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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在瞭解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對其專業知能之需求，為達

到本研究的目的，首先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設計研究架構，其次進行問卷設計，以問卷調查

方式對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的專業知能需求作全面地瞭解並加以分析。本章將依研究架

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及普查方法、研究工具、研究實施與資料處理等分作六個節次分別

加以說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壹壹壹壹、、、、個人背景變項部分個人背景變項部分個人背景變項部分個人背景變項部分 

根據研究目的並配合第二章文獻探討之結果，本研究歸納出七項與本研究有關的個人背

景變項分別為：「教育程度」、「畢業科系（最高學歷）」、「服務年資」、「教授公民課

程的年資（累計）」、「教學專長領域」、「一年中，參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在職進修活動

次數（包含校內外）」及「服務學校規模」。 

貳貳貳貳、、、、依變項部分依變項部分依變項部分依變項部分 

    在依變項部分，針對「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將其歸納

為：公民教育理念、公民專門知識與公民教學知能等三大層面，用以瞭解、測量國中公民科

教師專業知能需求之現況；最後再以半結構式問卷方式，調查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對於其

專業知能需求之意見。 

參參參參、、、、問卷編制問卷編制問卷編制問卷編制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於問卷編制上，本研究以黃心韻(1997)編制的「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力調查問

卷」、鄭淑文(2002)編制的「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門知能需求調查問卷」與張文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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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的「高中音樂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為主要參考依據編製成「教科書開放政策下教科書開放政策下教科書開放政策下教科書開放政策下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本研究與前述參考依據最大的差異在於，

究因時空因素，本研究於公民專門知能部份採用最新的公民科基本內容、課程綱要及教材內

容發展而成，相關內容已於第二章說明之。以下茲以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圖3-1-1)說明本研究

之研究變項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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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    

一、教育程度 

二、畢業科系 

三、服務年資 

四、教授公民年資 

五、教學專長領域 

六、ㄧ年內參與進  

   修之次數 

七、學校規模 

  

 

 

 

 

 

圖圖圖圖3333----1111----111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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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教 

育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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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教育的意義與目的                                     

2、公民教育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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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民資質的涵義                         

5、公民教育的思潮   

6、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的基本理念                         

7、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的課程目標                         

8、社會學習領域課程綱要的分段能力指標                    
9、將分段能力指標轉化成課程內容的能力                

10、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科基本內容                           

11、解讀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科基本內容的能力 

二 

、

公 

民 

專 

門 

知 

識 

 

 

1、個人與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 

2、政治、文化與國際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 
3、法律方面的重要議題 

4、經濟方面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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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知知知

能能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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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公 

民 

教 

學 

知 

能 

1、直接教學法                                          

2、價值澄清法 

3、道德討論法 

4、批判思考教學法 

5、合作學習法 

6、議題中心教學法 

7、角色扮演法 

 

需需需需

求求求求    

意意意意

見見見見

調調調調

查查查查 

 

一、不同進修方式之成效 

二、教學現況困難點 

三、教師手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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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ㄧ：「探知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對於國中公民科教材內容之影響」，已於

第二章文獻探討中詳細探究，因此基於研究目的二：「探究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宜蘭縣國中公民

科教師教學之現況」、研究目的三：「探討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

之需求」、研究目的四：「探求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影響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教學之因素」與

相關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下列研究假設： 

 

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國國國國中中中中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教育理念上公民教育理念上公民教育理念上公民教育理念上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    

1-1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育程度不同而在公民教育理念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1-2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畢業科系不同而在公民教育理念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1-3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服務年資不同而在公民教育理念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1-4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授公民課程的年資不同而在公民教育理念自我評量上有顯著

差異。 

1-5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學專長領域不同而在公民教育理念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1-6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一年中參與有公民科課程相關的在職進修活動次數不同而在公

民教育理念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1-7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服務學校規模不同而在公民教育理念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98

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中中中中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專公民專公民專公民專門門門門知知知知識識識識上上上上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    

