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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內容分析設計與實施 

本章主要說明本研究設計與實施的方式。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

為研究架構；第二節說明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第三節為研究對

象，包括對象之選取與研究範圍的界定；第四節為研究工具，說明研

究分析的類目與單位、研究的信度與效度；第五節為實施步驟與資料

處理。其內容分述如下： 

第一節 內容分析架構 

本研究依據國家認同的三大理論（見第二章）—民族主義、自由主義、

社群主義，以及與民族主義相對應的「族群認同」；與自由主義相對應

的「制度認同」；與社群主義相對應的「文化認同」等三大認同架構下

進行分析，並主要採取內容分析法建立「國家認同內涵分析類目表」，

透過對「九五暫綱」的質性分析，以及對「三民、龍騰、南一」三個

版本的公民與社會教科書政治教材部分的國家認同內涵實施量的探

討，以了解九五暫綱實施後「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中國家認同之確

切內涵。本研究架構如下頁圖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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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同理論 

民族主義 自由主義 社群主義 

族群認同 制度認同 文化認同 

內容分析法 

建立國家認同內涵分析類目表 

九五暫綱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 

「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 

三民、南一、龍騰三個版本之公民

與社會教科書政治教材部份 

國家認同內涵質性分析 國家認同內涵類目量的分析 

國家認同之內涵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3-1-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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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研究架構圖表示本研究的架構及流程，透過相關研究的理

解及文獻檢閱，對各家國家認同理論內涵有所瞭解；根據相關研究及

文獻編製研究工具，以內容分析法研究我國現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第三

冊教科書政治教材部分的台灣國家認同內涵，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結論

與建議。 

第二節 內容分析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我國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科書中的台灣國家認

同內涵，因此以國家認同理論的三大方向：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制

度認同為基礎，採用「內容分析法」，針對「九五暫綱」及「三民」、「南

一」、「龍騰」三個版本的「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作內容之分析與探討。

本節針對內容分析法做學理上的介紹。 

壹、內容分析法的意義 

楊孝濚將內容分析法定義為：在方法上注重客觀、系統及量化的

一種研究方法；在範圍上不僅分析傳播內容的訊息，而且分析整個的

傳播過程；在價值上不僅是針對傳播內容做敘述性的解說，而且是在

推論傳播內容對於整個傳播過程所造成的影響；在分析單位上主要在

於分析傳播內容中的各種語言特性」。楊孝濚並指出：內容分析雖然是

一種量化的分析過程，但卻以傳播內容「量」的變化來推論「質」的

變化，「質」「量」並重，並不是純粹「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楊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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濚，1989：809-811）。學者歐用生同意其觀點，認為內容分析法是：透

過量化的技巧及質的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

究及分析，藉以推論產生該項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的一種研

究方法。歐用生並指出內容分析要兼顧量和質兩部分，包括量的分析

與質性的探討文件中隱含的意義的分析（歐用生，1993：242）。 

因此，內容分析法是一種資料分析法，分析具體的大眾傳播內容，

運用客觀的方式將研究內容量化，並分門別類的歸納在研究者設計的

系統類目中，再將這些量化資料作描述性的分析；此方法乃是一種「質」

「量」並重、以「量」推「質」的研究方法。 

貳、內容分析法的目的 

內容分析係運用一套程序，從內容做有效的推論，而推論是針對

傳播者、訊息和閱聽人。內容分析的主要作用是創造文化指標，藉以

描述價值、信念、意識形態或其他文化體系狀態1。內容分析主要在分

析傳播過程中的六個「W」，也就是分析 Lasswell和 Hosti之傳播模式中

的六個因素：「誰以什麼方法，將某些訊息，傳遞給誰，為什麼？」（who 

says what, to whom, how and with what effect? and why? ），亦即分析訊息的來

源、內容、接受者、效果與傳播的理由（歐用生，1993：232）。 

傳播過程的六個基本因素為傳播來源（communication source）、譯成

                                                 
1 此乃 Robert P.Webber的闡釋。引自王石番（1989）。《傳播內容分析法－理論與實證》。台北：幼
獅。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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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碼（encoding）、傳播通道（channel）、訊息（message）、符碼還原（decoding）

