師

共同編輯，以各國民中學學區所屬的鄉、鎮或市區為實例，供該縣、市教師指導學生配合各單元課文的

理論概念，操作與此理論相關連的地圖學及統計學等技能於習作簿中的鄉土問題上，以期落實知鄉愛土

的教學目標。

而民國 87年 9月教育部頒定的〈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更是企圖要扭轉長期以來由上

而下的教育實踐過程(陳國彥：5)，在〈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的實施要點中即提到：學校必

須因應地區特性、學生特質與需求，選擇或自行編輯合適的教科用書和教材，以及編選彈性教學時數所需

的課程教材；不像以往只限定在鄉土教育的層面，九年一貫要打破的由上而下的教育實踐，是希望擴及到

12 有關科目中心課程和學生中心課程的說明，請參閱陳國川：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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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每一個學習領域層面。

此種教育實踐過程理念的變革，不可避免地也反映在九年一貫的課程結構上(陳伯璋：1；陳國彥：

1)，其中引起爭論最多的即是將國中原有的十餘種科目合併成七大學習領域的劃分，此外，鄉土教育課程

的施行，也同樣受此影響下，產生極大的結構變化。

四、九年一貫國民教育中的鄉土空間界定

在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中的鄉土教育課程，曾被指出有概念模糊且流於泛政治化，是否應設科教學

等兩大課程問題(陳伯璋：5)，也許是在這樣的改革訴求下，配合著九年一貫下放權力的教育實踐過程的理

念，九年一貫國民教育中的鄉土教育課程，最大的變化就是鄉土教育課程分別融入在各學習領域中，尤其

是「語文學習領域」與「社會學習領域」的範疇內。鄉土教育在國民教育課程結構中定位的改變，也

導致其教育目標、教材編纂，也有著與以往不同的方向與作法；在此背景下，本文暫不探討「鄉土語言」

課程 13，而是針對「社會學習領域」課程部分，進一步分析九年一貫鄉土教育的鄉土空間要如何界定，

以其能夠與鄉土理論相結合，又能符合九年一貫國民教育的需求。

(一)九年一貫鄉土教育特色與鄉土理論的關係

關於九年一貫鄉土教育特色與鄉土理論的關係，本文以教育目標、教材編纂兩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鄉土教育課程的教育目標，在九年一貫後，其重心已從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轉變為以

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鄉土教材主要是融入在「社會學習領域」課程中；如此一來，鄉土空間只是達

成「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目標的手段之一，而非教學的最終目的，因而鄉土空間的大小，可以依教學需

要，考量學生的識覺空間、日常空間、主體空間來決定，而非一成不變，以其完成「社會學習領域」的

課程目標。以苗栗縣大湖鄉為例，學生學習與河川相關的概念，可從後龍溪為例，也可從後龍溪的支流南

湖溪為例，甚至也可從南湖溪的源流大邦溪為例，而非以往鄉土教育所強調的，大湖鄉有後龍溪、南湖溪、

大邦溪等河川的認識。因此，在九年一貫的鄉土教育，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架構下，鄉土空間的大小

可以適當調整，以與鄉土理論中鄉土空間為一識覺空間、日常空間、主體空間的概念相結合。

其次，鄉土教育課程的教材編纂權屬，除「鄉土語言」為縣市教育局外，其餘也下放至「社會學習

領域」教師(或課程小組)，教師可謂獲得相當充分的教材編纂權責；如此一來，作為「社會學習領域」

課程中的鄉土空間，其界定的決定權非上層的教育規劃者，而是由最基層的任教者，考量受教者的識覺空

間、日常空間、主體空間來決定，亦即教師從學生的起點行為來思考屬於學生的鄉土空間。以苗栗縣大湖

鄉為例，學生學習與河川相關的概念時，位於後龍溪畔的華興國小可以後龍溪為例，位於後龍溪支流的南

湖溪畔的武榮國小可以南湖溪為例，而位於南湖溪源流的大邦溪畔的東興國小可以大邦溪為例(圖 2)。因

此，在九年一貫的鄉土教育，其教材編纂的權屬為各學校教師(或課程小組)之下，鄉土空間的大小可由受

教者角度來決定，以與鄉土理論中鄉土空間為一識覺空間、日常空間、主體空間的概念相結合。

從上述九年一貫鄉土教育目標與教材編纂的特色分析中，可知九年一貫下放權力後的教育實踐過程，

在教學活動中容易掌握鄉土空間定位的重要概念，因而以下依鄉土理論所界定出的鄉土空間，在反饋回九

13 在「語文學習領域」中的「鄉土語言」雖有鄉土一詞，實際上與鄉土空間範疇無任何關聯，它是一種屬人主義

的課程。依規定「鄉土語言」除了包含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三種鄉土語言外，還可以包括其他鄉土語言

