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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是為文獻探討，旨在探究教科書開放政策與公民科教學之相關議題，並針對公民科

教師專業知能之內涵作深入分析，以作為後續調查問卷之基礎。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瞭

解教科書開放政策的背景，第二節探究何謂教師專業知能，第三節分析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

之內涵，第四節就相關研究加以討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教科書開放政策教科書開放政策教科書開放政策教科書開放政策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 

第一節教科書開放政策之探討分三個部分進行，首先就主要教科書制度作簡單介紹，並

依此作為瞭解教科書政策演變的先備知識。第二部分從台灣的歷史發展，深入瞭解我國教科

書政策的演變過程。第三部分則探討教科書開放制度下九年一貫課程對公民科教學之影響。 

壹壹壹壹、、、、主要教科書制度主要教科書制度主要教科書制度主要教科書制度 

一般說來，教科書制度可以劃分成四種方式：統編制、審定制、選用制、自由制（江姮

姬，2001：141；歐用生，2003：171）。10從這四種類型中，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到不同權力

的動態分佈，若以國家權力控制的程度作為標準，便可發現一種由強至弱的涉及順序。 

一一一一、、、、統編制統編制統編制統編制 

統編制是教科書由政府統一編訂，民間不得印行的制度，由於是政府統一發行，在教科

書的內容、價格等方面全國皆相同。使用教科書統編制最為人所爭議之處，在於全國都使用

同樣的教科書，國家可能會以教科書為媒介，傳播某一種特定的意識型態、價值觀等，讓下

一代的國民成為國家所計畫中的國民（李惠宗，2004：331）。早期的日本、德國在推展國民

教育時所持的目的即是為了要求強兵富國，因此只要有利於國家強大興盛的思想，就要透過

                                                 
10也有學者將教科書制度作五種分類，如張煌熙於統編制之外，將教科書開放制度再分類為審定制、認可制、自

由制以及綜合制（因美國各州有不同的制度）;不過大體而言，一般還是將教科書制度區分為四大類型。（見

張煌熙，20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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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式有效地灌輸到每一個國民身上。這樣的國家統制方式，在一個追求發展的國家目標

上自然是最有利的；但是當政府機器在為人民作決定時，就可能已經逾越權限侵犯了憲法保

障的人民基本權利。 

二二二二、、、、審定制審定制審定制審定制 

教科書審定制度是指由民間出版業者依據政府發佈的法令及課程標準或教材綱要編輯，

並依有關之規定送經政府機構審查合格後始得印行，並提供學校使用之制度（楊國揚，1996：

28）。11實施審定制的國家並不直接編訂教科書（李惠宗，2004：331），因此，與統編制相

較，審定制政府介入的程度較低，較可以排除政治干預教育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可以維持

教科書的一定水準。若再與自由制比較，審定制之下的國家訂有一定標準且加以審查，教科

書會有較均等的品質表現，因此，一般認為在審定制之下，教科書的品質會比較有保障。 

三三三三、、、、選用制選用制選用制選用制 

    選用制又稱為認可制，是指民間的出版公司根據政府所訂之課程標準或指導方針，及自

己所研發特有的課程目標編寫教科書，再由教育機關組成課程委員會，從已出版的教科書中，

根據各家教科書特色加以分析，選擇合適的教科書製成目錄，讓各校根據本身的需求與教學

目標選擇合適的教科書（江姮姬，2001：144），因此，選用制12一般被認為是一種「事後審

查」的制度。  

四四四四、、、、自由制自由制自由制自由制 

實施自由制的國家可說對教科書的涉入最淺、干預最少，因為自由即是國家對於教科書

的內容等並不加干涉，完全開放教師自由選擇其所需的教科書（李惠宗，2004：332）。採行

自由制的好處在於可以排除國家企圖操控人民的疑慮;但自由制最引人憂心的問題也在於

此，因為若是國家完全不介入教科書的審查、選用、內容編纂等層面，則教科書的品質可能

                                                 
11 如：日本、瑞士及西班牙。日本文部省制定「學習指導要領」作為中小學教科書編輯依據，教科書書稿送經

文部省審訂通過，始准予發行。（張煌熙，2007：54） 
12 教科書版本，經州省層級教育當局認可後，地方學區/學校方可選用。如：加拿大及美國實施州採用制的德州、

佛州等。實施認可制的地方，通常發展出頗為嚴謹的教科書審查制度，並提供通過審查的教科書認可清單，

要求地方學區與學校從認可清單上選用教科書。（張煌熙，20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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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莠不齊，對學生而言可能所受到的影響更大，因此不可不慎。13 

貳貳貳貳、、、、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教科書政策政策政策政策之演變之演變之演變之演變 

以下部分透過教科書政策在臺灣這片土地之發展與當時社會背景下教科書的影響，呼應

第一章提及的教科書開放政策與教師教學上之關連，亦即透過對歷史的認識，進一步證明兩

者的相關性。特別在國家教育權力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其扮演的角色，以及對於當時的

社會產生的影響。再者，透過對教科書制度史的認識，從其制度轉變的背後瞭解其權力轉變

的意涵，並透過對現行政策成因的介紹，作為後段對公民科教學的討論基礎。 

一一一一、、、、早期發展早期發展早期發展早期發展    

（（（（一一一一））））荷西時期荷西時期荷西時期荷西時期 

十七世紀初，荷蘭人佔領南台灣以前，台灣只是中國史書上記載的夷洲、流求，是一個

南洋族群移居逐獵的島嶼，和一處西太平洋沿岸海上盜匪出沒之地，這段時期的台灣生活幾

乎是無文字可尋，更是一個無政府的時代。直到荷蘭與西班牙人入台之後，台灣才真正躍上

世界的舞台，成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但荷西時期的統治，只是為了擷取台灣經濟上的利益，

在教育的部分著墨甚少，勉強要說，也只有當時傳教士運用宗教力量欲化解原住民的敵對、

柔和他們那份對異族統治之下的仇視心裡所採用的基督教聖經故事算的上是一種教育文化上

的陶冶。 

（（（（二二二二））））明鄭時期明鄭時期明鄭時期明鄭時期 

繼荷蘭人後，取而代之的鄭氏政權一心反清復明，在台沿用明朝社學制度，普設各鄉鎮，

規定八歲入學，課以經史文章。使漢人文化開始進入台灣，而中國的儒家思想透過經史子集，

成為台灣主流意識，就是源於教育和教育者使用的課本。此一時期採行的課本，沿用明朝制

度，教育國家人民成為儒家思想影響的漢人文化，政府是唯一的審查者。 

                                                 
13例如書商藉由聯合行為壟斷教科書市場所產生的問題、聯手提高教科書價格。（周淑卿，1999：15；詹美華，

200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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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清領時期清領時期清領時期清領時期：：：：自由制自由制自由制自由制 

1683年，台灣正式納入清廷版圖，初為福建省下的一府，二百年後，1885年改為行省，

至 1895年割讓日本，長達 212年的滿清時期，一直由台灣巡撫兼管教育，當時台灣的學校型

態很多，有府縣的儒學、書院、義學、社學、民學等，其中比較普及的是義學和社學。學校

內教授的課程跟大陸的塾學一樣，以三字經、百家性、唐詩、大學、論語等童學啟蒙和經書

為主，以科舉考試為目的，也成就了台灣人考取不少舉人、秀才，而同時也更鞏固了明鄭時

期儒家思想傳播下台灣文化中國化的文化心靈歷程。此時期的課程亦無所謂的審查機制，教

授的方向是專以科舉考試為目標而進行的教材選擇與應用。 

（（（（四四四四））））日治時期日治時期日治時期日治時期：：：：審定與統編審定與統編審定與統編審定與統編制制制制並行並行並行並行 

公學校是日本人專為台灣人設立的教育機構，1898 年頒布的公學校令第 7 條規定：「公

學校用教科圖書須經台灣總督之檢定」，顯示這時的教科書需送總督府檢定。到了 1904 年

修正為公學校規則，其第 5 條規定：「公學校教科用圖書，須為台灣總督府編纂或檢定者」

（許佩賢，1994：54），因此可以發現日據時期的教科書，主要是採行統編與審定並行制。

而台灣的教科書根據 1919 年所頒布的台灣教育令，由台灣總督府所主導，此時期的教科書

具有濃厚的殖民色彩，例如「公學校用國民讀本」在內容上，即明顯的有使學童「皇民化」

的意圖，在內容上主要係以日本人為道德楷模，歷史則是萬世一系的天皇史觀，將台灣史放

在日本歷史的脈絡之下，以強化學童對天皇的向心力（張盈堃，2000：225）。依此可見，教

科書仍然是統治者欲控制人民的最佳利器。 

二二二二、、、、戰後發展戰後發展戰後發展戰後發展 

（（（（一一一一））））國民政府接收初期國民政府接收初期國民政府接收初期國民政府接收初期：：：：由由由由審定邁向統編審定邁向統編審定邁向統編審定邁向統編制制制制 

1945 年之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政權，派任的臺灣省行政長官公署擬定「臺灣省中小學

教材編印計畫」，做為教科書制度之規範，在此一階段教科書的制度，為配合當時環境需求

（即由日文教學轉換到中文教學的情況），係部分由台灣省中等國民學校教材編輯委員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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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編輯，部分由教材編輯委員會選定（藍順德，2002：68）。1953 年起，原本由省政府教育

廳編輯的小學教科書，改由國立編譯館負責，不過在當時國立編譯館只負責編印國語、算術、

社會、自然四科，藝能科目仍舊由教育廳負責，此舉將與意識型態控制有關的科目先行納入，

以配合1952 年為加強反共抗俄所修訂的課程標準，此兩者均是為了奠定統治基礎所做的教育

控制工程（張盈堃，2000：227）。先總統 蔣介石在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的同時，頒布

革新教育注意事項，對教科書的編輯做了明確的指示：「今後我各級學校，不論小學、初中、

高中之課程、教法與教材，希望根據倫理、民主、科學之精神，重新整理統一編印。」而教

育部根據此一指示，決定將國民中小學教科書，一律由國立編譯館編印，並在當時的國民教

育法施行細則中規定：「各科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根據倫理、民主、科學之精神統一編輯。」

自此之後，原本部分由省政府教育廳負責的國小教科書，部分由民間出版社出版的國中教科

書，全部由國立編譯館統一編印，教科書的出版也成為中央集權的局面（張盈堃，2000：227）。

臺灣於1968至1988年間實施教科書統編政策時期，教育部授權國立編譯館，統一編輯教科書

以供應我國國中小之教學，因此，在此期間，我國並無真正的審查制度。 

（（（（二二二二））））人民權力意識抬頭人民權力意識抬頭人民權力意識抬頭人民權力意識抬頭：：：：從部分審定走向全面審定制從部分審定走向全面審定制從部分審定走向全面審定制從部分審定走向全面審定制 

在歷經了多年的統編之後，隨著政治的解嚴，民間教育改革的呼聲也漸漸響起。這波教

改主要訴求在於削弱教育中的國家權力，包括解除管制，反對意識型態控制、防禦國家教育

權力的伸張、反對教育威權、強調教育的民間參與等等（薛曉華，1996：333）。李遠哲（2004）

即如此定論：「整個教改的精神是在尊重差異，肯定多元，希望長期被綑綁的教育能夠獲得

舒展和解放，為教育開拓更多自由開放的空間，並為教學注入些許新鮮的空氣。」而要達成

多元化，勢必要將國家中央集權的權力，與社會上的其他團體分享，藉由權力之間的溝通與

制衡，達成教育多元化的目標。因應此一決定，教育部乃先行開放藝能科教科書改採審定制，

但是這樣的開放程度顯然不足以回應，社會上對於多元教育與權力下放的期望，所以雖然行

政官僚體系仍持保留的態度。但在教改團體、教科書業者與民意代表的壓力之下，加速了教

科書開放的腳步。故於八十五學年度起逐步開放審定本的範圍，直到九年一貫課程暫行綱要

實施後，統編本才真正走入歷史（藍順德，2002：73）。特別的是，九年一貫課程將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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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決定權下放到學校，學校本位課程開始受到重視，教師專業自主與彰權益能

（empowerment）在這次的課程改革中日益突顯其重要性（潘慧玲，2002:16-17）。九年一貫

課程的實施，象徵著教師專業步入一個新的里程，現今教師所具備的能力與過去明顯不同，

因此，研究者深感在這波教科書開放政策下教師專業知能愈有其探究之必要。直至現今，九

年一貫課程之實施已堂堂邁入第七個年頭，對於台灣社會的教育環境究竟有什麼影響，特別

是教師專業知能部分，將在以下作仔細的探討。 

參參參參、、、、九年一貫課程對公民科教學之影響九年一貫課程對公民科教學之影響九年一貫課程對公民科教學之影響九年一貫課程對公民科教學之影響 

  一一一一、、、、九年一貫課程九年一貫課程九年一貫課程九年一貫課程的的的的基本理念基本理念基本理念基本理念 

「九年一貫課程」係指教育部制訂發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行綱要」，並宣布

於九十學年度起自一年級開始實施之國民中小學新課程。九年一貫課程之推動，對於長久以

來國民中小學課程屢遭質疑與詬病的銜接問題，提供了一個嘗試解決方案，有其正面意義，

其課程基本理念建構在五項基本內涵、三個目標層面、透過七大學習領域，以達成培養十項

基本能力指標，培育身心發展健全的國民，其架構如下圖 2-1-1： 

(五項基本内涵)      (目的三層面)    (十大基本能力)     (七大學習領域) 

     

 

   

       

 

  

 

 

 

 

 

 

 

 

 

 

圖圖圖圖 2-1-1     九年一貫基本理念架構圖九年一貫基本理念架構圖九年一貫基本理念架構圖九年一貫基本理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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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九年一貫課程的九年一貫課程的九年一貫課程的九年一貫課程的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教育部（2001：4）將九年一貫課程用「開放」、「一貫」與「統整」三大面向加以詮釋，

簡述如下： 

（一）開放：意味著教育諸多政策的鬆綁，如課程規範的鬆綁、教科書開放民編、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開放彈性課程等，可使教育與課程走向多元化。 

（二）一貫：強調國中小課程的銜接，破除獨立運作的課程發展模式，建立以能力為主的

課程架構。 

（三）統整：則以「七大學習領域」整合過去的過度分科，融入社會新興議題，更注重各

領域間的聯繫與整合，促使教育工作者進行團隊合作，增加協同教學的機會

和可能性，並以多元評量促使學習歷程成為整體而連貫的過程。 

三三三三、、、、九年一貫九年一貫九年一貫九年一貫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 

 同樣地，教育部（ 2001：4-6）於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其所倡導的重要 

特色概述如下： 

（一）課程規範的鬆綁：以「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以目標性、原則性的規範取代  

巨細靡遺的規定，並全面開放民間參與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編輯。 

（二）中小學課程銜接：打破過去「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分別設計的模式，

將九年國民教育課程予以全面性和縱貫性的考量，落實九年一貫國民教育的精神與

內涵。 

（三）學習領域的統整：將學生學習內容之結構，統整為七大學習領域（語文、健康與體

育、社會、藝術與人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綜合活動），統整現行國小 11科、

國中 21科之單科型式，並試圖結合學科知識與學生生活經驗，養成學以致用的基本

能力。 

（四）社會新興議題的融入：配合時代與社會趨勢，將六大新興議題（資訊、環境、兩性、

人權、生涯發展、家政）融入七大學習領域中，以提供學生現代生活的知識與能力。 

（五）學校本位的課程發展：未來學校可選擇適合學校、老師及學生學習的各種審定本教

科用書，亦可依照「課程綱要」設計和發展自己所須的課程與教材，且學校必須組

成課程發展委員會，以教育行動研究方式，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以充分發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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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自主的精神。而增加彈性教學節數的安排，更可以引導學校發展特色，進行學

生自主學習與輔導。 

（六）協同教學的重視：教師依課程實施之需求組成課程小組或班群，成為一個教學團隊，

平時共同規劃與發展課程，教學時依主題性質、本身專長與教學時間進行分工或協

同教學。 

（七）基本能力的培養：課程綱要主要培養學生十項基本能力，並經由豐富多元的教學歷

程，協助學生將知識轉化為能力表現。 

（八）本土國際的觀點：為落實本土文化，鄉土語言（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之

學習，國小一至六年級採必選（三選一）方式；國中則採自由選修方式，以有效推

動本土語言與文化的紮根工作。另在國小五六年級開始學習英語課程，以生活化、

活潑化與興趣化的教學方針，鼓勵並激發兒童學習外國語言的興趣與效果。 

（九）重視活動課程：綜合活動列為七大學習領域之一，不再是附屬的課外活動，而是正

式的、必要的、統整的課程。 

（十）建立課程品質管理機制：傳統的課程管理，係由教育部在課程標準中詳列教材綱要，

規範教科書的內容，以致無法適應地區的個別差異。在課程鬆綁以後，由中央訂定

「學習能力指標」，並實施各學習階段之「基本能力測驗」。在學校層次上則組織「課

程發展委員會」審查全校各年級、各領域的課程計畫，以確保課程品質。 

  四四四四、、、、九年一貫九年一貫九年一貫九年一貫課程課程課程課程社會學習領域社會學習領域社會學習領域社會學習領域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內涵包括「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

指標」、「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關係」、「實施要點」以及「附錄」六大部份。本小

節僅討論其中與本次公民科課程內容變革較為相關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及「分段能

力指標」三個部份，因此，研究者蒐集相關研究，茲就此三個面向之探討詳述如下。 

（一）基本理念：基本理念說明學習社會領域的理由、社會學習領域之性質以及統整的功

能。 

1、教育部國民教育司（2004）指出「學習社會領域的理由」有： 

(1) 個人不能離群而索居。 

(2) 教育則是協助個人發展潛能、實現自我、適應環境並進而改善環境的一種社會化

歷程，因此，社會學習領域之學習乃是國民教育階段不可或缺的學習領域。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5

2、社會學習領域之性質： 

(1) 依據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指出：「社會學習領域是統整自我、人與人、人與環

境間互動關係所產生的知識領域。」 

(2) 陳新轉（2004：3）也提出：「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知識取材範圍涉及人類的生存 

(survival)、生計 (living)、生活 (life)與生命(existence)層面，涉及每一個人存在

的意義與價值，而與哲學、道德、宗教、藝術等處理精神層面的學科有關」。 

(3) 統整取向的課程：社會學習領域是由各種相關學科選取所需之學習內容，因此統

整是必然的屬性。 

3、社會學習領域統整的功能： 

    黃政傑(1991:292)曾指出: 「課程統整是課程發展的一種類型，也是課程組織的一種方

式」。而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設計主要考量在協助學生學習追求而非便利教師教學，因