及接受者（receiver），而傳播過程中「以什麼方法、對誰、說什麼、產

生什麼效果？」（who says, what, to whom, how, and with what effect?）是最重

要的；因此，學者發展出傳播過程與內容分析的關係模式圖，如下圖

3-2-1： 

 

 

圖 3-2-1 傳播過程與內容分析的關係模式圖 

資料來源：楊孝濚（1989）。〈內容分析〉。收錄於楊國樞等箸，《社會及行為科

學研究法》。台北：東華。頁 815。 

圖 3-2-1關係模式圖說明「內容分析法是分析傳播內容的訊息，並

利用分析的結果推論傳播來源的『誰』譯成符碼的『為什麼』、傳播通

從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 

傳播來源 譯成符碼 傳播通道 訊息 符碼還原 接受者 

利用客觀與系統的方式分析訊息的特點 

誰? 

（Who?） 

為什麼? 

（Why?） 

用何方法? 

（How?） 

什麼? 
如何?
（What? 
How?） 

產生什麼效

果?（With 

What effect?） 

對誰? 

（To w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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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用什麼方法』、訊息的『什麼』與『如何』、符碼還原的『產生

什麼效果』、及接受者的『對誰』，包含了整個傳播過程和效果的測度」，

也就是「內容分析法是以分析傳播內容的訊息為主，再根據結果，推

論傳播者、傳播通道和接受者2」。 

歸納可得，內容分析法的基本目的在於「將語文、非量的文獻轉

變為量的資料」，運用於教育研究時目的在「描述現行的實際業務或條

件」、「發現重要的或有趣的若干問題或主題的關聯性」、「發現教科書

或其他出版品內容的難度」、「評鑑教科書導入的偏見或宣傳成份」、「分

析學生作業錯誤的形式」、「指認作家的文學風格、概念或信念」、「解

釋可能引發某項結果、行動或事件的相關因素（王文科，2003：455）」。

本研究之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國家認同內涵分析，即應用內容分析

法，探討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與各版本公民與社會教科書中「評鑑教

科書導入的偏見或宣傳成份」，並以類目表及課文內容比較分析等質量

並重方式進行教科書內容之探討。 

第三節 內容分析對象 

本研究分析對象為《普通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普通高級中

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綱要》與南一、龍騰、三民三個版本

之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部份以高二上學期

                                                 
2 根據 Lasswell分析傳播過程有六個基本因素。內容引自楊孝濚（1989）。〈內容分析〉。收入於楊
國樞等箸，《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東華。頁 815-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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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的政治單元為主，教師手冊為輔；習作部分則因內容篇幅呈現的

限制，且並非所有單元皆有習作單元練習，故不列入主要的研究對象
3
。

本研究針對高中公民與社會第三册政治單元內容的呈現及特色，進行

內容分析，分別探討台灣國家認同內涵之量的分析及質性研討，因此

以現行的三民、龍騰、南一三版本的教科書第三冊政治單元為分析對

象，並以英文字母「S」代表三民版本、「L」代表龍騰版本、「N」代

表南一版本教科書。本研究分析的教科書基本資料如下： 

壹、內容分析對象基本資料表 

針對研究對象的教科書部分，將其基本資料整理如表 3-3-1： 

 

 

 

 

 

 

 

 

 

 

 

 

 
                                                 
3 此部份，可參照第一章「研究範圍與限制」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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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內容分析對象基本資料表 

出版

社 

龍騰文化事業公司 

（龍騰版）（L） 

南一書局 

（南一版）（N） 

三民書局 

（三民版）（S） 

編者 主編：林有土 

編著者：林金朝、洪泉湖 

        施立菁、姜淑慎 

        謝麗玲、唐秋霜 

主編：鄧毓浩 

編著者：張樹倫、陳素秋

        章玉琴、蕭郁瑩

        張瑞麟、莊易霖

主編：沈六 

編著者：李英明、李登科

        黃錦堂、葛永光

        廖達琪、王意茹

        李美萱、林麗瓊

        周亞貞、陳淑華

        黃敬恆、劉麗媛

        蘇家瑩 

初版 2007年 8月 2007年 8月 2007年 8月 

分析

版次 

2007年 8月 2007年 8月 2007年 8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內容分析對象章節分布 