2-1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育程度不同而在公民專業知識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2-2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畢業科系不同而在公民專業知識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2-3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服務年資不同而在公民專業知識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2-4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授公民課程的年資不同而在公民專業知識自我評量上有顯著

差異。 

2-5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學專長領域不同而在公民專業知識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2-6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一年中參與有公民科課程相關的在職進修活動次數不同而在公

民專業知識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2-7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服務學校規模不同而在公民專業知識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國中中中中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教學知能上公民教學知能上公民教學知能上公民教學知能上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    

3-1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育程度不同而在公民教學知能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3-2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畢業科系不同而在公民教學知能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3-3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服務年資不同而在公民教學知能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3-4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授公民課程的年資不同而在公民教學知能自我評量上有顯著

差異。 

3-5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學專長領域不同而在公民教學知能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3-6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一年中參與有公民科課程相關的在職進修活動次數不同而在公

民教學知能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3-7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服務學校規模不同而在公民教學知能自我評量上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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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假設假設假設四四四四：：：：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國國國國中中中中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公民科教師在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有顯著差異。。。。    

4-1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育程度不同而在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有顯著差異。 

4-2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畢業科系不同而在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有顯著差異。 

4-3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服務年資不同而在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有顯著差異。 

4-4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授公民課程的年資不同而在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有顯著

差異。 

4-5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教學專長領域不同而在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有顯著差異。 

4-6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一年中參與有公民科課程相關的在職進修活動次數不同而在專

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有顯著差異。 

4-7 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因服務學校規模不同而在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上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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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對象對象對象對象及及及及普查方法普查方法普查方法普查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以宜蘭縣為範圍，採普查方式，以宜蘭縣公立國民中

學任教於公民科之教師為研究對象，針對研究的對象及普查方法，茲分別說明如下： 

壹壹壹壹、、、、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國內有關「教師專業知能」之研究中發現，多以「各學科」、「全

國」或「台北、高雄縣市」為研究對象，卻甚少以「單一縣市進行普查」為設定之研究對象;

且因研究者本身為宜蘭縣國民中學公民科教師，對於國中公民科教師之專業教師知能需求較

為關切，但限於個人能力所及，僅選定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學公民科任課教師作為研究的主要

對象。 

貳貳貳貳、、、、普查普查普查普查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經研究者與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國教科聯繫後得知，截至九十六學年度止，宜蘭縣內登記

之公立國中共計24所。由於本研究採普查方式調查，且本研究亦將「現任公民科教師」及「曾

任教公民科之教師」定義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之普查方式係對宜蘭縣24所公立國民中

學之現任、曾任公民科任課教師，進行全面性的問卷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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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樣本分析樣本分析樣本分析樣本分析    

以下僅針對本研究之受試教師，就其個人背景變項部分作一簡單的分析。 

一一一一、、、、教育程度教育程度教育程度教育程度    

表表表表3333----3333----1111        個人背景變項之教育程度分析摘要表個人背景變項之教育程度分析摘要表個人背景變項之教育程度分析摘要表個人背景變項之教育程度分析摘要表    

        

 

    

 

    根據上表，本研究受試教師的教育程度以大學為主佔74.1％，其次為碩士學歷佔16.5％，

四十學分班則為9.4％最少。 

    

    

二二二二、、、、服務年資服務年資服務年資服務年資    

表表表表3333----3333----2222        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之服務年資之服務年資之服務年資之服務年資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    

 

 

 

        

根據上表，本研究受試教師的服務年資以6-13年佔最多數有42.4％，其次為5年以下佔

34.1％，14-18年居第三佔15.3％，19年以上僅有8.1％，此項數據代表宜蘭縣國中公民科任

教教師的普遍年齡都較為年輕，且同時教過新舊各版本教材的人數也不多。 

 

教育程度 人數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大學 63 74.1 74.1 
四十學分班 8 9.4 83.5 
碩士 14 16.5 100.0 
總和 85 100.0  