供學生選習。即每個學校都可開設多種鄉土語言的課程，而學生則依其族群屬性選擇其中一種語言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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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的教學上，應能有效地應用。

(二)現行學區制度與鄉土理論的關係

對於鄉土空間的界定，夏黎明提到可以依據真正的目的、現實的需要和操作上的便利，決定鄉土的實

際範圍(夏黎明：54)；在此精神下，本文針對九年一貫鄉土教育實施的特性，鄉土空間的界定，將以學區

作為空間劃分的基礎。以下本文先介紹現行國民教育的學區制度，其次說明學區作為鄉土空間劃分基礎的

原因，最後再提出當鄉土空間的劃分，遇到了現存的三個學區制度問題時，學區範圍要如何地進行調整，

以建構出既能符合九年一貫鄉土教育所需，又能符合理論精神的鄉土空間。

1.現行國民教育的學區制度

學區，原意指的是學生的就學區域，但在臺灣，國民教育屬義務教育，屆齡孩童有就學的義務，因

而在〈國民教育法〉中制定有學區制度，凡戶籍設於該校學區內的學齡孩童，均需至該校就學，所以

學區制度是政府實施國民教育的一套就學空間管理系統。以下本文所指的學區，應定義為教育行政上的

學區(張淑惠：27)。但因政府開放民間興學，私立學校招收學生可不受上述學區制度限制，因此，現行

國民教育的學區制度，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一是公立學校的一般學區制，二是公立學校的開放學區

制，三是私立學校的開放學區制。

公立學校的一般學區制，即〈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的條文內容：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由直轄市

或是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人口、交通、行政區域及學校分布情形，劃分學區，分區設置；另依

第六條規定，六歲之學齡兒童，由戶政機關調查造冊，送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按學區分發，並由鄉、鎮

(市)、區公所通知其入國民小學。國民小學當年度畢業生，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按學區

分發入國民中學。另外，在此制度下，尚有一種稱為共同學區，或稱為彈性學區、綜合學區的次生制

度，指的是縣市教育局允許學童選擇二所或三所學校就讀(張淑惠：27)，然而，若從其中一所學校來

看，共同學區仍是屬於該校一般學區的一部份。

公立學校的開放學區制，除仍依〈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的條文規定設置學區，學區內學生仍需就

讀該校外，非設籍該校學區的學生則採自由登記入學，不受戶籍地限制。早期這種學區制度，主要由設

有特殊教育班級的公立學校所採行，至民國 80 年代中期，各縣市政府陸續調整「偏遠學校」與「開

放教育」的教育政策，准許部分偏遠地區小學採取自由學區制，可招收學區以外的學生入學(張淑惠：

28-29)。

私立學校的開放學區制，不受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的條文規定設置學區；各地學生皆採自由登記入

學，毋須受到戶籍地的限制。

基本上，公立學校不論採一般學區制或開放學區制，皆依國民教育法設有學區，此種學區具有明確

的空間界線；至於私立學校皆屬開放學區制，此種學區因不受學生設籍地點影響，通常不具有明確的空

間界線。

2.學區作為鄉土空間劃分基礎的原因

關於國民教育的學區制度與鄉土空間界定的關係，此處先針對公立學校的一般學區制進行分析。在

公立學校的一般學區制中，雖然學區是由縣市教育局依照一些相關指標所劃分而來的，但是學區內部的

空間結構與社會關係的實際運作，則再再展現了學區是一個具有主體意向的社會空間。

在空間結構上，藉由學生從家中往返學校的求學過程，學校與學生家庭產生了功能關係，因而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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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形成了一個以學校為中心、學生家庭在外圍的機能區域；在這個機能區域中，學校與家庭是學生每日