本研究將內容分析對象的章節內容做整理，如表 3-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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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高中「公民與社會科」第三册政治單元三版本章節分布表 

 龍騰版第三冊 南一版第三冊 三民版第三冊 

第一課：國家

的組成與目的 

壹、國家的形成 

貳、國家的功能與目

的 

參、國家統治的正當

性基礎 

肆、國家的分類 

壹、國家的形成 

貳、國家的目的與社

會生活 

參、國家統治的正當

性基礎 

肆、國家的分類 

壹、國家的形成 

貳、國家的目的與功

能 

參、國家統治的正當

性基礎 

肆、國家的分類 

第二課：民主

政治與公民德

行 

壹、民主政治的意義 

貳、民主政治的原則 

參、民主生活 

肆、現代公民與公民

德行 

壹、民主政治的意義 

貳、民主政治的基本

原則 

參、民主生活 

肆、公民德行 

壹、民主政治的意義 

貳、民主政治的基本

原則 

參、民主生活 

肆、公民德行 

 

 

第三課：政府

的組織、功能

與權限 

壹、民主國家的政府

體制 

貳、我國的中央政府

體制 

參、我國中央政府的

功能 

肆、地方政府的組織與

功能 

壹、民主國家的政府

體制 

貳、我國的中央政府

體制 

參、我國中央政府的

功能 

肆、地方政府的組織與

功能 

壹、民主國家的政府

體制 

貳、我國的中央政府

體制 

參、我國中央政府的

功能 

肆、地方政府的組織與

功能 

第四課：政府

運作的基本原

壹、權責相符與效能

政府 

參、權責相符與效能

政府 

貳、權責相符與效能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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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貳、法治原則與依法

行政 

壹、法治原則與依法

行政 

壹、法治原則與依法

行政 

第五課：政黨

政治與選舉制

度 

壹、政黨政治 

貳、選舉制度 

參、選舉活動 

肆、公民投票 

壹、政黨政治 

貳、選舉制度 

參、選舉活動 

肆、公民投票 

壹、政黨政治 

貳、選舉制度 

參、選舉活動 

肆、公民投票 

第六課：我國

的民主憲政發

展 

壹、我國的立國精神 

貳、我國憲法的修訂

過程 

參、我國的政治發展 

肆、我國政治發展的意

義 

壹、我國的立國精神 

貳、我國憲法的修訂

過程 

參、我國的政治發展 

肆、我國政治發展的意

義 

壹、我國的立國精神 

貳、我國憲法的修訂

過程 

參、我國的政治發展 

肆、我國政治發展的意

義 

第七課：兩岸

關係 

壹、兩岸關係的演變 

貳、中國的對台政策 

參、台灣的中國政策 

肆、兩岸互動與未來展

望 

壹、兩岸關係的演變 

貳、大陸的對台政策 

參、台灣的大陸政策 

肆、兩岸互動與未來展

望 

壹、兩岸關係的演變 

貳、大陸的對台政策 

參、台灣的大陸政策 

肆、兩岸互動與未來展

望 

第八課：我國

外交政策 

壹、國際政治的基本

認識 

貳、我國參與國際社

會的努力 

參、我國的外交困境 

肆、如何突破外交困境

壹、國際政治的基本

認識 

貳、我國參與國際社

會的努力 

參、我國的外交現況 

肆、如何突破外交困境

壹、國際政治的基本

認識 

貳、我國參與國際社

會的努力 

參、我國的外交現狀 

肆、如何突破外交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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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3-2可得：各版本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第三册政治單元部分