服務年資 人數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5年以下 29 34.1 34.1 
6-13年 36 42.4 76.5 
14-18年 13 15.3 91.8 
19-24年 2 2.4 94.1 
25-35年 5 5.9 100.0 
總和 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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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畢業科系畢業科系畢業科系畢業科系    

表表表表3333----3333----3333        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之畢業科系之畢業科系之畢業科系之畢業科系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    

 

 

 

 

 

 

 

根據上表，本研究受試教師的畢業科系以公民相關領域之外佔最多數有64.7％，其次為

公民相關科系佔24.7％，師大公領系畢業的最少僅有10.6％，此項數據代表宜蘭縣國中公民

科任教教師的本身的「專門知識」可能不足，各校仍普遍存在配課的情況。    

    

    

四四四四、、、、教授公民年資教授公民年資教授公民年資教授公民年資    

表表表表3333----3333----4444        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之教授公民年資之教授公民年資之教授公民年資之教授公民年資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    

 

 

 

 

根據上表，本研究受試教師的教授公民年資以5年以下佔最多數有63.5％，其次為6-10

年的27.1％，11年以上僅有9.4％，此項數據代表宜蘭縣國中公民科任教教師在教授公民課程

的教學經驗較為生澀，可能有短時間配課的情形存在或與公民科師資年輕化有關。 

    

畢業科系 人數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師大公領系 9 10.6 10.6 
公民科相關科

系 
21 24.7 35.3 

其他科系 55 64.7 100.0 
總和 85 100.0  

教授公民年資 人數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5年以下 54 63.5 63.5 
6-10年 23 27.1 90.6 
11-20年 7 8.2 98.8 
21-30年 1 1.2 100.0 
總和 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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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教學專長領域教學專長領域教學專長領域教學專長領域    

表表表表3333----3333----5555        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之教學專長領域之教學專長領域之教學專長領域之教學專長領域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    

    

 

 

 

根據上表，本研究受試教師的教學專長領域以公民科之外佔最多數有61.2％，其次為以

公民科作為第一專長的佔27.1％，以公民科作為第二專長的僅有11.8％，此項數據代表宜蘭

縣國中公民科任教教師的本身的「專業性」可能不足。 

 

    

    六六六六、、、、一年中進修次數一年中進修次數一年中進修次數一年中進修次數    

表表表表3333----3333----6666        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之一年中進修次數之一年中進修次數之一年中進修次數之一年中進修次數分析摘分析摘分析摘分析摘要表要表要表要表    

    

 

 

 

 

根據上表，本研究受試教師在一年中進修的次數以1-3次最多佔57.6％，0次佔21.2％居

其次，4-6次有15.3％，7次以上僅有5.9，此項數據代表宜蘭縣國中公民科任教教師的參與進

修的比例不高，可能是因為進修管道較少亦有可能是教師自身的態度產生的現象。 

 

教學專長領域 人數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公民科為第一專長 23 27.1 27.1 
公民科為第二專長 10 11.8 38.8 
其他 52 61.2 100.0 
總和 85 100.0 27.1 

一年中進修次數 人數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次 18 21.2 21.2 
1-3次 49 57.6 78.8 
4-6次 13 15.3 94.1 
7-10次 1 1.2 95.3 
11次以上 4 4.7 100.0 
總和 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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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    

表表表表3333----3333----7777        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個人背景變項之服務學校之服務學校之服務學校之服務學校規模規模規模規模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分析摘要表    

 

    進修次數進修次數進修次數進修次數    

    

 

 

根據上表，本研究受試教師所處的服務學校規模以7-48班最多佔68.2％，49班以上佔29.4

％居其次，6班以下有2.4％，此項數據代表宜蘭縣國中公民科任教教師的所處的學校多為7-48

般的中型學校，此與宜蘭縣國中本身的分佈情形有關。 

 

    

    

    

    

    

    

    

    

    

服務學校規模 人數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6班以下 2 2.4 2.4 
7-48班 58 68.2 70.6 
49班以上 25 29.4 100.0 
總和 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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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係研究者整理相關文獻資料後編製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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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研究工具，問卷包括：壹、「個人基本資料」與貳、「問卷內

