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之性質與背景 

 
二十一世紀的來臨，資訊科技突飛猛進，全球各國在國際市

場的競爭日益加劇，各國為提昇本身實力，均採取各種策略以達

到目的，其中教育又是培養人力資源的根本，系統性的教育改革

遂因應而起，瑞典、英國、美國、澳洲，以及鄰近的日本和韓國，

在短短的五年之中，先後公佈了全國性的教育改革方案。 

我國亦隨此時代腳步，在因應台灣社會的快速變遷，與各界

對教育改革的殷殷期盼，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九年公布堪稱跨世紀

教改工程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暫行綱要」（以下簡

稱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強調中小學課程銜接、學習領域合科

教學、能力本位、學校本位、教師專業自主等特色。而鑑於以往

學校活動課程被挪用及考量學生成長的需求，特設置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以「實踐、體驗、發展、統整」為目標，強化學生生活

實踐能力，引導學生從親身參與活動中，體驗與發現各種意義，

統整、豐富或補充學習內容，並促進其適性化的個別發展。該領

域範圍除包括現今國中小的輔導活動、童軍教育、家政教育及團

體活動外，亦包含跨領域活動及跨班級與校際活動。童軍教育在

此次教改下其名稱雖已不復見，然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童軍

教育以「品格、健康、服務、手工藝」為目標，強調做中學，透

過戶外活動與社會服務活動，運用小隊、徽章、榮譽等三大制度，

著重實踐童軍諾言、規律、銘言所揭示的行為準則，深刻的體驗

與了解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係，充分吻合九年一

貫課程的目標。再者，童軍教育採用「活動式的統整教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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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做中學」的方式，最符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立意與精

神。唯九年一貫課程活動課程統整之下，也意味著童軍教育的發

展正處於轉型的歷史關鍵時刻，包括課程內容、教學與師資等因

素，都必須在配合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精神上，納入改革的範疇。

而課程改革的落實，第一線擔任實際教學工作的教師是關鍵人

物。歐用生（民 89）指出「課程改革是人的改革」、「課程發展是

教師的發展」、「没有教師發展就没有課程發展」。因此，在此之際，

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任教於國民中學童軍教育科的教師（以下簡稱

國中童軍教師）進行童軍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發展之意見調查，做為童軍教育未來發展的方向及童軍教師

實施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學的參考。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我國「童軍教育」的實施，可以分為國民中學的「童軍教育」，

以及社會的「童軍運動」兩類型。前者是學校的正式學科，凡是

國民中學學生均得接受；後者是社會的人民團體，必須依自願原

則，並經考驗宣誓的程序始得加入。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僅限於國

民中學課程裏的「童軍教育」。 童軍教育成為國中正式學科始於

民國十八年教育部頒布之「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中所列不計學

分的「黨童軍」。實施至今巳有七十餘載，課程標準經過多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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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次修正是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三年發布的「國民中學童軍教

育課程標準」，為目前國民中學童軍教育內容的依據，其教材綱要

依其童軍教育的特性將其分為行善服務及野外生活兩大類，其內

涵含括童軍精神、童軍資訊、服務活動、露營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旅行的基本知識與技能、戶外休閒活動的基本知識與技能、戶外

活動等內容。唯由於社會變遷快速，片斷零星的改革並不能滿足

學生和社會的需要。因此在九年一貫課程體制下，不管是合科教

學，還是分科教學，有必要了解國中童軍教師對未來童軍教育在

課程內容上應如何調整到呼應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的精神，發

揮實施的功施。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再者，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在課程實施層面上，強調教學創新、

多元評量以豐富學生的學習內容，並且需加入九年一貫課程教改

的新主張，如學校本位、統整課程、協同教學等，面對此一新興

課程的實施，任教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教師應具備怎樣的専業知

能？童軍教師能成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勝任教師嗎？此為本研

究動機之二。 

另新課程重視教師専業自主，強調「教師即課程設計者」、「教

師即課程發展者」。在筆者與家政、輔導多位教師進行本校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的課程設計時，面對童軍教育的諸多內涵常有不知從

何著手的問題，而產生因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本研究期透

過上述的探討，試圖提出一些研究發現供童軍教育發展及童軍教

育教師提昇教學品質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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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依教改理念與童軍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發展的需要，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了解國中童軍教師認為童軍教育在課程內容上配合九年一貫課