此，其若就統整的立場觀之，九年一貫課程在發揮以下功能： 

(1) 意義化(signification)：學習者若只針對「部份」去學習時，不易看出其意義。只

有把「部份」放在「全體」之中去觀察和思考，才能看出部份與部份之間，以及

部份與全體的關係，從而了解意義之所在。 

(2) 內化(internalization)：學習的內容若具有意義，則容易被學習者記住、消化、並儲

存到原有的心智或概念架構(mental or conceptual framework)之中，而成為個人整

體知識系統的一部份。 

(3) 類化(generalization)：知識若經過內化，則個體在日後遇到類似情況時，便易於觸

類旁通，廣加應用。 

(4) 簡化(simplification)：統整可以消除無謂的重複，節省學習的時間與精力。 

       依據九年一貫所揭櫫的課程統整功能，研究者將國內外學者專家對於「課程統整」的定

義整理如下: 

Lewy(1991:145): 「課程統整是緊密地聯繫分化於學習計畫中的各個部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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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inger&Stockhard(1997:4): 「課程統整是以真實世界中的問題和學生的生活經驗作為

組織課程的核心」。 

Beane(1998): 「課程統整在於培養學生統整知識、批判思考、社會行動、解決問題等能

力」。 

陳新轉（2004：17-19）: 「課程統整是指由具統攝性與凝聚功能的課程核心，將分散的

學科知識（課程內容），以調和的方式組織起來，使其成為更有意義、更完整的學習經驗的建

構過程」。此外，他又提出課程統整的五項理論： 

(1) 關連性：知識之間連結與統整的關係。 

(2) 連貫性：與學習者之先備認知基模相結合。 

(3) 適切性：課程內容能與學習者的社會文化背景相契合。 

(4) 適應性：課程內容對於學習者而言，是與生活經驗相關的、可在生活中加以應用

與驗證的。 

(5) 意義性：課程內容能與學習者的自我意義相結合，使課程對學習者而言是有用

的、有意義的、重要的、有價值的。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出真正的課程統整是以真實世界中重要的議題、主題為核心，將

分化於各學習領域中的內容建立關聯性，並賦予其意義的過程，並以此提供學生作為問題解

決的知識與技能，增進其於社會中的生活經驗達到更佳的學習成果。因此，於七大學習領域

中，社會領域橫跨公民、地理、歷史三科，於九年一貫課程的教改意義下，社會領域的課程

整合部份就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其領域課程目標在下一小節加以探討之。 

（二）社會領域課程目標 

  依據社會學習領域綱要，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的目標共計十項，第 1 至 3 條目標偏重認知

層面，第 4至 6條目標偏重情意層面，第 7至 10條目標偏重技能層面，課程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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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本土與他區的環境與人文特徵、差異性及面對的問題。 

    2、了解人與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之多元交互關係，以及環境保育和資        

源開發的重要性。 

    3、充實社會科學之基本知識。 

    4、培養對本土與國家的認同、關懷及世界觀。 

    5、培養民主素質、法治觀念以及負責的態度。 

    6、培養了解自我與自我實現之能力，發展積極、自信與開放的態度。 

    7、發展批判思考、價值判斷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8、培養社會參與、做理性決定以及實踐的能力。 

    9、培養表達、溝通以及合作的能力。 

    10、培養探究之興趣以及研究、創造和處理資訊之能力。 

而依照陳國彥(2001:17)之論述，其認為社會學習領域的十項課程目標具有下列目的: 

1、 讓學生獲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方面的基本知識，以及和其他領域知識的關聯，

然後得以發展出較高層次的知識，如通則、應用與理解。 

2、 讓學生獲得學術研究與解決問題的技能。 

3、 讓學生發展出民主社會、多元文化與全球相互依存所需要的態度與價值觀。 

4、 讓學生在學校所提供給學生的機會中，發展出群體行動的能力，並建立起未來為

社會貢獻的意願、評價社會的知覺以及改善社會的能力。 

    以上述觀之，研究者認為九年一貫課程最終的目的在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

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與終身學習能力之健全國民」，這也正是公民教育與九年一貫課程

所秉持的基本理念。 

（三）社會領域分段能力指標—九大主題軸與能力指標 

   此次課程改革在給予教師「賦權增能」的理念下，以「課程綱要」取代傳統的課程標準，

不再對教學內容作具體的規範，同時為了打破學科分立追求統整，社會領域採用主題軸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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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做為課程設計的內容。九大主題軸之訂定是以人類所熟知的世界為開展，而從主題軸中又

衍生出分段能力指標，以做為教師教學及出版社編輯之準則。其展開之脈絡說明如下： 

我們所知的世界是一個三度空間的世界，而時間可以被視為生活世界的第四個向度，故

第一軸「人與空間」與第二軸「人與時間」構成了人類的座標系統。宇宙萬物的變化皆發生

在此一座標系統當中，但變化之中又有其穩定與規律之處，因此，第三軸「演化與不變」構

成了基本的宇宙觀，此一宇宙觀自然會影響人類對自我、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整體

生活世界的看法。當座標和宇宙觀定位之後，我們再從人類的主體性出發，首先探索「意義

與價值」(第四軸)，然後踏出自我，進入一般社會生活層面思考「自我、人際與群己」之間

的互動關係(第五軸)，跟著就進入政治與法律等生活層面，探討「權力、規則與人權」(第六

軸)，進入經濟與商業等生活層面，探討「生產、分配與消費」(第七軸)，進入當代文化生活

的重要層面，探討「科學、技術、與社會」(第八軸)，最後，所有的生活都關連在一起，彙

整成地球村的生活，歸結到第九軸「全球關連」。（教育部，2003） 

研究者在此亦蒐集整理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論述，茲就主題軸的各面向探討詳述如下： 

陳新轉（2004：22）認為: 「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的核心是分段能力指標，因為它是

課程發展、教學設計、評量、教科書審查等的依據」。 

詹志禹 (2002:26) 認為:「主題軸代表螺旋與揉和兩個概念，它的功能在於將社會領域的

課程內涵及能力指標加以歸類，但不規範比重，其比重的加權由課程發展者、教科書編輯者、

教科出審查者以及學校教師來主導」。 

高新建（2002:55-61)則提出由主題軸衍生出的分段能力指標，是陳述學生在經歷一個「學

習階段」的「學習經驗」後，所應該具備的「學習結果」，其對能力指標的六項說特性說明如

下: 

1、 規範性:課程綱要是教育部根據國民教育法第八條的部分規定而訂定及發布，各校須

根據施行細則第24條的規定，依課程綱要與國民教育之精神施教，並受主管行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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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監督。 

2、 共通性:社會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是全國一體適用、共同的課程目標。 

3、 階段性:社會學習領域分為四個學習階段，每個階段的主題軸之主要內涵是依據該階

段學生的學習能力及領域的知識結構，分別提出各個學習階段的能力指標。 

4、 學習結果導向:學生於一個學習階段內，在接受完學校所安排的教育機會，並經過相

當程度的努力學習之後，所可以達成的情形。 

5、 可分析性:能力指標是比較概括性的課程目標，非具體的單元目標或是學目標，所以

需要進一步加以詮釋及分析，才能將之轉化為可供學生學習的單元教材或活動。 

6、 可擴充性:課程綱要的使用者若發現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有不周延或不足之處，或為

配合學生學習的需要及科技發展與社會變遷的需要，可加以適切地補充及擴充。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在九年一貫課程中，給予教師「賦權增能」，並以「課程綱要」

取代傳統的課程標準，同時為了打破學科分立追求統整，社會領域採用主題軸的模式做為課

程設計的內容，而在上述學者的意見中認為主題軸代表著螺旋與揉和兩個概念，它的功能在

於將社會領域的課程內涵及能力指標加以歸類；另一方面教師又須具備能夠將代表學生學習

結果的「分段能力指標轉化成課程內容」的能力，凡此種種，對於需將公民、歷史、地理三

科合而為一的社會學習領域教師來說，其扮演的角色自然比起其他領域單一化的面向要來得

吃重許多，而專業知能自然也就更加值得探究。 

  五五五五、、、、九年一貫課程中教師角色之定位九年一貫課程中教師角色之定位九年一貫課程中教師角色之定位九年一貫課程中教師角色之定位 

從第四點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內容的探討中，我們知道九年一貫課程的特色是「一綱

多本」，其基本理念就是從主題軸中衍生出分段能力指標，作為教師教學及出版社編輯之準

則，也可以說課程綱要提供了「能力指標」而非具體詳實的課程內容，其精神在於使教師及

關心課程的人士共同參與課程發展的行列。由此可見，在九年一貫課程中，「教師增能」的部

分相當受到重視，也因此，教師不得不從傳統的使用者角色，變成課程設計者與發展者的角

色，這是前所未見的重大變革，我們若由教師專業知能的角度觀察，可以發現：「「「「轉化能力指轉化能力指轉化能力指轉化能力指

標為課程內容勢必成為現階段教師的必備能力標為課程內容勢必成為現階段教師的必備能力標為課程內容勢必成為現階段教師的必備能力標為課程內容勢必成為現階段教師的必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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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指標的課程轉化既要能轉化成課程要素，可為教師決定課程目標、選擇教學內容、

安排教學活動、擬定學習評量策略之用，也要契合九年一貫的課程理念。九年一貫社會學習

領域的能力指標是揉合了公民、地理、歷史三科的重要概念而成，於第四階段中能力指標共

計57條(附錄一)，其中與公民相關部份我們將於下一節進行探討。 

而陳新轉（2004：44-45）也提出九年一貫中教師所需扮演的角色有下列的特點： 

（一）教師的課程角色不同  

1、對於學生學習角色的認知：教師應知學生在學習中所扮演的角色較偏向於：知識的建

構者、學生是共同參與課程的伙伴與學習的主體。 

2、教師在課程與教學決定中的角色： 

（1） 從專業、自主、單打獨鬥轉為專業、自主、協同合作。 

（2） 教師除了是學科專家也必須是通才。 

    3、教師在師生互動關係中的角色： 

（1） 教師得讓學生共同參與課程計畫、活動設計與學習評量。 

（2） 教師與學生、家長共同建立學習社區。 

（3） 面對新興重要議題，師生可以共同學習。 

（4） 導向課程統整學習的過程中，教師若能提供「參考架構」引導學生學習，往往

比教師「主導」學習過程與內容還有意義。 

（二）在賦權增能（empowerment）的課程理念下14，社會學習領域教師將改變與提升其

專業知能為： 

1、擴大教師的課程決定權，釋放教師的創造力為教育開創新的遠景 

2、互為主體、共同成為課程革新與發展的伙伴 

3、促成教師的自我成長與課程角色的轉變 

    此外，透過下表 2-1-1，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見新舊課程在課程教材、教學與評量之差異

分析以及教師角色在其中的變化： 

                                                 
14 此觀點與潘慧玲（2002）提倡九年一貫課程中教師角色的賦權增能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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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1 新舊課程在課程教材新舊課程在課程教材新舊課程在課程教材新舊課程在課程教材、、、、教學與評量之差異分析教學與評量之差異分析教學與評量之差異分析教學與評量之差異分析 

項目 傳統與現況 九年一貫課程 銜接特質或原因 

課程本質 課程標準 課程綱要 
課程鬆綁，賦予學校、 

教師專業自主 

教材編輯 運用現成教材 改編、自編教材 
依據學校本位、 

學生需要來自改編 

教科書 分科編書 學習領域編書 
強調領域內統整， 

不再分科獨立 

教材內涵 以教學目標連貫 以能力指標走序 
79至 83年次學生 

遭遇教材銜接差異 

教學重心 知識 能力 
著重展現能力， 

而非知識獲得 

教學方法 傳統教學 創新教學 
展現能力的創新教學 

與統整課程設計 

教學方式 分科、單打獨鬥 統整、協同教學 
研擬協同教學計畫、 

協同歷程與協同評量 

學習重心 學科課程 統整課程 
整合化、統整化、 

生活化學習重心 

學習方式 個別學習 分組、實踐學習 實踐、體驗學習，合作學習 

教學地點 教室為主 多元空間 提供多元體驗的學習情境 

時間安排 填滿時間 空白課程 
彈性學習節數， 

引導自主學習 

教學評量 紙筆測驗 多元評量 人性化、多元化的教學評量 

資料來源：佚名(2004)，http://www.ttjh.tcc.edu.tw/9year/93_2.ppt#9（2007.12.13） 

    綜上簡述，研究者認為教師在現今九年一貫課程實施過程中，實際在教學現場任課的教

師需要具有下列兩項必備的能力：一、「解讀能力指標並將其轉化為課程內容的重要能力」

與二、「身為被賦權增能的教師，需要有課程規劃、協同教學甚至是創新的能力」。研究者

依據本節之探討，茲將上述觀察所得的結論歸納整理後作為擬定本研究研究工具：「教科書

開放政策下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的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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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教師專業知能教師專業知能教師專業知能教師專業知能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 

本節共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教師專業知能之內涵，第二部分瞭解教師專業知能之

學習途徑，第三部分探究教師專業知能之需求，第四節分析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究方法。 

壹壹壹壹、、、、教師專業知能之內涵教師專業知能之內涵教師專業知能之內涵教師專業知能之內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1966年時即通過「關於教師地位之建議案」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Status of Teachers）當中提及： 

教學應被視為專業，並非任何人都有資格或能力去從事這門行業，教師不僅要接受嚴格

的訓練，具備相當的學識技能，還要有特別的素養、人品和個性，並具備專業的熱忱，因此，

教師亦屬於專業從業人員。教師的職責最主要就是傳播知識與技能，因此，教師具有豐厚的

專業知能是做好教師工作的前提。 

既然教師被普遍地認定為專業從業人員，而有關教師的專業知能之內涵為何，我們介紹

中外學者專家先後研究之意見如下，以作為本研究探討之立基。 

Shulman是最早對「教師專業知能」一詞下定義者的學者，Shulman（1987：8）認為教

師專業知能是指「教師為了將教學內容與主題傳達給學生，必須懂得使用有效的表徵方式，

也必須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與迷思概念，並能有策略地重整學生的概念」，因此，教師必須具

備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一般教育知識（general pedagogical knowledge）、課程

知識（curriculum knowledge）、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有關學生及

其特性的知識（knowledge of learner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contexts）、教育目標與價值及其哲學與歷史背景的知識等七項知識。 

楊國賜（1992:18-19）將現代教師應具備的教育專業能力分為學識與能力方面，其中在又

概分為教學能力方面、輔導能力方面及兼辦學校行政業務能力等三方面。而教學能力需包含：

能擬定教學計劃、能編選適當教材、能運用普通教學法、具有熟練的教學技術、能適當設計

與運用教具、能客觀進行教學評量及能從事教學研究與創新七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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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ay（1992：21）認為高效能的教師會利用五種知識和技能去解決其專業上的挑戰，

並以問題的表達能力和解答能力為導向，此五種知識和技能如下（見圖2-2-1）：        

         

教授科目的豐富知識 

自我與學生的瞭解            基本知識 

教育理論和研究的知識       表達與問題的解決        專業教師 

教學技巧                基本技能 

人際溝通技巧 

圖圖圖圖2- 2- 1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  

資料來源： Parkay, F.( 1992:21) 

美國師範教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for TeacherEducation,簡稱AACTE）

（Parkay，1992:61-64）提出初任教師所應具備的能力如下： 

一、分析並詮釋學生的能力、文化背景、成就和需要。 

二、以合適的教具、內容、活動、形式及目標來設計教學。 

三、使學生易於學習。 

四、增進教室中的學習成效。 

五、促使學生去經營一個正確的學習風氣。 

六、增進教室溝通氣氛。 

七、評量學習成效以確定學生是否達到某些教育目標。 

八、安排諮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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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dy和 Barnes（1994:209）指出教師的專業能力除了一般的學科知識、教學技巧之

外，教師的信念、價值、角色認同與自省能力亦為教師專業能力的一部份。 

陳伯璋、謝文全（1994:20-24）認為變遷社會中的教師必備的知識可分為「一般的」及「與

教材有關」的專業知識。「一般的」教育專業知識是指與教學的內容無直接的關聯的知識

（ content-freeknowledge），包括一般的教育知識、教育目的知識、學生身心發展、教育脈

絡的知識。「與教材有關」的專業知識（ content-specificknowledge）是指教師在教學時，與

所需處理的教學內容有關的知識，包括教材內容知識（subject-matter content knowledge）、教

材教法的知識（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課程的知識（ curricularknowledge）。 

黃文三（1996:50）從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分析教師所應具備的專業能力，他認為教師兼具

人際互動（人師）和教育學（經師）兩個角色，在人際互動上，教師不但是一位諮商輔導者

更是學校社會的成員；在教育學上，教師是課程的發展者、教學者與研究者，為扮演好以上

的角色，教師必須要精通以上的主體知識和相關技能。 

饒見惟（1996：191-208）認為教育專業知能應包括： 

一、教育目標與教育價值的知識。 

二、課程與教學知能： 

  （一）一般課程知能。 

  （二）一般教學知能：教學的理念取向、教學的原理原則、教學的方法與策略、教學的

技巧、教學資源知能、教學評量知能、教學實施的能力。 

  （三）學科教學知能。 

三、心理與輔導知能： 

  （一）有關學生身心發展與學習心理特性的知識。 

  （二）輔導的原理與技術。 

  （三）有關特殊學生的知識。 

四、班級經營知能。 

五、教育環境脈絡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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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有關學校組織與運作的知識。 

  （二）有關教育行政與行政法規的知識。 

  （三）有關學校的社會脈絡、政治脈絡與文化背景之知識。 

美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Benz，

1997:21-24,49-50）對於教師的能力界定了五個核心標準： 

一、教師應致力於學生及其學習。 

二、教師應精熟所教的科目，並知道如何教授這些科目。 

三、教師有責任處理及監督學生學習。 

四、教師能有系統地從經驗中，表現出他們的專業素質。 

五、教師是學習群體中的一員。 

謝臥龍（1997：14-18）認為教師的專業知能應包含：能利用各種教學技巧及教育心理學

來教學、隨時做機會教育，以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教學設計以學生為

中心以及願意力求上進，不斷自我充實。 

羅清水（1998：11-14）提出教師專業知能指的是「教育相關理論的認識、心理輔導的體

認與教學方法的實踐，除此之外，還應包括情意方面，例如：信念、態度與價值觀等」。 

陳美玉（1999 a： 25-31）認為教師在未來的資訊時代中，欲建立專業權威，必須掌握成

功教師的關鍵能力，而成功教師的專業關鍵能力為豐富的學科知識、熟習各種教學方法、課

程設計能力、輔導知能、溝通表達與說服能力、專業反省能力、教室觀察能力、行動研究能

力、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能力、建構個人理論的能力。 

Parkay與 Stanford（2000：51）認為一位專業教師除了應具備基本的知識與能力之外，

還應有反省與問題解決的能力，才足以勝任教育的工作，而基本知識包括： 

（一）了解自我與學生的知識（knowledge of self and students）。 

（二）學科專門知識（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 

（三）教育理論與研究的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基本能力則包括： 

（一）教學技巧（teaching skills and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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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際溝通的技巧（interpersonal skills）。如下圖 2-2-2 所示： 