容」（內含第一部份：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自我評量表及第二部分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

意見調查），研究工具之編製過程分為蒐集參考資料、擬定問卷初稿、進行專家效度、實施

問卷預試及發展正式問卷等肆步驟，茲分別敘述如下： 

壹壹壹壹、、、、蒐集資料蒐集資料蒐集資料蒐集資料    

研究者為求客觀分析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之現況及其相關情形，首先探

討國內外相關文獻作為理論面向的基礎之外，以確定本研究發展方向及問卷內容。其次，研

究者並蒐集有關教師專業知能之相關研究問卷，以供擬定問卷初稿之依據，詳如下表3-4-1

所示。 

表表表表3333----4444----1 1 1 1 教師專業知能或國中公民科專業能力教師專業知能或國中公民科專業能力教師專業知能或國中公民科專業能力教師專業知能或國中公民科專業能力相關研究之參考問卷相關研究之參考問卷相關研究之參考問卷相關研究之參考問卷    

年代年代年代年代 編製者編製者編製者編製者 問卷名稱問卷名稱問卷名稱問卷名稱 

1997 黃心韻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業能力調查問卷 

2000 蕭碧惠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基本經濟認知調查問卷 

2001 林麗婷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經濟教育專業能力調查問卷 

2002 鄭淑文 國中公民與道德科教師專門知能需求調查問卷 

2002 張文嘉 高中音樂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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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問卷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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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初擬問卷初擬問卷初擬問卷初擬問卷    

問卷之研擬係以本研究之目的為主要依據，綜合相關理論與實證研究，並參考國內的相

關研究問卷，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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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問

卷初稿（如附錄四）。 

初稿問卷分為：「個人基本資料」與「問卷內容」（內含第一部份：公民科教師專業知

能自我評量表及第二部分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茲就其內涵詳述如後。 

一、個人基本資料 

依據研究架構，本調查問卷之基本資料包括：教育程度、畢業科系、服務年資、教授公

民年資、教學專長領域、ㄧ年內參與進修之次數、學校規模等七項，分述如下。 

 

 

 

 

（一）教育程度： 

（1）大學（2）四十學分班（3）碩士：含教學碩士（4）博士（5）其他等五類。 

（二）畢業科系(最高學歷)： 

（1）師大公領系（公訓系）  

（2）公民科教學相關科系（法律、政治、經濟、社會、公共行政…等） 

（3）其他科系 三類。 

（三）服務年資： 

（1）5年以下   （2）6-13年  （3）14-18年  （4）19-24年   （5）25-35年 

（6）36年以上 六類。  

（四）教授公民課程的年資(累計): 

（1）5年以下 （2）6-10年 （3）11-20年 （4）21-30年 （5）31年以上 五類。         

（五）教學專長領域: 

（1）公民科為第一專長（2）公民科為第二專長（3）專長為其他科目 三類。 

（六）一年中，參與公民科課程相關的在職進修活動次數(包含校內外): 

（1）0次（2）1-3次（3）4-6次（4）7-10次（5）11次以上 五類。 

（七）服務學校規模： 

（1）6 班以下（2）7-48 班（3）49 班以上 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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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 

    本量表之架構乃參照黃心韻（1997）、蕭碧惠(2000)、林麗婷(2001)、鄭淑文（2002）、

張文嘉（2002）等教師專業知能相關問卷編製而成，其內容包括:第一部份的「公民科教師專

業知能自我評量表」與第二部份的「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 

   （一）第一部份：「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自我評量表」 

第一部份之內容包括公民教育理念、公民專門知識、公民教學知能等三大層面，題號分

配如表 3-4-2，題目請參閱附錄七。 

表表表表3333----4444----2222        問卷初稿中問卷初稿中問卷初稿中問卷初稿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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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表表表表」」」」之之之之題數題數題數題數分配分配分配分配表表表表    

