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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職業學校機械群部定實習科目（製圖實習、機械基礎實習、

機械電學實習）教科書之適切評估。研究方法有三：一是教科書內容分析，由五

位任教15年以上教師組成研究小組，分析三個科目16冊教科書，並以肯得爾和諧

係數檢測評分員信度。二是焦點團體座談法，辦理3場次與5位現職教師，共同探

討教科書內涵的適切性。三是深度訪談法，與2位審定委員探討教科書審定制度、

課程綱要及教科書的妥適性。 

主要結論：1.實習科目教科書中呈現知識的內容多於技能的內容。2.職能內涵

適切性分析結果，現行機械群實習科目教科書中內容難易度為簡單易讀且份量適

中；各單元內涵間屬少量銜接；且與其他科目內涵間屬無或適度的重疊等特性。

建議：1.各實習（實作）科目建議訂定教科書中知識與技能內涵之適當比重。2.對

有重疊性的課程能明訂各科目應學習的範圍及深度。3.彈性增加實習科目的教學時

數，以提升學生的實作能力。4.製圖實習能重新納入「輔助視圖」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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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national professional practice subjects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mechanical cluster (Drawing Practice, Base Mechanical 

Practice, Practice of Electric Works for Machinery), the relevance assessment in 

textbooks. The research design included content analysis of textbooks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approach. The research team consist of five 

experienced teachers who have taught over 15 years, a total of 3 subjects and 16 

textbook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and using 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 

detected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The focus group were interviewed with teachers to 

collect about current the relevance of the competence contents in practice subjects of 

textbooks. Th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current reviewers to discuss review-system and 

curriculum guidelines and the suitable contents of textbooks. 

The major conclusions: 1.The edited forms of the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contents in textbooks are knowledge contents more than skill contents. 2. The relevance 

analysis of the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contents in textbooks, in difficult degree of 

contents in current practice textbooks are simple approximately, moderate quantity 

contents, the contents of each units belong to a small amount of connection, and with 

other subjects are none or moderate overlap in textbook’s contents. The 

recommendations: 1. Suggest each practice (operating) subject should be set an 

appropriate proportion in knowledge and skill in textbook’s contents. 2. The course are 

overlapped with other subjects, should be formulated the learning scope and the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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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of contents. 3. Elastic increase teaching time for practice subjects to enhance 

student’s skill. 4. The auxiliary view unit re-add in the course of Drawing Practice. 

 

Keywords: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extbook, competenc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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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教育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建設，也是決定一個國家競爭力的主要關鍵。教育的

目的之一是在培養學生適應當前與未來生活的能力。過去，技職教育對我國的經

濟發展及社會進步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近年來，由於全球化趨勢以及產業技

術變遷，我國的產業結構已轉型為以服務業和高科技為主的知識密集產業，未來

更需要具有創新、統整與跨領域的人才，來帶動產業升級、提升國家競爭力（教

育部，2000）。自 2014 年啟動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職教育的未來發展，勢

必面臨發展技能特色與學生繼續升學等嚴峻的衝擊和挑戰（田振榮等，2012）。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8條規定「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以由民間編輯為

原則…，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高級中等教育法，2013）。教科書審定制度

的目的有二：1.經由審定的過程，評選出合格的教科書，以提供學校選擇與使用。

2.維持教科書的基本品質，減輕教師選用教科書的壓力，進而達成篩選優良教科書

的目的（藍順德，2006）。 

近年來，職業學校的畢業生約有 80%以上繼續升學，而僅約 13%的畢業生選

擇了就業，然而職校的畢業生其專業能力是否符合職場的期待？是社會大眾所關

注的焦點。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在「學用落差論壇」上表示，過去技職體系的

畢業生實作能力紮實，但是現在一個電機系的畢業生，很可能根本沒摸過馬達…

（范捷茵，2014）。由於產業界普遍認為職業學校的畢業生與產業需求的人力間存

在著學用落差，而教科書又是課程綱要轉化為實際教學教材之代表，教科書的內

涵是否適切？是值得探討的課題。 

 

一、研究標的及目的 

依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教育部，2008）所訂，機械群部定必修之專業

及實習科目總計有：製圖實習、機械基礎實習、機械電學實習、機械製造、機件

原理、機械力學及機械材料等七個科目，其中製圖實習、機械基礎實習、機械電

學實習三個科目為部定的實習科目，為機械群學生共同必修的技能實作課程。依

據國家教育研究院職業學校審定資訊網公告，製圖實習為二學期每學期各 3 學分

課程，計有 3家出版商 6冊教科書審定通過；機械基礎實習為一學期 3學分課程，

計有 5家出版商 5冊教科書審定通過；機械電學實習為一學期 3學分課程，計有 5

家出版商 5 冊教科書審定通過（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以上三個實習科目 16

冊教科書即為本研究之標的，目的在探討現行職業學校機械群部定實習科目各版

本教科書中，1.編輯型態的差異比較；2.職能知識內容與職能技能內容的比較；3.

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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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 

目前全國職業學校計有 15個群科 155校，其中屬於機械群的學校計有 79校，

佔學校數 51％（機械群群科中心學校，2014）。因此，本研究選擇機械群部定實習

科目教科書，係因過半數的職業學校有設立機械群相關的科系。此外，由於教科

書的使用者，主要為學校教學現場的教師及學生，而本研究訪談調查的對象僅以

授課教師其使用教科書之現況與意見為主，暫不涉入學生部分，主要乃因國內教

學現場師生之互動，仍存在明顯「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形態，因此，教師如何

看待並運用教科書，對於學生如何使用教科書具有關鍵的影響力（張復萌、葉盈

君、曾大千，2013；李一靜，1995a，1995b）。 

 

