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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研究邀請函與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表
【研究邀請函】

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法律與生活教學碩士班研究生，目前
正準備碩士論文，題目為「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課程與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
銜接之研究－以法律部分為例」。希望能藉此瞭解國、高中公民課程在法律教
材部分的銜接現況。
本研究以訪談作為蒐集資料的方式之一，研究者將透過事先擬好的訪談大
綱，引導研究參與者表達，並透過直接會談來了解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在此誠
摯的邀請您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希望藉由訪談您的經驗，讓我更了解在
實務面上國、高中課程的銜接情形。
您所提供的資訊對我將十分的珍貴，更是整個研究的重心所在，因此需麻
煩您填寫背景資料外，為了後續的資料處理，過程需要錄音記錄。然而訪談的
內容將僅供作研究之用，整體資料的呈現方式也會先經由您的確認，並有權利
刪修不適宜的地方，甚至退出這個研究，研究者都將以您的選擇作為第一優先
的考量。
您的參與對本研究有著很大的助益，衷心感謝您的協助，謝謝您！

祝福您

平安順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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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齡：＿＿＿＿＿＿＿＿
＿＿＿＿＿＿＿＿
4. 聯絡電話：（O）＿＿＿＿＿＿
＿＿＿＿＿＿＿＿
＿＿＿＿＿＿＿＿
（H）＿＿＿＿＿＿＿
＿＿＿＿＿＿＿＿
＿＿＿＿＿＿＿＿
（手機）＿＿＿＿＿＿＿＿
＿＿＿＿＿＿＿＿＿＿
＿＿＿＿＿＿＿＿＿＿
5. E-mail：＿＿＿＿＿＿＿＿＿＿＿＿＿＿＿＿＿＿＿＿＿＿＿＿＿＿＿＿
＿＿＿＿＿＿＿＿＿＿＿＿＿＿＿＿＿＿＿＿＿＿＿＿＿＿＿＿
6. 婚姻狀況：□ 未婚

□ 已婚（子女數：□無

7. 族群背景：□ 閩南

□ 客家

□ 外省

□有，男＿＿
＿＿人，女＿＿
＿＿人）
＿＿
＿＿

□ 原住民

□ 其他＿＿＿＿＿
＿＿＿＿＿

8. 宗教背景：□ 道教 □ 佛教 □ 基督教 □ 天主教 □ 其他＿＿＿＿＿
9. 最高學歷：＿＿＿＿＿＿＿＿＿＿＿＿＿＿＿＿＿＿＿＿＿＿＿＿＿＿＿＿
＿＿＿＿＿＿＿＿＿＿＿＿＿＿＿＿＿＿＿＿＿＿＿＿＿＿＿＿
10. 工作經驗：
(1)

＿＿＿＿＿＿＿＿＿＿服務年資：＿＿＿＿＿擔任職務：＿＿＿＿＿＿
＿＿＿＿＿＿
＿＿＿＿＿＿＿＿

(2)

＿＿＿＿＿＿＿＿＿＿服務年資：＿＿＿＿
＿＿＿＿＿擔任職務：＿＿＿＿＿＿
＿＿＿＿＿＿
＿＿＿＿＿＿＿＿
＿＿＿＿

(3)

＿＿＿＿＿＿＿＿＿＿服務年資：＿＿＿＿
＿＿＿＿＿擔任職務：＿＿＿＿＿＿
＿＿＿＿＿＿
＿＿＿＿＿＿＿＿
＿＿＿＿

現職 ＿＿＿＿＿＿＿＿＿＿服務年資：＿＿＿＿
＿＿＿＿＿擔任職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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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前導性研究訪談大綱
一、

研究參與者任教公民法律課程之簡介。
研究參與者任教公民法律課程之簡介。

（一） 請問您如何進入公民教育教學領域，並且擔任國、高中階段公民教師？
（二） 針對國、高中的公民課程，請問您各對這兩階段有何接觸背景與想法？
（三） 就您任教的經驗，國、高中公民課程在整體或法律部分大致有何演變？
二、

有關國、
有關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間的銜接現況、
高中公民法律課程間的銜接現況、問題及產生原因。
問題及產生原因。

（一） 請問您個人在準備教學時，是否曾感受國、高中課程間的落差或是相關的
差異？若有，可否稍加具體說明？
（二） 就您在公民與社會教學現場的觀察，學生在接觸新的法律課程與概念時，
是否有難以進入狀況之感？或者您在教學上是否感到較為吃力？
（三） 請問在公民與社會法律課程教學的過程中，您是否在意學生有無具備相關
的法律先備知識？又就您的觀察，學生在此部分的先備知識是否足夠？
（四） 就您任教高中公民與社會法律課程的經驗，學生在國中階段具備相關的法
律知識是否有利於課程的進行？原因為何？
（五） 目前國、高中公民課程在法律部分的銜接，有無哪些問題尚未能夠解決？
您認為這些問題尚未解決的原因為何？
三、

有關國、
有關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所涵蓋之概念彼此間的銜接效果。
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所涵蓋之概念彼此間的銜接效果。

（一） 就您對國、高中公民課程綱要的瞭解，法律部分是否出現銜接上的問題？
（二） 就您對國、高中公民教材內容的掌握，法律部分是否出現銜接上的問題？
（三） 就您的教學而言，教師對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是否有教學方法上的差異？
（四） 就您的教學觀察，學生對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是否有學習銜接上的問題？
（五） 除了上述之外，您是否有在其它層面發現有關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的銜
接上的問題？
四、

有關國、
關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產生銜接問題的因應策略與成效。
高中公民法律課程產生銜接問題的因應策略與成效

（一） 在您公民與社會法律課程教學的過程當中，若發現教學上或學生的相關知
識有所不足時，您會如何採取因應方式？成效又如何？
（二） 您是否有接觸或耳聞任何有關國、高中課程銜接問題的資訊？又針對公民
法律課程而言，是否有相關的管道提供您在課程銜接方面所需的資料？
（三） 為了處理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銜接，哪些層面的問題是您無法處理的？
同時您需要家長、學校、教育行政單位提供哪些方面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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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式研究訪談大綱（現場教師版）
一、

研究參與者任教公民法律課程之簡介。
研究參與者任教公民法律課程之簡介。

（一） 請問您如何進入公民教育教學領域，並且擔任國、高中階段公民教師？
（二） 針對國、高中的公民課程，請問您各對這兩階段有何接觸背景與想法？
（三） 就您任教的經驗，國、高中公民課程在整體或法律部分大致有何演變？
二、

有關國、
有關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間的銜接現況、
高中公民法律課程間的銜接現況、問題及產生原因。
問題及產生原因。

（一） 請問您個人在準備教學時，是否曾感受國、高中課程間的落差或是相關的
差異？若有，可否稍加具體說明？
（二） 就您在公民與社會教學現場的觀察，學生在接觸新的法律課程與概念時，
是否較難進入狀況？或者您在教學上是否感受較為吃力？
（三） 請問在公民與社會法律課程授課的過程中，您是否在意學生有無具備相關
的法律先備知識？又就您的觀察，學生在此部分的先備知識是否足夠？
（四） 就您任教高中公民與社會法律課程的經驗，學生在國中階段具備相關的法
律知識是否有利於課程的進行？原因為何？
（五） 目前國、高中公民課程在法律部分的銜接，您認為哪些問題尚未能夠解決？
而這些問題尚未解決的原因為何？
三、

有關國、
有關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所涵蓋之概念彼此間的銜接效果。
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所涵蓋之概念彼此間的銜接效果。

（一） 就您對國、高中公民課程綱要的瞭解，法律部分是否出現銜接上的問題？
（二） 就您對國、高中公民教材內容的掌握，法律部分是否出現銜接上的問題？
（三） 就您的教學而言，教師對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是否有教學方法上的差異？
（四） 就您的教學觀察，學生對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是否有學習銜接上的問題？
（五） 除了上述之外，您是否有在其它法律課程所涵蓋的概念中發現有關國、高
中公民法律課程的銜接上的問題？
四、

有關國、
關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產生銜接問題的因應策略與成效。
高中公民法律課程產生銜接問題的因應策略與成效

（一） 在您公民與社會法律課程教學的過程當中，若發現教學上或學生的相關知
識有所不足時，您會如何採取因應方式？成效又如何？
（二） 您是否有接觸或聽聞任何有關國、高中課程銜接問題的資訊？又針對公民
法律課程而言，是否有相關的管道提供您在課程銜接方面所需的資料？
（三） 為了處理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銜接，哪些層面的問題是您無法處理的？
同時您需要家長、學校、教育行政單位提供哪些方面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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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研究訪談大綱（學者專家版）
一、

研究參與者任教公民法律課程之簡介。
研究參與者任教公民法律課程之簡介。

（一） 請問您如何進入公民教育教學領域，對此有哪些相關的接觸背景與經歷？
（二） 就目前看來，國、高中公民課程在整體或法律部分大致有何演變的趨勢？
二、

有關國、
有關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所涵蓋之概念彼此間的銜接效果。
高中公民法律課程所涵蓋之概念彼此間的銜接效果。