往返的節點，學校與家庭間的路徑則是學生每日必經的連線，因而這個機能區域乃是以學生的日常生活

路徑、以學生每日接觸的環境所建構而成的區域。因此，作為機能區域的學區，實符合鄉土理論中所提

到的，鄉土空間是一個生活空間與識覺空間的概念。

在社會關係上，藉由學生從家中往返學校的求學過程，每位學生分別從各自的家中來到了學校集

結，並在學校產生多元的互動關係；因而從學生的主體性來看，學區便形成了學生同儕間的社會空間，

學校則是這個社會空間的社會中心，學生在此交換意見，分享人生，共創生活。因此，作為學生社會空

間的學區，實符合鄉土理論中所提到的，鄉土空間是一個主體空間的概念。

實際上，學區作為一個具有學生主體意向的社會空間，也符合學生學習的教育理念。從進步主義觀

點而言，教育活動在擴展與學生經驗，在學校中的經驗及在社區中的經驗應有其連接性、關連性，這兩

者之間的緊密結合，是擴展、加深學生經驗的重要條件(但昭偉：37)；在這裡，學生經驗即包含了同儕

間的社會關係，而學校與社區的關係亦構成學區內的空間結構。

雖然在公立學校的一般學區制中，學區是一個具有主體意向的社會空間，符合了鄉土理論中所提到

的，鄉土空間是一個主體空間、生活空間與識覺空間的概念。但是還有三個與學區制度有關的問題需要

解決，一是公立學校的越區就讀問題，二是公立學校的開放學區制問題，三是私立學校的開放學區制問

題。

3.公立學校越區就讀問題下鄉土空間劃分的調整

在現行學區制度中，決定學生應就讀哪一所公立學校，是依據學生的設籍地而非居住地，所以，雖

然〈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四條明文規定：為防止學生越區就讀，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得訂定辦法處理之，但是每所學校或多或少都會出現越區就讀的學生；針對這些越區就讀的學生，學

區作為一個鄉土空間便有其不足之處，然而若將少數越區就讀學生的居住地全數納入鄉土空間中，則又

不符合大多數未越區就讀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

一般而言，學生越區就讀的主觀因素各有不同，有些考量學校環境 14(王勝賢：130；但昭偉：35-

36)，有些則是考量父母及其子女重大利益15(但昭偉：35)，但在客觀因素的考量有一點是一致的，即易

達性的高低，也就是說，即使選擇越區就讀，學生通常也是就讀與家中易達性較高的學校，而較少就讀

需要多次轉乘交通工具的學校；因而從越區學生的主體性來看，學校與家庭仍是學生每日往返的節點，

但學校與家庭間的路徑不僅是學生每日必經的連線，還是一條與學區具有高度易達性的連線。

學區多了這一層的連線意義後，鄉土空間的劃分可調整成兩個部分，一是以學區為核心部分，另一

是以越區學生就學路線為外圍部分；這樣的鄉土空間，核心部分展現的是鄉土內部的同質性，外圍部分

則揭露了鄉土與外部的連結性。

4.公立學校開放學區制問題下鄉土空間劃分的調整

在早期國民教育學區制度中，一般學校的學區範圍大多不會超過鄉鎮市區的行政範圍，但自民國80

年代開始，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准許部分偏遠地區小學可採取自由學區制，學校招收的學生不再限於原

有的該校學區內，因此，在採取開放學區制的公立學校，通常都會有一些來自該學校學區以外地區的學

生就讀。實際上，這些學生的身分，就等同上述越區就讀的學生一樣，只不過前者就讀時不需辦理戶籍

14 學校環境又可以細分學校環境的生態，學校社會環境，學校社會體系，學校文化四方面(王勝賢：131-132)
15 父母及其子女重大利益又可分為父母親有義務為核子謀福利、父母為了顧及本身的權益與福祉(但昭偉：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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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入，而越區就讀者就得先辦理戶籍遷入。

因此，採取開放學區制的公立學校，其鄉土空間劃分的考量因素，就等同有越區就讀問題的公立學

校一樣，自然地，鄉土空間劃分的結果，也是調整成兩個部分，一是以原有學區為核心部分，另一是以

越區(原有學區)學生就學路線為外圍部分。

5.私立學校開放學區制問題下鄉土空間劃分的調整

由於私立學校不受國民教育法的學區規定，因此，學生來源來自四面八方，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空間