 

 

 

 

 

 

 

                   

圖圖圖圖 2222----2222----2222 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專業教師的基本知能    

                   資料來源：Parkay, F. W. ＆ Stanford, B. H.（2000） 

 

日本教員養成審議會提出「面對新時代的師資培養改善方案」，應包括如下三項（鍾啟

泉，2001： 11）： 

一、立足於全球視野的素質能力：理解地球、國家、人類（地球觀、國家觀、人類觀、

關於個人、地球、國家關係的適當理解、社會集體中的規範意識）；豐富的人性與

理性（尊重人與尊重人權的精神，男女平等的精神，同情之心，公益服務的精神）；

國際社會所需要的素質能力（容納不同觀點與立場、尊重多樣價值觀的態度、為國

際社會作貢獻的態度、理解並尊重本國及地區的歷史、文化的態度）。 

  二、生存於變革時代的素質能力：課題解決的能力（個性、感受性、想像力、應用力、邏

輯思維能力、課題解決能力、持續性自我教育能力）；人際關係方面的能力（社會性、

專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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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接物的能力、溝通能力、社交能力）；應對社會變化的知識技能（自我表達能力、

媒體知識、基本的電腦應用能力）。 

三、教師職務所必然要求的素質能力：理解青少年、理解教育之本質（兒童觀、教育觀）、

對於教師職業的執著、自豪和一體感（熱情、使命感、責任感、興趣、愛好等）、學

科教學與學生輔導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理解教師職業的意義與教師角色、發揮學生

個性的能力、心理輔導的能力、構築學校、社區及家庭之間和諧關係的能力）。 

綜合上述可知，教師專業知能的意涵具有時代的意義，在早期的專業訓練中主要強調知

識層面，而後才逐漸擴展到技能與情意層面，因此，我們可以說教師專業知能就是指教師在

專業的教學領域中所必須具備的知識、技能與態度。而在現代社會中，一位稱職的教師所應

具備的知識和能力除了所任教之專門領域教材內容的知識外，還必須將現有的專門知識轉化

為使學生樂於接受且易於瞭解的形式，因此，教師必須要熟悉一般的教育知識，以瞭解教育

的原理原則及技巧，再結合專門的知能，運用於教學上，所以研究者認為教師所應具備的專

業知能可歸納為三大類： 

一一一一、、、、學科教育理念學科教育理念學科教育理念學科教育理念（（（（pedagogical education ideas）：）：）：）：專門學科的所具有的教育理念。 

二二二二、、、、學科專門知學科專門知學科專門知學科專門知能能能能（（（（subject-matter content knowledge）：）：）：）：學科專門領域內所應具備的知能。 

三三三三、、、、學科教育知能學科教育知能學科教育知能學科教育知能（（（（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有關學科專門知識的教學知能。 

貳貳貳貳、、、、教師專業知能之學習途徑教師專業知能之學習途徑教師專業知能之學習途徑教師專業知能之學習途徑 

擔任一位現代的教師，應體會社會變遷的脈動，於變動的社會中勝任複雜的教學工作，

特別是在教科書政策有著重大改革的今日，教師的專業知能更顯重要。以下透過專家學者的

研究與看法，我們試圖瞭解教師專業知能的可能學習途徑。 

高強華（1989:128）認為教師專業成長涵蓋各種多樣性的活動與內容，包括政府舉辦的

正式學位學分進修、各種研習會研討會等、研習期間的人際交往及溝通、參加專業組織的活

動、閱讀期刊、寫作出版、參觀訪問、參與課程設計、教育製作、協同研究、向師長專家請

益集同儕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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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璋（1994:36）身為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召集人，他認為欲提昇專業知能，教師應主動

參與專業性的活動，以便與志同道合的教育工作者交換有關教學的經驗。此外，教師要不斷

地吸收專業新知、維持和諧的專業關係，並善盡專業責任，持續地自我成長、充實，以改進

教學。 

饒見維（1996：380）將專業發展的活動型態區分為「被動發展類」和「省思探究類」，

這兩大類別最主要的差異在於「被動發展類」的教師僅被視為需要再教育的個體，而在「省

思探究類」中，教師則是專業發展的主導者。在被動發展類中，教師專業發展的活動型態有

進修研習課程、實習輔導；省思探究類的專業發展活動型態包括參觀與觀摩、協同成長團體、

協同行動研究、引導式自我探究、一般專案研究及個人導向式學習。 

陳美玉（1999b： 200-204）認為教師專業學習的途徑大致可分為六項：校際參觀、專業

討論、個人反省與集體反省、合作教學、發展專業實踐理論、參與研習活動。 

張文嘉（2002：176）建議提升音樂教師專業知能的方式有：研究所學位進修、學分進修、

參與各種研習或研討會活動、參與各種演奏（唱）或表演活動、教學專題研究及自我學習（術

科練習、閱讀、寫作及向同業先進請益）。 

尤勉文(2007：58)在其研究中提出增進法律教學的方法有：參加教學研討會、閱讀法律

教育刊物、獲取與法律教材相關的參考資料、輔助教學媒體、利用多元的評量方式、並建議

相關單位成立專門的法律教育研究與諮詢機構。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教師專業知能的提昇可經由參與專業課程及學習活動或自我的專

業學習等兩種途徑實現，包括學位進修、學分進修、參加校內外的研習活動、參與教學專題

研究及自我進修等，依據此結論，研究者亦將其歸納整理後作為擬定本研究研究工具：「教

科書開放政策下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的基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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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教師專業知能之需求教師專業知能之需求教師專業知能之需求教師專業知能之需求 

一一一一、、、、需求的意義需求的意義需求的意義需求的意義 

「需求」的定義因人而異，研究者整理中外學者的看法如下，並依此作為研究之參考： 

Houle（1972:228）認為：「需求是某種必須想要被獲得或要求的情況或狀況，通常用來

表達個人或群體的普遍或特定狀況的不足」。 

Scissions（1982）認為：「需求包括能力（competence）、動機（motivation）與適切（relevance）

三項要素」。能力指個人必須具備的知能；動機指增進個人能力的傾向；適切指學習某項知

能對個體是有用的。換言之，個體意識到本身某項知能的欠缺且瞭解它對自己的重要性而產

生學習的意願即為需求。（轉引自李大偉等，1992） 

Husen 和Postlethwaite（1985）在其主編的教育百科全書指出需求包含三種意義： 

（一）需求是一種「差距」（discrepancy）：需求是實際與目標不符合，亦即實際狀態

與目標狀態間有差異存在。 

（二）需求即是想要（want）或喜好（preference）：指個體所希望或偏好 

的狀態，在確認需求時，並不需要確定差異，依個體的知覺需求而定。 

（三）需求就是不足（deficit）：指個體對所感興趣的事項有所缺少或不足的狀態。在此

狀態下，將會對個體造成傷害。 

姚世澤（1994:7-10）認為：「需求是一種現階段與未來願景的期盼，包括有自我效能的

超越、知能成就的表現、價值判斷的能力、職務與生涯成就的追求等」。 

鄭吉泉（1999:12）認為：「需求是個人對某件事、物知覺到的或實際情形與期望目標之

間的差距不足，此差距或不足則是來自於各層面的期望或要求所引起的，而且該需求能經由

學習經驗而獲得滿足，以彌補差距之不足」。 

而莊國鋯（2000:8）在其研究中，將需求定義為：「個體知覺到自己所欠缺不足，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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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或喜好以達到滿意的成就水準之狀態」。 

鄭淑文（2002：12）在其對於教師專業知能的需求研究中，將需求定義為：「進修、成

長的涵義」。 

張春興（2006:504），在張氏心理學辭典中指出：「需求(need)是指促動個體行為的內在

動力」。 

由上可知，「需求」是一個很複雜的概念，每一位研究者都會依據自己的研究目的，而

以不同的觀點來定義需求。因此，研究者採取與本研究目的最為接近的論點-- Scissions 的觀

點：認為「需求」是「「「「個體意識到本身某項知能的欠缺且瞭解它對自己的重要性而產生學習個體意識到本身某項知能的欠缺且瞭解它對自己的重要性而產生學習個體意識到本身某項知能的欠缺且瞭解它對自己的重要性而產生學習個體意識到本身某項知能的欠缺且瞭解它對自己的重要性而產生學習

的意願的意願的意願的意願」」」」，並依此定義作為本研究之研究主題的主要界定概念。 

二二二二、、、、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評估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評估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評估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評估 

依據上一小節之探討，已界定出本研究主題中「需求」之定義，此外，在教師專業之能

需求評估的面向，我們仍須參考學者之研究以作為本研究之立基。其中，McGehee＆Thayer

（1961：123）的需求分析方式被廣泛應用在各類研究中，因此依照其論點，認為認為需求的

評估可由機構、工作與個人方面來分析。有效的策略應從機構的需求開始，依序是工作層面，

最後才是個人需求層面，如表2-2-1 所示： 

表表表表2- 2-1需求分析層級表需求分析層級表需求分析層級表需求分析層級表 

分析層級 分析重點 

第一層 

機構需求 

 

機構整體目標 

匯整並分類教師可用的技術與專業 

成效指標 

機構氣氛 

第二層 

工作需求 

 

特定的工作 

任務、技術及標準的需求 

達成標準所需的知識、技術及態度 

第三層 

個人需求 

個人的技術專業及能力分析 

工作項目的表現標準 

                   資料來源：McGehee＆Thayer（196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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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教師的需求之後，必須作需求的評估，才能確認教師的需求。莊國鋯（2000:10）

認為需求評估是一種過程，此項過程需透過適當的方式蒐集資料、分析資料，以導引有關活

動及資源的決定方向，讓活動的實施能夠隨時有所依循、有所修正進而更順利圓滿。 

教師專業知能的需求除了自我覺知之外，還必須透過診斷或需求的評估，才能獲得瞭解，

並能策略性地提供改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方案，以改善或解決當前問題。因此，對於教師專業

知能的相關研究方法於下一小節中說明之。 

肆肆肆肆、、、、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究方法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究方法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究方法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究方法 

黃心韻（1997：27）在其對於公民教師專業能力的研究中提及：「教師專業能力之分析

乃針對一位稱職的專業教師所需具備的能力，給予分解成多項能力要素，加以確立後，作為

設計教學評量的依據」。因此，對於教師專業能力的研究中，其實已有多種分析方式，研究

者茲將幾項重要的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理論分析法 

所謂理論分析法係指從教與學之間找其理論關係，依此建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應扮演

的角色，然後據此角色擬定一位成功教師所應具備的能力，此法的優點是能合乎一般的需求，

塑造出一個理想的工作者，但卻因太過理想化，易與社會脫節，而無法擬定個人所應具備的

特殊的能力。（喬慧廉，1994；黃心韻，1997；王麗菱，1998；張文嘉，2002） 

二二二二、、、、能力目錄分析法能力目錄分析法能力目錄分析法能力目錄分析法 

利用個人或團體研究發展出來之能力目錄，加以重新彙整，以歸納出研究者所需要的能

力項目，此法的優點為過程簡單、省時省力且較經濟，但易受限於研究內容與研究數量之影

響，缺乏創新性。（喬慧廉，1994；王麗菱，1998；張文嘉，2002） 

三三三三、、、、學科轉換法學科轉換法學科轉換法學科轉換法 

學科轉換法又稱為課程分析法，乃根據師資培育之預備教師日後執教之授課內容或現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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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課程中，各學科的教材內容加以分析，以擬定教師應具之能力標準。此法之優點為

來源容易，轉換過程簡單，但若原本課程設計不當，易導致能力分析效果不佳。（喬慧廉，

1994；林佩瑩，1996；黃心韻，1997；王麗菱，1998；余慧玉，1999；張文嘉，2002） 

四四四四、、、、任務分析法任務分析法任務分析法任務分析法（（（（task analysis ）））） 

任務分析法由行業分析（trade analysis）演變而來，係一種階層式的分析技術，根據其實

際的職業內容，由廣而窄有系統地逐漸解析成基本能力，最後對所有能力項目作綜合檢討與

修正，編列成能力目標。其優點是以職業情境和工作的實際內涵作為分析的依據，可以合乎

真正的需要，但容易忽略相關之理論基礎與情意態度方面的能力。（喬慧廉，1994；林佩瑩，

1996；黃心韻，1997；王麗菱，1998；余慧玉，1999；張文嘉，2002） 

五五五五、、、、觀察法觀察法觀察法觀察法 

實地觀察法是觀察教師的實際工作情況，並加以紀錄、作出分析的一種方法。它不僅要

觀察教師的工作，也應對工作環境的概況有所瞭解，其所從事的觀察才有意義。（張惠昭，

1996；張文嘉，2002） 

六六六六、、、、DACUM（（（（Developing A Curriculum））））法法法法 

此研究方法是透過某職業領域專業的工作人員5-12人組成，透過小組腦力激盪的方式，

有效地將某一職業或職權的職務及工作內涵清單發展出來。此法之優點為簡便、經濟省時，

但容易流於個人專斷的主觀意識。（喬慧廉，1994；林佩瑩，1996；黃心韻，1997；王麗菱，

1998；余慧玉，1999；張文嘉，2002） 

七七七七、、、、意見分析法意見分析法意見分析法意見分析法 

意見分析法是根據受調查者對問卷內容之能力項目所反應出的的主觀意見加以整理歸

納，以確認某職業之職務與任務的相關能力。問卷調查的對象可為單一類別之人員，亦可針

對多類別的人員進行調查。（喬慧廉，1994；林佩瑩，1996；王麗菱，1998；余慧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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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嘉，2002） 

八八八八、、、、DELPHI（（（（Delphi technique））））法法法法 

DELPHI法（德菲法或稱德懷術）是一種以專家們集思廣益來推測現象的方法，其運作上

是邀請適當的學者專家，以匿名的方式進行數次的問卷調查，每次調查之後將分析結果連同

新問卷分送給受調查的專家，如此反覆施行，直到學者專家之意見差異降至最低為止。其優

點是具有隱匿性，較能反映出受訪者真正的看法，多次的腦力激盪也可以得到較為完善的結

論，但是其時間需耗費較久。（林佩瑩，1996；黃心韻，1997；王麗菱，1998；余慧玉，1999；

張文嘉，2002） 

九九九九、、、、協商法協商法協商法協商法 

協商法是邀請有關專家學者、教師或教育行政人員參與座談協商，擬定出工作者應有的

基本知能。此法之優點是可收集思廣益之效，但由於參與協商者所持之論點可能有所差異，

意見眾多的結果容易形成能力項目過於浮濫的現象。（喬慧廉，1994；余慧玉，1999；張文

嘉，2002） 

在本研究中，擬採用「學科轉換法」(課程分析法)分析現行九年一貫公民課程內容，另

外再運用「能力目錄分析法」以黃心韻(1997)、蕭碧惠(2000)、林麗婷(2001)、鄭淑文(2002)、

張文嘉(2002)、尤勉文(2007)等人之相關研究問卷發展出的國中教師教學專業能力指標對國中

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作歸納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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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之意涵 

    本節以前述對於教師專業知能之討論結果作為基礎，進一步將公民教師專業知能劃分為

三大部分，本研究中所指之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包括：公民科專門知識（civic content 

knowledge）、公民科教育理念（Civic education ideas）、公民科教學知能（civic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以下簡稱為: 公民教學知能、公民教育理念與公民專門知識，並加以探

討之，且依此結果作為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基礎。 

壹壹壹壹、、、、公民教公民教公民教公民教育理念育理念育理念育理念 

德國教育家凱欣斯泰納（G.M.kershensteiner，1854-1932）倡導公民教育，認為教育的目

的即在「造就適合國家及時代需求的有用公民」，主張「國家一切的教育制度只有一個目標：

便是造就公民」（張秀雄，2001：3）。公民教育是各國教育中不可獨缺的一環，但是何謂公

民教育？國家需要什麼樣的公民？國家期許教師如何培育未來的公民？教師需要什麼公民教

育理念來教育學生？研究者整理有關公民教育的相關理念：公民教育的意義與目的、公民教

育的實施方法與途徑、公民教育的內涵、公民資質的涵義、公民教育的重要思潮，茲分述如

下： 

一一一一、、、、公民教育的意義公民教育的意義公民教育的意義公民教育的意義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 

公民教育的意義，在中、外學者的論著中，有許多不同的闡釋。「公民教育」一詞，在

英文中有若干相近的詞彙，如：civic education、citizenshipeducation、training for citizenship 等，

林清江（1980：19-20）認為：「公民教育」有廣義、狹義及折衷涵義三種。最廣義的公民教

育，指個人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次廣義的公民教育，指一切教育過程，認為一切

課程直接間接都與公民教育有關，亦即一切課程均屬公民教育之內涵。狹義的公民教育，指

正式的公民道德科課程。折衷的公民教育之涵義，在原則上及精神方面，認為一切課程或多

或少均與公民教育有關；但是在實施上，確認小學之「生活與倫理」、中學之「公民與道德」

為中小學之本科內涵，並以較嚴謹的選擇，確認其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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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輝（1986：5-6）曾加以整理詮釋，並指出：公民教育的意義，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

種。廣義的公民教育，係指一個國家採取多元的途徑，培養國民具有效忠國家的意識，獲得

有效參與公民生活必備的知識、態度和技能，進而發揮其責任感和榮譽心，成為良好的公民。

狹義的公民教育，係指各級學校中強化與公民教育相關課程，以及訓育活動等，藉以培養兒

童和青少年的愛國意識、民主觀念和法治精神，以求養成參與社會生活的能力，具有做個未

來的良好公民的準備。 

另一方面，張秀雄（1998：8）也指出：公民教育是指國家透過正式及非正式的教育途徑，

有目的、有計畫的持續性對青少年及成人所實施的政治性教育，以培養能在民主社會中做一

個見識廣博、能承擔責任、具有公民意識及社會參與能力的全方位公民。以教育內容看來，

可以分成廣義、狹義及折衷的公民教育；以教育對象來看，可以區分為青少年公民教育（準

備教育）及成人公民教育（在職教育）；以教育方式來看，可以分成學校公民教育（正式教

育）和社會公民教育（非正式教育及非正規教育）。 

    綜上言之，依據教育家凱欣斯泰納（G.M.kershensteiner，1854-1932）主張的「國家一

切的教育制度只有一個目標：便是造就公民」（張秀雄，2001：3）與其他學者於上述所提出

的意見，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公民教育的意義即發生於一切教育的過程，甚至是一切社會化