貳、文獻探討 

一、教科書的重要性與功能 

我國教科書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過程中不僅受到高度的依賴，也在考試文

化的引導下，成為不可撼動的唯一學習素材（楊國揚、林信志，2013）。因此，

教科書的重要性，牽動了教師對於教科書的態度。吳麗君（2007）在〈教科書在

英國學校脈絡下的使用情形及其對臺灣的啟示〉一文中，將英國學習者與教科書

的使用關係，比喻為放牧文化的依存關係。學習者在各書籍間的流動，猶如逐水

草而居，由於獲取知識的來源多元且廣泛，學習者與教科書之聯結就比較薄弱。

相反的，在臺灣則類似農耕文化的依存關係。學習者與教科書的聯結是緊密的、

是深耕於教科書的，就宛如農夫在秧苗間揮汗耕耘、除蟲、施肥般，將所有的希

望全都寄託在這一塊耕地上；教科書在東方學生的生活世界中定於一尊的思維也

就根深蒂固了。所以，探討教科書內涵的適切性與教師對於教科書的使用情形，

不能忽略教科書在國人心目中所代表之意涵與重要性。 

 

二、教師對教科書的使用依賴 

巴勒認為教科書是一種特定學科領域的教育媒介或教學手冊，它是科技歷程

（technological process）的產物，在教科書中具體說明與詮釋了適用於教學與學習

的課程內容和結構（Baller, 1991）。鄭世仁則認為教科書所記載的是各種意識型態

的集合，並且是課堂上正式學習的合法知識，它具有四種面貌：1.是文化遺產的菁

華；2.是維持社會團結安定的利器；3.是維持階級利益的工具；4.是師生對話的橋

樑（鄭世仁，1992）。周珮儀則認為教科書是代表社會中有效知識的權威版本，亦

是文化傳統的儲存所（周珮儀，2002）。因此，教科書可說是合法轉化課程綱要的

內涵，成為合法使用的一種教學媒材，或稱教科書是課程綱要的具體代言。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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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研究結果均顯示，國民中小學及普通高中之教師及學生對教科書有高度依

賴的情形，亦即非常依賴教科書作為課堂學習的素材（周祝瑛，1995；柯華葳，

1995；楊國揚、林信志，2013；葉興華，2011；Alvermann, 1989；Chambliss & Calfee, 

1998；DeBolt, 1992；Mikk, 2000）。張復萌、葉盈君、曾大千（2014）針對職校一

般科目教師對審定本教科書的使用依賴度研究發現，約有 84.9%的受訪教師對審定

本教科書之使用依賴度，是屬於高度之使用依賴度。由此可知，教科書對職業學

校一般科目教師而言，是達成教學任務的重要關鍵要素。 

 

三、職校教育之學用落差 

2014年「學用落差因應策略論壇」報告，提及學者探訪鴻海、中鋼、上銀、

東元等多家企業後發現，「太重視升學」是當前高職教育的一大問題。報告中提

及當前職業學校教育的現象有：1.高職畢業生素質好的都去升學，直接就業的學生

普遍專業知能、工作態度、抗壓性、學習意願都不高。2.高職建教合作的學生多半

來自弱勢家庭，雖然態度比較謙卑，但基礎能力普遍較不足，必須花時間從頭教

育。3.職場普遍重視專業證照（如技術士證照、工安證照、英文檢定證書等）勝於

學歷證書（陳志中，2014）。此外，在2014高職校長研討會結論彙報中，針對職

校學生技術能力不足，提出「增加實習課程節數」的建議（黃耀南，2014）。 

綜上所述，當前職業學校教育確實有崇尚升學而輕就業的現象，此外，專業

知能與技能、基礎能力不足所產生的學用落差，將是高職教育的一大隱憂，期望

落實改革及振興技職教育，以提升國家及國民的競爭力。 

 

四、職能內涵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18條第1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得依產業發展需要，訂定產業人才職能基準及核發能力鑑定證明，並促進國際

相互承認」（經濟部，2013），所述之職能基準（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 ，

簡稱OCS），係指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勞動部）或相關依法委託單位所發展，

為完成特定職業（或職類）工作任務，所需具備的能力組合。此能力組合應包括

該特定職業（或職種）之主要工作任務、行為指標、工作產出、對應之知識、技

能等職能內涵的整體性呈現（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4）。 

在職能基準中將職能內涵區分為三個部分，1.知識：指執行某項任務時，所需

瞭解應用於該領域相關的原理、原則與事實。2.技能：指執行某項任務時，所需具

備可幫助任務進行的認知層面的能力或技術性操作層面的能力（通稱 hard skills），

以及跟個人有關之社交、溝通、自我管理行為等能力（通稱 soft skills）。3.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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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對某一事物的看法和所採取的行動，包含：內在動機及行為傾向（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2014）。 

 

五、教科書內涵之適切性 

教育部於2003年出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評鑑指標」之一般性

指標區分為出版特性、課程目標、學習內容、內容組織、教學實施及輔助措施等

六大項目30個細目，其中對學習內容的一般指標有：1.能有效達成目標。2.含重要

之事實、概念、原理原則、方法、技能和價值。3.內容正確。4.合時宜。5.生活化。

6.份量適中。7.難易適切等七個項目（陳芳慶、楊雅華，2009；黃嘉雄等，2003）。

此外，對於教科書在內容組織與編排上，有學者研究提出：1.教材選擇應符合課程

綱要的規範，並能呈現最新、多樣化的知識。2.內容的編排除需注意水平統整外，

還需兼顧縱向的連結。3.教科書內容要以學生的先備知識為起點，內容結構有連貫

性，圖解及說明需清晰。4.教科書內容、型態和字彙要具備易讀性，勿過於強調太

多的科學術語。5.教科書內容以圖文並茂為佳，圖或表要有詳細與明確的說明，圖

表和所要呈現的主題應排列於同一頁（王彩芬，2004）。 

綜上所述，教科書內涵之適切性應包括：1.內容需符合課綱的規範。2.內容的

正確性。3.內容份量適中。4.文字敘述淺顯易懂。5.教材內容需考量水平統整與縱

向連結，亦即內容之銜接性與重疊性。6.圖表的配置與說明。 

參、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是一種避免數字迷思、重視詮釋社會事實的研究法。質性研究蘊含