章節分布差異無多，大致均依照《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

會」課程綱要》編排及撰寫。 

第四節 內容分析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採取主題類目指標，兹將主題類目分

析表與其信度、效度檢驗情形說明如下： 

壹、主題類目分析表 

關於類目，學者將類目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說什麼」類目（”What 

is said“ categories）：用來說明內容的實質，包括主題、方向、特徵、主角、

權威、來源、出處或價值等類。第二類是「如何說」類目（”How it is said 

“categories ）：用以測量內容的形式，包括傳播的類型、敘述的形式、

感情的強度或策略等（歐用生，1993：237）4。 

在抽樣之後，內容分析法開始進入主題類目和分析單元的決定最

重要的部份，「類目是基本單位，分析單元為最小單位」，類目和分析

單元與整個研究設計有密切關係，其形成可分為按照理論或過去研究

結果發展而成，或由研究者自行發展等兩種形式（楊孝濚）5。 

本研究所發展的「高中公民與社會國家認同內涵主題類目分析

                                                 
4 引自歐用生（1993）。〈內容分析法〉。收錄於黃光雄、簡茂發主編《教育研究法》。台北：師大書
苑。頁237。（第二版）。 
5 楊孝濚（1989）。〈內容分析〉。收錄於楊國樞等箸，《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台北：東華。頁
822。 



 現行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國家認同內涵之研究 

 112

表」，是依據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群主義三大國家認同理論與學者

江宜樺之國家認同內涵所發展出來的類目表（表 3-4-1），內容分析單

位則以教科書課文中章節以下以粗體字為首所構成的「段落」為一分

析單位，統計與分析教科書內容在類目表中呈現的次數及百分比；課

文內容內涵可重複計數，沒有次數的限制，分析範圍則以課文本文為

主，並包含圖表之說明，至於單元頁碼、字數、標題顏色、字體大小

等，則不列入分析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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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 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國家認同內涵主題類目分析表 

主題類目 主
題 

主類目 次類目 
説明 

重大歷史事件或

記憶 

民族曾有過的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

記憶。如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

白色恐怖、台灣退出聯合國、台灣

第一次政黨輪替等。 

種族血緣 共同種族或血緣，或由共同承認的

祖先。如炎黃子孫，漳州、泉州或

外省血統，原住民的南島語系祖先

等等。 

生存疆域 古代的歷史遺跡或與共同歷史疆域

的生存空間。如十三行文化遺址、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台灣為共同生

活空間等 

政經成就 「想像的民族」所共同分享的政

治、經濟體系，以及其所創造的成

就，足以激發民族情感。如「台灣

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台灣政

府創造當前富裕的社會，開放的公

民社會，透明的政府運作模式等。 

民族偉人 共同的民族名人，如蔣經國、李登

輝，陳水扁等。 

國
家
認
同
內
涵 

族群認同 

主觀意識或行動 禍福與共的認同心理，認定自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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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民族的成員，進而為民族全心

效力或產生抗爭革命之行動。如台

灣民主國、自由中國刊物、鄉土文

學運動，保釣運動等。 

其他 主類目是族群認同，但不能歸類為

上述類目者。 

鄉土認同 特定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的自

我認同，認同鄉土的文化，對鄉土

環境、文化與一地特有之民俗活動

產生情感與認同。如鄉土文學運

動、鄉土教學的倡導、提倡民歌、

台灣新文學運動等鄉土文化。 

各時期文化遺址

與成就 

各時期台灣歷史遺址、共同的文化

活動、文藝作品與成就。如早期十

三行遺址、台灣文化協會、文言文

或傳統文學、戲曲、現代台灣流行

文化等。 

風俗習慣與生活

方式 

共同的節慶、習俗。如農曆過年、

清明、中秋、端午等傳統節慶，媽

祖遶境出巡等 

語言與宗教 共同的文字、語言、宗教信仰及其

相關呈現。如白話文佛教、國語、

客家話；或是國片、台語歌、母語

教學活動等。 

文化認同 

建築與科技 古代及現代的建築及科技成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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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建設、台北 101大樓、新竹科

學園區之高科技產業等。 

傳統倫理道德 傳統中國流傳而來的倫理道德文

化。如儒家的孝道、傳統的四維八

德等價值觀。 

其他 主類目是文化認同，但不能歸類為

上述類目者。 

個人權利 個人爭取自由、平等、受益、參政

等基本權利，以增進社會群體之利

益。如黨外民主運動爭取開放參政

權。 

經濟制度 各種經濟制度、措施、手段與成就。

如以市場體制下的自由經濟制度、

國際貿易、私有財產保障、儲蓄投

資等。 

政治制度 各種政治制度、措施、手段與成就。

如地方自治、省虛級化、憲政體制、

行政中立等。 

法治社會 依法而治、法律主治的精神為基

礎，制定法律。 

制度認同 

多元文化 自由民主體制下公民所具有的政治

德行，如理性、妥協、溝通、寬容、

平等；或是欣賞不同的文化差異、

包容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地球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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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族群平等的信念等。 