範疇；針對這些居住地不同的學生，公立學校的學區自然對這些學生的鄉土空間不具任何意義，也不符

合這些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

如同公立學校越區就讀的學生，學生就讀私立學校的主觀因素，也不外乎包括了學校環境、家長與

子女利益等層面，但在客觀因素上，易達性的高低仍是重要考量，也就是說，即使選擇私立學校，學生

通常也是就讀與家中易達性較高的學校，而較少就讀需要多次轉乘交通工具的學校；因而從私立學校學

生的主體性來看，學校與家庭仍是學生每日往返的節點，學校與家庭間的路徑不僅是學生每日必經的連

線，還是一條具有高度易達性的連線。

在私立學校沒有如公立學校般，有學區作為鄉土空間的核心部分，因而學校與家庭的連線意義也就

特別地重要，同樣地，鄉土空間的劃分也可調整成兩個部分，一是鄉土空間的核心部份，萎縮到學校及

其週遭環境，另一是外圍部份，可以擴大到相當寬廣的地域範疇；這樣的鄉土空間，核心部分自然談不

上鄉土內部的同質性，但外圍部分仍揭露了鄉土與外部的連結性。

(三)九年一貫國民教育鄉土空間的界定

從前兩節的分析中，融入於「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的鄉土教育，其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教材

編纂的權屬為各學校教師(或課程小組)，此種課程發展的特色，使得在鄉土空間的界定上，容易掌握鄉土

空間為一識覺空間、日常空間、主體空間的鄉土理論重要概念。

1.鄉土空間的界定

針對鄉土空間界定的議題，由於學區的空間結構符合識覺空間、日常空間的概念，其社會關係亦符

合主體空間的概念，因而學區成為本文鄉土空間劃分的基礎；但受到公立學校越區就讀與私立學校開放

學區制的問題，鄉土空間需調整成兩個部分，一是核心部分，另一是外圍部分。鄉土空間的雙層結構，

亦即本文對九年一貫鄉土教育的鄉土空間所作的界定；然而這樣的界定，仍需針對不同的教學環境作適

度的調整(圖 1)。

圖 1　鄉土空間的雙層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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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立學校部分，不論是一般學區制，或是開放學區制，鄉土空間的核心部分是學區，外圍部分則

是越區學生的就學路線(圖1)。由於學區是一個小至村里，大至鄉鎮市區的行政區所組成16；而臺灣的村

里、鄉鎮市區，又是一個具有歷史深度的地方社會生活空間(施添福：24)，因而鄉土特色便可依行政區

內部人地關係的時間演變中而發現。在鄉土教材編纂方面，也因學區是個完整的機能區域，其豐富而多

元的自然、人文景觀要素，可依考量引用在適當的教學單元中，進而達成各學習領域，尤其是「社會學

習領域」的課程目標與能力指標；至於每一條越區學生的就讀路線，沿途重要的自然、人文景觀要素，

也可應用在適當的教學單元中。

在私立學校部分，鄉土空間的核心部分是學校及其週遭環境，外圍部分為學生的就學路線(圖 1)。

由於核心部分缺乏如學區般是一個完整的區域，因而核心部分的意義將由外圍部分所賦予，即核心部分

為何會成為這些連線交會的節點所在，鄉土特色便可依此連線交會的動力而發現。在鄉土教材編纂方

面，亦因核心部分不是一個完整的區域，有關學生就讀路線沿途重要的自然、人文景觀要素，與學校周

圍環境的自然、人文景觀要素同具重要的地位；這對私立學校教師言，教材編纂上將比公立學校教師面

臨較大的挑戰。

2.與鄉土理論的結合

以學區為基礎的鄉土空間雙層結構，是以學區的空間結構與社會關係，符合鄉土理論中識覺空間、

日常空間、主體空間的概念為出發點所建構而成的；實際上，就最後建構而來的鄉土空間雙層結構，也

呼應了鄉土理論中鄉土空間應具有鄉土範圍的連續性、鄉土界線的過渡性、鄉土範圍的相對性與鄉土經

驗的差序性等四項屬性。

在連續性上，鄉土空間具有從核心部分到外圍部分的連續性；在過渡性上，鄉土空間的外圍部分並

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可以劃分；在相對性上，鄉土空間的核心部分可依學區範圍決定而變動；最後在差