著不同的研究策略，所重視的是研究者自然的情境下，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與策

略如：個案研究、個人生活史、歷史回溯、訪談、觀察、互動等，來進行完整且

豐富的資料收集過程，進而深入且詳盡的了解研究對象如何詮釋社會行為之意義。

因此，質性研究者在整個研究過程，必須充分認知社會現象是一種不確定的事實。

也就是說，質性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中，透過與被研究者之間密切的互動過

程，以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深入

的理解（徐宗國譯，1997；潘明宏、陳志瑋譯，2003；潘淑滿，2003）。本研究採

用之研究方法有三：1.教科書內容分析法；2.焦點團體座談法；3.深度訪談法。茲

說明如後。 

 

一、教科書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法（textual analysis method）是一種針對傳播媒介的訊息運用客觀而

有系統的量化及描述的研究方法。例如以書籍、報章雜誌、自傳、小說、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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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筆記、歌詞、備忘錄等資料的內容來做客觀、系統性分析，進而發現史料

與當代資料中的相關事實（陳雅文，1995；許禎元，2003；Krippendorff, 1980）。

本研究是以製圖實習、機械基礎實習、機械電學實習等三個實習科目之16冊教科

書為內容分析之標的，由任教公立職業學校擔任三個實習科目之五位資深教師，

與研究者共同組成機械群部定實習科目教科書分析小組，進行1.教科書中職能內涵

之編輯型態檢核；2.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3.評分者信度分析。其作法

如下： 

（一）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檢核 

本研究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定義之職能基準，將職能內涵區分為知識、

技能及態度等三部分。由於知識及技能兩向度有明確的工作任務及能力指標，而

態度則多屬內在動機及行為傾向等共通情意之表現，在已公布之產業職能標準中

並無態度的評量指標。因此，本研究僅依據職能基準中職能內涵之知識及技能二

部分作為分析之標的，至於態度部分則不列入分析之項目。為探討各版本實習科

目教科書對職能內涵編輯、敘寫及呈現方式等形態，提出操作型定義，其項目說

明如下： 

1. 職能內涵有：A.知識。B.技能。 

2. 編輯型態有： 

01.講述性、敘述性、解說性、演算題式、計算式。 

02.列舉正確與錯誤（安全與危險）。 

03.步驟式、程序性、條列式、示範性、演示性、完整流程性、構造（結構）

式。 

04.重點性、摘要性、套色字、粗體字。 

05.圖、表（工作單、工作圖、電路圖、表、插圖、示意圖）。 

編輯型態舉例說明：A01（知識型職能以講述方式編輯）；B01（技能型職能

以講述方式編輯）。A05（知識型職能以圖表方式編輯）；

B05（技能型職能以圖表方式編輯）。 

分析方式與程序為研究小組先製作各科目教科書編輯型態檢核表（詳見附錄 1

教科書編輯型態檢核表），再依據編輯型態之操作型定義，分析各版本教科書內容

的編輯型態。 

（二）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 

參考教科書內涵適切性之研究文獻，由於本研究所分析之實習科目教科書，

係經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通過，因此在符合課程綱要的規範及內容的正確性兩項

目不列入研究範圍，僅以教科書內容之屬性、難易度、教材份量、教材銜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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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重疊性等五大要項，作為評估實習科目教科書職能內涵適切性的檢核項目。

其操作型定義如下： 

1. 職能內涵屬性：分為(1)知識。(2)技能。 

2. 職能相關知識或技能操作的難易度： 

(1)簡單：學生容易理解（可自學）、容易操作（閱讀後可自行操作），或教師

在課程綱要所定之教學時數內授課後，有 90%以上學生能理解，編

碼為 1。 

(2)適中：教師在課程綱要所定之教學時數內授課後，有 75%以上學生能理解

或學會操作，編碼為 2。 

(3)偏難：超過學生認知範圍，即使教師在課程綱要所定之教學時數內授課後，

依然有 50%以上學生不易理解或操作，編碼為 3。 

3. 教材份量 

(1)偏少：未達課程綱要所定學習項目，或有學習項目但內容過於簡略，編碼

為 1。 

(2)適中：符合課程綱要學習項目之要求，且教師能在課程綱要所定之教學時

數內授課完畢，適合學生學習，編碼為 2。 

(3)偏多： 雖符合課程綱要學習項目之要求，惟內容過於細鎖或學習項目過多， 

以致教師無法在課程綱要所定之教學時數內教完全部內容，編碼為

3。 

4. 教材銜接性（同一科目各單元間的統整） 

(1)少量：初次出現的職能知識或技能實作內容，或此單元內容僅在此單元會

詳細解說，在其他單元或科目出現時，僅簡單敘述並不會詳細再做

解說；每個單元間內容各自獨立較少延續性或關連性，編碼為 1。 

(2)適當：職能知識或技能實作內容除了在本單元適量的解說外，在其他單元

或科目出現時，教學內容會有層次上的變化（如：加深加廣），即符

合『螺旋式課程』的概念設計，學習內容在份量、難易度上重複性

不超過 40%；每個相關內容之單元間，有適量的銜接與延續，編碼

為 2。 

(3)偏多：職能知識或技能實作內容，在前一單元或已學過之其他科目，對同

個學習內容的說明有超過 50%以上的重複，而新的學習內容佔本單

元不到 50%；每個相關內容之單元間的銜接量過多，編碼為 3。 

5. 內容重疊性（不同科目教科書內容之連結） 

(1)無：職能知識或技能實作只有在本書本單元做詳細的解說，其他科目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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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編碼為 1。 

