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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我國的教育決策者理解到經濟教育的
特殊需求，自民國七十五年起國中『公民
與道德』課程中即大幅增加國民生活必須
的經濟學教材。由於現行國中公民與道德
第三冊是國中階段最基本、完整的經濟學
教材，而學生是此統一教材的最終消費
者，因此教材的良窳可由學生的學習成
效，來作最佳的評斷。此外，使用該教材
的教師亦可在實務上對此教材作最佳的評
鑑。緣此，本研究以公立國中三年級學生
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學生學習此
教材前後（附加價值法）對經濟知識認知
程度的相關資料，以及任課教師對該教材
的評估資料。以經濟知識測驗、初中經濟
學教材評估準則與二份基本資料問卷為評
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二階段抽樣，首先依東、
北、中、南地區比例分配隨機抽取 17 所公
立國中。再採叢集取樣 34 班，有效樣本共
計 1,205 名學生。

關鍵詞：經濟教育、經濟認知（經濟
知識）、經濟學教材

Abstract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teaching 
economics to students, Taiwanese high 
schools have provided a mandated course in 
economics since 1986. Specificall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ake the 
course titled "civics" for one semester in 
ninth grade.  Since the single textbook is the 
primary instructional tool in Taiwan junior 
high school classrooms, the quality of this 
economics materials should have a critical 
influe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nomic 
education.  Students, however are the 
ultimate consumers of the standardized 
curriculum materials and the quality of its 
best judged by the achievement outcome of 
student's economic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survey method to collect 
data regarding economic concepts and 
cognitive levels of third grad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aking the 
course (value-added Approach). And the 
civics teachers also were invited in using a 
specific set of criteria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to evaluate the economics materials.  The 
instrument that were used are the Test of 
Economic Knowledge, Criteria for 
Reviewing Junior High School Economics 
Materials with two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Two-stage sampling procedures were 
used in selecting the sample. A sample of 
seventeen junior high schools were contacted. 
A total of 34 third grade classes with 1,205 
students were utilized as the sample in this 
study.

Keywords: Economic Education, Economic 
Literacy (Economic Knowledge), 
Economics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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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目前在臺灣擔任國中經濟學課程的教
師多為公民老師，他們大部分使用傳統的
教學法，即以講述和複述教科書內容為
主，教科書幾乎是他們唯一的教學工具。
惟臺灣現行的公民與道德教科書是教育部
統一編定的，在考試領導教學的情況下，
教材與教學空間受到制式的約束；但無論
如何該冊經濟學教材每年都有三十萬左右
的國三學生，花上近半年的時間學習與研
讀。因之經濟學教材的良窳，對整個經濟
教育的成效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而由文獻
探討可知，前版教科書（即自民國七十五
年採用至八十七年的以成長的經濟為主題
的教科書）在「中國經濟學會」與其他相
關研究中皆指陳其內容有諸多不妥之處。
不過，就教科書內容本身深入的檢討，固
然是一種教師和研究者可以促使教育部改
進其產品內容的方法，但僅是主張教科書
內容需要改革是不夠的，既然學生才是此
標準化課程最終產品的消費者，因此教材
的內容品質可由學生的學習成效，來做最
佳的評斷。此外，使用該教材的教師亦可
在實務上對此教材做最佳的評鑑。緣此，
而進行本研究期能達成下述目的：

(一) 瞭解現行國中經濟學教材是否涵
蓋了學者專家認為應在此階段教導的概
念。

(二) 瞭解國三學生對經濟概念的理解
程度。

(三) 瞭解國三學生對經濟認知的三個
認知層次的表現強弱。

(四) 瞭解影響國三學生經濟知識分數
的各種因素。

(五) 瞭解相同研究工具，在舊教材的
研究結果。

(六) 瞭解相同研究工具，在其他國家
的研究結果。

(七) 提供教師在未來教科書開放市場
中選擇經濟教材的參照準則。

(八) 歸納上述研究結果，提供國中公
民教師評估教學效果的參考。

(九) 歸納上述研究結果，提供教科書
編訂者和執行單位做為經濟教材編修時的
參考。

(十) 歸納上述研究結果，提供公民教
育相關師資培育課程之改進參考。

三、結果與討論

(一)、經濟教育的立論基礎與課程內涵

雖然學者主張將經濟學納入學校課程
各有其立論的基礎：「學習經濟學的雙重
效益說」、「經濟教育是公民教育和社會
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適應變動中的
世界經濟說」；但皆提供了基本理由將傳
遞經濟知識和技能的主要責任置於學校身
上，認為學校和他們的教師實為提供經濟
教育給年輕人的最佳途徑。