（一） 課程綱要：
1. 就您的經驗，目前在研擬課程綱要內容時，是否會對前後階段的課綱內容
進行連結與參考？而關於銜接之落實程度又如何？
2. 就您的經驗，目前在研擬課程綱要內容時，國、高中現場教師的參與情形
是否普及？對於課綱內容的制定有無具體的影響？
3. 對於國、高中公民課程綱要而言，在法律部分是否出現銜接上的問題？
（二） 教材內容：
1. 就您的經驗，目前教材內容進行編寫時，是否對前後階段的教材內涵進行
連結及參考？編寫者是否能有效掌控內容的銜接？
2. 就您的經驗，目前在審定高中教材內容時，是否會對前後階段的教材內容
進行連結及參考？審查時主要的標準與依據為何？
3. 對於國、高中公民教材內容而言，在法律部分是否出現銜接上的問題？
（三） 教學現場：
1. 就您的經驗，當實際教學國、高中遇到課程銜接問題時，主要的解決方法
為何？有無相關的資訊或管道可以獲取相關資料？
2. 為解決國、高中公民法律課程銜接，哪些層面的問題是您所無法處理的？
同時您需要家長、學校、教育行政單位提供哪些方面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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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研究參與者訪談同意書

本人＿＿＿＿＿＿＿＿＿
＿＿＿＿＿＿＿＿＿同意擔任
「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課程與高中公民
＿＿＿＿＿＿＿＿＿
與社會課程銜接之研究－以法律部分為例」的研究參與者，與研究者進行個人經
驗的訪談，以供學術研究之用。訪談的次數為一到二次，每次訪談約一至二小時，
在訪談的過程中將會進行錄音，且錄音帶的內容會被謄寫成文字稿以供研究者整
理與分析。
我同意研究者引用我的訪談內容於研究報告中，然在隱私權益被保護的條件
下，所有足以辨識個人身分的資料將被隱匿，研究結果必須經過我的檢核與我的
確認後，方得列入報告之中。
倘若在訪談過程中引發不愉快的情緒，我有權要求放棄參與本研究；且在研
究過程中，若對本研究有任何的疑問，有權要求研究者向我作更為詳盡的說明，
以讓我更能了解完整的過程以及參與研究的權利與義務。

研究參與者

時間：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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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年

月

日

附錄五 研究參與者訪談詮釋文確認回函表
本人＿＿＿＿＿＿＿＿＿
＿＿＿＿＿＿＿＿＿在閱讀完研究者針對訪談後所改寫的訪談詮釋文
＿＿＿＿＿＿＿＿＿
之後，認為：

＜請打ˇ＞

【

】

完全同意研究者的描述，無須進行修正

【

】

部分需修改或補充，已於原文以紅色字體加註

建議與回饋：

研究參與者

時間：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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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年

月

日

附錄六 訪談謝函

親愛的老師：

謝謝您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的訪談，協助我對國、高中公民課程銜接的現況
與問題進行了解，並提供我許多寶貴的資料，在此表達我至深的謝意！
為維持現況研究的真切性，我將忠實的引用您訪談中的內容，同時為確保您
的權益，對您的基本資料亦將予以保密。感謝您授與我引用必要的訪談內容之權
力，在此再次的感謝您！

敬祝
教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研 究 生：吳婌菱

敬上

指導教授：林安邦

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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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附錄七 訪談日誌記錄表
訪談日期：

研究參與者編號

年

訪談時間：上/下午

月

日

時～

時

一、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11. 性別：□

男

□

女

12. 最高學歷：□

研究所

□

一般大學院校 □

13. 教學年資：□

1～5 年

□

6～10 年

□

11～15 年

14. 擔任職務：□

主任或組長

□

□

專任教師

導師

師範院校
□

16 年以上

二、對研究參與者的描述
1. 對研究參與者的客觀描述（包括聯絡過程、語言和非語言的表達等）

2. 對研究參與者的主觀感受

3. 其他
三、研究者的反省與檢討
1. 身心狀況

2. 訪談技術

3. 訪談過程

4.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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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訪談逐字稿示例
研究參與者Ｄ
研究參與者Ｄ
主題概念

要素

訪談內容

Q：好，首先謝謝學姐接受我的訪談！剛剛已經稍微簡單介紹過我們的那
個研究的題目，所以現在我想要先從四個部分來討論，那第一個部分
其實是很單純的就想要知道一下...嗯，學姐你是怎麼樣進入到我們
公民教育教學這個領域，然後擔任，就是...分別是怎麼擔任國中跟
高中階段的公民老師？
A：一開始的時候因為我教的是綜合活動嘛！然後在...就是進入教職大
概第二年開始，因為學校後來缺公民老師，然後它們就...發現了原
來我是有這個資格可以教公民的，因為我同時有拿兩張教師、教師、
任教背景
同時具有綜合活
動與公民兩張教
就是教師證，就是教師證書這樣子，所以後來它們就直接幫我排公民
師證書
課下去，對，那一開始排的時候就是排...嗯...從高...二開始排，
啊，國二開始排，對，就是從國中二年級開始，因為它國一我們學校
的方式是國一配課給導師或者是有一些國文老師上課，那國二開始已
經不是那麼...就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教的東西了，所以它國二就開始
派給正式的公民老師。對，那它後來就是先派給我國二的課，後來就
是，直接叫我再帶上國三這樣子，所以我大概教公民在國中大概是教
了兩年，然後後來因為就是結婚的關係，所以就是要調校嘛！對，所
以我要調到宜蘭，那在宜蘭因為我有介聘過，但是國中的介聘的缺很
少，而且宜蘭好像也沒什麼機會可以進來，所以後來介聘是失敗，對，
任教背景
任教國中綜合活
但是因為就是相處兩地也沒辦法說一直這個樣子，所以後來我就直接
動與公民後，考進
用考試的，那我就直接考...就是高中的公民與社會，對呀！那...很
高中正式教授公
幸運的考上了，所以就剛好就調到高中來。
民與社會
Q：所以學姐在這個公民這個部分，國中階段大概是兩年的...授課時間，
然後高中到目前為止就是...
A：一年，嗯，對。
Q：好，那再另外請問，以你接觸過的國中跟高中的課程來說，就是對這
兩個階段，國中的課程跟高中的課程你分別有什麼樣子的想法跟相關
的背景？
國中公民課程現 國中內容較為通 A：基本上...嗯...在教、就是教整個公民的過程之中，我覺得國中它編
識與生活化，學生
況
排的比較...怎麼說，比較通識一點，就是它講的好像是很生活化的
多半反應不難
東西。國中的學生，就是我在教學現場啊，國中學生給我的反應是...
他們覺得公民不難，而且還蠻好念的，對，而且他覺得說公民算是很
生活化的東西，所以國中的同學好像給我的是...就是給我的回饋是
他們不會覺得說這個東西很難，而且他們會覺得說，就算是講法律，
最大的問題是經濟那一條，對，所以其他的東西我覺得他們都還可以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第一印象會
接受，對！那可是進入高中的現場的時候我覺得就...好像比較不一
令人感覺課程內
課程現況
樣，對，因為他們好像會覺得說太難了，然後有些人就會比較...沒
容太難而無興趣
興趣，對，就會覺得第一印象是這樣。
Q：所以第一印象就是學生在吸收的時候，他們覺得難度上面就是分別表
現出來的那個態度就是不太一樣？
A：對。
Q：嗯...那因為我們的、我的研究題目是針對法律的部分，所以可能要
請學姐就是...針對...嗯，就是國中跟高中的公民課程啊，在這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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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銜接現況與 國中內容編排與
問題
高中九五暫綱中
的編排不相同，國
中似乎較為順暢
課程銜接現況與 高中學生對國中
已學內容記憶不
問題
完整，法律先於政
治授課會產生順
序上的問題

高中公民與社會 目前課本內容很
課程現況
深，九五暫綱中將
法律提前於政治
教授，對教師稍有
不順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法律課程中
課程現況
有關政治制度面
的東西較難提及