(2)少量：大部分在本書中解說職能知識或技能實作，其他科目出現時僅作概

（簡）要式說明，並不會再做詳細解說，編碼為 2。 

(3)適量：除了在本書解說外，在其他科目出現時，會進一步做加深加廣的說

明；學習內容在份量、難易度上重疊性不超過 40%，編碼為 3。 

(4)嚴重：職能知識或技能實作內容，在本單元與其他科目對同一個學習內容

在份量、難易度上有超過 50%以上的重疊性，編碼為 4。 

研究小組依據上述定義，製作教科書職能內涵適切性檢核表（附錄2），進行

製圖實習、機械基礎實習、機械電學實習等三個部定實習科目教科書中職能內涵

之適切性分析，以找出各科目、各版本實習科目教科書職能內涵之差異性數據。 

（三）評分者信度分析 

評分者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是計量評分者間之一致性。例如在問答題

類型的測驗，比較不同的評分者，對受測者答題的正負、強弱看法是否一致。評

分者信度的估計方法，是從測驗卷中抽取一些樣本，由兩位（或若干位）評分者

對每一份試卷分別評分，然後根據所評的分數求其相關，此相關係數即為評分者

信度。評分者間的評分結果愈一致，表示評分者間信度越高。有兩位以上評分者

時，一般是以使用肯得爾和諧係數（Kendall’s coefficient of concordance）作為評分

者信度（李洪興、羅慶、張榮、陶勇，2013）。 

本研究依據教科書中職能內涵適切性檢核統計表，將每個科目三位評分員評

分結果，經由 SPSS 18.0統計軟體進行肯得爾和諧係數（Kendall's W）分析，以獲

得評分者信度，並歸納出本研究各版本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 

 

二、教師焦點團體座談 

焦點團體（Focus group）在本質上是屬於一種群體深度訪談，而「焦點」一

詞，乃在強調訪談的內容僅僅侷限在某些特定的主題，整個訪談過程都緊緊圍繞

著主體進行討論（丁志音，2014）。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和目的，於會議前擬定訪

談大綱，邀請五位公立高職任教機械群專業實習科目 15年以上的資深教師，進行

3場次焦點團體座談，已蒐集現職教師對目前各版本實習科目教科書內涵適切性之

使用意見。 

 

三、專家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是利用研究者與受訪者間經由面對面的口語訪

談互動，達成深度的意見交流與主題的建構，研究者藉由訪談獲得、發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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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動機、態度、信念與看法（袁方編，2002；畢恆達，1996）。本研究針對

現行教科書審定制度、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及職校實習教科書的妥適性等議題，

邀請二位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機械群專業實習科目教科書之審查委員，以結構式

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進行 2次審定委員深度訪談，蒐集專家前述議題

之專業意見，作為本研究結論之依據。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據研究方法與設計進行職業學校機械群之製圖實習Ⅰ、Ⅱ各三版本

共六冊教科書；機械基礎實習五版本教科書；機械電學實習五版本教科書等 3 科

目 16冊教科書進行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及適切性分析。並且召開 5場次

之專家及教師焦點團體深度訪談會議，其結果分述如後。 

 

一、機械群部定實習科目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分析 

（一）製圖實習Ⅰ及Ⅱ教科書 

研究小組依據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檢核基準，進行製圖實習ⅠⅡ三

個版本共六冊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分析，結果如表3-1。 

表3-1  

製圖實習ⅠⅡ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檢核表 

編輯

型態 

製圖實習Ⅰ 製圖實習Ⅱ 平均

（%） C版（%） H版（%） L版（%） C版（%） H版（%） L版（%） 

A01 31.7 33.0 34.4 28.0 28.9 30.7 30.9 

A02 0.7 0.1 1.6 2.1 1.8 1.9 1.5 

A03 13.5 11.7 9.1 6.1 2.6 3.7 7.1 

A04 23.6 23.3 27.5 26.9 27.8 29.4 26.9 

A05 27.7 27.7 24.5 25.0 25.1 23.1 25.1 

知識小計 97.2 95.8 97.1 88.1 86.2 88.8 91.6 

B01 0 0 0.1 4.2 4.6 4.2 2.6 

B02 0 0 0 0 0 0 0 

B03 1.0 1.2 0.9 3.0 4.6 2.8 2.4 

B04 0.6 1.2 0.9 0 0 0 0.4 

B05 1.1 1.9 0.9 4.6 4.6 4.2 3.1 

實作小計 2.7 4.3 2.8 11.8 13.8 11.2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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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1分析製圖實習ⅠⅡ三個版本六冊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檢核

結果發現，都是以職能知識為主，平均約佔全書內容的91.6%，且職能知識的編輯

型態以講述式、重點套色及圖表等方式呈現為主。而職能技能僅約佔全書內容的

8.4％，且以圖表及步驟式編輯方式呈現為主。整體而言，三個版本的編輯型態相

類似，以教師講述授課內容，教科書輔以重點套色及步驟式呈現知識及技能要項，

各章節最後以作業（學後評量）做為學生技能練習的主要方式。 

（二）機械基礎實習教科書 

職業學校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五個版本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分析結

果如表3-2。 

表3-2  

機械基礎實習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檢核表 

編輯型態 C版（%） K版（%） L版（%） S版（%） T版（%） 平均（%） 

A01 30.3 24.3 27.4 33.8 37.1 30.4 

A02 0.3 0.8 2.1 1.1 1.0 1.1 

A03 2.5 5.5 4.1 5.8 7.1 5.1 

A04 20.6 18.4 16.8 8.1 29.4 19.1 

A05 20.3 19 19.8 27 17.6 20.4 

知識小計 74 68 70.2 75.8 92.2 76.1 

B01 7.8 12.4 2.3 7.2 0.8 6.0 

B02 0.6 0.2 1.1 0.1 0.1 0.4 

B03 6.5 6.0 12.3 8.8 2.6 7.2 

B04 3.6 6.2 1.1 0.7 2.6 2.9 

B05 7.4 7.2 12.9 7.4 1.7 7.3 

操作小計 25.9 32 29.7 24.2 7.8 23.8 

 