序性上，鄉土空間的核心部分與外圍部分即隱含了由熟悉親密到疏遠陌生的差序性格。

3.與九年一貫國民教育需求的結合

依〈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實施要點的部分條文：各科應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

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會資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因此，「社

會學習領域」在實施鄉土教育課程時，有關鄉土空間的界定，就需從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的理念為出發點來建構。

在鄉土空間的雙層結構中，核心部分不論是學區或是學校及其週遭環境，其皆是以學校為重心所構

成的，而外圍部分則以學生平日的居住地點與就學路線來決定，由於在鄉土空間的界定考量上，無不與

學校本位課程所要求的學校、社區(居住地點)、家長(越區問題)、學生等要素相關；因此，本文建構的

鄉土空間雙層結構，不同以往由教育規劃者所想像的虛幻鄉土，而是從學校、社區、家長、學生的互動

關係中所發展出的一個就在你我身邊實實在在的鄉土。

五、鄉土空間雙層結構的實際操作

以下本文將利用鄉土空間雙層結構的概念，深入地介紹與分析苗栗縣大湖鄉三所國民小學的鄉土空間

16 依民國 88年修正的〈國民教育法〉第四條規定：一、以一鄉(鎮、市、區)為一國民中學學區，二、以國民小學一
學區或數學區合併為一國民中學學區。因而國民中小學的學區，期間範圍大小原則上，不會超過一個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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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這三所小學分別是位於東興村的東興國小，大南村的大南國小，富興村的華興國小。

(一)大湖鄉的行政村、學區劃分與交通網絡

大湖鄉共轄12個村，習慣上分為北六村與南六村。其中北六村為原日治時代大湖庄的大湖大字，包括

富興村、靜湖村、大湖村、明湖村、大寮村、大南村；南六村則為日治時代大湖庄的南湖大字與馬拉邦大

字，前者包括南湖村、義和村、栗林村、新開村，後者包括武榮村、東興村(圖 2)。

17 本文暫以鄉村地區學校為例，藉其學區環境的單純，以利讀者對鄉土空間雙層結構的操作有所認識。若以都市學校

為例，其鄉土空間雙層結構，大致是核心部分為數個里，外圍部份則為市區內重要幹道所構成；當然，若兩校有共

同學區時，該兩校的鄉土空間也會有重疊部分。

圖 2　苗栗縣大湖鄉的行政區、道路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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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部的交通網絡上，大湖鄉的內部，除北 6村的大南村，南 6村的武榮村、東興村，其餘 9村彼此