都有一些些許的改變，比方說國中可能有九年一貫的東西，那高中可
能現在有九五暫綱，然後一直到現在九八課綱又推行，那在這個部分
你覺得它們在法律的部分，或是如果你覺得法律部分聚焦不方便的
話，整體上面你覺得它有沒有什麼比較大的變化？
A：我覺得在國中的部分，因為我記得國中它好像把法律排在...國二...
下？
Q：對。
A：對不對？
Q：對。
A：然後國二上是...政治，可是高中剛好相反，高中是九五暫綱裡面，
九八課綱都改了，可是九五暫綱它把法律擺在一下，也就是第二冊，
然後它第三冊才擺政治，對，可是這樣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國
中可能還...我覺得國中好像比較順，就是他們學了政治的一些組織
後，比如說我們的五院組織，他學會之後他可能會知道說在司法上面
什麼是檢調啊，對，就是單位的隸屬他可能會比較清楚，但是在高中
的時候他已經忘的差不多了，其實國中他也忘的差不多了，所以其實
幾乎都是重新開始讀起，那如果把法律擺在第二冊，也就是擺在心理
學社會學之後，他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學生對於政治那個部分，
因為有時候牽涉到一些，比如說人權就會想到選舉，選舉就會想到一
些制度，制度面又會是政治的東西，所以就變得說好像...學生那一
塊就已經忘記了，然後你又再這一塊又加強他法律的時後，就變得說
我覺得有一點順序上的問題，我個人感覺是...他已經忘記了這個部
分，但是我 focus 的是這個重點，我沒有辦法再去...在這個基礎點
上再幫你複習所有的政治的部分，這個我沒有辦法做到，但是，它在
編排上會讓我覺的說法律放在前面真的不順，教起來不是很順，而
且，高一下學生國中沒有上很多，你要他學的東西其實很深，就是看
現在的課本其實是很深的東西，所以我覺得說它在編排上會讓我覺得
說國中的、我覺得它的邏輯是比較淺，但是在高中上我覺得，在九五
暫綱的部分我覺得它把法律提前，對我而言我教起來有一點點的不
順。
Q：所以也就是說它在編排的接續上面，在高中的部分會讓人家覺得它是
有一個斷層，就是從政治到法律？
A：那...對，而且它其實政治擺後面，所以它直接是從文化學的連上來，
因為我們最後一章教的是多元文化，它直接從文化那個部分就全部把
它...那法律它就直接把一整段的法律都講完，對，所以基本上在法
律的基礎點上有關政治制度面的東西，你就沒有辦法去教，我甚至沒
有辦法幫他們複習，對。
Q：因為他們還沒有...有這樣的知識進來。
A：對，所以我就、就不知道他們到底懂多少。
Q：好，那...這是第一個部分喔！那接下來我會訪談教學現場的老師，
是我最主要想要知道在現場的一些實際的狀況，所以我這邊要問銜接
的現況問題跟產生的原因喔！那分成幾個問題，這幾個問題可能在乍
看之下是有點雷同的，所以可能請學姐要聽一下我問的問題是什麼。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我重點放在準備教學的時候，還不是進入到教學現
場的時候，就只是光我們自己在準備教學的時候有沒有感受到國中跟
高中課程之間的落差？那，這些相關的差異其實剛剛學姐稍微有提到
一點喔！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可不可以有比較具體的例子，稍微
來輔佐證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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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公民課程現 國中教材很淺，基 A：嗯哼，我在準備教學的時候，當然就是國中的教材很淺，所以...因
本的知識足以應
況
為國中其實我們大一學的法學緒論就已經足以去...教這一個部分
付
了。
Q：就應付國中的部分。
A：對，就是你會覺得說看這個東西我都看得懂，看教師手冊我也看得懂，
那...很多的東西基本上你只要觀念釐清你就會覺得通，那你通了你
國中公民課程現 國中部分教學準
講給學生的東西就會是順的，所以在準備教學上我覺得國中的部分，
備並不構成問題
況
對我來說，我覺得那個東西對我來說我覺得很可以去 handle 它。可
是在高中的時候啊，它就會產生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在高中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課程編排很
的時候，嗯，它的課編排得很深，它其實有些甚至已經超越到我們的
課程現況
深，超越法學基礎
法學緒論的部分，到了專論的部分，比如說刑法，比如說民法，舉個
例子來說，比如說像它講、它在講，嗯，就是它在講那個人權侵犯的
已達專論的部分
時候，它可能會講到，好，積極的依法行政，還會講到消極的依法行
高中公民與社會 教師培育過程並
政，這種東西，嗯，在我個人學到的部分，就是像我們在大學也不一
課程現況
不一定會就各專
定會專修行政法這一科，因為它會是一個選修，我們必修的可能就是
法學緒論，對，那，其實有時候連民法刑法這一些都是選修，所以變
論進行修習，因此
需要多方蒐集資
成我在準備教材的時候會變得很、很、就是我必須要去嘗試去蒐集各
料與準備
方的資料，就是在一個點上我可能就是不是那麼了解的時候，我就必
須要去找它的專論，我已經不能用通論的東西去教這個東西，就是我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課程內容很
必須要去找到每一個東西的專論，所以每一個章節它講的東西都很
課程現況
多，而且，它多到...我教學的時候、準備的時候我會覺得很、我自
多，導致教師教學
己心裡會有一個疑惑，我的疑惑是你講了這一些，嗯...就是你有一
時容易產生疑
惑，加以又成為考
些可能是很粗淺的提到，你可能就是比如說，好，在那個、就是檢察
官提起訴訟的時候，嗯，對，那法院可以，嗯，免訴或者是不受理，
試科目，對課程的
好，它講了這句話，但它沒有多加解釋在課本上，它甚至沒有給他們
深度與廣度難以
任何的解釋資料或者是註釋在那邊，那我要講還是不要講？就是我自
有效的掌握
己會有自我懷疑說我到底要講到多深？我要深到他們...就是真的已
經到專論的地方嗎？那如果我不講的話，考試會不會考呢？就是我自
己會有一種自我懷疑，我一直在想說我到底要教多深，那自我懷疑不
是懷疑自己的能力，而是...這個深度，課本這個深度夠嗎？那如果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教師準備教
不夠的話，它到底有多深？那學生真的要知道這麼多嗎？我自己、自
課程現況
己在準備教材的時候，我會遇到一個瓶頸就是，我不知道該切到哪
材時，關於深度的
部分比較難去衡
裡，切到哪一個深度是我覺得應該要停的，這個是我現在在準備教材
量
的時候我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Q：就是在備課上的困難主要就是在那個教材的深度跟廣度，雖然已經有
一個具體的教材，可是自己教師在衡量的時候是很難去掌握！（Q：
沒錯）好，那...換句話說就是以這樣子的問題來說的話，在備課在
準備教學的期間其實這一、這一段過程，高中跟國中比起來，在高中
來說是不是比較吃力？
高中公民與社會 備課時間非常長 A：對，而且它要準備非常非常久，就是在一課的上面所以...而且你不
課程現況
能切斷，因為上國中的時候你可以切斷做準備，舉個例子來說，比如
說我今天沒時間，我想要準備明天的教材，一堂課，好，那我可能就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教材的系統
會...就是我只要看一下，然後把這一堂課看完就好，可是你準備高
課程現況
性較重，備課須以
中的教材因為它是一個系統性的東西，所以我必須要把這一章從頭到
整體考量，無法切
尾都看完，它牽涉到哪些的觀點，我要全部都念完，念完之後我才要
割
去準備說，耶，我要補充哪些資料，所以你要備課不是只備一堂，我
沒有辦法把它切割成一堂只備一堂...
Q：備一整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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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公民與社會 需要更完整的邏 A：對，一整課完後我要找到我自己的邏輯系統，因為課本的邏輯不一定
輯系統，因此備課
課程現況
是我喜歡的邏輯，然後找到我自己的邏輯系統覺得說我這樣講學生會
時間相對較久
懂的時候我再去打講義，所以它的備課時間相對的會拖到很久很久，
對，所以我如果下個禮拜要上課，可能上個禮拜就要開始準備，它已
經不是明天跟今天的問題。
Q：所以在高中的課程來說，它整個那個邏輯的...系統的緊密性是非常
緊的，國中比較鬆散？
A：對，在高中的部分它會...它在編課本的時後其實也有做連結，就是
它希望一個邏輯是想要什麼我就提到什麼，提到什麼我要補充了什
麼，它希望做的是這樣，可是在某一些觀點上，你看很多的版本就會
發現，它在跳來跳去，你會覺得說這好像又不是我要的系統，所以你
那時候你又要、必須要再重新做一遍。
Q：好，那...另外還、就是、在進入到教學現場之後啊，在教學現場的
觀察，因為，備課只是我們教師自己本身的問題，那我們本身會遇到
的困難，就是我們要自己去克服的。可是學生，在我們觀察學生的過
程當中，他在接受這樣子新的知識的時候，那我們把它拉回到法律的
部分，就是國中的學生在接受法律這樣子課程概念，跟高中的學生在
接受這樣課程概念的時候，會不會特別覺得在高中公民與社會課堂上
面的學生比起來比較不容易進入狀況？
A：基本上國中啊，在教學現場上面啊，就是直接在教學的現場的話，在
國中公民課程現 國中公民觀念較
國中的部分啊，其實國中很好教，國中的公民很容易教到很有趣，原
淺，較容易結合，
況
因是因為你只要講案例，然後在案例裡面會去講時事，在時事跟案例
也較能發揮
裡面導入觀念，然後因為那個觀念是淺的，所以它其實很容易做結
合，所以基本上我要說明一個觀念，比如說我要說明民事的，我只要
講一個例子，然後...我就把這個東西講完了，對，講完這個例子之
後我就問幾個問題，其實他們點一點他們就通了，就是這個東西不需
要我一直再念，用背書的方式好像教條式的一直在灌輸你一些東西，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在層次上必
它其實用...我覺得國中融會貫通可能就已經夠了，可是在高中啊，
須將教學的內容
課程現況
它其實也要舉例子，當然也是要配合時事，但是問題是我舉的例子跟
加深
時事必須要夠深，因為你國中講的是通論，就好像它講和解，它講和
解就是講和解的觀念，但是高中它就會講訴訟上的和解，還有訴訟外
的和解，它的法律效力又是如何，它在國中講的是和解這個東西整體
是什麼是東西，它沒有清、清楚的講到說它的類別、它裡面的效力是
什麼，但是在高中我必須要這樣講，但在高中它這樣講的時候我就必
須要去...每一個東西我可能都要舉一個案子，或者是我必須要去舉
一個、舉一個時事，或是說我必須要舉一個什麼東西讓他們了解，所
國中公民課程現 國中易懂，因此吸
以當我在教這個法律這一塊的時候，在國中，你會覺得他們很好吸
收程度好
況
收，因為那個東西都是容易懂的東西，所以懂的東西吸收的程度是很
快，對，但是對於深的東西，你要讓他們去吸收，他們就會覺得說，
和解不就是和解嗎？幹嘛把它們搞得這麼煩雜，調解不就是調解嗎？
幹嘛還分什麼行政機關調解、司法機關調解，然後司法機關還要分強
制調解跟任意調解，為什麼你一定要這樣子就是...分這麼多的東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學生的排斥
西，我覺得他們剛開始聽這個的時候會覺得很排斥，有時候故意就故
感較強
課程現況
意你為什麼還要分那麼多，過失就過失你幹嘛還要分什麼過失、什麼
過失的，所以基本上他們會覺得說你講故意跟過失我就懂，你幹嘛還
高中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課程
要把它分的這麼細，對，所以基本上他們在剛接觸這種東西的時候，
的瑣細使得其在
課程現況
他會覺得好煩，就是我...高中的學生他給我的感覺是，他會先、會
課堂上對學生的
回應，會去反應，但是一節課有五十分鐘，他大概能支撐的那個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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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就是他可以跟你互動的程度，大概就是前三十分鐘全班大概都
ok，後面的二十分鐘就是剩下來比較...對法律一一些可能比較有興
趣的學生，其他學生可能就...嗯...不時就應你一下，但是他可能就
是...你可以看得出來他的興趣並沒有很大影響力，因為他覺得說我
幹嘛一定要學這個，這個東西其實...真的有那麼重要，我平常生活
真的會聽的到嗎？他就會我覺得他會產生就是跟...就是跟這個課程
連結度變小，所以雖然它也是比較好教的科目，跟那種英文數學比起
來，它確實連結度會比一般的科目還要高，可是確實他們在接受新知
識的時候，他們其實自己心裡面我覺得他們其實是有排斥它。你說全
高中公民與社會 全然接受且展現
然能接受的學生有，我有遇到，就是對於那種法律上有興趣，下課還
課程現況
興趣者在一個班
一直來問那種很深入問題那種學生我有遇到，可是一個班大概就是一
級中人數有限
個到兩個，對，但是我們一個班級有四十八個，對呀！
Q：所以學姐你覺得這樣子的問題是...在教材本身或課程它那個難度的
落差還是吸收度的問題？
高中公民與社會 深度太深
A：其實我覺得深度的問題，沒有，我覺得深度太深了。我只能跟、跟你
課程現況
說我以前學公民的時候，我會學通論，但是你現在教的這一個公民的
版本，就是它現在變得公民與社會，是我大一才開始修，有一些甚至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課本中濃縮
課程現況
了許多大學課程
到大二，像個經就是大二、總經就是大三才修的，它把大二大三大一
的東西放進了高中課本，而且把它濃縮，它要所有老師去教這個東
內容，對所有教師
西，我覺得太困難。
而言太困難
Q：的確是有困難的地方，所以在教學上有沒有感受吃力這個答案應該是
很肯定的，對不對？
A：對，它一定會很吃力，而且，舉個例子來說，比如說我們公訓系啊，
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很廣，但是我們都是廣而不精。
Q：對。
A：也就是所有的東西我都念過，這些所有東西念過之後，我覺得我好像
高中公民與社會 準備教學時非常
懵懵懂懂，有的不太懂，所以你在教學的時候學生不可能用你自己的
吃力
課程現況
先備知識去教，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去準備，那，你在準備的時候你就
會發現...原來我不懂得這麼多，對，等於你在準備的時候真的會非
常吃力。
Q：然後在教學上面，因為學生他、他可能因為那個課程難度讓他也不好
吸收，所以...
A：所以你必須要引起他的興趣，因為這個東西很難，因為在教法律...
法律怎麼樣教到學生有興趣，而且可能會很認真的聽，而且他聽完之
後，是不是他一問就懂，這個東西很難，對。
Q：法律的部分，好，那另外還要就是請問一下，就是那既然在教學的時
候我們很明顯的會覺得那是很吃力，可是事實上有很多的...就是總
的概念是它們國中的時候已經有...
A：學過的。
Q：對，但是在我們上高中的時候教分的東西的時候勢必會用到這些本來
就有的一些概念嘛！那，嗯，在課堂上面修課的過程當中，學姐會不
會特別去在意學生有沒有具備這樣子的法律先備知識？
A：其實我不會特別強調耶！因為我覺得很多的東西呀！你會覺得說...
他們應該要懂得，但是其實你不要把這個東西放在你的...腦海裡說
課程銜接現況與 教師並不會特別
他們應該要懂得，我所有的東西我提的時候我還是會提到它的基本概
強調學生的先備
問題
念，因為我覺得說，不管你是不是要懂，這個東西是不是你的先備知
知識，因為有人會
識，但是我還是會順道提，因為，這個東西我相信有人會忘記，我也
忘，所以都會再重
相信說不是一個專研法律的人，像我們、我們久了不看這個教材我們
吸引程度與日常
生活感受有限，因
而連結度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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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及相關內容