其他 主類目是制度認同，但不能歸類為

上述類目者。 

資料來源：1.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 

          2.余剛式（2004）。《台灣與大陸小學社會科教科書國家認同教育模式之分析比較》。 國   

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3.林偉民（2006）。《95暫綱高一台灣史之國家認同內涵分析》。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

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貳、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研究的信度 

內容分析法的信度檢定，是為了檢測研究者在分析類目及分析單

位是否能夠將內容歸入相同的類目中，並且使所得結果一致。當歸類

的一致性越高，內容分析的信度越高，反之越低。內容分析必須經由

嚴密的信度分析，才能使研究的精確性提升，而其信度提升與否，顯

然和研究過程中參與人數的多寡有相當大的關聯（楊孝濚，1989：

826）。 

本研究主題類目表的信度檢定，依照下列步驟進行： 

（一）抽取檢定樣本 

因為各版本體例或有差異，研究者乃針對每個版本採取隨機抽

樣，各版本信度分析的抽樣如下： 

1、2007年三民版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第三册，共計八課，隨機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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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為樣本。 

2、2007年龍騰版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第三册，共計八課，隨機抽取

一課為樣本。 

3、2007年南一版公民與社會教科書第三册，共計八課，隨機抽取

一課為樣本。 

三版本之第三册共計 24課，共抽三課（包含章、節、單元）作為

信度分析之對象。 

（二）評分員之邀請及溝通 

本研究邀請四位評分員 ABCD，連同研究者本人共五位，進行信

度檢測；評分員之選定，皆考量其學經歷，包含學歷背景、任教科目

及年資等，另外包括其主觀協助意願。評分員之個人背景資料如表

3-4-2。 

表 3-4-2評分員個人背景資料表 

評分員代號 背景資料 

A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公民訓育研究所畢業，任教科目公

民，年資十年。 

B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畢業，任教科目公民與社

會，年資四年。 

C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任教科目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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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三十一年。 

D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任教科目英文，年資五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歸類畫記之進行 

在評分前，研究者逐一向四位評分員說明類目意義、分析單位、

歸類畫記之方式，並舉例說明。在過程中，研究者與評分員共同釐清

問題及討論後，由評分員獨立進行樣本之歸類畫記（評分員問卷見附

錄四）。 

（四）計算信度 

依歸類之結果，計算信度，其公式如下（楊孝濚，1989：827）： 

 

相互同意度（Pi）＝  

 

 
 

 

平均相互同意度（P）＝相互同意度總和 ÷ 

M：完全同意之數目 

N1：第一位評分者應有的同意之數目 

N2：第一位評分者應有的同意之數目 

N1＋N2 

2M 

2（n－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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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R）＝ 

 

  

 

1、族群認同類目信度計算 

表 3-4-3族群認同類目信度評分員相互同意度表 

相互同意度（Pi） A B C D 

B 0.5 ／ ／ ／ 

C 0.56 0.58 ／ ／ 

D 0.74 0.62 0.55 ／ 

研究者 0.7 0.73 0.68 0.7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平均相互同意度（P）＝（0.5＋0.56＋0.74＋0.7＋0.58＋0.62＋0.73

＋0.55＋0.68＋0.78）÷10＝0.644 

 

 

信度（R）＝ ＝0.90 

n：評分員人數 

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n×（平均相互同意度） 

1＋[（5－1）×0.644] 

5×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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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認同類目信度計算 

表3-4-4文化認同類目信度評分員相互同意度表 

相互同意度（Pi） A B C D 

B 0.49 ／ ／ ／ 

C 0.58 0.6 ／ ／ 

D 0.67 0.55 0.75 ／ 

研究者 0.69 0.72 0.68 0.6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平均相互同意度（P）＝（0.49＋0.58＋0.6＋0.67＋0.55＋0.75＋0.69＋