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分項分項分項分項 題數題數題數題數 

一、公民教育理念部分  8 

二、公民專門知識部份 （一）個人與社會方面方面 9 

 （二）政治方面 5 

 （三）法律方面 8 

 （四）經濟方面 6 

 （五）文化與國際社會部分 5 

 （六）九年一貫課程部分 2 

三、公民教學知能部份  7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本量表之題目主要採用封閉式（Closed form）填答方式來設計，由填答者就各項問題選

項，自行選填與自己意見相同或最為相近的一個答案。計分方式係採Likert六點量表

（six-point scale）型式呈現，由受試教師在各項「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自我評量表」填答

項中自認為目前對於該項專業知能需求的程度，分為「極度需要」（6分）、「大部分需要」

（5分）、「部分需要」（4分）、「少部分需要」（3分）、「大部分不需要」（2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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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不需要」（1分），依此上述方式來計分，得分愈高表示其對於該項專業知能之需求愈高。

爾後依所得資料以次數分配、算數平均數及單因子變數因素分析等方法，期能將國中公民科

教師專業知能需求之程度加以分析歸納。 

（二）第二部份：「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意見調查」 

本問卷架構係以尤勉文（2007）所編的「台北地區國中社會學習領域教師法律教育專業

能力覺知調查問卷」之觀點為主要依據。其調查內容包括：教師進修方式之助益大小、公民

科教師目前的教學困難及建議現行教師手冊之加強內容等三大議題，分述如下。 

 

 

 

 

 

 

 

 

 

 

  本意見調查表之題目主要採用半結構式填答方式來設計，由填答者就各項問題選項，自

行選填與自己意見相同的答案。本意見調查表之目的僅在呈現宜蘭縣之現況，並藉此瞭解宜

蘭縣公民科教師之想法與蒐集其答案背後的成因，以供研究討論。 

1、下列進修方式中，哪一項對於您在公民科教學上的『助益最大』？ 

（1）校內辦理之研習活動         （2）自我研究進修（閱讀、向同業請益等） 

（3）縣內社會領域中心舉辦的研習活動 （4）其他校外進修（學分、學位班等）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請儘可能填寫請儘可能填寫請儘可能填寫請儘可能填寫）））） 

 

2、下列進修方式中，哪一項對於您在公民科教學上的『助益最小』？ 

（1）校內辦理之研習活動 （2）自我研究進修（閱讀、向同業請益等） 

（3）縣內社會領域中心舉辦的研習活動 （4）其他校外進修（學分、學位班等）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請儘可能填寫請儘可能填寫請儘可能填寫請儘可能填寫）））） 

 

3、您覺得對縣內教授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科課程的老師來說，目前的教學困難有哪些？

（（（（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1）教師專業不足（2）教科書內容不適當（3）授課時數不足（4）

欠缺補充教材（5）教育界不夠重視公民教育（6）其他：                      

 

4、您認為現行的教師手冊應再加強哪些內容？（（（（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1）教學目標 （2）教學綱要 （3）教材分析 （4）活動示例  （5）名詞釋義 

（6）參考資料 （7）教學評量 （8）可供諮詢與協助機構      （9）不需加強 

（1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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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進行專家效度進行專家效度進行專家效度進行專家效度    

問卷初稿編製完成後，隨即與指導教授討論問卷題目，之後再商請與本研究領域相關之

學者專家進行審查（名單如表3-4-3），針對問卷初稿設計及內容提出修正意見，以使本研究

之問卷更具效度。 

 

表表表表 3333----4444----3333        專家效度專家效度專家效度專家效度名名名名單單單單    

 

 問卷審查之標準分為：「適合」、「建議刪除」、「修正後適用」三類，題目挑選之原

則上以專家之建議為主，若專家一致認為該題目適合則沿用、或依其建議修改之，若被多數

專家認定為建議刪除之題目，則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刪除之。而本問卷初稿在進行專家效度後

並無任何一題被建議為刪除之題目，因此研究者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依照專家之建議對本