自己都會忘記，那你不能期望小孩說他已經考完那個學測，過了那麼
久了，然後還指望他會記得這個東西，我覺得這個期望用在成人身上
都已經強人所難，何況是孩子呢。所以基本上在先備的知識我倒是沒
有非常的強調，可是我會把所有東西重新講一遍。
Q：所以其實我、就是相關的那些基礎的東西，在課堂上、其實在說得過
程當中其實就已經有提出來了？
A：對。
Q：那...這個、也不會特別去在意學生是不是在這個地方，有沒有曾經
說接觸過，就是、比如說看那個反應啊，到底有沒有聽過這樣子的東
西？
A：基本上會，這個東西在、我們在問的時候就一定會，比如說...在開
始講的時候我們就會開始問，比如說和解跟調解的概念，我們要講之
前，當然我們會講分論，但是我會先問他們總論說，國中有學過，那
講講看和解跟調解，它到底主要差在哪邊？同學有沒有人可以答出
課程銜接現況與 透過回憶先備知
來？對，我當然會先用問的，因為基本上像你先可以先讓他們去回想
問題
這個東西，因為讓他一邊在回想的同時，我在幫他們釐清觀念，因為
識，協助學生釐清
他回想的時候就會說一個在調解委員會，那很明顯這個答案又是錯
觀念
的，對呀！所以基本上他回答的時候他其實在組織某些東西，那當他
課程銜接現況與 仍然會連結過去
問題
組織完成之後，我再幫他做組織的總整理，那組織的總整理完了之
的部分，以講述分
後，總論講完我們再講分論，對，所以其實我還是會做...就是連結
論
過去的部分。
Q：那一直在問啊，觀察過程當中，你覺得他們就是、這些東西這些先備
的知識對他來說他那個記憶還存在嗎？
課程銜接現況與 學生的先備知識 A：存在，但是它...不完全，那個東西是在的，但是它不完全，就比如
問題
並不完全
說，我剛剛說的那個例子，調解跟和解，好，那我講完之後呢，問他
們就會說...時間不一樣，他會跟你講時間不一樣，但是你問他說時
間怎麼樣不一樣，講不出來，它會存在說還有那個概念，但是你要他
課程銜接現況與 先備知識必須藉
講完全他沒有辦法講完全，對，所以基本上學生一定有他的先備知
由提醒才能再現
問題
識，我相信那是存在，可是你要提醒他，那個東西才會出現。
Q：那這樣子的東西它足不足以...以大致的觀察、以大致的觀察來說，
足不足以支撐他就是繼續接著分論的部分？
A：我覺得 ok，只要他就是...
Q：稍微有一些概念其實就可以了。
A：就可以了，對。
Q：好，那另外就是...嗯...在這樣子的教學經驗當中，如果說學生在這
個總的部分他已經有很、比較完整基礎的話，或者是你觀察有些學生
他的基礎的確就是比較完整的，這時候對課程的進行有沒有幫助？
A：有，今天很多那種私底下來問我問題的學生，那至於會問很多的問題
原因是因為他的...怎麼說，他之前的一些疑點他還沒有釐清，但是
加進了新的教材他覺得說這個疑點又開始浮現了，所以他想要釐清這
個疑點，他就會來...就是私底下來問我，那有一些甚至會在課堂上
課程銜接現況與 先備知識較完整
就直接問，對，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東西學的比較好的，之前學的比
問題
可以有效的掌握
較完整，他架構比較清楚的人，對於他學習的話他可以很快的就去抓
到這個東西的重點在哪裡，而我不懂的點在哪裡，他可以很快的抓
學習的重點
課程銜接現況與 未能具備完整先
到，可是如果之前先備知識不完整的人，他就會變得說...他會一塊
問題
塊，所以他不會去問問題，他也不會來問你問題，因為他還沒有組織
備知識，會導致學
習的組織不完全
把那個東西變成一塊，他就是東一塊西一塊、東一塊西一塊，所以考
試剛好考到這一塊的時候，我就剛好不會那一塊，就是這樣，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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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所以可以方便課程的進行主要就是因為...啊！那個東西學生的概念
更清楚了，所以很多東西他、你給他的東西他很容易就可以吸收了，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為什麼會需要說他能更清楚一點會助益
課程的進行？
A：我覺得每一個人在學習的部分都是一樣的道理，就是...他會有一個
邏輯系統去支撐他的學習，對，那基本上我自己本人就是這樣學的，
課本上講我看不懂的時候，我就會自己去把它...我會把它變成是我
自己看的東西，那我相信學生也是用這樣的學習方式，當他自己失去
了一個主軸的時候，他只是聽演講的時候，他沒有辦法把那個東西變
自己的，你唯一要把這個法律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方法只有...自己理
高中公民與社會 法律的學習要能
課程現況
理出自己的系
出自己的系統，理出自己的系統之後，如果老師講述的你把它塞進自
統，才能成為自己
己的系統裡面，然後讓它變完整，這個東西才會變成你的東西，因為
的東西
法律不是一個死背就會懂的。
Q：那因為這樣子相關的問題，有一些老師會提到說，他必須要讓學生有
一些基本的先備知識，會有利於課程進行主要是因為他可以省去很多
的時間，換句話說，他們的心裡的想法是認為說高中那樣子的課程除
了它很深之外，它很廣之外，它的份量其實是很多的，所以在授課時
間來說他們覺得非常的壓縮，那所以他必須要一個很有效率的方法，
那我不曉得學姐你對於這一個東西，這樣子的狀況，有沒有什麼樣子
的想法？
高中公民與社會 時間被壓縮，因此 A：基本上...課程...我幾乎每天都在趕課，所以一節課裡面我大概沒有
課程部分非常趕
課程現況
任何時間是停下來不講話的，對，或者是抄筆記的時間，因為我抄筆
記的時候我也是在講話，而且他們抄筆記的時候我也還是在講話
（笑）
，因為沒有時間，當他們邊抄的時候我就邊講，那這個部分啊，
在時間的部分它一定是壓縮的，那你要同時具備...我剛才有說，因
為...基礎知識我還是會提醒，那你要再提醒你要加新進度的時候，
那一定是會來不及的，所以，我的方法啦！就是我自己用一個比較有
效率的方法是，如果這一章它的內容明顯的多，民事，對呀！民事那
高中公民與社會 課程綱要的建議
一章很多，就是民法那一章，刑法那一章也很多，我光民法那一章啊，
課程現況
前前後後我可能就教了八節課，但是它在課程大綱裡面，給我們的節
時間並無法教授
完教材內的所有
數好像是...我忘了是四節還六節...但那是不可能做的到的事情，因
為你同時要提醒很多很多的東西，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以我
內容
高中公民與社會 無法有效講述之
而言，我自己的方法就是打講義，先備知識有一些我覺得...我該提
課程現況
的，但是我沒有辦法完整講我就把它做成講義，就是讓你知道說，耶！
處需靠講義輔助
這個東西是它的底，然後基於底之上我再把...嗯，就是課本的東西
整理成講義，就是我會變成說...直接把課本的東西放在講義裡面，
但是我會同時輔佐著看，就是我看完講義之後我還會再回來看課本的
內容，因為...嗯...如果課本你完全沒有畫重點，只是發講義的話會
造成一個問題，也就是學生買這個課本到底要幹嘛，對，然後他們就
覺得說課本是不重要的，但是講義一定會有人丟掉，而且那個東西一
定會進資源回收桶，所以...那這樣子就會有人完全一點都沒有學到
了啊！所以基本上我的方式就是...為了有效率，我會打講義，但打
完講義全部講完這一整段的內容之後，我會再回來看課本的重點，然
後叫他們畫完。
Q：好，那先跳出來問別的問題喔！就是...就是關於這個部分的銜接啊！
就是其實很多老師他並不會特別去把在教學或者在準備教學的教學
過程當中，不會特別去把課程的銜接去當成一個去關注的焦點，那所
以...對學姐來說或以學校裡面的公民與社會科的教師來說，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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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銜接現況與 並非所有教師都
問題
會在意國、高中落
差的問題