由表3-2分析機械基礎實習五個版本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檢核結果

發現，都是以職能知識為主，平均約佔全書內容的76.1％，職能技能約佔全書內容

的23.8％。進一步分析，T版的職能知識與職能技能之內容比例約為9：1，明顯高

於其他4個版本。在職能知識的編輯方式，五個版本均以教師講述為主並輔以圖表

及重點套色的編輯方式呈現。在職能技能的編輯方式，C版、K版偏重教師講述操

作及圖表方式呈現；L版、S版則以步驟示範方式及圖表的方式呈現；T版則以步驟

示範方式及重點套色的編輯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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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械電學實習教科書 

職業學校機械群機械電學實習五個版本教科書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分析結果

如表3-3。 

表3-3  

機械電學實習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檢核表 

編輯型態 C版（%） H版（%） L版（%） S版（%） T版（%） 平均（%） 

A01 15.5 30.4 36.1 29 23.7 26.7 

A02 0 0.3 0.4 0.5 0.6 0.3 

A03 4.4 11 5.5 5.8 4.1 6 

A04 12.1 10.2 7.3 20.5 18.2 13.8 

A05 12.5 23.4 26.4 19.3 19.4 19.9 

知識小計 44.5 75.3 75.7 75.1 66 66.7 

B01 9.6 5 4.9 2.4 0.1 4.6 

B02 0 0 0.2 0 0.3 0.1 

B03 18.2 8.3 6.8 8.2 12 10.8 

B04 9.2 5.4 5.6 6 9.7 7.2 

B05 18.5 6.1 6.7 8.3 12 10.5 

操作小計 55.5 24.8 24.2 24.9 34.1 33.2 

 

由表3-3分析機械電學實習五個版本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編輯型態，檢核結果

發現，僅有C版本教科書是職能技能多於職能知識的內容，其餘四個版本則是職能

知識多於職能技能。整體而言，職能知識平均約佔全書內容的66.7％、職能技能約

佔全書內容的33.2％。在內容編輯的呈現方式，C版是著重技能實作內容，並以圖

表、步驟式及教師講述作為教科書編輯的主要呈現方式；其餘H版、L版、S版、T

版四版本則是著重在職能知識內容，並以教師講述配合圖表及重點套色的編輯方

式呈現。 

 

二、機械群部定實習科目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分析 

（一）製圖實習ⅠⅡ教科書中技能內涵適切性分析 

研究小組依據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及編碼基準，進行職業學校機

械群製圖實習ⅠⅡ各個版本共六冊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分析，結果如圖 3-1、

圖 3-2。 



100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第六卷第二期 

 

圖 3-1 製圖實習Ⅰ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次數分配圖 

圖 3-2 製圖實習Ⅱ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次數分配圖 

 

由圖 3-1及圖 3-2製圖實習ⅠⅡ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發現：1.在內

涵的難易度面向，大都屬於簡單的內容，學生容易理解與自學；2.在內涵的份量面

向，大都屬於份量適中，教師能在課綱所定之教學時數下教完教科書內容；3.在內

涵的銜接性面向，大都屬於少量銜接，因此，多屬於首次出現的內容，教師需做

詳細的解說；4.在與其他科目重疊性面向，研究發現製圖實習Ⅱ在「公差與配合」

及「表面織構」兩單元與其他科目教科書之內容有嚴重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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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械基礎實習教科書中技能內涵適切性分析 

職業學校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五個版本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分析，結

果如圖 3-3。 

圖 3-3 機械基礎實習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次數分配圖 

 

由圖 3-3機械基礎實習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發現：1.在內涵的難易

度面向，大都屬於簡單及適中的內容，學生容易理解與自學，或課程內容經由教

師講解後大都能理解；2.在內涵的份量面向，大都屬於份量適中，教師能在課綱所

定之教學時數下教完教科書內容；3.在內涵的銜接性面向，大都屬於少量及適當銜

接，即課程多屬於首次出現及符合螺旋式課程設計概念的銜接內容，教師需做詳

細的解說或內容層次上的進階教學；4.在與其他科目重疊性面向，除了 C版外其餘

四版本在「公差與配合」及「表面織構」兩單元與其他科目教科書之內容有嚴重

重疊。 

（三）機械電學實習教科書中技能內涵適切性分析 

職業學校機械群機械電學實習五個版本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分析，結

果如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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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機械電學實習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次數分配圖 

 

由圖 3-4機械電學實習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發現：1.在內涵的難易

度面向，大都屬於簡單及適中的內容，學生容易理解與自學，或課程內容經由教

師講解後大都能理解；2.在內涵的份量面向，大都屬於份量適中及偏少，表示教師

能在課綱所定之教學時數下教完教科書內容，或是部分學習內容過於簡略；3.在內

涵的銜接性面向，大都屬於少量及適當銜接，即課程多屬於首次出現及符合螺旋

式課程設計概念的銜接內容，教師需做詳細的解說或內容層次上的進階教學；4.

在與其他科目重疊性面向，內容大多屬於無及少量重疊。 

（四）評分者信度分析 

依據上述製圖實習、機械基礎實習、機械電學實習等三個部定實習科目教科

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核次數分配經編碼規則轉換後以 SPSS 18.0 統計軟體做

肯得爾和諧係數（Kendall’s W）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3-4。 

 

表 3-4  

肯得爾和諧係數檢定統計量 

 製圖實習ⅠⅡ 機械基礎實習 機械電學實習 

Kendall’s W檢定 .905 .949 .773 

卡方 13.571 13.186 11.345 

漸近顯著性 .019* .010** .023* 

註：*P<.05; **P<.01; 

 

0

20

40

60

80

100

簡單 適中 偏難 偏少 適中 偏多 少量 適當 偏多 無 少量 適當 嚴重 

難易度 份量 銜接性 與其他科目重疊性 

單位：％ 

C版 H版 L版 S版 T版 



張復萌                        職業學校機械群部定實習科目教科書之內容分析與評估 103   

 