研究之問卷初稿加以修正整理並將語意不清、難以理解之字句加以修飾，彙整而成本研究調

查之正式預試問卷（如附錄五）。 

其中改變最多的是問卷內容中的第一部份，依照專家之建議，研究者將題目重新加以編

排，異動的部分如下數幾項： 

  一、公民教育理念層面 

題數由原本的 8 題增為 11 題，研究者依據專家之建議，將原本的題號為 5-7 的公民教育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服務學校及服務學校及服務學校及服務學校及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鄧毓浩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暨活動領導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黃惟饒博士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蕭揚基博士 私立大葉大學通識教育中心副教授 

吳婌菱老師 臺北縣立重慶國中公民科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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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部分合併為第 5 題，原本題號 8 的九年一貫綱要部分則是擴充為第 6-8 題，另外將原本

屬於公民專門知能層面的九年一貫能力指標之轉化能力與對於公民科基本內容之瞭解及解讀

九年一貫社會學習領域公民科基本內容的能力等三個題目增加至公民教育理念層面成為該層

面的第 9-11 題。 

  二、公民專門知識層面 

此層面將原本五大面向中的政治、文化與國際社會合併為一，因此揉合為四大面向，就

每一面向的改變分述如下： 

（一）個人與社會： 

  題數未更動，僅將 1.3.4 題重新潤飾。 

（二）政治、文化與國際社會： 

  合併原本的（二）政治面向與（五）文化與國際社會面向，且將臺灣國際地位問題融入

此一面向，因此題數增為 10 題。 

（三）法律：  

  題數未更動，僅將 3.4 兩題重新界定。 

（四）經濟： 

  依據專家之建議增加三題探討經濟倫理、經濟行為與永續發展、經濟組織等新興議題作

為第 8-10 題的題目。                                                                                            

以下茲就第一部份之內容包括公民教育理念、公民專門知識、公民教學知能等三大層面

之題數分配整理如表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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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3333----4444----4444        進行專家效度後進行專家效度後進行專家效度後進行專家效度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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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自我評量表表表表」」」」之題數分配表之題數分配表之題數分配表之題數分配表    

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分項分項分項分項 題數題數題數題數 

一、公民教育理念部分  11 

二、公民專門知識部份 （（（（一一一一））））個人與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個人與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個人與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個人與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 9 

 （（（（二二二二））））政治政治政治政治、、、、文化與國際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文化與國際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文化與國際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文化與國際社會方面的重要議題 10 

 （（（（三三三三））））法律方面的重要議題法律方面的重要議題法律方面的重要議題法律方面的重要議題    8 

 （（（（四四四四））））經濟方面的重要議題經濟方面的重要議題經濟方面的重要議題經濟方面的重要議題    10 

三、公民教學知能部份  7777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肆肆肆肆、、、、實施預試實施預試實施預試實施預試及發展正式問卷及發展正式問卷及發展正式問卷及發展正式問卷    

本研究屬於描述性研究，目的在說明及解釋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與進修需求

之現況、差異與類型。然而本研究雖為普查，但研究對象人數較少，不易進行傳統的預試分

析，且預試實施之目的即在測驗本問卷之信度，根據吳明隆（2006：5-3）之解釋，信度的涵

義即是經由多次複本測驗測量所得結果間的一致性或穩定性，或估計測量誤差有多少，以反

映出真實量數程度的一種指標，因此預試便是為了刪除不適當的題 目。 

然而本研究之問卷內容原則上以前述參考問卷為依據加以抽譯編製而成，僅因教科書開

放政策下九年一貫課程實施的時空背景轉換之因素，於公民教育理念層面增加部分題目，並

在教師專門知能層面上，根據九年一貫社會領域之課程綱要、公民科基本內容、各版本教材

與文獻分析之理論重新編寫 ; 此外，本研究訪問對象又都是國中公民科任課教師，因此在內

容與對象間本身就具備了一定的信度，即問卷調查內容項目和公民教師專業知能和教學行為

需求的一致性，因此，本問卷之題目無法刪除，否則就會失去原有之意義。  

而研究者為了彌補預試之不足，除了在專家效度上請教相關學者專家之修正並提供意見

外，研究者另外再邀集十三位具有碩士學位或專業的國中公民科老師（名單如表 3-4-5）針

對問卷初稿內容，分別就其題意是否切合研究目的、文句是否表達清楚、是否符合實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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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否符合問卷設計的原理原則等項目一一加以評定，此部份包括樣本試填的預試作用（相