高中公民與社會 引起學生興趣是
課程中一大問題
課程現況
教材資料、文字太
多導致興趣流失
高中公民與社會 部分內容會令學
課程現況
生感覺遙遠

課程銜接現況與 相較於國中，高中
問題
較難以去激發學
習的興趣與欲望

課程銜接現況與 教材、教法、學習
問題
三者連帶有影響

特別在意這樣子的課程銜接，就是它由國中到高中部分，它中間可能
有這個階段的落差，那，會不會在意這樣的問題？
A：以我而言我會，以其他老師而言，我知道有的老師就是以課本內容的
為主，那不管你懂還是不懂，總而言之我課本教完，因為我們有進度
要趕。
Q：所以就是從課本有什麼我就開始教什麼。
A：那以我而言我覺得...就剛剛我跟你講的，我覺得一個人的學習是要
有邏輯性的，我沒有辦法接受說囫圇吞棗的把它教完，所以，以我而
言之所以會把它上得很趕是因為...我希望可以...以我的能力跟我
的時間所許之內我可以讓你聽得懂，到底這個系統是什麼...
Q：有一個清楚的邏輯架構可以給他們。
A：對，但我希望做的是組織，就是從以前組織到現在，這樣。
Q：好，那就是回來我們這邊的題目，那現在國中跟高中公民課程在法律
部分的銜接，就是、雖然也許它不是一個很、很顯而易見的問題，但
它可能可以成為是一個問題，那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子銜接的東西，它
目前相關的層面有沒有哪些問題還沒有辦法解決？
A：哪一些部分沒有辦法解決，我覺得是...興趣耶！就是那個部分在教
書，嗯，教法、教法律這一塊啊！我覺得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像
心理學、像社會學學生有興趣，他們會...很有...就是它們會很想去
學...
Q：投入。
A：嗯，因為這樣子成績很自然而然就會反應在他的學習上，而且他會懂，
他會有成就感，然後...在國中他也有這個成就感，因為他懂，但在
高中他就覺得說，我為什麼變不懂了，對呀！這個東西為什麼變得這
麼難，它為什麼變得那麼難，所以基本上在國中跟高中我覺得在銜接
的部分是如何要在教材裡面引起學生的興趣，我覺得這一點是我一直
遇到一個大的問題。就是教材編得...比較...多資料，資料很多，塞
進去的多，自然文字就多，文字多的時候就會有人睡著，對，然後加
上你講的又是那種他聽不懂的話，對呀！他覺得說為什麼要學這個東
西，尤其講到行政法那一章，行政自我拘束原則這是什麼鬼東西，對
呀！禁止恣意原則為什麼我要知道這個？這兩個東西有什麼差別，他
們會覺得說...我應該沒有必要知道吧！對，那就會覺得說這個東西
引不起他們興趣，但你又偏偏要教，而且課本還塞了那麼多，對，那
基本上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我會覺得說最難的部分是在...國中你
好像可以輕而易舉的...就可以搏得他的注意力跟幫他建立興趣，但
是在高中的法律這一塊，我不知道是因為教材還是因為教法還是因為
它的內容真的很多，他在興趣的...引起跟激發跟他想要去學習的那
個慾望上，覺得有點難去操控，有點難去激發，對，我覺得這是比較
大的問題。
Q：就整個法律課程來說，可能是因為它這個深啊、難啊、廣的問題所以
讓我們就很難去好好的掌握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A：對。
Q：所以學生的興趣是學姐認為是它一個在銜接上面產生困難一個很主要
的因素。那...教材本身就等於是、它就擺在那邊，它就是真的難了。
A：對，因為教材本身它其實會影響到，你教材怎麼編會影響到老師怎麼
教，對，那老師怎麼教會影響到學生怎麼學，這三個東西是連在一起
的，所以你教材編很深，好，你可以預期到的是你希望學生都變得...
就是變成一個具有公民素養的現代公民，我希望達到的是這樣。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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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公民與社會 教材過深使得教
學枯燥，學生無力
課程現況
學期的狀況也導
致教師對自我教
學成效產生懷疑