的歷程，其目的在於培養具有理想公民資質的國家公民，使其具備豐富的公民知識、良好的

公民德行、及成熟的公民參與能力，並肩負起對國家、社會及世界的責任，因此，公民教育

的實施的確需要受到重視與強化。 

二二二二、、、、公民教育的實施方法與途徑公民教育的實施方法與途徑公民教育的實施方法與途徑公民教育的實施方法與途徑 

  公民教育的實施方法相當多元，研究指出（吳明清，1989：236 ; 蔡秋東，1994：6 ; 曾

濟群，1998：67），公民教育可透過家庭、社區、宗教組織…等途徑實施，這些社會單位甚

至可影響一切社會化的過程，包括兒童社會化、青少年社會化、職業社會化、婚姻社會化、

政治社會化，這些過程同時亦是實施公民教育的方法之一。 

    此外，亦有研究顯示（林清江等，1980：19、233 ; 單文經，1992：196 ;蔡秋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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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沈六，1996：7 ; 曾濟群，1998：64），公民教育的實施以學校教育為最有系統的規劃，

以國中而言，最直接與公民教育相關的當然是各種顯著課程，包括公民科、國文、歷史地理、

童軍、班會、週會等各種訓育活動。除顯著課程外，各種潛在課程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如：

教師的教學方法、行為、領導方式、學生對教師的知覺、專業精神、熱忱、師生間和同學間

的交互作用、教室的規範、學生的參與、學校氣氛等，亦影響公民教育的實施。 

    綜上所述，我們可知，現階段的公民教育實施的途徑與方法，主要透過家庭、學校、社

會，包括了顯這與潛在的方式，尤其學校更是公民教育奠基的重要處所，身為教師，應更加

注意言教與身教，讓我們的公民教育落實於每一個環節。 

三三三三、、、、公民教育的內涵公民教育的內涵公民教育的內涵公民教育的內涵 

公民教育的內涵隨著不同的國家國情、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難有一致的見解。我國

學者廖添富與王錦雀（2000：327）認為公民教育是教導公民學習民主統治及公民資格的原則

與實務，其重要的內涵在提供養成民主公民所需的公民知識、公民技能與公民德行，本研究

採此觀點，就公民知識、公民德行，與公民參與能力三方面與其他學者相關之意見，討論公

民教育的內涵如下： 

（一）公民知識（Civic Knowledge） 

就公民知識而言，公民應該對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狀況，具有相當程度的瞭解。

這些見識乃是形塑現代民主化社會公民資格的一些核心概念（core organizing concepts）所組

成的。單文經（1996：323）提出：「一個民主公民應該對自由和正義、公平程式、異議表示、

法治平等、分殊歧異等有清楚的認識」，更強化了這部分的概念。 

而在J.V. Torney, A.H. Oppenheim& R.F. Farner著有《十國的公民教育》（1975），其主

要內容包括：西德、芬蘭、伊朗、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荷蘭、紐西蘭、瑞典和美國等

十個國家公民教育的比較研究分析，並且提出實證性的研究結論。在這十個國家中公民教育

的科目名稱，並不一致。有些國家列為單獨學科，有些國家併入其他科目，如歷史或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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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國家均講授政府組織、法律性質、國際事務、經濟制度、教育功能、投票程式、選

舉過程及政黨，以及個人自由、社會責任等。不過，各國之間仍有很大差異（轉引自陳光輝，

1986：13-14）。以上十個國家的公民教育內涵的共同內涵，分述如下： 

1、憲政體制 

2、和公民資質有關的理念，如：愛國、責任、權利的意義 

3、本國在歷史上的發展 

4、各級政府的結構、機構和制度 

5、政治過程：包括選舉、政黨和投票 

6、各級立法、行政和司法機構 

7、科層體制和公務人員服務 

8、外交事宜和國際組織 

9、政府和經濟，包括稅收 

10、政府和社會服務，包括服務 

11、溝通和大眾傳播 

12、社會科學及解決問題的方法 

13、人是社會的和相互依存的動物 

另據張秀雄與李琪明（2000：23）研究顯示，公民知識是指「公民應對國家的政治、經

濟、社會等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我們在應該透過公民教育提供公民生活所需具備的各個面

向的知識，如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倫理與道德等初步的認識後，會使得公民具

備基本的公民知識，這也是我們需要公民教育的原因。。 

（二）公民德行（Civic Virtues）： 

就公民德行而言，單文經（1996：324）認為：「公民應包括諸如：開放的心態、尊重、

容忍、同情、慷慨、忠誠和願意協商的心態等；另外，還包括了在民主政體下，應該具備的

心態或品格特質」。他所提供的論述，提供我們一個面向的思考，此外外國學者 J.V. To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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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Oppenheim & R.F. Farner在《十國的公民教育》（1975），歸納各國公民教育感情層面

的共同內涵有（轉引自陳光輝，1986：13-14）： 

1、瞭解權利和義務：尊重他人，容忍、忠誠、平等的信念，遵守法律，自願保鄉衛國。 

2、實行民主的生活方式：個人自由的信念、表達反對意見的公民權利、被代表的權利、

自願參加投票。 

3、贊同世界相互依存和國際友好關係。 

4、尊敬政府和尊敬國家傳統，不要有民族優越感。 

5、尊敬不同的道德和宗教上的價值，同時要尊重政治上的不同黨派。 

6、有興趣於國際上時事和社會問題。 

此外，廖添富（1995）在〈台灣北部地區大學生現代公民性及相關因素之研究〉中，就

現代公民性（modern civic character）進行研究，分析出我國公民應具備的公民性，包括： 

1、參與公共事務 

2、守法 

3、具世界觀 

4、尊重別人、容忍異己 

5、社會正義 

6、權利義務 

7、愛國心 

而多位學者（陳文俊，2000：10 ; 張秀雄、李琪明，2000：122）在研究後也指出，所謂

的公民德行是指理想的公民道德、態度、情操及人格的綜合表現，它代表一種公共精神，為

平衡私利與公共善的必備要素，也包含了公平待人，善意與機制，以及對社會提供適當服務

的一種義務與責任，綜合以上論述也提供我們對於公民德行的另一項認識。 

（三）公民參與能力（Civic Participation） 

就公民參與能力而言，是指公民在民主社會中，表達自己權利時，應具備的能力。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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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96：324）認為：「公民的參與，不只是指應該擁有此項權利，以及參與民主過程的意

願，還必須具有實際參與的知識和能力」。在張秀雄與李琪明（2000，28-29）的研究中也指

出：「公民如無知識作後盾，其參與的行動可能是不智的；而不以道德為基礎的公民參與行

動，必然是不負責任的」，如此一來，尤有甚者甚至會造成社會更多的困擾。 

 J.V. Torney, A.H. Oppenheim & R.F. Farner在《十國的公民教育》（1975），歸納各國公

民教育行為層面的共同內涵有（轉引自陳光輝，1986：13-14）： 

1、願意遵守法律、納稅、接受服兵役的義務，參加愛國儀式的典禮。 

2、在團體中用聯合、影響和投票，來參加團體作決定。 

3、培養容忍和尊重別人。  

4、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表現出合邏輯和批評性的思考能力。 

5、閱讀報紙以及從廣播、書籍、雜誌和電視中，學習當前的知識。 

根據林清江（1980：66-68）所主持研究的〈我國中小學公民教育內涵及實施成效之研究〉

中，將「十國公民教育」與「我國中小學公民教育」加以比較，並且發現：我國中小學公民

教育的主要內涵，大部分與其他國家的共有部分相似，而且能發揮優點，但有一少部分則為

我國公民教育所忽略或較少重視，其中包括： 

（1）認知部分：科層體制、公務人員服務、稅收、大眾傳播、社會科學及解決問題的方

法 

（2）情感部分：瞭解歧異的價值 

（3）行為部分：納稅、運用邏輯及批判思考能力、從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從事學習等 

杜威（Dewey，1923）認為學校教育系統的主要任務，在於教導學生成為社會成員，體

認其與社會中其他成員之關係，必瞭解他們在整個社會中所擔負的責任，已成為良好的公民。

而良好的公民應具備最起碼的公民能力，以便參與民主生活。杜威認為好公民的資格，包括

下列三項（轉引自張秀雄，李琪明，2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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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與民主政治的能力：包括對憲法、政府組織、法律等的基本知識，及享權利、盡

義務、守法等能力。 

2、獨立謀生的職業能力：包括基本的生產製造技術、處理社會問題及適應變遷的能力。 

3、充實休閒生活的能力：杜威：「一個真正有用的公民是一個能享受生活的人，他能

以有利於社會的方式從事休閒生活。」學校教育應培養學生的休閒生活能力，以提

升精神生活。 

這些項目的公民教育內涵，事實上也是我國社會所需要，值得予以補充的。一個國家欲

培育出優良的下一代公民素質，公民教育的定位不應只是社會學科，不應只著重在社會科學

知識的傳授，公民教育應該也含括人文學科，要有德行與參與能力的培養，所以公民教育應

該涵蓋公民知識、公民德行、公民參與能力三個面向。 

四四四四、、、、公民資質公民資質公民資質公民資質（Citizenship）的涵義的涵義的涵義的涵義 

坎若瓦（Pamela Johnston Conover）指出：公民資質（Citizenship）定義了個人與政治社

群之間的基本關係，政治社群是由成員與制度共同組成的，因此，公民資質指的就是個別公

民彼此之間，以及與制度之間的關係如何。在這種基礎上，個人要回答的問題是：我是誰？

我能做什麼？我應該做什麼？因此坎若瓦認為：公民資質包含法律的、心理的以及行為的三

個要素。（Conover，1995：134）。第一、法律的要素指的是成員的法律地位，包括：誰有

資格成為公民、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為何？第二、心理的要素則是指公民認同（citizenidentity），

公民認同是是一種公民意識（sense of citizenship），公民在該政治社群中經由瞭解本身的權

利與義務，以及和社群成員間的關係所產生的一種情感，這種公民認同可以塑造公民彼此關

係的本質，創造公民之間的團結，進而提昇社會的凝聚力（Conover，1995：133-134）。第

三、行為上的要素則是指有關公民角色的實踐，包括：政治參與、政治組織上的活動、公共

生活的活動等，這些有關公共領域的種種活動，都牽涉到公民的德行。 

我國學者對於”Citizenship”一詞有不同的翻譯，有人譯成「公民素質」或「公民資格」（單

文經，1996：310），有人譯成「公民身份」（蘇峰山，1996：20），也有人譯成「公民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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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錦昌，1996）。綜合上面三種看法，張秀雄與李琪明（2000：8）在其研究出提出以下看

法：「公民資格」和「公民身份」著重法律、政治的意義，強調公民的身份地位、權利及義

務的討論；「公民性」和「公民氣質」的意義較抽象，泛指公民的心理傾向；「公民素養」

和「公民資質」表示公民應具備的素質（quality），包括：知識、情感、態度、德行、價值、

能力等。 

若從教育的觀點而言，研究者認為”Citizenship”一詞翻譯為「公民素養」或「公民資質」

較為適當，因為若只是強調公民的身份地位或心理傾向就太過狹隘，一個優良的公民應具備

廣泛的素質，包括知識、情感、態度、德行、價值、能力多方面的素養。 

五五五五、、、、公民教育重要思潮公民教育重要思潮公民教育重要思潮公民教育重要思潮 

根據伊格納提夫（Michael Ignatieff）的分析，西方傳統中有兩種主要公民觀，一個是古

典公民的理想，可以稱之為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公民觀念，另一個則是自由主義

（liberalism）的公民觀念（轉引自林火旺，2000：130）。晚近政治哲學所探討的公民資質的

觀點理論甚多，本小節僅討論流行的四種公民資質（素養）理論15：自由主義（liberalism）、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及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其內容互異其趣，茲分述如下 ： 

（一）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公民資質理論 

早期自由主義對於公民資格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公民的法律地位之保障，主要的目的在

於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把國家的角色限定於「守夜人」的功能。二次大戰以後，英國公民

教育理論家Marshall 另從權利的觀點來界定公民資格，認為公民資格即權利。Marshall 認為

公民資格基本上是用以保證每個人都是完整及平等的社會成員，只有通過增加人民的公民權

利，才能確保他們身為社會成員的歸屬感。所謂公民資格也就被Marshall 分成三種主要權利

之構成－市民權（civil rights）、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社會權（social rights）（轉引自

                                                 
15 研究者雖認為”Citizenship”一詞翻譯為「公民素養」或「公民資質」較為適當，但在下列討論中仍以原作者 

之譯稱為主，因此仍有「公民身份」、「公民氣質」、「公民資格」等名稱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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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雄，1999a：101-102）。 

林火旺（1996：4）也指出：「政治社群的成員在公領域的身份就是公民，自由主義對公

民身份的要求只是形式上的，只要滿足了消極的法律規定，例如：國籍、年齡等，就能夠成

為該政治社群的基本成員」。另一方面，依據廖添富、劉美慧與董秀蘭（1999：5）對於自由

主義之研究認為：「對於公民而言，政治社會只是社會契約的約束下組成的集合體，故政治

參與只是一種工具性產物，目的非在促成『共善』（common good），而在謀求維護個人權

益，公民在政治參與或公共領域活動上，可以自由地選擇作為與不作為」。因此，這些成員一

旦具備公民身份，就享有政治社群所保障的權利，並負擔共同生活所必須的義務，基於這些

權利，公民可以合法地主張國家對於哪些部分是可為的，對於哪些部分是完全不能加以侵犯

的。依據上述，研究者認為，在自由主義的公民資質（素養）下，所有的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都是相同的，自由主義的公民資質觀是一種普遍性的概念。 

（二）公民共和主義（Civic Republicanism）的公民資質理論 

公民共和主義的發源可以遠溯至古希臘亞理斯多德在其＜政治學＞中對於「城邦公民」

的闡述，他認為，公民是要有能力處理城邦中的公共事務，所以公民資格是有條件限制的。

簡單言之，要成為一個公民必須有錢有閒，不須煩惱私人生活問題，且有足夠的時間自由地

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因此，私人的家庭生活與公民的公共生活必須是區分開來的。這種公、

私領域劃分的方式一直深刻地影響公民共和主義的政治思想。 

而公民共和主義對公、私領域的區別，也說明了公民所指涉的場域和意義。彭如婉（1997：

23-25）認為：「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是專指從事公領域的成員而言，公領域所涉及的是公民

所共同關心的議題和活動」。因此，公、私領域的劃分所強調的另一個重點是公民的參與，

公民與私民的最大區別即是能否參與公共事務。張秀雄（1999a：104）亦指出：「公民共和

主義的公民即指能夠參與公領域活動的成員，在公領域的活動中，公民透過和其他公民的互

動發展自己的人格，藉由對共同事務的關心建立公民間彼此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據此，我

們可以看出，公、私領域劃分所強調的另一個重點是公民的參與，我們亦可說，參與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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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意願和能力是作一個公民的先決條件。 

公民在公領域中所形成和追求的共同目的即所謂公共善（commongood），公民共和主義

的公共善則是建立於公意和共用的基礎之上，故和所謂的極權政治非常不同，它強調國家的

政治自由不受他國的控制和奴役，個人的政治自由也不能受到少數野心份子的壓迫 。這種出

於公意的共用關係使公民體認到一種共同命運感，促使公民緊密團結在一起，並在公民間產

生強烈的約束力。為了達成共善的政治，個人必須以公共善為其行為最終的考量，盡量避免

和公共善相衝突的行為發生，故個人自由需要受到限制，公共善的福祉也應優先於個人私利

的考量。據此，我們也瞭解到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資質觀，反醒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個人權利，

他採用的認定是較有限制的。 

（三）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的公民資質理論 

社群主義的許多觀點是反駁、修正自由主義而來的，就「公民資質」而論，可以歸納出

三個重點：公民的國家認同、公民的積極參與、公民的德行實踐，略述如下： 

1、公民的國家認同： 

社群主義雖然不像民族主義（nationalism）那樣強調國家認同，但是因為社群主義強調

著根於特定歷史文化脈絡中，重視群體文化歸屬及共同目標，因此，劉阿榮（2002：89）認

為：「民族文化的確是有利於共同體生命力的凝聚，所以社群主義很重視構成式的社群16與

國家認同」。 

2、公民的積極參與： 

社群主義除了重視社群的公共善，並主張個人不能抽離社群及文化背景，更不能忽略國

                                                 
16

社群主義的代表之一Sandel 曾將社群主義分為三類：第一種、工具式的社群（ the instrumentalview of 
community），第二種、情感性社群（the sentimental view of community），第三種、構成式社群（the constitutive 
view of community）。所謂「構成式的社群」（the constitutiveview of community）是指：社群本身以成為一

種善，「不僅可以規定公民同胞可以擁有什麼，而且規定了他們是誰；不只提供了他們像自由結社那樣可以

選擇建立的關係，也提供了可以讓他們慢慢去發現的相互依存；不只成為個體的一種特徵，也成為他們認同

中的構成部分。」（江宜樺，19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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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認同，所以理想的公民資質之一就是對社群與國家的認同。但是僅有認同感而無具體參