 
 

在評分者信度檢測上，經由肯得爾和諧係數檢定考驗評分之一致性發現，製

圖實習ⅠⅡ、機械基礎實習、機械電學實習等三實習科目教科書之漸近顯著性（p）

均小於.05，表示評分者信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以肯得爾和諧係數之檢定值而

言：檢定值0.9～1.0為非常高相關、0.7～0.9為高相關的評判標準（陳清檳等，2010）。

機械基礎實習的評分者信度（Kendall’s W）值.949 為非常高相關；製圖實習的評

分者信度（Kendall’s W）值.905 為非常高相關；而機械電學實習的評分者信度

（Kendall’s W）值.773 為高相關。因此，本研究在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檢

核的評分者信度，均達高相關以上可信程度。 

 

三、教師焦點團體座談及專家深度訪談 

本研究對現行職校機械群實習科目教科書進行內容分析的目的，旨在瞭解現

行實習科目教科書中職能內涵的編輯型態及適切性分析。而依據內容分析的結果，

徵詢教科書供應鏈中兩個重要的利害關係人，一是掌握教科書內容正確性與品質

的審查委員，另一則是學校教科書評選與使用的現職教師，以取得教師對現行實

習科目教科書的使用意見，及審查教授對現行實習科目教科書的編輯與內容妥適

性意見。依據預先擬定之訪談大綱以結構式訪談方式，進行 2 場次審定委員深度

訪談及 3場次現職教師焦點團體訪談，依據訪談記錄歸納出下列重點： 

（一）實習課的學習時數隨課程綱要的修訂逐次縮減，嚴重影響技能學習的成效 

職校畢業生因實習課的學習時數不足，使得畢業生在就業時的技術能力與產

業期望，存在學用落差（王朝正，2011；陳志中，2014；黃耀南，2014）。本研究

訪談結果有如下相同觀點： 

實習課 1970 年時是每週 2 天，隨歷次課程標準的修改，現在只剩每週 3 節課了，實習課程因

應產業升級與自動化，基本紮根的技能基本功，也逐漸縮減到最少，像以前學生會自己研磨車刀、

研磨鑽頭等等，現在的學生都使用捨棄式刀具，根本不會研磨車刀，對於刀具的掌握十分缺乏，各

個刀角的概念完全不懂，真不知如果他們就業時進入一家小型工廠，就需要一段時間的再訓練與再

教育，難怪現在一些企業主都說高職學生存在著嚴重的學用落差。（20141024 師 04） 

由於廣設技專院校的結果，造成職校學生 80％以升學為目的，然而仍有約 20％的學生有就業

的傾向，我個人認為學校能針對這類學生開設彈性的實習課，以增加他們就業所需的技術能力。

（20140912 授 01）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課程綱要縮減實習課的學習時數，使得實習科目教科書

在技能內容的編輯也相對的簡化淺化，學生能習得的實用技能也相對的弱化。然

而為提升有就業傾向學生的技能水平，建議 12年國教新課綱制訂時，能增加彈性

的實習時數，以提供有就業傾向學生選修精進就業技能之課程。而實習科目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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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亦能配合課綱的修訂，編輯進階技能學習之彈性課程單元。 

（二）現行職校課程綱要定義不夠明確，造成教科書中內容有嚴重的重複（疊）

或缺漏等問題 

依據本研究教科書內容分析及教師焦點座談結果，現行職校機械群專業及實

習科目（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機械製造）之教科書中，有部分重要單元有

遺漏，部分單元與其他專業及實習科目有重疊，使得不同實習科目相同學習單元

的教科書，其內容均大同小異。相同的學習內容重複在不同的學習科目中，不但

增加教師授課的負擔、教科書書價相對提高，也造成學習時間的浪費（陳金進，

2006）。本研究訪談結果有如下相同觀點： 

專業及實習科目在課程規劃時未能釐清各年級各科目應涵蓋的學習內容與份量多寡，導致在同

一個單元名稱下，各科目各版本教科書都是呈現完整且重複的內容，例如「表面織構」及「公差與

配合」，重複的內容出現在製圖實習Ⅱ、機械基礎實習及機械製造三科目的教科書中，教科書的編

者未依課程屬性，將所有有關表面粗糙度及公差與配合的內容，不分版本、不分年級、不分科目都

完整且重複的呈現在教科書中，不但增加教科書篇幅，也增加教科書的書價，同時任課老師不但教

不完，學生也未必讀得懂。又如「砂輪的規範」也是重複出現在機械基礎實習及機械製造二科目的

教科書中，我個人認為機械基礎實習教科書應著重在砂輪符號的辨識、砂輪檢驗方法與砂輪選用的

準則，其餘有關砂輪製造方法、磨料製造、粒度規範等，留到機械製造課程再進行即可。…（20140912

授 01） 

97 課綱將「表面織構」及「公差與配合」的單元，分別出現在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機

械製造等三科目中，造成教科書廠商在編寫這三科目教科書時，幾乎將相同內容重複複製於此三科

目教科書中，建議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在訂定技術型高中機械群專業及實習科目時，能將同樣名稱

的單元依據學習年級、科目屬性，訂定出現在各科目時的知識範圍、廣度及深度。…（20141024

師 01） 

製圖實習在 97 課程綱要裡刪去「輔助視圖」的單元，而此部分是學生學習製圖時十分重要的

課程，建議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在訂定技術型高中機械群製圖實習課綱時，能將此單元重新加入…

（20140925 師 03） 

綜上所述，建議在制定 12年國教技術型高中機械群專業及實習科目時，能依

據學習年級、科目屬性，明確訂出相同名稱單元在不同科目應有的知識範圍、廣

度及深度，再配合審定流程中制定統一且一致性的審查處理原則，方能避免不同

科目教科書間內容嚴重重疊的問題。 

（三）對於機械群專業及實習科目教科書的技能內涵應配合時代與產業發展而更

新 

現行職校實習科目所定之技能內涵未能配合產業的發展而做更新，導致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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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學生不符產業人才的需求（王朝正，2011；鄭理謙，2009）。本研究訪談結果