錯，你教材編得很好，但是老師教起來，老師就一直在趕課，然後我
就開始用一些...很枯燥無味的一些法律名詞去把這些東西解釋清
楚，當我把每一個很枯燥的法律名詞解釋清楚我不相信下面還有幾人
他是...他是還可以撐著眼睛活下去的，對。所以基本上我覺得這一
點很難，那，學生引不起興趣的時候，他學法律就會學的哩哩啦啦，
對，然後同時這個東西又影響到老師了，因為老師就會覺得說我是不
是教的不好，他會開始對自我產生懷疑，而且他會對於自己的課堂上
的掌握，他可能越講越快，因為他越講越進去啊，他可能會越講越...
覺得說...嗯...那趕快教完吧！脫離苦海吧！那考試考一考就算
高中公民與社會 教師能否掌握教
了，對不對？就是可能會這樣，所以我覺得說這個東西，它不僅僅是
課程現況
材內容與學生是
教材問題，還有你教材編的這麼深，老師到底能不能教，然後，老師
否能有效吸收成
教了之後，我把所有時間都花在解釋這些名詞上，學生能不能吸收？
為目前教材的一
學生不能吸收進去的時候會不會又影響到老師？老師又開始在自我
大問題
懷疑的時候，這個學習成效就變得更差。
Q：它就變得是一連串的問題。
A：對。
Q：那如果我們把各個法律的部分，因為其實國中的架構跟高中的架構，
雖然不是那麼的雷同，可是其實它的...它的那個程度...層次上只是
一個簡單的架構變成一個比較難一點的，那其實它的大體的分支是一
樣的，對，並沒有、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那，以那每一塊，比如
說民法一塊、刑法一塊、行政法一塊，各個東西這樣一塊一塊，有沒
有哪個部分是特別會讓人家感受到它在銜接上面特別...對，特別有
問題或是特別學生不容易吸收？或是老師特別吃力的？
高中公民與社會 行政法的部分較 A：嗯...教下來的話，行政法那個部分很糟糕，因為行政法不是每一個
課程現況
難以引發學生的
人都有興趣，對，我雖然會盡量教到它有趣，但是這個東西要完全的
學習動機
每一堂課都要讓他們引起興趣，這是很難的事情，這是第一個；其次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樣子整學期觀察下來，比較難教的第一名是行政
法，第二名是民法，你會覺得民法不是很有趣嗎？沒錯，然後在民法
那一章你可以看一下，它編的很多...太深的東西在裡面。
Q：很細的內容都在裡面。
高中公民與社會 民法有很多細瑣 A：債權、物權、物權法定，總共有八種物權，這八種物權是什麼物權，
的內容，甚至有點
課程現況
沒有人分得清楚，對，為什麼這個東西叫物權，為什麼這個東西叫債
走火入魔的程度
權，債權裡面還有幾種，對，債權裡面還有什麼無因管理，那又是什
麼東西，就是它已經到一個...我覺得已經到走火入魔的程度（笑）
。
對，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學生他反而在這、就是在這全部的系統裡面
啊，他比較能吸收的是刑法，他比較能吸收的是後面那些追訴啊或是
權利救濟，因為這些東西在生活上可能都會發生。那民法的後半，身
份法的那邊，就是繼承啊那個東西跟他是很有關係，這個東西 OK，那
前半部分啊，會讓他們覺得說，尤其是那個...我跟你講的那個，債
權啊、物權啊、無體財產權啊，然後契約，對呀！然後再來就是那些
東西會讓他們覺得說...會覺得要背的比較多。
Q：所以其實會讓他們感受到難度有一個、有一個原因就是生不生活化的
問題嘛，因為行政法它畢竟不是（A：很不生活）...它很不貼近學生
的生活，啊民法，貼近生活的部分可以，可是其他接觸不到的地方我
就忘記了，那刑法，打打殺殺，所以他很想要去玩這個東西。
A：因為刑法他可能每天新聞都在看，對，他會知道...像他們在上刑法
的時候他就會問我，課本上其實沒講到，他就會問我說，老師，電視
上常常說的保釋是什麼東西？對，即使課本裡面沒有講，課本連、課
高中公民與社會 行政法不似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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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連假釋都沒有講，可是他就是會問，因為他會聽見，對，因為他聽
見了他想、他想要知道，他就會問你，但是在行政法上他永遠都...
Q：聽不到那些名詞。
A：對，他頂多就知道一些訴願啊，對不對，然後行政訴訟啊，這些我知
高中公民與社會 學生對這些相關
道就好，這些名詞對我而言是一種天方夜譚的東西，把它放在這邊會
課程現況
名詞較難有興趣
讓我覺得...就是學生會覺得說他沒有興趣啊！
Q：那這個原因跟國中在行政法的部分，其實內容很少，國中在行政法根
本沒提起呀！它就講，喔！有一種法律類叫作行政法，他只講這樣，
跟這會不會有、有一些關係在？
A：對、對、對。會，因為他沒有先備知識他就覺得說這個東西怎麼聽起
來這麼難。
Q：就從來沒聽過。
A：對呀！而且其實這個東西，你說學生需不需要知道，我覺得說他需要
知道，那他需要知道的可能是...不是這麼深的東西。
Q：就是它的一個...為什麼要有行政法的基本精神？
高中公民與社會 行政法有生活化 A：因為行政法你說，嗯...你可能要知道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行政法
課程現況
的部分，但其它較
可能是有侵害你的權利，這個東西是很生活化的東西，你必須要知
道，可是你可能不需要知道的是行政機關怎麼樣做內部的處理，然後
不貼近生活的層
它內部的一些事情，嗯，就是一些原則、行政執行的原則，這個東西
面學生或許不需
好像牽涉到行政機關內部的東西，我會覺得說這個東西真的不需要知
要知道
道，對呀！
Q：好，那如果說，如果、既然是國中，因為這塊很少，所以高中生他特
別的不清楚，你覺得這個東西，我專指行政法這個東西喔，行政法這
個東西，適合把這些東西放在國中，就是移挪一點過來嗎？
A：基本上我覺得啊，高中的我都覺得它太難，對，高中的部分我覺得教
材應該要把它修到...你可以講，但是你可以...我寧願你不要放那麼
多，我寧願你把它放到它...
Q：去蕪存菁？
A：對、對，那如果是國中的話，我反而覺得說，你就大概提一下這個法
是什麼，什麼時候狀況下可能會用到這個法，對，然後這個法牽涉到
的部分是你生活上的哪些，我覺得這幾個句子可能是一段話...就 OK
了，不要就是立一章叫行政法，不然國中的老師應該也會很痛苦。
Q：就換個意思說，就其實...高中法律有很多東西是需要瘦身的，是嗎？
高中公民與社會 高中法律課程太 A：對，就是高中的法律課程有很多是...我覺得它太雜了，而且，說真
雜
課程現況
的啦！比如說比例原則，你講一個比例原則，你講比例原則我懂，你
講比例原則裡面的三個子原則，然後它的考題裡面很喜歡出說，說一
個案子，對，就是敘述一個案子，所以你說它違反了比例原則哪一個
子原則？
Q：就是衡量性還是哪一個什麼東西。
A：對呀！是衡量性啊，還是什麼適當性啊，必要性啊，對，它問你這樣，
可是你又不是法官，你為什麼要知道，你只要知道它違反比例原則，
不就是這樣嗎？對呀！別人、就是、在、就是比如說他賞人家一巴掌，
你給他判死刑，你知道這個、這個在刑期的部分，他是違法比例原則，
我覺得知道這樣就很了不起了，你能講出比例原則我就覺得說...你
高中公民與社會 考試導向讓學生
已經很厲害啦！以一個高中生來說，你為什麼還要問他說請問他違反
著重在記憶正確
課程現況
了比例原則裡面的哪一項子原則，你不覺得這一些東西有一點無謂，
答案
甚至連法官有時候，他判的時候都會有參差不齊的時候，為什麼高中
生一定要照那個正確答案寫，我覺得好像怪怪的，對，覺得可以提，
課程現況

內容較容易在生
活中有所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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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銜接情 高中的課綱明訂
形
很多細項，所以課
本有很多繁雜的
內容，與國中不大
相同

課程綱要銜接情 課綱的編排方式
在國、高中為兩個
形
不同體系

課程綱要銜接情 國、高中課綱由於
是兩種系統，因此
形
較難去討論彼此
之間的銜接問題

但是不要一直這樣考他嘛！因為這樣覺得說...那我是不是要知道很
多，對呀。
Q：好，謝謝。那接下來就是一些比較...嗯，公民與社會課程很大的分
向的問題喔！那第一個就是，嗯，課程綱要的部分，國中的課程綱要、
高中的課程綱要，不知道學姐對這些課程綱要...嗯...的認識程度，
那在法律方面你有沒有認為它在課綱上面有沒有哪些銜接的問題？
A：我們的、我們的課本都是照課綱編的，對，所以我們的課本每一個標
題題目會...
Q：課綱的標題，這是高中。
A：對，在高中的部分，所以在高中的部分它的課綱呢，是照著...課本
是照著課綱編的，也就是因此它的課本會出現很多...繁雜的內容，
因為課綱編得很多，那你沒有辦法不出現，因為它就是一定要有，對，
那，在國中的部分呢，它好像沒有一章就是我一定要在法律裡面，民
法裡面放哪一些的東西，它沒有在細項裡面的敘述出來...
Q：國中是...就是能力指標的東西。
A：對，所以基本上在這個編、就是兩個的課綱的編排上面，就會出現了...
我就跟你講說國中就會出現總論，因為它要你知道的是基本能力嘛！
對，你有這能力就 OK 啦。但高中是...我要你知道的是一是什麼二是
什麼三是什麼四是什麼，就會這樣，所以基本上這也就是為什麼在...
嗯，高中根據課綱編的他就會編成這麼難，不是因為它...就是不是
因為它、而且聽說我聽書商、書商說的，書商說，剛開始比例原則在
送審的時候，要求人家一定要寫子原則，一定要把它寫得很清楚，所
以基本上，我在、我不知道說...編書的評審委員他在審書的時候或
是審書的那些人他的標準到底是什麼，對，就是你一定要寫的要夠，
那我這樣的話高中就會變得說它變得很雜，這個雜是...制度造成
的，因為...它就是一定要這些啊！而且如果你沒有寫的話，我送書
甚至不讓你審過，如果它是用這種方法的話，在高中它就變得很雜，
但國中是基本能力，所以國中就變得說...嗯...我可能不需要教他那
麼深，我只要教一個總的概論就好了，對，所以基本上這個課綱會造
成兩個教材裡面的比例，佔的比例會變很大。
Q：所以而且，那在看兩個、兩種、兩種不同的課綱的時候，你覺得它的...
連結性夠嗎？九年一貫課綱跟...
A：我覺得一定不夠的原因是因為它的編排方面根本是二元的，對，兩個
體系編排，一個是...條列式的，另外一個是基本能力式，這兩個東
西，你要把它放在一起的話，我只能跟你講，基本能力他要怎麼編都
可以，因為我只要具有什麼培養藝術生活能力呀！我要知道一些社會
上發生的事情，就好了，對，可是問題是這個東西是條列式，所以它
的課綱體系，如果說真的要去銜接的部分，我反而覺得是課綱你都要
用同一個系統，你說基本能力就是延用基本能力，條列式就是延用條
例式，你就是把上面繼續的把它往下縮減成下面的，然後...下面的
基本能力如果你要用基本能力系統就把它變成上面的，但是你把能力
加深加廣，你可以用螺旋型你可以用階梯型，我不管你用什麼型，可
是，總而言之你可以把課程加深加廣，你可以這樣做，或者是你如果
想要採用線型的這一套，就是用條列式的，那你就把它...就是...把
一些去蕪存菁，一些他該知道的，真的該知道的，生活中的東西，把
它往下弄，可是基本上，沒有辦法比較的原因是因為它是用兩種系統
去編排的。
Q：所以，因為它沒辦法比較，所以你說要去討論它銜接的問題，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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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銜接情 學生對教材的內
形
容難以直接理解
教材內容銜接情 國中教材既基本
且通識，但高中教
形
材卻變得又深又
廣，不似通識教育
應該學習的內容