與，社群和國家的共同理想仍無法實現。如果公民對於公共事務能主動關心並積極參與，不

但能從參與中體認「自我」的存在，也會促使自我與他人互動，加深了對社群的歸屬感與認

同感（劉阿榮，2002：91），如歐菲爾（Oldfield,1990：173）所謂公民認同（對自我及社群

認同），不但產生了社群意識，也造就了公民。公民的積極參與並不只侷限於政治性質的「政

治參與」，還應擴及到一般公共的事務的「公共參與」範疇。Taylor 認為公民活動的公共領

域並沒有一定的界限，凡是社群成員所關心的共同事務即是公民活動的場域，Taylor 稱這個

場域為「後社話題的公共空間」（metatopical common space）（Taylor,1995：190），此一公

共空間提供了公民論述的場域，不但可以激盪而形成共識，還可以造就公民積極參與的性格。 

3、公民的德行實踐： 

社群主義對於公民資質的另一個要求是公民德行（Civic Virtue）的實踐。劉阿榮（2002：

92）認為：「公民德行來自兩方面，第一、是對自由主義公民素質低落的憂心及導正；第二、

是對公民共和主義過份強調國家公共目的而損抑個人權利的修正」。公民德行包括一般德行、

社會德行、政治德行、經濟德行等。其內容有許多涉及公共的規範，如：守法、尊重他人權

利、透過公共對話表數自己的意見並聽取他人的建議等。社群主義除了重視這些德行之外，

更強調社群意識與公共善。 

社群主義對共識及公共善的主張，雖然承自公民共和主義，但是卻不贊同它們過份重視

國家、社群之集體觀念，而忽視個人的自主性與自發性，甚至假「國家利益」之名使公共善

淪為野心家控制個人的工具。所以，社群主義者強調的公民德行，是激發公民自發性的道德

實踐（劉阿榮，2002：93）。 

（四）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公民資質理論  

自由主義主張人基於自由、平等、理性的基礎，無分性別、種族、血統、膚色、宗教信

仰等差別，應在政治、法律上採取平等對待的原則。這個原則的採用，基本上已成為民主國

家所奉行的圭臬。然而，在現實的社會中，仍然有許多弱勢族群正經歷著族群的壓迫與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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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種現象並未隨著科技文明的發展而消失，反而以不同的樣貌出現在周遭的生活之中。

這種社會不正義的情形，正是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者所欲解決的問題（張秀雄、

李琪明，2000：17）。多元文化主義的「公民資質」，可以歸納出三個重點：差異的公民資

質、差異的公民認同、實踐社會正義的公民德行，略述如下： 

1、差異的公民資質： 

多元文化論者認為將族群文化差異排除的公民資質，僅保障了個人的形式平等，無法改

善弱勢族群生活上的實質不平等，而且實際上在充滿不同文化經驗的社會中，反而造成族群

間的衝突與矛盾。因此，多元文化論者提出「差異的資質觀」，主張從政治或司法的制度面，

賦予族群權利，以解決族群受壓迫所導致的衝突。換言之，差異公民資質觀的理想，是希望

使差異政治的理想成為可能，族群成員能確保其獨特的利益與權利，以減緩社會中文化多元

而分歧所造成的族群衝突（Taylor,1995：38）。 

2、差異的公民認同： 

從多元文化的觀點看，現今社會乃是一個多元異質的社會，任何強調單一的認同，將不

符合個人與族群間多元的需求，同時單一的認同需求將造成壓迫與宰製的傷害，因為在一個

共同的認同信念下，個人與族群的「差異」將無法獲得正確的認定，結果是社群間彼此的不

信賴、矛盾、緊張、衝突等應運而生。因此，Young 提出認定「差異的認同」（differentiated 

identity），主張正確地對待「差異」，唯有在「差異」不在隱含貶抑的意義下，才可以免除

身為差異族群成員的錯誤且傷害或貶抑的認同，並且也能免除其他族群成員的錯誤認定，及

其可能引起的族群衝突，並能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Young,1990：130-131）。 

3、實踐社會正義的公民德行： 

多元文化主義認為強調個人權利的保障，基本上將個人與社會的連結機械化，無法真正

的符合多變且異質性社會的需求。在一個真實存在著族群受宰製與壓迫的社會中，文化多元

論者眼中的公民行為取向需表現下列特點（張秀雄、李琪明，200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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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應集合實踐者與行動者二項特質，意即公民應表現積極責任心與義務感。 

（2）公民對權利的獲得是要從社會的互動關係中瞭解，而非僅從個人即可獲得。意即權

利並非僅是持有的觀念，而是要從社會的互動關係中去瞭解一個人擁有權利能對他

人做什麼？ 

（3）透過公民的行為實踐，保障族群與個人的差異觀點。換言之，差異觀點需要透過行

為來展現並對差異觀點的互相尊重。 

從上述大致可以管窺不同的公民教育理論與思潮，這些公民資質觀點對於發展適合我國

國情的公民資質具有相當參考價值，當然也是身為公民科教師應該具有的觀念。 

 

貳貳貳貳、、、、公民專業知公民專業知公民專業知公民專業知識識識識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一在於：「探知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對於國中公民科教材內容之影響」，

而本小節之討論即在探討研究目的一所欲探究的內涵。此部分將採用學科轉換法(課程分析法)

加以分析，而教師需具備的「公民專業知識」原則上就兩層面觀之，一是國中社會學習領域

公民課程內涵，另一為教師培育過程中成為公民科教師需具備的專門科目學分，但有鑑於師

資多元化之後，除原本培育公民教育師資的師大公領系外，各校與政治、經濟、法律、社會、

公共行政、三民主義等相關之科系亦屬公民師資培育的來源，因此，我國公民教師之培育管

道眾多，又各校系對於國中公民師資之學分計算莫衷一是，因此，此部分在本研究中將不列

入討論，以下僅就第一個面向: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課程之內涵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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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國中國中國中國中社會學習領域社會學習領域社會學習領域社會學習領域公民課程內涵分析公民課程內涵分析公民課程內涵分析公民課程內涵分析 

    教科書開放政策實施後，在國中階段的社會學習領域中，公民課程內涵可經由以下三個

面向綜合觀之，分別為「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社會領域主題軸與能力指標」（附錄一）、「各版

本教科書內容」及甫公布的「公民科基本內容」（附錄二），17研究者試圖從其中分析歸納出

屬於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的「公民專業知識」部分。 

（（（（一一一一））））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社會領域主題軸與能力指標中社會領域主題軸與能力指標中社會領域主題軸與能力指標中社會領域主題軸與能力指標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取代原有的課程標準，象徵以目標性、原則性的規範取代鉅細靡遺的

規定，並全面開放民間參與國民中小學教科書編輯（教育部，2001：4）。九年一貫課程社會

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之內涵包括「基本理念」、「課程目標」、「分段能力指標」、「分段能

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關係」、「實施要點」以及「附錄」六大部份，而從主題軸中衍生

出的分段能力指標在新政策中被定位為各版本教科書編纂的重要依據，因此，從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與社會學習領域相關的主題軸及能力指標，可以讓我們更加瞭解公民課程內涵的架

構。此外，本研究亦將新公佈的能力指標納入討論範圍之內，茲將相關主題軸及能力指標敘

述如下
18
： 

1. 人與空間人與空間人與空間人與空間 

1-4-3 分析人們對地方和環境的識覺改變如何反映文化的變遷。 

1-4-10 了解海洋主權與經濟發展、國防、政治主權的關係。＋＋＋＋ 

1-4-11 了解領海與經濟海域的管轄主權等海洋權益。＋＋＋＋ 

1-4-12 認識水污染防治法、海洋污染防治法、國際海洋公約等相關法規的基本精神。＋＋＋＋ 

 

                                                 
17在各版本教科書的選擇上，研究者以市面上三家出版社(南一、翰林、康軒)做為分析的對象，而版本年度的選 
 擇則以最近的九十六年度版為基準 ; 但鑒於新的能力指標與公民科基本內容都將公佈實施，因此，若有新編 
 送審的版本亦會納入本研究分析的範圍內，而研究中採用的能力指標與公民科基本內容皆以九十七年即將公佈 
 實施的新版本為主。 
18

本研究以九十七年最新公布的能力指標為主，為凸顯新增及新更改項目，後方有＋＋＋＋號者，為此次公佈的新增

能力指標 ; ＊號者，為此次公佈的新修訂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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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人與時間人與時間人與時間人與時間    

2-4-1 認識臺灣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2 認識中國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及其與臺灣關係的流 

     變。＊ 

2-4-3 認識世界歷史(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發展過程。＊ 

2-4-4 了解今昔臺灣、中國、亞洲、世界的互動關係。＊ 

  3. 演化與不變演化與不變演化與不變演化與不變 

3-4-1 舉例解釋個人的種種需求與人類繁衍的關係。 

3-4-2 舉例說明個人追求自身幸福時，如何有助於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如何影響個人

追求幸福的機會。＊ 

3-4-3 舉例指出人類之異質性組合，可產生同質性組合所不具備的功能及衍生的問題。＊ 

3-4-4 說明多元的社會與單一社會，在應付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遷時所造成的影響。＊ 

3-4-5 舉例指出某一團體，因成員身份與地位之流動性對於該團體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3-4-6 舉例指出歷史上或生活中，因缺少內、外在的挑戰，而影響社會或個人發展。＊ 

  4. 意義與價值意義與價值意義與價值意義與價值 

4-4-1 想像自己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時間、空間下會有什麼變化。 

4-4-2 在面對爭議性問題時，能從多元的觀點與他人進行理性辯證，並為自己的選擇與判斷

提出好理由。 

4-4-3 了解文化(包含道德、藝術與宗教等)如何影響人類的價值與行為。＊ 

4-4-4 探索促進社會永續發展的倫理。 

4-4-5 探索生命與死亡的意義。 

  5. 自我自我自我自我、、、、人際與群己人際與群己人際與群己人際與群己 

5-4-1 了解自己的身心變化，並分享自己追求身心健康與成長的體驗。 

5-4-2 了解自我及認識周圍環境的歷程，會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但是經由討論和溝通可以  

      分享觀點與形成共識。＋＋＋＋ 

5-4-3 從生活中推動學習型組織(如家庭、班級、社區等)，建立終生學習理念。 

5-4-4 分析個體所扮演的角色，會受到人格特質、社會制度、風俗習慣與價值觀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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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在面對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之間產生合作或競爭的情境時，能進行負責任的評估

與取捨。 

5-4-6 分析人際、群己、群體相處可能產生的衝突及解決策略，並能運用理性溝通、相互尊

重與適當妥協等基本原則。 

  6. 權力權力權力權力、、、、規則與人權規則與人權規則與人權規則與人權 

6-4-1 以我國為例，了解權力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型態等如何相互影響。＊ 

6-4-2 透過歷史或當代政府的例子，了解制衡對於約束權力的重要性。＊ 

6-4-3 舉例說明各種權利(如學習權、隱私權、財產權、生存權、自由權、機會均等權及環 

      境權等)之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6-4-4 舉例說明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差異及相互關係。以及違反義務或發生衝突時所需面

對的法律責任。＋＋＋＋ 

6-4-5 說明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 

6-4-6 探索民主政府的合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 

6-4-7 分析國家的組成及其目的。 

  7. 生產生產生產生產、、、、分配與消費分配與消費分配與消費分配與消費 

7-4-1 分析個人如何透過參與各行各業與他人分工，進而產生整體的經濟功能。 

7-4-2 了解在人類成長的歷程中，社會如何賦予各種人不同的角色與機會。 

7-4-3 探討國際貿易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關係。＊ 

7-4-4 舉例說明各種生產活動所使用的生產要素。 

7-4-5 舉例說明政府進行公共建設的目的。＊ 

7-4-6 舉例說明某些經濟行為的後果不僅及於行為人本身，還會影響大眾、生態及其他生 

物，政府因此必須扮演適當的角色。＊ 

7-4-7 列舉數種金融管道，並分析其對個人理財上的優缺點。 

7-4-8 分析資源分配如何受到權力結構的影響。＊ 

  8.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技術和社會技術和社會技術和社會技術和社會 

8-4-1 舉例說明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德或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 

    (原 8-4-2 分析人類的價值、信仰和態度如何影響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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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8-4-3 評估科技的研究和運用，不受專業倫理、道德或法律規範的可能結果。)刪除 

8-4-2 對科技運用所產生的問題，提出促進立法與監督執法的策略和行動。 

8-4-3 評估因新科技出現而訂定的有關處理社會變遷的政策或法令。 

8-4-4 舉例說明環境問題或社會問題的解決，為何需靠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彼此交流、合作、

整合。＊ 

  9.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關連關連關連關連 

9-4-1 評估各種關係網路(如交通網、資訊網、人際網、經濟網等)的發展如何讓全球各地的人

類、生物與環境產生更緊密的關係，對於人類社會又造成什麼影響。＊ 

9-4-2探討強勢文化的支配性、商業產品的標準化與大眾傳播的影響力如何促使全球趨於一 

      致，並影響文化的多樣性和引發人類的適應問題。＊ 

9-4-3 探討不同文化背景者在闡釋經驗、對待事物和表達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並能欣賞文化

的多樣性。＊ 

9-4-4 探討國際間產生衝突和合作的原因，並提出增進合作和化解衝突的方法。＊ 

9-4-5 探討當前全球面臨與關心的課題（如環境保護、生態保育、飢餓、犯罪、疫病、基本

人權、媒體、經貿與科技研究等），之間的關連性，以及問題可能的解決途徑。＊ 

9-4-6 探討國際組織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9-4-7 關懷全球環境和人類共同福祉，並身體力行。 

教科書開放政策落實九年一貫課程後，社會學習領域面臨每一年教科書皆有改版的現實

景況，透過以上主題軸及能力指標的描述，我們對社會領域的教材內容有了基本認識，此外，

我們不難看出，在社會學習領域中與公民類科相關的能力指標佔了絕大多數，這樣的現象更

強調了公民科教學在社會學習領域的重要性。此外，梁蕙蓉（2005）透過主題軸與能力指標

的分析亦發現我國九年一貫社會領域之九大主題軸與美國教育改革的社會領域課程標準有頗

多雷同之處。但是基於國情、文化等諸多背景不同，如何進一步認識這一套屬於自己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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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並從中解讀與分析其間的相關之處，以從中架構出一套真正展現自己學科本位特色的

教材，才是這一波教育改革的真正目的，也是身為第一線教師的專業展現！
19
 

（（（（二二二二））））各版本教科書及各版本教科書及各版本教科書及各版本教科書及公民科公民科公民科公民科基本內容主要概念基本內容主要概念基本內容主要概念基本內容主要概念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然而，在每年教科書內容都有大小不同幅度修改的情況下，教育部於九十六年新公布了

社會科基本內容（國教專業社群網，2007）作為基測命題與教師教學的重要參考依據，研究

者茲將目前主要的民間出版社（南一、康軒乙版、翰林）之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整理如下表

2-3-1，並彙整其主要概念相同部分與九十七年新公佈的公民科基本內容20的相關概念整理如

下表 2-3-2。 

 

 

 

 

 

 

 

 

 

                                                 
19設計九年一貫社會領域九大主題軸指標的學者說：「人生因夢想而偉大！」，但是如果夢想只是一個不切實際    

  的夢，大家都只是在想著它有多美好，卻從來沒有具體措施教導第一線的教師，要如何才能將這些夢想落實 

  在現實的教學活動中。所以難怪社會各界要大聲急呼：這樣的改革是在開倒車，不如不改！（梁蕙蓉：2005） 
20教科書版本原則上以九十六年度出版為準，但是鑒於新的能力指標與公民科基本內容都將公佈實施，因此，本

研究亦將新編送審的版本納入分析的範圍內，而研究中採用的能力指標與公民科基本內容皆以九十七年即將

公佈的實施的新版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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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1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民間出版社民間出版社民間出版社民間出版社（（（（南一南一南一南一、、、、康軒乙版康軒乙版康軒乙版康軒乙版、、、、翰林翰林翰林翰林））））出版出版出版出版之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之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之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之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 
   

出版社 課程範圍與主題 課程主要內容 

� 成長的歷程 

� 追求自我實現 

� 珍惜生命 

� 性別角色與性別刻板印象 

� 追求性別平等 

� 校園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 
� 家庭的組成 

� 家庭型態的變遷 

� 家庭的功能 

� 現代家庭面臨的難題 

� 家庭衝突的產生 

� 家庭衝突的解決 

� 家庭成員的權益 

� 有效的學習態度和方法 

� 溫馨的師生關係 

� 共創民主友善的校園環境 

七上 個人成長與群體生活（97） 

     單元一 悠揚的生命樂章 

 

     單元二 和諧的性別關係 

 

     單元三 我們都是一家人 

 

 

     單元四 家庭衝突的解決 

 

     單元五 青青校樹好讀書 

 

 

     單元六 社區參與 
� 社區與社區意識 

� 社區的形態與演變 

� 社區參與和社區營造 

� 個人依賴社會而成長 

� 個人融入社會的管道 

� 相互依存的社會 

� 常見的社會互動 

� 生活中的會規範 

� 社會互動的重要原則 

� 團體的組成與功能 

� 結社自由與其限制 

� 我國團體的發展與類型 

� 團體事務的參與 

� 不斷變遷的社會 

� 社會變遷的內涵 

� 社會變遷的衝擊   

� 社會變遷的適應 

� 平等與社會正義 

� 社會福利政策 

� 民間力量的加入 

七下 社會團體與社會生活(96) 

     單元一 個人與社會 

 

     單元二 社會互動與社會規範 

 

     單元三 社會中的團體 

 

     單元四 社會變遷 

 

 

     單元五 社會正義的追求 

 

     單元六 臺灣社會的多元風貌 

 
� 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 

� 文化的差異 

� 尊重、欣賞不同的文化 

� 國家組成的要素與目的 

� 個人與國家的關係 

� 民主政治的原則 

南一南一南一南一    

八上 民主政治與現代公民(97) 

     單元一 現代國家與民主政治 

      

單元二 我國的總統與中央政 

府 

� 權力分立的政府 

� 我國總統與中央政府的職權 

� 我國中央政府的權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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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自治的意義與重要性 

� 地方政府的組成與工作事項 

� 地方財源 

� 政黨的意義和功能 

� 政黨制度的類型 

� 政黨政治的運作原則 

� 利益團體的意義與運作 

� 政治參與 

� 選舉的意義與功能 

� 選舉的原則與過程 

� 我國的選舉 

     單元三 我國的地方自治 

      

 

單元四 政黨與利益團體 

      

 

單元五 政治參與和選舉 

      

 

單元六 政府的經濟功能 
� 政府的支出與收入 

� 政府的經濟作為 

� 對政府的監督 

� 人治到法治 

� 法律的意義與位階 

� 法律的功能 

� 現代法治的基本精神 

� 憲法上的基本權利 

� 人民的義務 

� 不履行義務的責任 

� 民法的意義 

� 民法上的法律關係 

� 行使權利的原則 

� 國中生與民法 

� 刑法的意義 

� 犯罪行為的成立 

� 刑罰的目的 

� 刑罰是最後的制裁手段 

� 權利救濟的涵意 

� 調解 

� 和解 

� 訴訟 

八下 法律與生活（96） 

     單元一 法律的基本概念 

     

單元二 權利、義務與責任 

      

 

單元三 民法與生活 

      