關記錄如附錄六）
25
，經過嚴謹的題目增刪及語意潤飾後，正式問卷(附錄七)才告編制完成。 

 

表表表表 3333----4444----5555 預試協助教師名單預試協助教師名單預試協助教師名單預試協助教師名單（（（（依姓氏筆畫排列依姓氏筆畫排列依姓氏筆畫排列依姓氏筆畫排列））））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服務學校服務學校服務學校服務學校 

王千睿老師  國立桃園高中 

吳淑娟老師 宜蘭縣立頭城國中 

李秀英老師 宜蘭縣立頭城國中 

李怡君老師 宜蘭縣立頭城國中 

林淑惠老師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張以鈴老師 宜蘭縣立頭城國中 

張喬欣老師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張凱倫老師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郭玲萍老師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陳姵吟老師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楊顯發老師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鄭嘉琪老師 高雄市立前鎮國中 

羅悅慈老師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25為彌補預試之不足，研究者試圖邀集相關教師，以最佳型態-會議形式集體逐題審查而成，但囿於時空因素，

僅十一位教師能配合此項方案，另外二位教師則由研究者親自拜訪與其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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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實施研究實施研究實施研究實施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主要以親自委託方式實施，僅二所國中因交通因素（利澤、大同）採

郵寄問卷方式施行，而為使問卷回收率及有效問卷率提高，在寄發問卷前研究者都會先以親

訪或電話聯絡的方式拜託每一位學校的委託人員，懇請其協助問卷說明、分發及催收的工作 ; 

由於受試對象僅以宜蘭縣境內國民中學為範圍，研究者本身即為宜蘭縣國中教師，因此與宜

蘭縣大部分學校之教師熟識，再者，亦有宜蘭縣國教輔導團之輔導員協助本研究發放問卷及

回收。基於上述，本研究若能順利實施，需仰仗各校聯絡人及宜蘭縣社會學習領域輔導員的

鼎力支持與協助。 

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基於本章第三節所述之研究對象及普查方法，以宜蘭縣公立國民中學

之公民科教師作為受試對象，經研究者與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國教科聯繫後得知，截至九十六

學年度止，宜蘭縣內登記之公立國中共計 24 所。由於本研究採普查方式調查，因此研究者與

各校教務處聯繫後，得知「現階段」各校任教公民科教師的人數 ; 但由於本研究亦將「曾任

教公民科之教師」定義為研究對象，再者，由於九年一貫實施後，各校社會學習領域之教學

或實施合科、或實行分科，此兩種不同情況對於本研究在各校問卷之發放人數上產生影響，

因此，未免遺漏，研究者懇請各校友人運用在校的「地利優勢」廣發問卷，將現階段及曾任

教公民科之教師一併納入此次研究問卷發放之對象，希冀問卷能遍及每一位曾任教公民科教

師，以廣泛地蒐集其意見並且真實地呈現宜蘭縣國中公民科教師對於教師專業知能需求之現

況。因此在表 3-5-1 的說明中，發出份數部分乃根據各校教務處及各校社會學習領域友人提

供之資訊作為依據而發放，再加上各校友人的大力協助，問卷在半個月內回收完畢，回收率

達 95.61％，有效使用率更高達 97.71％，以下僅以表 3-5-1：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國中公民科

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發放統計表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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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3333----5555----1 1 1 1 ：：：：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發放統計表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發放統計表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發放統計表教科書開放政策下國中公民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調查問卷發放統計表    

學校代號及學校代號及學校代號及學校代號及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各校委託各校委託各校委託各校委託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班級數班級數班級數班級數    