教材內容銜接情 國中內容太淺而
形
高中內容卻太深

教材內容銜接情 教材的深度與廣
形
度會使人成長，卻
不見得適合每一
個人
教材內容銜接情 教材的內容應該
形
讓學生更容易去
掌握與應用，而非
將專業濃縮於課
本中

也是有它一定程度的困難存在，好，那，這是課綱的部分，那以教材
的內容來說，教材的內容其實我們剛剛討論到很多都是在內容上面它
的一些差異在，那在法律部分可能也有一些...就是銜接的問題我們
剛剛是有討論過的，所以在教材內容上面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內容想要
補充的？
A：銜接的部分嗎？
Q：嗯。
A：其實我覺得銜接剛剛很大的問題我都講過，就是有一些沒有，現在突
然硬是要教，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沒有講的很清楚，現在突然講得很清
楚，或者是...有一些我甚至不覺得說高中生應該懂的東西，它都突
然在...
Q：突然跑出來。
A：在課本裡面，然後你不知道也不行，因為你不知道它就是會...他就
是有一些學生就是會來問，而且他會說老師課本寫什麼他都看不懂，
對，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說，在教材內容，它的銜接主要是因為...它
編得又深又廣在高中，然後國中變得基本，又...又通識，所以理論
上來說，我覺得高中應該也是通識教育啊，我不覺得高中應該是專門
教育啊！對，那為什麼在通識教育偏偏上很專門很深的東西，這就是
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在它的銜接問題是因為...它每一章幾乎都會
出現這個問題，就是...深到...有一些我覺得不應該是他們該懂得東
西。
Q：那如果我們把那個教材內容去因應學生的...比如說學生在那一個階
段自己學習的程度好了，因應它，現在的國中內容就是學姐你接觸過
國中的課程的內容，就因應那些學生的話你覺得...恰不恰當？
A：基本上現在國中內容我、我確實覺得它太淺，對，可是我覺得現在的
高中內容我確實覺得它太深，那怎麼樣的方法可以在...嗯...就是在
國中的基礎上再把它往上擴到高中，但是不致於讓它變得說很...很
冷的一個科目，他會覺得說這個東西跟我有什麼關係，你必須在中間
找到平衡點，其實我覺得現在教材編得很好，確實它...同時也讓我
自己成長很多，因為它同時也讓我...忽然之間好像對法律不太懂，
因為我要教他們，所以我必須要自己去查過的，對，然後這個東西，
我覺得說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成長，但是不見得所有人他都會
喜歡這個成長，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說，在這個東西呀！就是...它會
對我產生一些...影響，因為我在教學生的時候，我必須要掌握現場
的氣氛，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我覺得它對我而言我希望它可以...
變得更...怎麼說，它變得更讓學生真的可以用到，而不要都把哪些
課本就是很難的、那些專業的民法的東西濃縮把它變在一章裡面，其
實這些東西我覺得應該也是沒有用的。
Q：這其實會讓人家覺得說高中的課程這些...做這些課程的委員，跟國
中的這些，感覺上很像是兩個體系的，而且似乎高中的部分沒有去參
考他們國中的...既有的東西，然後就直接跳、跳一個東西進來。就...
以這個狀況來說，國二學法律，到高一，事實上那個年...
A：已經差兩年了。
Q：已經差兩年，但事實上，那個學生的成熟度不是那麼...對。
A：而且其實我有時候會跟其他老師在討論，我就說我一年級學法學緒論
的時候，大一喔！我那時候已經大一了，而且我自認為我應該是算是
聰明的孩子，我大一的時候聽法學緒論，我有一些還沒弄清楚，而且
我那時候已經大一了，你教他高一，比我小三年，對，而且有一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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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銜接情 教材用大雜燴的
方式編得太深
形

教學方法銜接情 國、高中的教法確
形
實有所不同

教學方法銜接情 高中能引導他們
多做相關的法律
形
思考，而國中則得
先培養相關先備
知識

學生學習銜接情 由於課程內容的
差異，高中學生對
形
課程的反彈較國
中來的強

高中公民與社會 教師難以掌控深
度，影響學生學習
課程現況

生，我覺得說他們接受度可能還沒有我高，對，但是你叫他去學，而
且你要考試，你要指考，而且你把它編的那麼深，而且你還用大雜燴
的方式，把每一章都編得很深，我不覺得這個東西是正常的。
Q：好，那...在教學方法上面，不同的階段，國中跟高中有沒有什麼樣
的差異？
A：基本上啊，我覺得...我比較神奇，因為我的國中是要考試的，這應
該不用說，因為國中每一堂課都要考，但是我上來教高中也是要考試
的，因為以前公民好像是...不用考，所以我知道以前公民一定很活
潑的去教，有的時候可能可以辯論啊！有的時候可能可以做一些活
動，對，但是在我就是我接上來這一屆剛好就是我接到的是...剛好
是他們第二屆要考公民與社會的學生，這一科就突然變得很重要的科
目，重點科目，而且這一科呢，所有老師都要開始去研究它考題的方
向，然後針對考題的方向去加以把握，所以對我們而言，就是對我自
己而言，因為我接到的剛好是這種學生，所以你要說我可以很活潑的
教學的話，我只能跟你講很難，因為在一個考試導向的情形之下，你
要讓這個東西變成沒有壓力的學習，而且培養他們接受，這個東西很
困難，對我而言很困難，所以在教法上面確實有不一樣，那不一樣的
地方在於...國中的時候，可能是我講比較多，對，那，所有東西，
甚至於例子都是我講，但是在高中的部分，有時候我會叫他們去講，
講一些事情，然後在高中的某一些法律的部分，我有時候會...嗯...
就是遇到了新聞的時候，會跟他們說，那說之後我就會請他們去想想
看，為什麼要、就是為什麼檢察官，為什麼法官會做這樣子的判決、
會做這樣的決定？我會請他們去...講出他們在...學過的知識上
面，他們有什麼東西可以放在裡面，這個東西是我比較會讓他們去想
的，這在國中我比較不會做這個工作，因為我覺得他們連先備知識都
沒有，你叫他們去想，他只能想一些五四三的出來，對不對。
Q：意思是時間跟考試壓力會...影響很多事情，好，這是教法的部分，
那如果說是學生的反應，以學生來說，就是...嗯，他們有沒有反應
過課程的..對，難易，很直接的這樣。
A：基本上在教法上，就是在學生的反應上面，我覺得學生的反應是最直
接的啦！就是現場反應，他在當場的時後他可能會...聽不懂就直接
反應出來，就這樣，對，所以我覺得學生的反應當然也很直接，當他
們接觸到他們...很艱澀不喜歡的章節的時候，他們自然而然就會反
應出...很沒有興趣的樣子，我覺得那個東西是會直接反彈到你身上
來，而且你會直接看到，因為你會邊看到那個東西，那在國中就還好，
因為國中我剛剛是說通論的東西，所以其實課程內容也不是很多，你
編的那麼少的東西那我當然就講一些有趣的案例呀！案例之外我就
講一下內容啊！那基本上你可以想像的到這種教法跟我硬要塞一些
很專業的東西給你，然後叫你去...吸收這個東西，學生的反彈，你
可以想像的到，一定是高中會比國中強。所以基本上在學生的反應
上，我會覺得說...可能是因為教材的...性質還有它必須要考試，所
以現在很多老師都很驚慌，因為不知道說到底要教到多深，所以這個
東西它會漸漸影響到學生對於這一科的反應，像很多人就問我說，老
師二三類組要不要考公民，對呀！如果不考他就不念，要考就念，要
考的時候他就開始緊張起來，怎麼辦我都看不懂、我都背不起來就這
樣
Q：好，那我們就是針對課綱啊、教材內容還有老師跟學生的反應，就是
整體看一下它們彼此之間的一些銜接效果，那有沒有什麼想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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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是其他的...應該同科老師有討論過這樣子相關的課程概念、
銜接的問題。
A：基本上同科老師...嗯...像我們、我們學校啦！有幾個公民老師是政
治、經濟、國際貿易的老師，就是專家，就是他們應該算是專科就是
那一科，他們會覺得教這個很吃力耶！對呀！所以我覺得以一個老師
高中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科教
課程現況
師對這個部份的
他已經算是一個...可能碩士級、博士級或研究生，他對於這個東西
備課已感吃力，其
準備起來要講給學生聽，重述這個東西，他都覺得難，那我覺得說以
內容之於學生勢
一個專、就是以一個知識已經、學識已經這麼高的人，他再去看這個
必是較難的
東西他都會覺得說有點很難去 repeat 這個東西，那我覺得說對學生
來說它確實就是很難。
Q：好，謝謝。那我們就進入到最後一個部分，最後一個部分呢，其實是
想要知道就是...目前啊！關於這樣子的問題，因為...根據我們前面
討論過的那樣，會發現，對呀！它是一個問題而且還蠻明顯是個、是
個有難度落差的課程的那個兩個層次上面的不同，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知道一下，把現在...如果說你在教學過程當中發現說，
學生自己相關的知識不足的時候，通常會用什麼樣子的因應策略、方
式？
銜接問題的因應 以講義補充上課 A：如果是我的話，因為我之前有說我沒有辦法把所有東西都在課堂上
策略
內容與時間的不
講，時間是有限的，所以我可能就會做講義，就是也有一些東西我
足
就...該給學生知道，或是該給學生補充，我覺得他不應該學到那麼
深，但是我也不想要讓他不明不白就這樣子過去，那我就會直接做講
義，我會把補充資料打在上面，我會在上面打上補充兩個字，如果我
覺得太深的東西我就會打補充，如果是基本我就會打星號這樣子，那
如果是那個新的東西我就會做表格整理，我就會把...比如說同時有
很多的東西一起講的話，就把它們做成表格整理，他們可能這樣子可
以做連結，就是我希望是一個總的概念，不希望是分的概念，對，這
個是我做的方法，那我自己備課的部分我會去、我會去做幾件事情，
銜接問題的因應 為使學生有完整
第一件事情是我會先把課本看完，因為課本到底編了什麼，然後我會
系統，教師必須利
策略
看...三個版本的課本，就是...嗯...我們現在教的是南一，然後龍
用許多方式來補
騰跟三民，我至少會這三個版本課本去看完，然後哪一個邏輯系統是
足學生相關知識
我喜歡，如果都沒有我喜歡的話，那我就會自己再編一個系統，然後
的不足
我會再做一件事情就是...嗯...我會尋找、搜尋一些網路上有一些人
做過的講義，或資料，然後我會覺得說它補充了什麼東西是我可能...
沒有補充給大家，但是這個東西我覺得它很重要，我就會再把它補進
講義裡面，所以做一份講義可能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因為我要重新
重整它的前後順序，然後要搜尋一些資料，對，這是我自己因應的方
式。
Q：所以主要就是、還是、還是必須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整理出一套系統，
讓你自己可以比較有效的傳達給學生，那成效呢？
A：基本上啊！成效來說那一份講義他們就會...不能說很珍惜啦！但
是...
Q：但比較重視它。
A：對，但是他們就會...當它們不見的時候就一定會再來跟我拿，他們
不會就是讓它進資源回收桶之後就假裝沒事，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看課本他們其實看不太懂，然後就會希望有講義這個東西，所以我覺
得對學生而言，它其實是有...有幫助的，那學生...比較用功的孩
子，他一定知道。
Q：學姐你每一課的講義量...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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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銜接現況與 並未聽聞課程銜
接的相關資訊
問題