0.72＋0.68＋0.64）÷10＝0.637 

 

信度（R）＝ ＝0.90 

 

 

3、制度認同類目信度計算 

 

 

 

5×0.637 

1＋[（5－1）×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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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5制度認同類目信度評分員相互同意度表 

相互同意度（Pi） A B C D 

B 0.5 ／ ／ ／ 

C 0.62 0.7 ／ ／ 

D 0.64 0.55 0.73 ／ 

研究者 0.71 0.75 0.77 0.6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平均相互同意度（P）＝（0.5＋0.62＋0.7＋0.64＋0.55＋0.73＋0.71＋0.75

＋0.77＋0.69）÷10＝0.589 

 

 

信度（R）＝ ＝0.88 

 

 

信度越高，代表將內容歸入相同類目的一致性越高，如果信度值達

到 0.80，甚至於0.90以上者，就可算很高（楊孝濚，1989：655）。本

研究三個主題類目信度計算分別為 0.90、0.90、0.88，表示內容分析的

三個主題類目信度高，已達到相當的研究參考價值。 

二、研究的效度 

效度是研究結果的品質，如果能貼近真正現象或代表真正現象，

1＋[（5－1）×0.589] 

5×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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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具有高效度（王石番，1989：317）。檢視內容分析效度的方法有

已知團體法、評審團法、獨立效標法等。其中，評審團法是由研究者

延攬針對研究問題有獨到見解的專家若干位，評斷研究設計、變項定

義、抽樣方法等研究過程，並適時提出看法，改進研究品質。此方法

非常傳統，也非常實際（王石番，1989：317）。 

本研究的內容分析主題類目分析表，是由研究者參考國家認同之

相關文獻、過往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並瀏覽高中公民與社會教科書內

容後，以學者江宜樺的國家認同內涵理論為主軸發展而來的。為求提

昇研究主題類目分析表的內容效度，另敦請數位具有公民教育實際教

學經驗的教學者對類目分析表進行適切性的審閱檢視，並逐步修改為

符合本研究需要之類目分析表（專家效度委託函見附錄三）。此乃運用

了上述的評審團法，故能符合研究需求。 

第五節 實施步驟與資料處理 

壹、實施步驟 

本文採用「內容分析」研究方法，依據王石番（1989：138）所述

的內容分析實施步驟為：一、形成研究問題；二、界定研究母群體；

三、抽取樣本；四、建構類目；五、界定分析單位；六、建立量化系

統；七、執行預試，建立信度；八、依照定義，將內容編碼；九、分

析資料；十、分析與推論。本研究之實施步驟即依照此順序進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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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一、首先進行類目的定義及歸納，並界定分析的單位，即本文之

研究工具，詳細內容可見表 3-4-1。 

二、進行專家效度的審查，邀請研究者審查分析類目，依審查意

見修改類目分析表。委託函如附錄三。 

三、進行預試及信度檢驗。 

（一）信度檢定樣本之選擇：教科書研究樣本共計二十四課（三

版本：南一版、三民版、龍騰版），抽取八分之ㄧ的數量，採主題立意

取樣法，分別取自三版本不同教科書，共計三課，進行分析。 

（二）評分員之邀請與討論：本研究邀請四位評分員，連同研究

者總計五人，進行信度檢定。研究者在評分前向四位評分員逐項說明

類目定義、分析單位、歸類畫記方式，並附加舉例說明，在解說過程

中，研究者與評分員共同討論，並釐清問題。 

（三）歸類畫記之進行：說明討論後，評分員及研究者自行進行

歸類畫記。 

（四）信度檢定：歸類畫記後，由研究者進行信度檢定計算，結

果顯示信度皆能達到0.88以上，符合研究要求。 

四、研究者自行開始進行歸類畫記，完成三個版本共二十四課的

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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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處理 

除了針對「九五暫綱」實施質性分析外，當完成檢定研究工具之

信度及效度後，即由研究者採取內容分析研究方法最常見的「次數分

析」，進行所有課文內容的分析工作，並完成類目歸類，再依據研究需

要，計算各類目出現的次數及所占百分比，以進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科

教科書台灣國家認同內涵分析探討，期望如此程序，能使研究結果更

加完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