有如下相同觀點： 

現在的實習課內容與 87 年課程標準，或更早單位行業時的實習課內容差異度並不高。就時代

的脈動而言，每個時期的課程都有其目的性與變動性，不變的是「實習操作的順序性、加工的流程

性」，要教學生實習的內涵應著重在不變的部分，而在實務操作上，除非要訓練擔任技藝競賽的選

手，否則大面積銼削、長距離鋸削等鉗工技能訓練部分，其實都能用銑削或線切割等加工方式來取

代。因此，實習教科書的內容也應該與時俱進的加入銑削或線切割來取代大面積銼削、長距離鋸削

等鉗工基礎技能操作。但是現在的民編版課本（也有可能是改編自上一個課程標準已有的舊版本）

其內容仍然是延續自舊課程的舊內容，內容的正確性是無誤，但實習課的教學時數不一樣（大幅減

少教學時數下）的情形下，內容是否要做適切的變革，以符應課綱的精神才是各家編輯者應有的共

識。…（20140717 授 02）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實習科目教科書的編者，應配合產業的發展將基本鉗工

操作單元，改以機械加工取代，並適當引入產業普遍採用之精密加工的課程內容，

以符應產業之需求。 

（四）現職職業學校機械群專業及實習科目教師，傾向選擇職能技能內容份量高、

內容簡單易讀、符合該校學生程度之審定本教科書 

本研究訪談教師所選擇的實習科目教科書與本研究職能內涵分析的結果一致，

均傾向於職能技能內容份量高且內容難易度簡單之版本。 

本校學生程度屬中上程度而言，製圖實習教科書中 H 版本文字敘述過於艱澀，學生不易理解。

而 L 版本又內容過多根本上不完。因此，應該是 C 版本最符合本校學生的程度，然而這些教科書

在實作部分都偏少，應該改善比重以符合實習課的需求…（20141205 師 01、師 05） 

…我們認為機械基礎實習 5 個版本教科書，以 K 版本比較符合本校學生的程度，而 T 版本內

容太淺、C 版本則技能知識內容過多，恐怕老師會教不完…（20141205 師 01、師 02） 

機械電學實習 5 個版本教科書中，L 版及 S 版教科書的內容是比較適合本校學生的程度，至於

這五版本教科書的知識與實作比例搭配的都算完整，能符應實習課的需求…（20141205 師 03、師

04）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基於實習課教學時數的限制，最符合學生程度的實習科

目教科書應具備，內容簡單易學、學習內容份量適中、學習單元間能有適度的銜

接且教科書中知識與技能的比例宜適當分配等條件。 

 

小結：本研究對教科書進行內容分析的結果，發現在教科書編輯型態面向，以職

能知識的內容佔大部分，尤其是製圖實習在職能技能的內容明顯不足。在教科書

內涵的適切性面向，內容簡單、份量適中、前後單元內容少量銜接即與其他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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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內容無重疊，均為適切的實習科目教科書需具備的條件。從教師焦點團體座

談及專家訪談的結果，發現教師及專家對教科書審定制度抱持著肯定態度，此部

分與 2013年一項對高中審定本教科書使用現況調查研究的結果一致（楊國揚、林

信志，2013）。此外，對 12 年國教課程綱要及實習科目教科書亦提出：課程綱要

增加彈性實習課程及教科書增加進階技能學習的單元、課程綱要中明訂有相同教

學單元之教學內容其編輯範圍與深度、適當引入產業普遍採用之精密加工的課程、

明確訂出相同名稱單元在不同科目應有的知識範圍、廣度及深度等建設性建議。 

 

伍、結論與建議 

依據前述結果與討論，對職業學校機械群實習科目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

性提出以下的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實習科目教科書中編輯型態呈現知識的內容多於技能的內容 

1.製圖實習ⅠⅡ三個版本六冊教科書之編輯型態，平均知識內涵比重為 92％，

技能內涵比重為8％。內容明顯偏重在知識部分，對於技能部分則明顯不足。

三個版本的編輯型態相類似，以教師講述授課內容，教科書輔以重點套色

及步驟式呈現知識及技能要項，各章節最後以作業（學後評量）做為學生

技能練習的主要方式。 

2.機械基礎實習五個版本教科書之編輯型態，平均知識內涵比重為 76％，技

能內涵比重為 24％。呈現知識的內容多於技能的內容。T 版的知識與技能

之內容比例約為 9：1，明顯高於其他 4 個版本。在知識的編輯方式，五個

版本均以教師講述為主並輔以圖表及重點套色的編輯方式呈現。在技能的

編輯方式，C版、K版偏重教師講述操作及圖表方式呈現；L版、S版則以

步驟示範方式及圖表的方式呈現；T版則以步驟示範方式及重點套色的編輯

方式呈現。 

3.機械電學實習五個版本教科書之編輯型態，平均知識內涵比重為 67％，技

能內涵比重為 33％。除 C版本是技能多於知識的內容外，其餘四版本均為

知識多於技能的內容。在教科書內涵編輯型態上，C版是著重技能實作內容，

並以圖表、步驟式及教師講述作為教科書編輯的呈現方式；其餘 H 版、L

版、S版、T版四版本則是著重在知識內容，並以教師講述配合圖表及重點

套色的編輯方式呈現。 

（二）教科書中職能內涵的適切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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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圖實習ⅠⅡ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1)在內涵的難易度面向，大都屬