（（（（96 年度年度年度年度）））） 
發出發出發出發出    

份數份數份數份數    

回收回收回收回收    

份數份數份數份數    

廢卷廢卷廢卷廢卷    

份數份數份數份數    

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份數份數份數份數    

A. 頭城國中 李怡君老師 34＊＊＊＊ 6 6 0 6 
B. 礁溪國中 何雅婷老師 26  2 1 0 1 
C. 吳沙國中 陳貴玲老師 12 1 1 0 1 
D. 員山國中 黃靖茹老師 20＊＊＊＊ 5 5 0 5 
E. 榮源國中 羅紫渝老師 5 1 1 0 1 
F. 宜蘭國中 游宗懋老師 27＊＊＊＊ 6 4 0 4 
G. 中華國中 陳裕傑老師 34 3 3 0 3 
H. 復興國中 石春華老師 80 7 7 1 6 
I.  凱旋國中 柯彥廷老師 11＊＊＊＊ 2 2 0 2 
J.  興中國中 張任一老師 9 1 1 0 1 
K. 利澤國中 劉凱元老師 12＊＊＊＊ 2 2 1 1 
L. 五結國中 林逸平老師 17＊＊＊＊ 5 5 0 5 
M. 羅東國中 羅悅慈老師 65＊＊＊＊ 13 13 0 13 
N. 國華國中 鄒耀偉老師 52＊＊＊＊ 6 6 0 6 
O. 東光國中 楊乃光老師 39 3 3 0 3 

 P. 順安國中 劉靜怡老師 12＊＊＊＊ 3 3 0 3 
Q. 冬山國中 林士雄老師 18＊＊＊＊ 5 5 0 5 
R. 三星國中 林哲逸老師 16＊＊＊＊ 4 4 0 4 
S. 壯圍國中 謝國基老師 28＊＊＊＊ 4 4 0 4 
T. 文化國中 李靜宜老師 23 2 2 0 2 
U. 蘇澳國中 林順隆老師 18＊＊＊＊ 4 4 0 4 
V. 南安國中 林馨怡老師 8＊＊＊＊ 3 2 0 2 
W. 大同國中 張景達老師 3 1 1 0 1 
X. 南澳國中 周美娟老師 9＊＊＊＊ 2 2 0 2 

總計:   91919191 份份份份    88887777 份份份份    2222 份份份份    88885555 份份份份    

＊號代表曾合

科或現行合科

教學之學校。 

   回收回收回收回收率率率率：：：：

95.6195.6195.6195.61％％％％    

    有效使用有效使用有效使用有效使用

率率率率：：：：    

97.97.97.97.7171717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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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第六節第六節第六節    資料處理資料處理資料處理資料處理    

 

本研究實施後將回收之問卷，經分類整理及剔除資料不全之廢卷後，即將有效樣本予以

編碼、登錄，再利用SPSS 12.0版之電腦統計軟體進行統計分析，並採用下列統計方法，以解

答各研究問題： 

壹壹壹壹、、、、次數分配次數分配次數分配次數分配表表表表    

利用次數分配表來檢查鍵入資料是否有人為登錄的錯誤發生，另一方面亦用以統計分析

調查問卷中所蒐集之個人基本資料的分配情形，以回答研究問題二、三。 

貳貳貳貳、、、、算數平均數算數平均數算數平均數算數平均數    

用以描述所得資料之平均數來說明，整體受試教師的公民教師專業知能概況，以回答研

究問題二。 

參參參參、、、、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用以分析不同畢業科系、服務年資、教育程度、進修次數、教授公民年資、教學專長領

域、學校規模等七個不同背景變項的國中公民科教師對各層面公民教師專業知能需求程度與

差異情形，利用其中ANOVA檢視其是否達顯著差異（（（（P＜＜＜＜.05）））），若有顯著差異則再以Post Hoc 

檢定中的Scheffé法進行事後比較找出差異者，以回答研究問題三、四。 

肆肆肆肆、、、、交叉表交叉表交叉表交叉表 

在Scheffé法進行事後比較後，用以描述所得資料中，兩種變項之分配情況來確認並說明

整體受試教師對於公民教師專業知能各層面之需求及意見調查之差異情況，以回答研究問題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