再由明確界定高中畢業生應該獲得的
基本經濟知識，結果發展出「確認經濟學
的核心概念」。因之概念學習成為經濟教
學的重心。本研究依據經濟學基本概念教
學架構(FTBC)及非強迫性的經濟學國家內
容標準(VNCSE)歸納出國三學生應習得的
基本概念。而就如何利用經濟學的教學以
習得推理的過程和技巧來說，本研究在此
方面著墨雖較少，但卻為經濟教育真正最
後 的 目 標 ， 因 此 ， 以 如 何 做 決 策
(Decision-making)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也是
經濟教學特別重視的。

(二)、學童經濟概念的認知發展

從1950年至今大約有三十多篇的論文
探討學童的經濟認知發展，這些研究提供
了二個重要的結論，第一，學童的經濟概
念傾向於遵循一定的發展順序，隨著年齡
的增加，他們的思考也變得更為抽象和富
於彈性。第二，雖然研究顯示經濟思考隨
著年齡而逐漸進步，但就某些概念而言，
其成熟的推理發展要較其他概念為快。例
如「利潤」這個概念是理解市場經濟如何
運作的核心概念，但要到 11 歲左右才開始
發展，又如「稀少性」卻能以簡單的方式
教導 6 歲的學童理解。是故在編寫經濟教
材時，應根據學生經濟概念認知能力的發
展，選擇適合其學習程度的經濟概念為內
容，方可發揮預期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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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國民中學經濟教育課程的內涵

我國國中經濟教育課程的內涵，可由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課程標準中關於經濟方
面的課程目標、教材綱要與國中公民與道
德教科書經濟教材內容分析等方面來探
討。結果發現，國中階段經濟教材內容廣
泛，可說涵蓋了 FTBC 所提出的基本經濟
概念範圍，但若與 VNCSE 相較，則「邊際
分析」、「誘因」等概念、似乎有所不足，
此等概念為學生在做決策或經濟推理時所
需的重要概念，實需加強之。

而就個體經濟學概念和總體經濟概念
的比重來看：現行教材頗偏重個體經濟
學。有鑒於個體經濟學是總體經濟理論的
基礎，且個體經濟學理論完備，總體經濟
學甚多理論尚未定論，此應是正確方向。
但在總體經濟學方面，無論 FTBC 或
VNCSE 皆強調之「國內生產毛額」概念似
宜加入，俾便學生對整體經濟社會的表現
有所了解。再就國際經濟學概念而言，亦
嫌不足，我國是以「外貿」為導向的國家，
故宜加強此類目的比重。此外宜注意教材
定位、銜接、與其他學科之整合問題。若
再從另一角度來看，我國中學經濟教材以
知識傳授為主，而經濟教育所重視的解決
問題，推理能力的教材較少，此與美國教
科書重視實用的特質相距甚遠，我國中學
的經濟教材在此方面有待加強。

(四)、臺灣地區公立國中三年級學生經濟
知識測驗之結果

本研究之經濟知識測驗(TVTEK)共計
39 題，總分為 39 分，而全部有效樣本 1,205
位學生 TVTEK 前、後測平均分數與標準差
分別為 20.46，6.19 及 23.23，5.18。

後測分數較前測分數平均增加了約 3
分，表面上看起來國三經濟教材創造出來
的附加價值似乎微不足道，但前後測分數
差仍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顯然現行經濟
教材的確對學生的經濟知識有所增進，事
實上，也改變了學生對經濟學的態度。

就 TEK 內容類目來看，學生學習後表
現最佳的是「基本的經濟概念」，其次為
「國際經濟學概念」再其次為「個體經濟

學概念」，最差的則為「總體經濟學概念」
領域。

就三個認知層次中，學生學習後表現
最佳的是「理解」層次，其次為「應用」
層次，最差的則為「知識」層次。

(五)、TEK 測驗結果與美國及修習舊教材
的國三學生之比較

研究問題一，經由六項虛無假設來驗
證。

第一項虛無假設被拒絕了，亦即臺灣
國三學生與美國同年級的學生經濟知識有
顯著差異。臺灣學生在 TEK 的平均成績，
較美國學生為高。

第二項虛無假設被拒絕了，亦即使用
現行教材與舊教材的國三學生在經濟知識
上有顯著差異。使用舊教材的國三學生在
TEK 的得分上，較使用現行經濟教材的國
三學生來得高。