於簡單的內容，學生容易理解與自學；(2)在內涵的份量面向，大都屬於份

量適中，教師能在課綱所定之教學時數下教完教科書內容；(3)在內涵的銜

接性面向，大都屬於少量銜接，因此，多屬於首次出現的內容，教師需做

詳細的解說；(4)在與其他科目重疊性面向，除製圖實習Ⅱ「公差與配合」

及「表面織構」兩單元有與其他科目教科書之內容有嚴重重疊外，其餘內

容大多屬於無重疊。 

2.機械基礎實習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1)在內涵的難易度面向，大都屬

於簡單及適中的內容，學生容易理解與自學，或課程內容經由教師講解後

大都能理解；(2)在內涵的份量面向，大都屬於份量適中，教師能在課綱所

定之教學時數下教完教科書內容；(3)在內涵的銜接性面向，大都屬於少量

及適當銜接，即課程多屬於首次出現及符合螺旋式課程設計概念的銜接內

容，教師需做詳細的解說或內容層次上的進階教學；(4)在與其他科目重疊

性面向，除了 C 版外其餘四版本在「公差與配合」及「表面織構」兩單元

有與其他科目教科書之內容有嚴重重疊外，其餘內容大多屬於無及少量重

疊。 

3.機械電學實習教科書中職能內涵之適切性：(1)在內涵的難易度面向，大都屬

於簡單及適中的內容，學生容易理解與自學，或課程內容經由教師講解後

大都能理解；(2)在內涵的份量面向，大都屬於份量適中及偏少，表示教師

能在課綱所定之教學時數下教完教科書內容，或是部分學習內容過於簡略；

(3)在內涵的銜接性面向，大都屬於少量及適當銜接，即課程多屬於首次出

現及符合螺旋式課程設計概念的銜接內容，教師需做詳細的解說或內容層

次上的進階教學；(4)在與其他科目重疊性面向，內容大多屬於無及少量重

疊。 

 

二、建議 

（一）各實習（實作）科目應訂定教科書中職能知識與職能技能內涵之適當比重 

在分析 16冊實習科目教科書後發現，僅機械電學實習 C版本是技能多於知識

的內容，其餘 15個版本則是知識多於技能的內容。建議制訂十二年國教技術型高

中課程綱要時，能明確訂出教科書中知識與技能內涵之適當比重，以作為教科書

編者及教科書審查者依循的規範。 

 

（二）對有重疊性的課程能明訂各科目應學習的範圍及內涵深度 



108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  第六卷第二期 

 

本研究發現職業學校機械群機械基礎實習、製圖實習、機械製造等教科書，

在「表面織構」、「公差與配合」等單元有嚴重的重疊現象，建議制訂技術型高中

課程綱要時，能明確訂出各科目應學習的範圍及內涵深度。以免教科書廠商重複

複製相同內容於不同科目名稱的教科書中，不但增加教科書篇幅及教科書書價，

同時亦增加學校教師授課的壓力。 

（三）籌設群科審查小組，處理教科書內容重疊性爭議 

本研究發現職業學校機械群教科書部分單元，與其他科目間有嚴重的重疊現

象，又依據專家訪談結果，雖有審查教授曾提出課程內容重疊性問題請書局修改，

然而書局都以申復方式不予修正。因此，建議審定機關能針對職業學校專業實習

科目，由同領域三位（含以上）資深審查教授組成群科審查小組，遇到課程內容

重疊性問題時，開會依據該課程的學習年段、課程屬性，對送審的教科書內容做

出合宜性的評斷。 

（四）能彈性增加實習科目的教學時數，以提升學生的實作能力 

依據訪談結果，建議新課綱制訂時，能增加彈性實習課程，提供有就業傾向

的學生，能精進其就業之技術能力，以減少就業時的學用落差。 

（五）配合產業的脈動，增加產業加工機具的實作單元 

依據訪談結果，建議新課綱制訂時，能考量專業及實習科目學習內容的適切

性，除強調「實習操作的順序性、加工的流程性」等不變內涵外，應配合產業的

脈動與國家的需求，增加加工機具的實作單元。 

（六）製圖實習能重新納入「輔助視圖」單元 

依據訪談結果，認為輔助視圖單元有助於學生理解製圖，但是 97課程綱要公

布時卻刪除了此單元，造成教師授課及學生學習的困難，建議新課綱制訂時，能

將「輔助視圖」單元重新納入製圖實習的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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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製圖實習Ⅰ教科書編輯型態檢核表（樣張） 
出版社（版本）： 

編著者： 
檢核者： 

 

課綱單元

主題 

課綱內容綱要 課本對應之章節內容 技能內涵編碼 備

註 

1.工程圖概

述 

1.工程圖之重要性 

2.工程圖之種類 

3.工程圖之規範 

4.圖紙之規格 

第 1章 概說 

1-1 工程圖之重要性 

1-2 工程圖之種類 

1-2-1 依圖面內容分

類 

1-2-2 依用途分類 

1-2-3 依畫法分類 

1-2-4 依圖面性質分

類 

1-3 工程圖之規範 

1-4 圖紙之規格 

1-4-1 圖紙的種類 

1-4-2 圖紙的大小規

格 

1-4-3 圖框的大小 

1-4-4 標題欄 

A01，A04 

A01，A05 

 

A01，A03，A04 

A01，A03 

A01，A03，A04 

A01，A03，A04 

A01，A04，A05 

 

A01，A04 

A01，A04，A05 

A01，A04，A05 

A01，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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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職業學校機械群（製圖實習Ⅰ）教科書中職能內

涵之適切性檢核表（樣張） 

出版社（版本）：  

編著者：  
檢核者： 

 

1.工程圖概述 

教學節數 3節 
屬

性 

難易度 份量 銜接性 
與其他科目重

疊性 

簡

單 

適

中 

偏

難 

偏

少 

適

中 

偏

多 

少

量 

適

當 

偏

多 

無 少

量 

適

量 

嚴

重 

1.工程圖之重要性 

知

識 

             

操

作 

             

2.工程圖之種類 

知

識 

             

操

作 

             

3.工程圖之規範 

知

識 

             

操

作 

             

4.圖紙之規格 

知

識 

             

操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