可以藉由省道臺 3線連絡，大南村、武榮村則分別以鄉道苗 61線、苗 55線與臺 3線聯絡，至於東興村僅

能以鄉道苗55-1線與苗55線聯絡(圖2)；簡言之，大湖鄉內部交通網絡的中心性，可區分為三個層級，東

興村位於底層，大南村、武榮村位於中層，其餘 9村則位於頂層。

在對外的交通關係上，其中地處大湖鄉最北的富興村分別以省道臺 3線、臺6線、鄉道苗62線與獅潭

鄉、泰安鄉連絡，地處最東的大南村則以鄉道苗 61線與泰安鄉連絡，地處中央偏西的南湖村以鄉道苗 60

線與銅鑼鄉連絡，地處西南的栗林村則分別以縣道130線、鄉道苗54線與三義、卓蘭聯絡，地處最東南的

武榮村則以鄉道苗 55線與卓蘭聯絡，至於地處最南的新開村則分別以省道臺 3線、鄉道苗 56線與三義、

卓蘭連絡(圖2)；簡言之，大湖鄉對外交通的易達性，將可區分為三個層級，富興村、栗林村、新開村位於

頂層，大南村、南湖村、武榮村位於中層，其餘 6村則位於底層。

大湖鄉共有 8 所國民小學，分別是大湖國小、南湖國小、華興國小、大南國小、武榮國小、東興國

小、栗林國小、新開國小；其中本文所選擇的三所國小，東興國小學區範圍為東興村18，大南國小學區範

圍為大南村 1-11鄰 19，民國 87年改制為開放學區，華興國小學區範圍為富興村 1-8、 16鄰 20(表 2、圖

3)，其交通地位如下所示：東興村東興國小的中心性、易達性皆位於底層，大南村大南國小的中心性、易

達性皆位於中層，至於富興村華興國小的中心性、易達性皆位於頂層。

18 東興國小學區內門牌編碼， 1-3鄰稱小邦， 4-8、 12鄰稱上湖， 9-11鄰稱下湖。
19 大南國小學區內門牌編碼， 1-5鄰稱小南勢， 6-10稱大南勢， 11鄰稱反水，
20 華興國小學區內門牌編碼， 2-4鄰稱水尾坪， 5鄰稱砲石， 6鄰與 1、 7鄰部分稱水尾， 8鄰與 7鄰部分稱八寮灣，

16鄰與 1鄰部分稱法雲寺。

表 2　苗栗縣大湖鄉國民小學學區劃分

學校名稱 學區範圍

大湖國小 大湖村、明湖村、靜湖村、大寮村、富興村 9-15鄰、大南村 12鄰

南湖國小 南湖村、義和村

華興國小 富興村 1-8、 16鄰

大南國小 大南村 1-11鄰(民 87改開放學區)

武榮國小 武榮村

東興國小 東興村

栗林國小 栗林村

新開國小 新開村

資料來源：大湖鄉公所民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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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興國小、大南國小、華興國小的鄉土空間

大湖鄉東興國小，位於東興村的下湖聚落，緊鄰鄉道苗 55-1線，苗 55-1線也是該校惟一向外聯絡的

道路。東興國小在民國 92學年度上學期共有46位學生，全都居住在學區內，即東興村 1-12鄰，並無越區

的學生(表 3)。因此，以東興國小學生為主體的鄉土空間，就是東興村 1-12鄰的學區(圖 4左上)。

大湖鄉大南國小，位於大南村的大份田聚落，緊鄰苗 61線，苗 61線為大湖街區的大湖村、明湖村，

經靜湖村、大南村往泰安鄉中興村的聯絡道路。大南國小在民國 92學年度上學期共有 72位學生，居住地

在學區內者，即大南村 1-11鄰，共有39位，越區就讀者共有 33位，其中本村1位，來自泰安鄉的大興村

與中興村各有 2位，來自本鄉苗 61線沿線的的大湖村、明湖村、靜湖村者共有 24位，另來自大寮村、富

圖 3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大南、華興國小的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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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東興國小、大南國小、華興國小的學生居住地

東興國小 大南國小 華興國小

學區內 46 39 76

大湖鄉大湖村 - 16 3

大湖鄉明湖村 - 1 -

大湖鄉靜湖村 - 7 4

大湖鄉富興村 - 2 3(註 2)

大湖鄉大寮村 - 2 -

大湖鄉大南村 - 1(註 1) -

大湖鄉栗林村 - - 1

獅潭鄉竹木村 - - 2

泰安鄉八卦村 - - 2

泰安鄉大興村 - 2 -

泰安鄉中興村 - 2 -

總人數 46 72 91
註 1：僅列出住在學區外的大南村學生，該學生即住在 12鄰的麻竹窩。
註 2：僅列出住在學區外的富興村學生，其中 2位住在 9鄰的八寮灣， 1位住在 15鄰的化人公。
資料來源：苗栗縣立東興國小、大南國小、華興國小學籍資料。

圖 4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大南、華興國小的鄉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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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村者各有 2位(表 3)。因此，以大南國小學生為主體的鄉土空間，核心部分是大南村 1-11鄰的學區，外