第三項虛無假設是對TEK四個內容類
目的比較。除了「個體經濟學概念」類目
的比較接受了虛無假設外，所有的比較皆
拒絕了虛無假設。亦即臺灣國三學生與美
國初中生在「個體經濟學概念」類目的平
均答對百分比沒有顯著差異，而其他的三
個內容類目（基本、總體、國際的經濟學
概念）的平均答對百分比有顯著差異，而
臺灣國中生對此三領域的理解都優於美國
學生。

第四項虛無假設是對TEK三個認知層
次的比較，除了「知識」層次的比較接受
了虛無假設外，而在「理解」和「應用」
兩層次的比較則拒絕了虛無假設。亦即臺
灣國三學生與美國初中生在「知識」層次
的平均答對百分比沒有顯著差異，而在「理
解」、「應用」兩個認知層次的平均答對
百分比有顯著差異，而臺灣國中生在此二
層次的表現皆優於美國學生。

第五項虛無假設是對使用新、舊教材
的國三學生在 TEK 四個內容類目的比較。
除了「基本的經濟概念」類目的比較接受
了虛無假設外，所有的比較皆拒絕了虛無
假設。亦即使用現行教材與舊教材的國三
學生在「基本的經濟概念」類目的平均答
對百分比沒有顯著差異，而其他的三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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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類目（個體、總體、國際的經濟學概念）
的平均答對百分比有顯著差異，而使用舊
教材的學生在此三領域的理解都優於使用
現行教材的學生。

第六項虛無假設是對使用新、舊教材
的國三學生在 TEK 三個認知層次的比較。
所有的比較皆拒絕了虛無假設，亦即使用
現行教材與舊教材的國三學生在TEK三個
認知層次（知識、理解、應用）的平均答
對百分比有顯著差異，而使用舊教材的學
生在此三層次的表現皆優於使用現行教材
的學生。

(六)、影響國三學生經濟知識理解之因素

研究問題二，經由第七項虛無假設來
驗證。

第七項虛無假設被拒絕了，亦即依據
二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模型的結果：

根據 y1（前後測分數差）迴歸分析顯
示：在二十項個人背景因素、教師因素與
學校因素變項中，對國三學生經濟知識前
後測分數差有預測力的變項包括畢業後的
升學意願、經濟教材是否困難、教師教學
經驗、教師是否修過經濟學、公民為主要
或次要任教科目、學校所在地、學校規模
等七項；但此七項自變項對學生經濟知識
前後測分數差預測的決定係數不高，僅為
4%左右，因此，附加價值法有待進一步的
研究。

根據 y2（後測分數）迴歸分析顯示：
在二十項個人背景因素、教師因素與學校
因素變項中，國三學生經濟知識後測分數
有預測力的變項包括學期成績、畢業後的
升學意願、經濟教材是否困難、學生性別、
公民為主要或次要任教科目、教師是否修
過經濟學、教學經驗、教師是否參加研討
會、教師性別、教師是否修過如何教經濟
學、學校所在地、學校社區型態等十二項；
此十二項變數對學生經濟知識分數預測的
決定係數為 38%左右，其中以個人因素的
變項預測力最高。

(七)、公民與道德教師對國中經濟學教學
缺失及現行教材的評估

根據樣本研究分析結果，公民與道德

教師認為國中經濟學教學缺失最嚴重的是
「不充足的教學媒體和補充教材」，其次
為「學生缺乏了解」，其他依序為「對經
濟學的不夠重視」、「不充足的教學準備」、
「學生缺乏興趣」。

而公民與道德教師根據本研究所提供
之四類共十五項準則對現行經濟教材的評
估則顯示：

教師對四類準則所表達的滿意度依序
為：「經濟學的內容」、「教學法」、「初
中生焦點」及「產品特質」。

若就十五項個別準則而言，教師認為
現行經濟教材最符合「正確地使用經濟概
念和原則」這項準則，其次為「鼓勵學生
在學習中積極的參與」和「列舉明確的可
以做得到的目標」二項準則，而評估等級
最差的則為「教師指引很完整」及「鼓勵
學生做抽象地推理」二項。