課程銜接現況與 國中的系統比高
中較好一些
問題

銜接問題的因應 教師自我完成課
程銜接
策略

銜接問題的因應 建議可有相關的
平台提供課程銜
策略
接資訊

A：不多，不多。
Q：大概？
A：我都只有把它打成...民法有兩張之外，其他章節都是像這樣，一面
而已。
Q：就是 B4 的大小，然後一面？
A：對，所以基本上我的講義裡面幾乎都是表格，我的講義裡面幾乎都
是...。
Q：把東西整理起來。
A：對，就是都是表格，比如說和解、調解跟訴訟，我就把它打成這麼大
小的表格，然後把三項同時用在上面，因為我也沒有那麼多的....空
間、而且印給學生其實是...你也會怕浪費，所以我希望它可以做最
簡單的整合。
Q：我曾經看過一個老師他...就是民法部分，我看他的講義，高中老師，
他的民法講義很恐怖，大概是 B4 的大小十頁。
A：對，我知道。
Q：我覺得好恐怖喔！
A：我沒有辦法做那種的事情，因為我覺得說...嗯...我把它全部都打完
之後，其實我知道有一些學校他不用課本上課。
Q：自編講義。
A：那...因為我覺得說這個講義你打進去之後，確實有一些人他會丟掉。
Q：好，那關於這個課程的銜接資訊啊！不見得是法律部分，就是只是課
程銜接，有沒有曾經接觸過或是聽聞這樣子的訊息？
A：銜接嗎？基本上...我沒有聽過要怎麼銜接，我只有知道說九八課綱
要把、把法律跟政治順序對調，就是把它一年級上政治二年級上法律。
Q：那、那、他對調的原因，學姐有特別去了解嗎？
A：我其實沒有了解，可是我其實沒有去看，但是我有看一些就是討論版，
對，那，我覺得可能在很多的老師反應在教學現場上，他們會覺得說
這個編排確實是怪，對，確實是...會讓人家覺得說好像還沒有學到
什麼就要去學什麼東西，對，所以他們有建議要對調，那我覺得...
以我而言啦！教過國中，我覺得國中的系統會比高中好一點點，因為
它就是九八課綱、九八新課綱的那個...
Q：所以其實關於課程銜接這樣的東西並沒有特別去提到有任何相關的管
道也好、輔佐的東西也好，就是不會特別去發現。
A：就...還好，因為我覺得就銜接的部分我自己還是會做某部分的銜接。
Q：所以換句話說，如果又把它拉回來法律課程的話，這個，有沒有相關
管道提供你關於課程銜接的資料？應該是比較少的囉？
A：對，我會很少去做這件事情，是因為我覺得說...這個部分也是我的
責任，所以我也應該要幫他們負起銜接的責任，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會
比較少，但是我覺得說如果有一個統整的，比如說網站，或者是有一
個統整的...交流園地是可以讓我們知道這些資訊，我會覺得這樣更
好。
Q：那，這樣子的問題，雖然我們靠的是老師自己的力量，那學姐你有沒
有認為說...嗯...可能有關的教育單位或是家長或者甚至學校行政
單位，他們有沒有什麼樣方面的協助會更幫助我們教學的順暢性？
A：基本上我覺得...在那個...就是在銜接的部分我覺得可能要靠的是各
科的...就是他必須要靠各科的老師做一下教學的檢討，比如說像大
法官釋憲啊，產生了最近哪些案子事件啊或者是...因為釋憲我覺得
好像常常考，然後再來是時事啊...的蒐集，我覺得說學校它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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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你做這件事情，那我覺得反而是各科老師我覺得應該要做比較緊密
的一些聯繫或是分工，或者是他做的什麼東西是我不懂的，那我就跑
去問他，對，我覺得說這可能要靠老師自己，可是老師不一定要分哪
個科目，是可以合科的，一起做這件事的。
Q：那以公民與社會這個、這個學科自己來說，你覺得這樣子的現象，就
是...大家互相成小組互相幫忙的這一個，這種氣氛，大嗎？多嗎？
夠嗎？
課程銜接現況與 高中教師專業知 A：在高中...不夠，因為高中一直以來很多老師都是單打獨鬥，那個東
識需求較多，但也
問題
西應該是高中涉及到專業知識比較多，所以高中老師通常也比較辛
較為單打獨鬥
苦，比起國中來說，國中比較多，在國中的時候是很盛行的，國中的
時候我們會互相交流，高中的時候好像大家會...比較變得東西是我
自己的專長，所以它比較不會，對，再加上公民於社會是來自各領域
的不同老師，它不像國文就幾乎就是國文系、中文系，對，它是由很
多不同領域來的，所以基本上在每一個領域上大家都有自己的專業，
那你要叫這些專業的人，尤其是課又很多，因為我們幾乎有很多老師
都是專任的老師，在課堂裡面，這時間也是不夠的，對，所以我覺得
說比較少，但是我覺得說...這個應該是一個可以解決...備課這麼辛
苦的話。
Q：所以大部分的公民與社會老師...其實就是、就是整個所有問題，其
實就是他還是會覺得這個東西他是吃力的。
A：他會吃力。
Q：我不是說、我不是說剛剛那個、那個...
A：備課。
Q：嗯，對、對，重來，我不是說剛剛那個，我是說團、團隊分工這件事
情。
A：基本上我覺得他不會覺得吃力，他會覺得可能會有所謂的...就他不
喜歡被人...不喜歡被人家盯著看。
Q：那我們把老師分成...就是、因為其實有大半部分的高中公民與社會
老師是沒有接觸過國中的教材的，那，針對哪些沒有接觸過國中教材
的部分的老師們他們其實就更不太會去在意這樣子的問題囉？
課程銜接現況與 沒有國中經驗的 A：嗯，基本上沒有接觸過國民中學教材的老師，根本就不知道國中編什
高中教師可能會
問題
麼，它只會覺得說在新的課綱裡面讓他覺得很、很、很吃力很不順，
忽略銜接上的問
對，這樣而已，那如果有接觸過的他可能會...去...連結到一些之
題
前，可是，因為有很多東西如果你沒接觸過，你可能會覺得說他本來
就該懂，但是他其實不是那麼懂，對，你可能就會忽略掉。
Q：好，謝謝學姐，我問題我、大概問題就是、主要大概就是這樣，那...
就是謝謝。
A：不會！
銜接問題的因應 透過教師團隊可
策略
以一起來解決課
程銜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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