圍部分一邊是沿著鄉道苗 61線經靜湖、大湖、明湖村，再沿省道臺 3線到大寮村與富興村的西北方向擴

展，另一邊也是沿著鄉道苗61線到泰安鄉中興村的東南方向擴展，最後一邊則是沿著產業道路到泰安鄉大

興村的東北方向擴展(圖 4左下)。

大湖鄉華興國小，位於富興村的水尾聚落，緊鄰省道臺 3線，來自獅潭鄉的省道臺 6線，與泰安鄉的

鄉道苗62線，在該校北方不遠處匯入臺 3線。華興國小在民國92學年度上學期共有91位學生，居住地在

學區內者，即富興村 1-8、16鄰，共有76位，越區就讀者共有 5位，其中本村3位，另各有3、 2、1位

來自本鄉的大湖村、靜湖村與栗林村， 2位來自獅潭鄉的竹木村，2位來自泰安鄉的八卦村(表3)。因此，

以華興國小學生為主體的鄉土空間，核心部分是富興村 1-8、16鄰的學區，外圍部分則是沿著省道臺 3線

經靜湖、大湖到栗林村，省道臺 6線到獅潭鄉竹木村，鄉道苗62線到泰安鄉八卦村的南、北、東三個方向

發展(圖 4右)。

藉由對東興國小、大南國小、華興國小的鄉土空間實際操作結果，可以發現交通便利性對鄉土空間雙

層結構的影響；其中最明顯的部分，學校交通愈便利，其鄉土空間外圍部分擴展的範圍也就愈大。

就如東興國小所在的東興村，中心性與易達性皆位於底層，所以學校因交通不便而沒有越區就讀的學

生，因而東興國小的鄉土空間，就等同於學區範圍。接著，大南國小所在的大南村，中心性與易達性皆位

於中層，學校僅以鄉道與大湖街區和泰安鄉連繫，所以雖然大南國小為開放學區，但是大南國小的鄉土空

間，其外圍部分仍限於大湖鄉與泰安鄉境內。最後，華興國小所在的富興村，中心性與易達性皆位於頂層，

學校不僅以省道與大湖街區、獅潭鄉聯繫，又可以鄉道與泰安鄉連繫，因而以華興國小的鄉土空間，其外

圍部分不僅包括大湖鄉與泰安鄉境內，又比大南國小增加了獅潭鄉的部分。

六、結論

民國 82年到 83年，教育部陸續修正了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的課程標準，鄉土教育正式納入國民教育

課程結構的一部份；但僅不過 4年的時間，教育部又提出了九年一貫課程的教育改革計劃，鄉土教育改以

融入在各學習領域中，尤其是又以「語言學習領域」與「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為主。面臨課程結構的

轉變，以及〈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所揭示的課程決定權下放、學校本位課程的理念(陳

伯璋：1)，鄉土教育中有關鄉土空間的課題，實有必要重新檢視、界定，以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的發展。

(一)問題的回應

因此，為了討論九年一貫課程中鄉土教育的實施，有關鄉土空間要如何給予新的界定，本文共提出了

下列五項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在國民教育制度興革中，鄉土教育的教育目標有何變遷？

本文藉由教育目標的分類，得到在九年一貫以前，鄉土教育的實施，以設置單獨課程實施為主，因而

鄉土教育目標，以為鄉土而教鄉土的教育目標最為重要；但在九年一貫的鄉土教育，其實施以融入在「社

會學習領域」課程中實施為主，因而鄉土教育目標，以鄉土為手段的教育目標最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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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問題是，在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中有關鄉土空間的界定為何？

本文藉由鄉土教育課程的課程標準內容作整理，可知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中的鄉土空間界定，是