綜合言之，現行經濟教材的評估結果
還是差強人意，當有其改進的空間，而經
濟學的教學亦應力求改進。

(八)、現行國三公民與道德第三冊「經濟
教材」教與學之困難情形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幾乎學生在學習
上認為困難的教材，教師亦認為在教學上
亦較困難。這些概念包括「機會成本」、
「摺紙飛機青蛙例」、「比較利益原則」、
「相對成本較低」、「理財工具」、「租
稅公平」、「消費、生產循環」、「人與
人，自然的關係」、「經濟制度」等；皆
有 50%以上的學生和 40%以上的教師表示
在學習上和教學上有不同程度的困難。若
依多數概念所屬的課文內涵歸納而言，顯
然該冊教科書在第四課、第九課、第十課
的教與學較為困難，值得教材編寫者重新
檢討。

四、計畫成果自評

目前國內對於國中階段經濟教育的研
究相當缺少，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確立
國中階段經濟教育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並
找出適合國中學生學習的經濟概念及推理
教學。而在實證調查中，則以國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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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其公民與道德教師為對象，透過測
驗、問卷以評估學生學習成效、國中經濟
教材的缺失及教與學困難的情形，研究結
果可做為日後國中教科書編訂，開放市場
後教科書的選擇及師資培育之參考。

檢討整個研究過程、研究者提出下列
建議，做為進一步研究參考：

(一)、修正研究變項

本研究規劃之經濟知識成效的自變項
包括三大類：一是個人背景因素，計有性
別、升學意願、學期成績、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修習經濟
學前後之態度等項；第二類為授課教師因
素，包括教學經驗、公民為其主要任教或
次要任教科目、修習經濟學學分數、參與
在職進修情形等項；最後一類別則是學校
因素，包括社區類型、學校所在地、學校
規模等。然經逐步多元迴歸分析後，在使
用附加價值法（經濟知識前後測分數差為
自變項）的迴歸模式中，顯示上述自變項
中雖有 7 項變項達到顯著水準，但對學生
經濟知識理解程度的解釋力僅為 4%左
右。因此有待後續研究者發掘或修正本研
究的變項以瞭解影響學生經濟知識理解程
度的因素為何？

(二)、擴大研究對象

受限於時間、人力及研究經費等因
素，本研究僅依地區、學校之比例，決定
學校後，以班級為單位做叢集抽樣調查，
是以本研究未能顧及縣市之普遍取樣。且
抽樣人數亦不足以建立臺灣地區TEK的常
模（英、美等國皆以大量樣本建立該國 TEK
之常模）。是以今後之研究對樣本之選取，
可以更周詳且增加校數、人數，當更能理
解國中經濟教育的實施成效，且可建立本
測驗的標準化常識。

(三)、採用附加價值法之商榷

本研究使用附加價值法(value added 
approach)，重覆施測，亦即利用 TEK 在學
生開始上經濟教材課程前先做「前測」，
然後在課程結束後再施以「後測」，藉以

分析前後測分數之差異做比較。如此，可
較深入的了解此課程或教材對學生經濟學
的學習有多少助益。但研究結果顯示，「後
測」成績即足以分析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教
與學困難的情形，是以此法在未來研究中
應權衡使用的時機。

(四)、發展適合我國國中生的經濟認知研
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研究工具係翻譯美國目
前針對中學八、九年級所使用的施測問
卷，儘管翻譯完成後，經由學者專家的修
定，並透過預試確定其信度；但因為我國
與美國所使用的教材不同，所以有必要針
對我國國中階段經濟教育的教材內容，結
合經濟學、經濟教育課程專家，共同編寫
適合我國學生的試卷，如此對國中經濟教
育之研究及推論俾能更為準確。

(五)、其他研究主題

本研究旨在評估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三
冊經濟教材實施之成效，並未涉及不同教
科書學習成效之比較。在今日高中教科書
已全面開放民間編印、而國中教科書亦將
開放的情形下，可利用本研究所發展出來
之評估初中階段經濟教材的準則，進行不
同版本教科書對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的比
較，亦可調查教師對不同版本教科書的意
見，抑或探討教師在實際經驗經濟學教學
中的困擾，作為研究主題，以提供經濟教
育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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