 

單元四 犯罪與刑罰 

      

 

單元五 權利救濟的途徑 

      

 

單元六 現代少年的基本法律

常識 

� 日常生活與民法 

� 常見的少年犯罪類型 

� 與少年密切相關之其他法律 

� 網際網路的法律常識 

� 經濟與生活的關係 

� 惜用有限的資源 

� 選擇行為與機會成本 

� 消費者與消費行為 

� 影響消費行為的因素 

� 消費者權益的保障 

� 炫耀性消費 

� 消費與儲蓄 

� 生產者與生產行為 

� 生產要素 

� 生產成本與利潤 

� 生產時應考慮的課題 

� 投資與儲蓄 

九上 現代公民與經濟生活(97) 

     單元一 經濟與生活 

    

 單元二 消費與儲蓄 

     

 

 單元三 生產與投資 

     

 

 

 單元四 交易與貨幣 
� 分工合作的社會 

� 市場與貨幣 

� 經濟活動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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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基本的經濟單位 

� 就業與失業 

� 家庭經濟與理財 

   單元五 個人與家庭理財 

      

 單元六 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 � 經濟發展 

� 環境保護 

� 資訊社會的出現 

� 資訊社會中的傳播媒介 

� 資訊時代的文化交流 

� 全球化的形成 

� 全球關連的議題 

� 解決世界問題的途徑 

� 國際社會的互動 

� 國際組織的種類 

� 國際組織的功能 

� 國際社會的參與 

九下 全球關連與現代公民（96） 

     單元一 資訊時代的來臨 

     

 單元二 全球共同關心的議題 

     

 單元三 國際社會 

     

 

 單元四 現代公民的國際視野 
� 現代公民的國際觀 

� 推動國民外交 

� 世界公民的素養 

� 青少年的身心發展 

� 自我實現 

� 生命的長河 

� 愛是家庭的起點 
� 源自家庭的親屬關係 
� 家庭衝突與化解之道 

� 家庭型態與變遷 

� 家庭的功能 

� 家人的照顧與安養 

� 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 多元智慧與終身學習 

� 學校規範與學生自治 

� 性別角色的形成 

� 性別平等的意義與內涵 

� 促進性別平等 

七上 從個人到社區的發展（97） 

第一節 認識自我 

 

第二節 家庭與家人 

 

第三節 變遷中的家庭生活 

 

第四節 家庭是個小社會 

 

第五節 性別平等 

 

 

第六節 社區生活 

 

� 社區的意義 

� 社區的類型 

� 參與社區人人有責 

� 社區營造 

� 個人在學習中學習 

� 個人如何融入社會 

� 多元的社會 

� 團體生活 

� 人民結社 

� 多元發展的民間團體 

� 志工服務 

� 社會變遷的意涵 

� 社會變遷的三大面向 

� 變遷的衝擊 

� 社會變遷下的調適 

康軒康軒康軒康軒    

七下 社會生活（96） 

第一節 個人與社會 

 

第二節 社會上的團體 

 

 

第三節 社會變遷 

 

第四節 社會問題 

 

� 社會問題的意涵 

� 少年犯罪問題 

� 現代家庭問題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5

� 社會正義的真諦 

� 追求社會正義的方法 

� 目前我國的福利措施 

第五節 社會正義的追求 

 

第六節 現代公民素養 

 

� 公民的意義 

� 現代公民社會 

� 現代公民的素養 

� 國家的組成 

� 國家的類型 

� 民主政治的意義與特色 

� 現代民主國家的目的 

� 權利的分立 

� 總統與中央政府五院 

� 我國中央政府之院際關係 

� 地方自治 

� 地方政府的組成 

� 地方政府的工作與財源 

� 地方自治的落實與展望 

� 政黨的意義與功能 

� 政黨政治的型態 

� 政黨政治的運作原則 

� 政黨輪替 

� 利益團體 

� 政治參與 

� 選舉的意義與功能 

� 選舉的原則與過程 

� 我國的選舉與公民投票 

八上 政治生活（97） 

第一節 現代國家與民主政

治 

第二節 中央政府 

 

第三節 地方政府 

 

 

第四節 政黨與利益團體 

 

 

 

第五節 選舉與政治參與 

 

 

第六節 政府的經濟功能 
� 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 政府的收入 

� 政府職能的展望 

� 社會規範的內容 

� 法律的種類 

� 法律的主要功能 

� 基本權利的種類 

� 人民基本權利的限制 

� 憲法規定的基本義務 

� 其他法律規定的義務 

� 民法的範圍與原則 

� 民事責任 

� 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民法概念 

� 國中生民事行為能力與民事責任 

� 行政法規與行政責任 

� 刑法的意義 

� 犯罪的成立 

� 刑罰的種類的目的 

� 處理衝突的法律途徑 

� 別輕易放棄個人的法律權益 

八下 法律生活（96） 

第一節 法律的基本概念 

 

第二節 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第三節 民法與行政法規 

 

 

 

 

第四節 認識刑法 

 

第五節 權利救濟 

 

第六節 少年的法律常識 

� 常見的少年犯罪類型 

� 少年犯罪行為的處理 

� 保護少年的相關法律 

九上 經濟生活（97） 

第一節 選擇與消費 

� 善用有限的資源 

� 機會成本 

� 消費者與消費行為 

� 如何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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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者與生產行為 

� 生產要素 

� 生產者的課題 

� 生產者的目的—追求利潤 

� 生產者的投資 

� 市場的意義與分類 

� 市場價各的形成與變動 

� 貨幣使交易更方便 

� 經濟活動的循環 

� 比較利益原則 

� 分工的優點 

� 國際貿易與產業分工 

� 就業與失業 

� 創業與企業倫理 

� 家庭經濟與理財 

� 理財工具與風險 

 

第二節 生產與投資 

 

 

 

第三節 市場與交易 

 

 

第四節 分工與貿易 

 

第五節 就業與理財 

 

 

第六節 政府的經濟功能 

� 政府的經濟角色 

� 政府的收入與支出 

� 對政府的監督 

� 全球化的形成 

� 全球化與現代生活 

� 全球關心的議題 

� 文化的意義與特性 

� 文化的內涵 

� 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 全球化下的文化交流 

� 資訊科技的發展 

� 生物科技的發展 

� 科技管理與立法問題 

� 國際社會的互動 

� 認識國際組織 

� 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 

九下 國際社會與世界公民（96） 

第一節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第二節 文化與生活 

 

 

第三節 科技發展與風險 

 

第四節 國際組織與國際社

會 

 

第五節 成為世界公民 
� 世界公民的角色 

� 世界公民的素養 

� 認識自己 

� 個人需求的滿足 

�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 欣賞生命體驗人生 

� 良好的人際關係 

� 青少年的人際關係 

� 和諧的性別角色 

� 校園的性別互動 
� 家庭的組成 

� 家庭的型態 

� 家庭的功能 

� 家庭的親密關係 

� 家庭的衝突與溝通 

� 現代家庭面臨的問題 

翰林翰林翰林翰林    

七上 個人與社會生活（上）(97) 

第一章 自我的成長 

 

 

第二章 人際的互動 

 

 

 

第三章 家庭生活 

 

 

第四章 家庭協奏曲 

 

第五章 學習新天地 

 

 

 

� 良好的學習態度 

� 有效的學習方法 

� 和諧的校園生活 

� 學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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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區發展 � 社區的意義 

� 社區類型與轉變 

� 社區參與及社區組織 

� 社區發展的展望 

� 適應社會生活 

� 社會互動的方式 

� 社會互動的基本素養 

� 團體的意義 

� 團體的組織 

� 團體的功能 

� 參與團體事務 

� 社會福利的觀念 

� 社會福利政策 

� 共同的社會責任 

� 社會規範的意義 

� 社會規範的種類 

� 社會規範與社會秩序 

� 文化的內涵 

� 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 文化與生活 

七下 個人社會與生活（下）(96) 

第一章 社會生活 

 

第二章 社會團體 

 

 

第三章 社會福利 

 

第四章 社會規範 

 

第五章 社會文化 

 

第六章 社會變遷 � 社會變遷的內涵 

� 社會變遷的衝擊 

� 迎向資訊的社會 

� 國家的組成要素 

� 國家存在的目的 

� 國家的類型 

� 民主政治的特色 
� 民主政治的價值 
� 政府是為人民服務 

� 權力分立的原則 

� 我國總統與中央政府的職權 

� 地方政府的職權 

� 地方自治的內涵 

� 我國地方建設的財源 

� 我國地方自治的展望 

� 政府的經濟角色 

� 政府的支出與收入 

� 監督政府的效能 

� 政黨的意義和功能 

� 政黨政治的型態 

� 民主社會中的利益團體 

八上 民主的政治(97) 

第一章 現代國家與民主政治 

 

 

 

第二章 民主政治 

 

 

 

第三章 地方政府 

 

 

 

第四章 政府的經濟角色 

 

 

第五章 政黨與利益團體 

 

 

第六章 選舉與政治參與 

 

� 政治參與的意義 

� 選舉的功能 

� 選舉的原則與過程 

� 選舉與民主素養 

� 法律的功能 

� 法律的位階 

� 現代公民的法治觀念 

八下 法律與生活(96) 

第一章 法律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 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 憲法規定人民的基本權利 

� 個人自由及權利的限制 

� 憲法規定人民的基本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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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與刑罰 

� 犯罪成立的要件 

� 現代公民對刑法應有的基本認知 

� 民法的範圍與原則 

� 民事責任 

� 民法之行為能力 

� 行政法規與行政責任 

� 衝突的處理 

� 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 

� 訴願及行政訴訟 

� 別讓自己的權利睡著了 

第三章 刑法與生活 

 

 

 

第四章 民法與行政法規 

 

 

 

第五章 權利救濟 

 

 

 

第六章 少年的法律常識 

 

� 常見的少年犯罪行為 

� 與少年有關的法律 

� 資訊生活中的法律常識 

� 選擇的問題 

� 機會成本 

� 消費的目的是滿足需求 

� 消費者權益 

� 生產行為 

� 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 

� 生產者的選擇 

� 投資與企業倫理 

� 價格的形成 

� 經濟活動循環 

� 貨幣促進市場交易便利 

� 人人從事機會成本較低的工作 

� 比較利益原理 

� 國際貿易 

� 就業與失業 

� 家庭經濟與理財 

� 理財工具與風險 

九上 經濟與生活(97) 

第一章 選擇與消費 

 

 

第二章 生產與投資 

 

 

 

第三章 市場與貨幣 

 

 

第四章 分工與貿易 

 

 

第五章 個人與家庭經濟 

 

 

第六章 政府的經濟功能 

 

� 政府的經濟角色 

� 政府的收入 

� 政府的支出 

� 監督政府的收支 

� 多元文化的特色 

� 文化交流的衝擊 

� 多元文化的精神 

� 科技與生活 

� 資訊社會的傳播媒介 

� 新科技、新隱憂 

� 科技發展的展望 

� 全球關連的現象 

� 國際組織與國際合作 

� 世界中的台灣 

九下 全球關連(96) 

第一章 多元文化 

 

 

 

第二章 科技發展 

 

 

第三章 國際社會的互動 

 

第四章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 人類與地球 

� 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 我們可以為地球做什麼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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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3-2 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主要相同概念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主要相同概念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主要相同概念國中社會學習領域公民類科教科書內容主要相同概念 

及公民科基本內容重要概念整理表及公民科基本內容重要概念整理表及公民科基本內容重要概念整理表及公民科基本內容重要概念整理表21 

 教科書主要相同概念 公民科基本內容 

七年級 

1.認識生命 

2.個人成長 

3.家庭生活 

4.學校生活 

5.兩性關係 

6.社區生活 

7.社會參與 

8.社會變遷 

9.社會福利 

1.家庭與社會變遷： 

家庭價值 

2.家庭與法律 

（1）性別平等的夫妻關係 

（2）公權力介入家庭事務 

3.校園生活： 

（1）同儕相處 ＋＋＋＋ 

（2）師生之間 ＊＊＊＊ 

4.社區參與： 

（1）社區的型態與演變 

（2）社區活動與營造 

5.群體屬性的差異與平等： ＋＋＋＋ 

（1）多重的社會身分或群體屬性 ＊＊＊＊ 

（2）平等對待不同的社會屬性 ＋＋＋＋ 

（3）群體間衝突的解決機制 ＋＋＋＋ 

八年級 

1.國家 

2.民主政治 

3.中央政府 

4.地方自治 

5.政黨與利益團體 

6.政治參與 

7.法治社會 

8.基本權利 

9.人民的義務 

10.法律責任 

11.權利救濟 

12.少年的法律常識 

1.國家的組成： 

（1）國家的定義與組成要素 

（2）個人的國家歸屬及其變更 

2.民主與法治： 

（1）政府部門的權力分立制衡 

（2）民主與法治 

3.基本人權與國民義務： 

基本人權與國民義務  

4.法律的內容與執行： 

（1）法院的組成及相關人員 

（2）民事法律生活 

（3）犯罪與懲罰 

（4）憲法或行政法上爭議的解決＊＊＊＊ 

5.政府的經濟功能與角色： 

（1）提供公平、公正與安全的環境

＊＊＊＊ 

（2）政府收入 

（3）維護自由競爭以及社會福利制

度 ＊＊＊＊ 

                                                 
21本研究以九十七年最新公布的基本內容為主，為凸顯新增及新更改項目，在每項後方有＋＋＋＋號者，為此次公佈的

新增基本內容;＊號者，為此次公佈的新修訂能力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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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 

1.消費與儲蓄 

2.生產與投資 

3.市場與貿易 

4.國際貿易 

5.政府職能 

6.經濟制度與經濟生活

循環 

7.科技發展及問題 

8.文化 

9.國際社會 

1.家庭內的經濟事務： 

（1）家庭的經濟生活 

（2）家庭財產的平均分配 

2.社會上經濟事務的分工合作： 

企業經營與責任 

3.衝突與調適的類型： 

（1）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衝突與

調適 

（2）生物科技與生命倫理的衝突與

調適 

（3）資訊公開與隱私權保障的衝突

與調適 

（4）智慧財產權鼓勵創作與智慧成

果由公眾共享的衝突與調適 

4.臺灣的國際地位： 

（1）國際社會的組成 

（2）國際社會上通稱為臺灣 

（3）臺灣非聯合國會員國的現狀 

5.個人的參與國際社會活動： 

（1）個人的國際社會活動 

（2）參與國際社會的基本態度 

6.國際社會裡國與國的關係： 

（1）軍備競賽及國際合作與武器管

制 

（2）跨國的互動與合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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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在整合各版本公民科教材內容暨教育部公布之公民科基本內容後，針對其中共同

部分加以分析，認為現階段公民科課程內容可概分為個人與社會、政治、法律、經濟、文化

與國際社會等五大主題，從中提出屬於教師必備的公民專業知能內容如下：  

  1、個人與社會方面：  

（1）自我發展的內涵（馬斯洛的需求層次、佛洛依德的道德發展等）                                   

（2）性別關係的內涵（性別平等等）                                              

（3）家庭組成的內涵（家庭價值、公權力介入家庭等）                                           

（4）校園生活的內涵（同儕相處、師生之間等） 

（5）社區參與的內涵（社區型態、社區營造等）                                             

（6）社會團體的內涵（團體的性質、團體的取向等）                                           

（7）社會變遷的內涵（社會變遷的三層次等）                                             

（8）社會正義（社會福利政策）的內涵 

（9）群體屬性的差異與平等(含群體間衝突的解決機制等)                                   

  

 2、政治方面：   

（1）民主政治的內涵(民主與法治、依法行政（審判、立法）等)                                            

（2）國家組成的內涵(國家的定義、組成要素等)                                           

（3）政府組織與運作的內涵（政府部門的權力分立制衡、均權制度、權能區分等）               

（4）政黨與利益團體的內涵（政黨政治、利益團體等）                                      

（5）選舉與政治參與的內涵（政治參與的形式等）                                  

  

 3、法律方面： 

（1）法律基本概念的內涵（法律的意義、制訂、功能、位階等）                                    

（2）憲法的內涵（人民基本權利、政府組織職權、基本國策等）                                              

（3）民法的內涵（民事法律生活等）                                               

（4）刑法的內涵（犯罪與懲罰等）                                                 

（5）行政法規的內涵（行政法規的意涵與處罰）                                            

（6）權利救濟與訴訟法的內涵（權利救濟途徑與民事、刑事、行政訴訟）                                  

（7）少年相關法規的內涵（勞動基準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 

（8）海洋法規的內涵（海洋主權、海洋污染防制法、國際海洋公約等） 

4、經濟方面： 

（1）選擇行為的內涵（選擇的目的、機會成本等）                                 

（2）生產與消費行為（生產要素、供需法則等）的內涵            

（3）主要經濟制度的內涵（市場經濟、統制經濟、經濟循環圖、貨幣政策等）     

（4）比較利益法則與國際貿易的內涵（比較利益法則、國際分工合作等）                               

（5）政府經濟角色的內涵（提供公共財、維護自由競爭與社會福利等） 

（6）家庭經濟與企業責任（家庭的經濟生活、企業經營責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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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文化與國際社會部分： 

（1）多元文化的內涵（多元文化的瞭解、尊重與包容多元文化等） 

 （2）全球化的意義與影響（全球化的趨勢、國際社會裡國與國的關係等）                                       

 （3）國際組織與國際社會的介紹（國際社會的組成與活動、參與國際社會等）                                  

 （4）科技與環境議題的內涵 （資訊公開與隱私權、經濟與生態、智慧財產權等） 

 （5）臺灣的國際地位（臺灣非聯合國會員的現況、臺灣關係法等） 

                                      

    綜上整理，研究者依此作為「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

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的依變項：「公民專業知識」之基礎。 

參參參參、、、、公民教學知能公民教學知能公民教學知能公民教學知能 

在「我國中小學公民教育內涵之實施成效之研究」中，經由研究其結果顯示：

學生公民認知、公民價值與品德、生活規範的實踐，並無顯著相關，單憑公民認

知教學，不一定導致良好的公民行為，因此建議改進公民教育的教學方法，增加

討論時間，協助學生瞭解社會事實，增進其成熟的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林清江等，1980：255）而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教育，絕不是意識型態的灌輸，