由教育規劃者所擬定而成的；其構成一個由近至遠的體系，分別是國小中年級的鄉鎮市區，高年級的縣市，

國中的臺、澎、金、馬。

第三個問題是，在九年一貫以前，原有國民教育中鄉土空間的界定，與理論上鄉土空間的界定有何差

異？

本文藉由夏黎明的鄉土空間理論為觀點，發現在九年一貫以前國民教育的鄉土空間界定上，與理論至

少存在了三項差異：鄉土空間非由受教者的主體意向所形成、無法符合學生第一手經驗的鄉土空間、無法

符合學生日常生活活動範圍的鄉土空間。

第四個問題是，如何重新界定鄉土空間，既符合九年一貫國民教育所需，又能符合理論精神？

本文重新界定的鄉土空間，乃是一個以學區為基礎的鄉土空間雙層結構，其中核心部分為學區，外圍

部分為越區學生就學路線；此雙層結構，會因不同的學區制度而有相對應的調整。

此鄉土空間雙層結構，是以學區的空間結構與社會關係，符合鄉土理論中識覺空間、日常空間、主體

空間的概念為出發點所建構而成的；同時，其雙層結構也呼應了鄉土理論中鄉土空間應具有鄉土範圍的連

續性、鄉土界線的過渡性、鄉土範圍的相對性與鄉土經驗的差序性等四項屬性。

另外，由於在鄉土空間的界定考量上，無不與學校本位課程所要求的學校、社區(居住地點)、家長(越

區問題)、學生等要素相關，因而，本文建構的鄉土空間雙層結構，即是從學校、社區、家長、學生的互動

關係中所發展出的一個就在你我身邊實實在在的鄉土。

第五個問題是，重新界定的鄉土空間如何進行操作？

本文藉由對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小、大南國小、華興國小的鄉土空間實際操作，結果如下：東興國小

的鄉土空間即該校學區(東興村)；大南國小鄉土空間的核心部分即該校學區(大南村 1-11鄰)，外圍部分包

含了大湖鄉、泰安鄉部份地區；華興國小鄉土空間的核心部分即該校學區(富興村 1-8、 16鄰)，外圍部分

則包含了大湖鄉、獅潭鄉、泰安鄉部份地區。由此結果可以發現交通便利性對鄉土空間雙層結構的影響，

其中最明顯的部分，學校交通愈便利，其鄉土空間外圍部分擴展的範圍也就愈大。

(二)教學的應用

鄉土空間的界定，是一個區域劃分的問題，而區域研究又是地理學重要的研究傳統之一(Haggett：360-

389)；因此，從區域階層體系概念的角度，在包含著地理學知識的社會學習領域中，本文界定的鄉土空

間，其實是與領域中其他的空間單元，互有關連而非獨立存在。

由於本文針對九年一貫國民教育所界定的鄉土空間，其核心部分原則上不超過一個鄉鎮市區的範圍，

所以這個鄉土空間是與縣市、臺灣，乃至東亞、亞洲、全球構成一個空間體系；而鄉土與這些高層次空間

單元的關係，縣市是與學生鄉土關係最緊密的空間單元，臺灣次之，東亞再次之，以至亞洲、全球。也就

是說，從國民中學的學生角度來看，村里到鄉鎮市區的空間，才是他們生活熟悉的鄉土，縣市的空間則是

知道，但不是那麼熟悉的空間；如果說村里到鄉鎮市區的空間，是學生的本土，那麼縣市、臺灣、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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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全球的空間，就是學生的外地。

將九年一貫國民教育課程中的鄉土，界定在村里至鄉鎮市區的空間認知，不僅有助於各學習領域教師

在組織教材時，能夠明確區辨與學生關係密切與否的生活素材，達成學校本位課程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

也可拋棄掉民國 70年代後期以來，鄉土教育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楊智穎：382-384)的包袱。

另外，本文界定的鄉土空間，在「社會學習領域」課程中的應用上，可以從該領域的能力指標中舉

例說明，如第一部分人與空間的 1-2-1能力指標：描述地方或區域的自然與人文特性；任課老師即能從學

生的鄉土空間雙層結構中，挑選像是學區學生熟悉的自然環境、居民組成，以及越區學生熟悉的交通路線

等生活素材，作為課程教材的一部分，來達到所期望的教學目標，之後再以此能力基礎，分析並認識縣市、

臺灣、東亞等高層次空間單元的自然與人文特性。

最後，值得一題的是，本文所分析的鄉土空間界定，雖然是以「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為主的角度分

析，期能應用於該領域課程目標、能力指標中有關「鄉土」、「家鄉」、「本土」的空間字元解釋；

實際上，此界定也可應用於其他學習領域。就如「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 4-4-2能力指標：分析人為和

自然環境可能發生的危險與危機，擬定並執行保護與改善環境之策略與行動；任課老師即能從學生的鄉土

空間雙層結構中，挑選像是學區學生熟悉的河川污染，以及越區學生熟悉的乘車安全等生活素材，作為課

程教材的一部分，來達到所期望的教學目標。

至於如何在此鄉土空間雙層結構中，去挑選對學生「有意義」的「實例」，作為引導學生學習的

課程教材，將是筆者下一篇鄉土教育論文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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