而是要去變化學生的氣質（黃藿，1999：187），因此，在公民教學的教學方法上

其實有許多方式，為能生動地實施公民教育，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增進其成熟的

批判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學者認為公民科的有效教學方法包括：直接教授

法、價值澄清法、道德討論法、批判思考法、合作學習法、議題中心教學法、角

色扮演法（沈六，1986：228-229;沈六，1989：572-612;廖添富 1992：103;廖添

富、劉美惠、董秀蘭，1999：55）。以下即介紹各式教學法及其適合公民教學的

原因： 

 一一一一、、、、直接教直接教直接教直接教學學學學法法法法 

    直接教學可以幫助傳導公民的基本概念，原則與邏輯推理技巧。它是一個有

系統的方法，能一步步地呈現新資訊，暫停以觀察學生是否瞭解，並可以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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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法院案例等吸引學生興趣的方式講述，因此直接教學法乃教師清楚解說，

舉證實例，並有充足的機會讓學生演練，對公民知識的傳授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教

學方法，只要避免「老師說，學生聽」，這樣的狀況，直接教學亦不失為有效的

教學方式（劉子瑜，2006：36）。 

  二二二二、、、、價值澄清法價值澄清法價值澄清法價值澄清法 

    價值澄清法的提倡者路易士.瑞斯（Louis Raths）等人認為價值澄清法強調教

導學生一系列的「形成價值過程」（Process of valuing），而不是教導學生一套現

成的價值觀（values）。沈六（1989：572）認為，價值澄清法就是以事先設計的

活動來教導學生一些審慎思考的技巧，並藉著學習的歷程，引導學生從自由選

擇、獨立做決定中，對自己的信念、情感、行為作自我分析、自我反省而導引出

終極的行動。九年一貫實施後，以能力本位教育為主的社會學習領域教學，必須

隨時反映現實社會的各種問題，協助學生察覺自己和他人的價值，經由價值澄清

的歷程，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與信念，也有助於社會問題解決的能力（歐用生，

1989：194-198;鄧毓浩，1999：8）。價值澄清法的優點在於可以增加學生的批判

思考並減少學生的冷漠及糾紛（Kubow，1997:26）。其實施方法如下表 2-3-4： 

表表表表 2-3-3  價值澄清法的實施價值澄清法的實施價值澄清法的實施價值澄清法的實施 

階段 規          準 

1. 自由的選擇  

2. 從不同的選項中做選擇  一、選擇 

3. 經過考慮後選擇  

4. 重視和珍惜自己的選擇  
二、珍視 

5. 願意公開表示自己的選擇  

6. 根據所做的選擇，採取行動  
三、行動 

7. 重複施行 ，進而成為一種生活形態 

資料來源：（郭生玉，198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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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村（2002：58）認為，民主法治教育課程設計及實施途徑在教師教學方

面，應善用價值澄清法，提供思考空間，善用價值教學模式，培養學生批判思考、

容忍差異、理性溝通及自治自省等能力。 

綜上所述，公民教學實施價值澄清法，可以使學生隨時注意生活上的相關問

題，並激發他們去關心生活中議題，透過選擇、珍視和行動，學生會在行為上有

所改變，表現出比較有目的、積極和熱心的現代公民行為，故價值澄清法非常適

合公民科之教學活動運用。 

三三三三、、、、道德討論法道德討論法道德討論法道德討論法 

  所謂「道德討論教學」，就是以討論式教學法來進行道德題材的教學。為

使討論生動有趣，通常以「兩難困境故事」（moral dilema）來呈現。故事中的主

角無論採取何種行動，都會面臨進退維谷的道德衝突情境。兩難故事討論教學法

自引進台灣二十餘年來，已在中小學普遍實施。其與傳統說教室的道德教學最大

的不同，在於著重道德的推理能力（moral reasoning）的培養，而非道德內容的

傳輸。同時，教師在討論過程中採取道德中立的角色，不介入或干預學生的道德

推理。這種教學法可以應用餘各種科目的教學，舉凡與道德相關的題材，不論它

是當前的社會議題，或是歷史的材料，皆可適用（張秀雄，2001：17）。 

道德討論教學的理論根據是郭爾堡（Laworence Kohlberg）的「道德認知發

展理論」（歐陽教，1987：70-72），其基本假定為「學校道德教育的任務在促使

兒童道德認知階段的發展，而非教授固定的價值內容。」是故， 道德討論教學

的目的是促使學生展在故事者角的立場，為自己所可能採取的想法或行動，提出

最恰當的說明。教師的任務在於適時的激發學生參與討論的動機、引導的方法以

及掌握討論的氣氛。（單文經，1988：189，194-197）兩難故事討論教學法之步

驟與進行時之注意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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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學步驟： 

1、呈現故事（約五分鐘）; 

2、分組（約五至八分鐘）; 

3、分組討論（約十五至二十分鐘）; 

4、全班討論（約十五至二十分鐘）; 

5、結束討論（約五分鐘）。 

（二）教學進行中應注意事項有： 

1、分發價值單時，不進行討論; 

2、允許學習者有足夠的時間，並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來反省或反應; 

3、選擇問題中的價值形成過程步驟，可能的話從第一步驟開始，不要用同

時包括所有步驟的問題; 

4、問題，是價值單基礎; 

5、避免用「是否」，「或許」，「為什麼」的問法; 

6、每份價值單應包括一種要採行的選擇，要考慮的對策，並指出其結果; 

7、題目不要過多（約二至四道)。 

    雖然價值澄清法有其優點，但價值澄清法並未為學生提供一正確答案，主

要在幫助學生尋找自己的答案及價值，因此極易造成價值上的混淆。（鄭淑文，

2002：41-42）但經由價值澄清法學習，學生可以澄清自己的價值觀，確立自己

的形象，並學到價值成型的歷程，進而能在這充滿價值衝突的社會中把握自我，

充分揮灑自己，也是為公民教育的有效教學方法之一。 

四四四四、、、、批判思考教學法批判思考教學法批判思考教學法批判思考教學法 

所謂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係指「著重在決定何者應當相信或應當去

做的反省性、合理性思考」（Ennis，1985：44）。亦即由教師引導學生在學習過

程中，作反省性與合理性的思考；主要目的在培養學生發展批判思考的意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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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批判思考的態度與精神，養成質疑和評估的學習態度。 

批判思考的過程與內涵如下圖 2-3-1： 

有關信念與行動的決定 

         

澄清             演繹、歸納、價值澄清          批判思考的意向 

 

 
 

推論  ：基礎 1.從他人或觀察而得到的訊息; 
2.先前所下的可接受的結論; 

                                                 3.從經驗、環境與學歷中所得到的

背景知識。 
                             

 

 問題解決 
              
 
 
                     與外在世界其他人互動 

圖圖圖圖 2-3-1  批判思考的過程與內涵批判思考的過程與內涵批判思考的過程與內涵批判思考的過程與內涵 

資料來源：Norris&Ennis（（（（1989）））） 

處在今日多元開放的社會中多元開放的社會中，資訊發展相當快速，教育上

應多指導學生如何運用資訊去推理、思考與判斷，因此批判思考在公民科教學中

更顯現其重要性。 

五五五五、、、、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合作學習法 

合作學習法起源於美國的六０年代，當時因社會上認為傳統教育反應著社會

上、經濟上與文化上的不平等，因此發展出反隔離運動，而該運動在教育上的反

應就是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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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發展至今，其在教育上的優點已被證實，然而合作學習在公民教育

的養成上的特殊意義為何？學者有以下說明（張秀雄、吳美嬌、劉秀嫚，1999b：

25）： 

（一）合作學習有助於提昇公民科的學習成就; 

（二）合作學習能增進同儕關係，可以提昇公民德行，如寬容、謙恭及信賴。 

（三）合作學習可以培養學生社會技巧，能增進公民參與能力，如發展領導

力、解決衝突及增進互動。 

（四）合作學習能促進學生的公民發展態度，並且有助於將民主態度轉移至

其他情境。 

自 1970 年代以來，國外有關合作學習策略（cooperative learning methods）

發展至今不下八十種（簡妙娟，2000）， 各有其適用範圍及特點。在所有合作學

習實驗中，最為被採用的方法是學生小組學習法（STL）。該種教學法是美國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發展出的一項合作學習方法，

強調讓學生一起學習並負起彼此與自己學習的責任。STL法包括以下五種，包括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AD）、「小組遊戲競賽法」（TGT）、「小組輔助個別

化學習」（TAI）、「合作整合閱讀與寫作」（CIRC）與「拼圖法第二代」（Jigsaw Ⅱ），

都包含了三個主要概念：小組獎勵（team reward）、個人績效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及成功的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ies for uccess）。所謂的小組

獎勵是只要小組的學習表現達到預設的標準，小組即可獲得獎勵。個人績效責任

強調小組的成功有賴於每一位成員的努力。（李榮通，2006） 

（一）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 Achievement Division， STAD） ： 

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是由 Slavin所發展出來的，它是最容易實施的一種方

法，因為它所使用的內容、標準及評鑑皆與傳統方法的設計沒有太大的差異。

STAD的教學流程如下：（Slavin，1995）  

1、全班授課（class presentations）。 

2、分組（team）：教師必須依學生的能力水準、性別或其他社會背景、心

理特質，將學生分成若干四至五人的異質性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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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考（quizzes）：學生藉由個別小考來評鑑其學習成果。 

4、個人進步分數（individual improvement scores）：評分方式是以學生過

去小考的成績記錄作為基本分數，再由他們每次小考超過其基本分數

的程度換算成進步分數，每個人能為小組爭取多少進步分數，視進步

分數而定，小組分數即是每位成員進步分數的平均數。  

5、小組表揚（team recognition）。 

（二）小組遊戲競賽法（Teams Games Tournaments，簡稱 TGT）  

由 Devries與 Slavin發展出來的小組遊戲競賽法，與 STAD的不同在於以學

業遊戲競賽（academic game tourament）代替個別小考，以能力系統代替進步分

數，其餘過程與 STAD 大致相同。 

 (三)拼圖法第二代（JigsawⅡ）  

拼圖法第二代（JigsawⅡ）由 Slavin所改良，適用於社會、文學或較具概念

性的學科領域。拼圖法第二代（JigsawⅡ）把學生分派到異質小組中，並分配每

人一小單元或一章節進行研究，而後再提供一「專家單」，不同小組中研究相同

主題者，再組成一個專家小組討論共同的主題。經討論後，每個「專家」回到原

小組介紹自己研究所得。最後小考，內容涵蓋各個主題，故每個專家都有責任指

導小組成員精熟學習內容，依據小考得分再會整成小組得分。 

（四）共同學習法（LT） 

是 Johnson & Johnson所發展出來的合作學習方法，是最簡單的合作學習法，

應用上相當普遍。此方法是使學生在四至五人的異質性小組中，根據教師分派的

工作單一起學習，而後每小組繳交一份代表成員努力成果的工作單，以此為小組

獎勵的依據。其實師特別強調共同學習前的小組建立（team-building）及小組運

作中的團體歷程。到了 1984年他們修改上述方法，並將之稱為學習圈（Circle of 

Learning），倡導建立二至六人的異質小組，小組成員彼此分享資源和互相幫助，

考試成績採個別計算，當小組整體表現或是成員個別表現達到預設標準，即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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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勵，但小組和小組之間的關係可以是競爭，也可以是合作，其形式由教師決

定。Johnson兄弟提出了十八項教學步驟， 但在實際運用時，教師可依其所面對

的教學情境與需要，調整或選擇合宜的步驟或是策略（Johnson＆ Johnson, 1994）。 

（五）團體探索法（GI）  

團體探究法是由Sharan 等人依據Dewey「以學生為中心」之教育理念於 1976 

年發展而成的，目的在提供學生一個多樣而廣泛的學習經驗。 GI 是一種高結構

的教學法，教學前的準備工作非常重要，教師要從教材中挑選適合探究的主題，

準備團體探究的作業，向學生引介探究計劃，以及引導學生的探究過程，協助維

持合作的行為規範。（Slavin, 1995；黃政傑、林珮璇，1996；張新仁，2003） 

採用合作教學的重點首先應考慮組別的分配。要將學生分成同質性或異質性

的團體，是教師最先面臨到的問題。其次是確保每個學生在其組別中都有工作可

做，而不會有程度較好的學生做較多，程度較低的學生不用做事的情況發生；以

致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再者是課堂上秩序的管理。因為合作教學中，學生難免

需要在組別中討論，或是到各個組別中學習，所以秩序的管理會影響著學習成效

的高低。而在討論的過程中，教師應該巡視於各個組別，以提供學生幫助和指導，

並確保每位學生專注在學習活動上。只要將合作學習可能面臨到的問題事先考慮

且加以規劃，實施合作教學是可以達到不錯的教學成效，在多元的公民社會裡，

合作學習讓學生可以更加學習到與不同背景的孩子合作的健康態度，這也正是公

民教育培育健全國民重要理念的實踐。 

六六六六、、、、議題中心教學法議題中心教學法議題中心教學法議題中心教學法: 

議題中心教學法是指以爭論性議題為課程核心，教師宜站在批判思考者的角

色，配合與教科書有關的議題或時事，透過討論、辯論、價值澄清法、問題解決

法、反省思考法等多種教學方式刺激學生思考，由學生自己解決問題。部分研究

也發現爭論性議題教學有助於公民參與態度與公民資質的養成，不但兼顧認知、

情意、技能目標，同時有廣度與深度面向教學的效果。（鄧毓浩，2002：29;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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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董秀蘭、鄧毓浩：2003） 

議題中心教學法住要教學模式如下： 

（一）面對爭議議題（強調舊經驗與新知識聯結）： 

以學生的認知為基礎界定問題，協助學生了解問題的背景，並確認要

討論的議題是否有次要議題。 

（二）經歷衝突情境： 

引導學生經歷議題衝突的情境，將各種不同的觀點一一呈現，幫助學

生了解議題的爭論點，並培養角色取代的能力。 

（三）蒐集相關資料（牽涉議題的事實、定義與道德等層面的思考）： 

蒐集與議題相關的資訊，重新思考及界定議題，並考慮因果關係。 

（四）重建個人觀點： 

重新呈現個人觀點，說明理由，並提出解決方案的實施程序。 

另外，劉美慧（1997：183-184）認為議題中心教學法有以下的特質： 

（一）經歷衝突情境： 

      以爭論性議題為課程核心，使學生經歷衝突情境而產生認知失衡。 

（二）著重深度學習： 

      強調慎選議題，並對每一議題作深入的探討，期使學生的學習能超越

表面的認知層次。 

（三）訓練高層次思考： 

      強調運用連慣性、系統係的新至思考歷程來解決問題，學生必須主動

蒐集並運用知識與經驗，以作為判斷的依據。 

（四）運用科際整合： 

      議題通常是複雜且牽涉不同的範圍，因此議題中心教學法強調不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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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運用不同領域的知識來探討議題，從而主張以科際整合的模式提

供學生對議題全面性的瞭解。 

（五）營造開放的教師環境： 

      議題中心教學法強調開放且具支持性的教室環境，教師必須鼓勵學生

發表己見並尊重學生的看法，同時學生也必須有容忍異己的雅量。 

（六）改變教師的傳統角色 

      教師在議題中心教學法中，由「知識提供者」，轉變到扮演刺激學生

批判思考的角色。 

綜上所述，議題中心教學的目標在於希望學生透過對生活中重大議題的討

論、解決問題、研究調查、反省思考等學習過程，能夠具備理性分析、綜合、採

取行動的能力，成為具反思能力的公民，這也是公民教育的教學目的之一。 

    七七七七、、、、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法法法法 

    角色扮演法是透過故事和問題情境讓學生在設身處地的情況下，嘗試扮演各

式中的人物，在經由團體的共同討論，以增進學生對問題的認識，讓學生能夠在

假想的情境中瞭解到真實的情況，培養出同理心。由於角色扮演法的靈活性甚

大，因此可適用於各種不同領域的教學活動，透過教師的適當引導，學生更能把

握真實體驗。其教學步驟大致如下：（林寶山，1993;趙太和，1994：30） 

    （一）暖身：教師運用圖片、說故事引導學生進入情境; 

（二）發現問題，引起動機; 

    （三）徵求或選定角色：以七至十人為宜，教師協助學生融入自己的角色; 

    （四）指導角色，預備演出：學生必須對整個過程有充分的瞭解; 

    （五）演出：以五至十分鐘為宜，若同學發現對事件或角色不夠瞭解可要求

再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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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經驗分享和討論。 

角色扮演可以增進學勝任是自己和他人情感，以助余學生的價值、態度及問

題解決的技巧，且過程趣味化，學生可直接參與，是公民科教學中相當受到學生

喜愛的一種教學方式。 

    綜上所述，公民教育的實施有兩大重要面向，其一是公民師資，另一為公民

教學方法。良好的教學法是落實公民教育的重要關鍵，而今日公民教師所面臨的

挑戰就在於創作、設計與選擇公民教育課程與教學方法（沈六、呂啟民、周亞貞，

1999：43），當教師改變其教學方法，想必可以更加引起學生的興趣，公民教育

的成效才會更為卓著，因此，以上七種適合公民教學的方法，應為每位任教公民

科的教師所能運用及採行，以達成教學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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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教科書開放政策與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之相關研究成果，並

依此作為本研究調查問卷之基礎。以下分為我國近年相關論文研究之趨勢、影響

教師專業知能背景因素兩大部分討論之。 

壹壹壹壹、、、、我國近年相關論文研究我國近年相關論文研究我國近年相關論文研究我國近年相關論文研究 

     研究者利用全國博碩士論文檢索系統，查詢從四一０教改推動至今（民國84 

年至民國96年）間，國內和教科書議題相關之研究論文共有445篇，從論文出版

的年代與篇數的統計來看，國內對於教科書的相關研究，從民國九十一年度國中

小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後，論文的發表篇數開始有倍數成長的趨勢，顯示社會大眾

關心教科書開放後的編、審、選、評鑑等相關問題，已得到學術界、教育界、政

府相關部門的重視，其統計趨勢可見下圖2-4-1。 

0

20

40

60

80

100

教科書相關論文篇數

教科書相關論文篇數 4 9 9 5 27 19 21 57 62 69 91 70

年

度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圖圖圖圖2222----4444----1111        我國近年教科書相關論文研究統計趨勢圖我國近年教科書相關論文研究統計趨勢圖我國近年教科書相關論文研究統計趨勢圖我國近年教科書相關論文研究統計趨勢圖    

資料來源：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errtations System）。

（2007.10.31，研究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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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探討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相關之研究僅有兩篇，分別為黃心韻（1997）

與鄭淑文（2002），茲整理如下表2-4-1，並加以分析。 

表表表表2222----4444----1111        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相關研究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相關研究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相關研究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相關研究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鄭淑文（2002） 黃心韻（1997） 

論文名稱論文名稱論文名稱論文名稱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門知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門知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門知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門知

能需求之研究能需求之研究能需求之研究能需求之研究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力之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力之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力之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力之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1. 探討公民科教師專門知能的

內涵。 

2. 探討不同背景的公民科教師

之專門知能 

   需求。 

3. 提供培養公民科教師素質及

辦理在職教 

   育之參考。 

1. 確立國中公民科教師應具備之專業

能力。 

2. 了解不同背景因素對國中公民科專

業能力程度差異情況的看法。 

3. 提供培養公民科教師素質及辦理在

職教育之參考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 採理論分析法與調查研究

法，首先探究公民教育、教師

專業成長、教師專門知能的相

關理論，發展出「國中公民與

道德科教師專門知能需求」之

調查問卷。 

2. 繼之再以任教於台灣地區公

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

部）為研究對象，共抽取 400

位教師，有效樣本數為 354

份，調查所得資料，分別以平

均數、百分比、卡方、t 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行各項

檢定。 

1. 以文獻分析法及訪談專家學者建立

研究架構及專業教師能力項目。 

2. 以自編之「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

專業能力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

問卷調查表經 30 位學者專家逐項

審核並刪除不適用之能力項目，同

時修飾問卷內容。研究對象包括 86

位 大 學 教 師 ， 有 效 回 收 率 達

64.44%；100 們國中校長，有效回

收率達 68%；以及 301 位現任國中

公民與道德科教師，有效回收率達

95.68%。調查資料經由描述性統

計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及

Spearman 等級相關等統計方法分

析處理。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    

1. 性別 

2. 大學畢業科系 

3. 最高學歷 

4. 服務年資 

5. 任教情形 

6. 學校所在地 

<<<<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    

1.專門知能需求 

<<<<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目前職稱 

4. 服務年資 

5. 學校地區 

6. 教育程度 

<<<<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    教師專業能力項目及重要程教師專業能力項目及重要程教師專業能力項目及重要程教師專業能力項目及重要程

度度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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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民教育理念 

   A.公民教育的意義及目的 

   B.公民教育的實施方法及途徑 

   C.公民教育的內涵 

   D.公民教育的重要思潮 

   E.公民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關係 

   F.公民科的課程目標及性質 

 (2)學科專門知識 

   A.公民教育領域 

   B.公民教材 

 (3)學科教育知能（教學法） 

2.進修需求 

 (1)進修方式 

 (2)進修時間 

 (3)進修機構 

 (4)九年一貫課程進修內容 

1.一般能力    

 (1)行政與人際溝通 

 (2)電腦應用 

 (3)專業精神與態度 

2.教育專業能力 

 (1)教學計畫與準備 

 (2)教學實施 

 (3)輔導學生 

 (4)教學評鑑 

3.學科專門能力 

 (1)學校與社會生活 

 (2)法律與政治生活 

 (3)經濟生活 

 (4)文化生活 

 (5)道德意識及判斷能力 

 (6)公民活動與生活規範 

 (7)相關學科專門知識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1、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在「專

門知能」需求及「進修需求」

的需求程度，是屬於中等需

求，介於「有點需要」到「很

需要」之間。 

2、教師在「專門知能」需求及「進

修需求」，不因性別不同而有顯

著差異。 

3、教師在「專門知能」需求及「進

修需求」，不因大學畢業科系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 

4、教師在「專門知能」需求及「進

修需求」，因最高學歷不同而達

極顯著差異。 

5、教師在「專門知能」需求及「進

修需求」，因服務年資不同而達

顯著差異。 

6、教師在「專門知能需求」及「進

修需求」，因任教情形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1、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應具備之專

業能力，其架構涵蓋「一般能力」、

「教育專業能力」、「學科專門能力」

等三大領域，十四項能力類別，其

內涵則包含七十一項能力項目。 

2、全體接受調查的填答者對國中公民

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力程度的看法

均達「重要」程度以上，其中「公

民活動與生活規範」、「專業精神與

態度」、「教學實施」依序被認為最

重要之三大能力類別。 

3、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力程

度的看法因填答者背景因素不同而

有差異。 

(1)職稱方面：國中校長與大學教師對

「行政與人際溝通」、「教學計畫與

準備」二項能力類別重要程度的看

法達到顯著差異；現任公民與道德

科教師對「相關學科專門知識」能

力類別重要程度的看法顯著高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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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1、對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1）全方位規劃公民師資的培育  

課程，並增加對法律及經濟

課程的研修。 

（2）因應九年一貫課程，調整職

前教育中的課程結構。 

2、對教育行政機構的建議： 

（1）加強辦理公民教學的在職進

修。 

（2）多舉辦與公民教學直接相關

的研習活動，並審慎規劃學

位進修的方向。 

（3）增加公民教師寒暑假的進修

機會。 

（4）加強舉辦與九年一貫課程相

關的研習。 

3、對公民與道德科教師的建議： 

（1）主動充實專門知能。 

（2）運用多元的教學方法。 

4、對國中學校的建議： 

（1）重視公民科教學的專業化。 

（2）提昇校內研習的品質。 

5、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可兼採量化與質化並重的研

究法。 

（2）可考慮將研究主題延伸至九

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域。 

學教師。 

(2)性別方面：男性填答者對「教學計

畫與準備」與「輔導學生」能力類

別重要程度的看法顯著高於女性填

答者。 

(3)年齡方面：三十歲以下年齡組之填

答者對「法律與政治生活」、「經濟

生活」等二類能力類別重要程度的

看法高於三十歲以上年齡組之填答

者。 

(4)學校地區方面：院轄市之學校地區

填答者對「教學計畫與準備」能力

類別重要程度的看法顯著高於縣轄

市／鄉／鎮之學校地區填答者。 

(5)服務年資方面：無任何能力類別在

各組間達到顯著差異。 

(6)教育程度方面：研究所四十學分教

育程度之填答者對「行政與人際溝

通」、「電腦應用」、「教學計畫與準

備」、「教學評鑑」、及「相關學科專

門知識」之能力類別重要程度的看

法分別顯著高於學士及碩士以上教

育程度的填答者。 

4、不同職稱的填答者對各項專業能力

的看法一致。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1、以本研究結果所得之專業能力項 

目，作為教師本身自我評鑑的參考。 

2、將公民與道德知識寓教學於生活中。 

3、以本研究結果所得之專業能力項 

目，作為教師甄選辦法的準則。 

4、以本研究結果所得之專業能力項目 

辦理教師在職進修，以作為設計課 

程的依據。 

5、依據公民與道德科教師所應具備之 

專業能力，規劃調整合適的課程與 

教材。 

6、加強道德判斷及道德實踐能力，鄙 

棄意識型態灌輸式的教育。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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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比較，可以發現，兩篇論文中，黃心韻（1997）的研究屬於「縱向

的」的分析，她由上而下綜合了師資培育機構的學者專家、代表學校領導者的校

長以及第一線教授公民科教師之意見，確立了身為公民科教師應具備的專業能力

要項，為本研究確立基礎;而鄭淑文（2001）的研究則屬於「橫向的」歸納，她

透過全國性的抽樣調查，蒐集了全國公民科教師的意見，再一次對公民科教師專

門知能需求提出新的看法。此兩篇論文的研究結果接對本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

它們給予本研究一個既有的立基，唯此兩篇論文皆發表於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

前，因此，除了研究變項間的關係、研究結果的詮釋可以提供本研究參考外，對

兩篇論文肇因於時間因素未能加以探討的部分也就成了本研究的最大的存在目

的與可提供的貢獻，如：教科書開放政策後對公民科教學所帶來的影響，其次在

新教材的課程內容部分有較大的差別，這對於公民科教師的專業知能是否會有不

同的影響？另外，九年一貫課程凸顯的的教師專業自主、教師賦權增能部分是否

亦影響了公民科教師的不同專業知能需求？皆是本研究欲加以探究的部分。 

但是，兩篇論文作為研究立基畢竟還是略顯不足，因此將透過下一小節的探

討，找出影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的可能因素，以作為本研究的研究變項。 

貳貳貳貳、、、、影響教師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專業知能影響教師專業知能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因素之探討因素之探討因素之探討因素之探討 

本小節旨在探討影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之重要背景因素，但因本研究可參

考的資料有限，故研究者蒐集並參考其他類似研究，其提供本研究探索之方向。

以下將類似研究之影響因素，整理如下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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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222----4444----2222        相關研究影響相關研究影響相關研究影響相關研究影響因素摘要表因素摘要表因素摘要表因素摘要表    

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 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影響因素 

1997 黃心韻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

教師專業能力之研

究 

1、性別 

2、年齡 

3、目前職稱 

4、學校地區 

5、教育程度 

2000 蕭碧惠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

教師基本經濟認知

之研究 

1、性別  

2、學校所在地  

3、教育程度  

4、年齡  

5、擔任公民科教師年數   

6、教學專長領域 

7、修習經濟課程的數量  

8、在職經濟進修經驗 

9、距上次經濟訓練時間 

10、對經濟學的興趣 

2001 林麗婷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

教師經濟教育專業

能力之研究 

1、性別 

2、年齡 

3、畢業科系 

4、教學專長領域 

5、曾在大學修習有關經濟

學課程的數量 

6、曾參加過有關經濟學課

程的在職進修次數 

7、對經濟學的興趣 

8、是否修過「如何教濟濟

學的課程」 

2002 鄭淑文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

教師專門知能需求

之研究 

1、性別 

2、大學畢業科系 

3、最高學歷  

4、服務年資 

5、任教情形 

6、學校所在地 

2002 張文嘉 高中音樂教師專業

知能需求研究 

1、任教地區 

2、性別 

3、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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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學歷 

5、教學年資 

6、擔任職務 

7、學校規模 

8、主修樂器 

9、指導團體 

2007 尤勉文 台北地區國中社會

學習領域教師法律

教育專業能力覺知

之研究 

1、畢業科系  

2、教授社會學習領域（公

民）的年資  

3、教學專長領域  

4、曾在大學修習法律課程

的數量  

5、曾參加過有關法律課程

的在職進修活動次數   

6、對法律的興趣 

7、曾修過的法律課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行整理。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的影響因素，先去除不適用於本研究的因素（如：主修樂

器、指導團體等），再將與本研究目的無關或研究結果對實務無法做出有貢獻建

議之因素（如：服務學校曾參與九年一貫課程試辦、曾在大學修習法律或經濟課程

的數量、曾修過的法律課程、對經濟或法律的興趣、上次經濟訓練時間、性別、年齡

等22）刪去，另外把放入基本資料分析結果會得到常數而非變數的影響因素（如：

是否修過如何教經濟的課程等）刪除，最後除去會與本研究的其他因素互相干

擾，容易造成研究結果難以解釋的因素（如：任教地區23等），研究者從中建構

出可能影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的因素有：「最高學歷、畢業科系、服務年

資、教授公民課程的年資、教學專長領域、參與有關公民科課程相關的在職進修

活動次數、學校規模」七項。 

                                                 
22 上述的參考研究中，有多數研究結果皆顯示：『性別』與『年齡』在教師專業能力影響因素上

皆無顯著差異，故在本研究中不予列入考量因素。（見蕭碧惠，2000：128 ; 林麗婷，2001：135 ;
張文嘉，2002：148） 

23 上述的參考研究中，有多數研究結果皆顯示：『學校地區』在教師專業能力影響因素上皆無顯

著差異，故在本研究中不予列入考量因素。（見林麗婷，2001：135 ;張文嘉，20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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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針對上述建構出來可能影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的因素作進一步

的分析： 

  一、教育程度 

    蕭碧惠（2000：128）以多元迴歸分析後的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度顯著影響

教師經濟認知。林麗婷（2001：135）之研究結果亦表示在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對

於實施經濟教育各項現況中，研究所與大學畢業的教師肯定大學所修習的經濟課

程對於經濟教學的幫助。鄭淑文（2002：87，122）提出教師在專業知能需求及

進修需求部分會因最高學歷不同而達極顯著差異，可見教育程度（最高學歷）對

於教師專業能力的展現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故本研究將最高學歷列為影響公民科

教師專業知能的自變項之一，進行研究。 

二、畢業科系 

林麗婷（2001：135）研究結果指出師大公訓系畢業的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對

於整體經濟教育專業能力自我評量具有較肯定的看法。而且，在經濟教育專業能

力自我評量的項目中，師大公訓系畢業的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對於教材的熟悉度以

及教案、教材、教學計畫的編寫能力，顯著高於其他科系之教師。尤勉文（2007：

98）提出教師在法律教育專業能力的自我評量以及實施法律教育的現況會因畢業

科系不同而達顯著差異。但在鄭淑文（2002：84，115）的研究中卻顯示教師在

專業知能需求及進修需求部分不會因為畢業科系不同而達顯著差異，畢業科系對

教師專業知能的影響並無共同之結果，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性。故本研究將畢業

科系列為影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的自變項之一，進行研究。 

三、服務年資 

鄭淑文（2002：92，130）的研究中顯示教師在專業知能需求及進修需求部

分會因為服務年資不同而達顯著差異，其他五人的研究雖無強調此變項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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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研究者基於文獻探討中發現歷年來公民教科書內容有過多次變動
24
以及九年一

貫教科書開放政策的背景因素下，欲就不同服務年資在面臨教科書版本變動時可

能有的態度及影響加以探討，因此，本研究計算出教科書版本變動年代與服務年

資之關係依次條列出子項，並將服務年資與下一項教授公民課程年資分別列為影

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的自變項之一，進行研究。 

四、教授公民課程的年資 

    公民課程在國中教育的實施上一直有著配課的問題存在，姑且不論其原因，

但是其所造成的影響是每個任教於公民的老師其服務年資不見得等於其教授公

民課程的年資，這是上述六個研究皆沒有碰觸到的問題，因此，本研究茲將服務

年資與教授公民課程年資分別列為影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的自變項之一。 

另外，在蕭碧惠（2000：127）的研究中指出，擔任公民科教師年數﹕任教公

民科5-9年的教師，其經濟認知顯著優於任教0-4年的教師。至於任教10-14年、

15-19年、以及20年以上的教師，其經濟理解程度則與教授0-4年者未有顯著差異;

又根據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著影響教師經濟認知的因素包括了「擔任公民科教

師年數」。尤勉文（2007：98）也提出教師在法律教育專業能力的自我評量以及

實施法律教育的現況會因教授公民課程的年資不同而達顯著差異，可見教授公民

課程的年資對於教師專業能力的展現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故本研究將之列為影響

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的自變項之一，進行研究。 

五、教學專長領域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存在著合科與分科的情況，這也是社會領域與其他領

域最大不同之處，因此，研究者認為教學專長領域實有討論之必要。 

                                                 
24我國自九年義務教育實施後，歷年來公民教科書版本的變動計有六次分別為：民國 57 年版、

民國 61 年版、民國 72 年版、民國 78 年版、民國 83 年版、及施行九年一貫課程的民國 91 年版。

（張秀雄，1996：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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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蕭碧惠（2000：127）的研究中顯示，以公民科為第一專長的教師，其

經濟知識顯著優於以公民科為第二專長，以及專長為其他科目的教師。但以公民

科為第二專長的合格公民科教師，其經濟認知與配課教師並無顯著差異。林麗婷

（2001：136）的研究結果：以公民與道德科為第一專長的公民與道德科教師，

對於整體經濟教育專業能力自我評量，具有較高的肯定。而且，在經濟教育專業

能力自我評量的項目中，以公民與道德科為第一專長的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對於經

濟教育的重要性與教學目標有較高的肯定，對於教材的熟悉度與教案、教材、教

學計畫的編寫能力較佳，而且較能蒐集教學資料與參與研習活動。另外，從實施

經濟教育整體現況的統計結果來看，以公民與道德科為第一專長的合格公民教師

顯然比非公民與道德科專長的教師，在經濟教育的實際教學中較能得心應手，此

差異結果應與公民與道德科教師的教師專業素養有關。而在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對

於實施經濟教育各項現況中，以公民與道德科為第一專長的合格公民教師，較喜

歡教經濟學，較瞭解經濟推理與經濟教學方法，並能自我充實，對於經濟教學活

動實施較能掌握。鄭淑文（2002：100）與尤勉文（2007：101）的研究也展現出

該變項的顯著差異，故本研究將教學專長領域列為影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的自

變項之一，進行研究。 

六、參與有關公民科課程相關的在職進修活動次數 

林麗婷（2001：136）研究顯示：在整體經濟教育專業能力自我評量中，曾

參加過經濟學課程在職進修經驗的公民與道德科教師比未曾參加過的公民與道

德科教師，具有較高的肯定。而且，在經濟教育專業能力自我評量的項目中，曾

參加過經濟學課程在職進修經驗的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對於教材的熟悉度較高，

教學計畫與教材的編寫能力較佳，參加研習活動的意願較高。而參加過1-2次經

濟學課程在職進修的經驗的公民科教師對於實施經濟教育整體的現況明顯優於

未曾參加過的教師。而在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對於實施經濟教育各項現況中，參加

過經濟學課程在職進修的經驗的公民科教師，比較知道經濟的教學法與留意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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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的脈動，並較能擬定教學計畫及主動蒐集教學相關資訊。 

透過以上的研究結果，我們得知參與在職進修的次數的確會影響教師在專業

能力上的表現，但是有一個值得被注意的重點是，張文嘉（2002：165）從研究

中得知，教師尋求「自我學習」的原由乃因其不易受到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最能

符合教師實際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教師認為進修及研習的管道並不暢通，教

師研習機會少，學分進修不易使教師轉而以「自我學習」來提昇專業知能。這也

是本研究調查問卷在第二部分「公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中所欲探知的

重點，研究者欲藉由問卷調查瞭解在宜蘭縣的公民教師是否在進修需求部分亦有

相同問題產生，並試圖尋求解決之道。 

七、學校規模 

    在上述六項研究中，除張文嘉（2002）外，有五項將學校所在地區列為教師

專業知能的影響，但是其研究結果皆顯示，學校所在地（如都市或鄉村）對於教

師專業能力沒有展現出顯著的差異，再加上本研究的研究地區：宜蘭縣，在地理

位置及人文發展上即屬於鄉村地區，實無再加以區分的必要，因此，研究者希望

能從另一個角度：學校規模大小
25
，加以探討此變項是否會對公民科教師的專業

知能需求造成影響，故本研究將學校規模列為影響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的自變項

之一，進行研究。 

 

 

 

                                                 
25

本研究中學校規模之大小乃依教育部統計處（2006）（附錄三）提供之資料，作為分類標準，

將學校區分為6班以下、7-48班、49班以上三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