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實施宜調整的方向。 

二、了解國中童軍教師認為在教學上配合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

學習領域」的實施宜加強的専業知能。 

三、了解國中童軍教師對童軍教育內涵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

設計上應用的意見。 

三、綜合研究成果，提供童軍教師改進教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

程設計及童軍教育發展的參考。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壹、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研究問題

如下： 

一、 國中童軍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

可達成的程度如何？ 

二、國中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

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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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中童軍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綱要可達成的程度是否因教師個人背景因素（性別、

擔任童軍科之教學年資、曾經研習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進修時

數、教學專長領域、大學畢業科系、最高學歷）的不同，而有

所差異？ 

四、國中童軍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綱要可達成的程度是否因學校因素（學校規模）的不

同而有所差異？ 

五、國中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

度是否因教師個人背景因素（性別、擔任童軍科之教學年資、

曾經研習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進修時數、教學專長領域、大學

畢業科系、最高學歷）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六、國中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

度是否因學校因素（學校規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七、童軍教育內涵的實施現況、在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的重要性如

何及適合編入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何項主題軸？ 

 

 
貳、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三、四、五、六，本研究分兩大項提出下

列研究假設： 

一、國中童軍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九年一貫課程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可達成的程度： 

假設 3：不同個人背景因素的童軍教師認為童軍教

育課程對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綱要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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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1：性別不同的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九年一貫

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可達成的程度無

顯著差異。 

假設 3-2：童軍科教學年資不同的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

對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可達

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3：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進修時數不同的教師，認為童

軍教育課程對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綱要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4：教學專長領域不同的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

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可達成

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5：大學畢業科系不同的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

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可達成

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3-6：最高學歷不同的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九年

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可達成的程

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4：不同學校背景因素的童軍教師認為童軍教育

課程對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綱要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4-1：學校規模不同的童軍教師認為童軍教育課程對九

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綱要可達成的

程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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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

達成的程度： 

假設 5：不同個人背景因素的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

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1：性別不同的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

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2：童軍科教學年資不同的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3：綜合活動學習領域進修時數不同的教師，對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

著差異。 

假設 5-4：教學專長領域不同的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6：大學畢業科系不同的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5-7：最高學歷不同的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

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假設 4：不同學校背景因素的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教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

差異。 

假設 4-1：學校規模不同的童軍教師對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

師專業知能可達成的程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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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釋義 第四節 

 
壹、國中童軍教師 
 

本研究所稱之國中童軍教師，係指任教於各公立國民中學（含

完全中學之國中部），且具有擔任國中童軍教育科課程經驗之教師，

不論其是否為合格之童軍教育科教師，或是配課教師。 

 
貳、九年一貫課程 

 
即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九年所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

暫行綱要」，其目的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人性

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之學習領域教育活動，傳

授基本知識，培養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

國際意識，以及能進行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據此，國民教育階

段的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重心，提供統整之

七大學習領域為學生學習內容，以達成國民教育階段學校教育目的。 

 
參、綜合活動學習領域 
 

在本研究中，指教育部在民國八十九年公佈的「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七大領域中的一大領域，其主要內涵

包含童軍教育、家政教育、輔導活動、團體活動、及運用校內外

資源獨立設計之學習活動。此領域綱要揭櫫四項基本理念為： 

一、提供反思訊息； 

二、擴展學習經驗； 

三、推動整體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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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勵多元自主。 

其課程目標為： 

一、生活實踐； 

二、體驗意義； 

三、個別發展； 

四、學習統整。 

並在呼應大網的精神與本領域的目標之下，發展四大主題軸

及二十項主題軸內涵，四大主題軸如下： 

一、認識自我； 

二、生活經營； 

三、社會參與； 

四、保護自我與環境。 

再從這二十項主題軸內涵發展能力指標，國民中學為第四學 

習階段，該階段能力指標如下： 

一、體會生命的起源與發展過程，並分享個人的經驗與感受。 

二、蒐集世界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了解在多元社會中生活

所應具備的能力。 

三、規劃並準備自己升學或職業生涯，同時了解自己選擇的

理由。 

四、分享自己與家人溝通的方式，並體驗經營家庭生活的重要。 

五、學習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 

六、描述自己文化的特色，並分享自己對文化所建立的意義

與價值。 

七、應用基本的外語能力，展現自己對國際的理解與文化的

學習。 

八、透過各類的活動或方式，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専長。 

九、體會參與各類團體活動的意義，並練習改善或組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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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知能。 

十、分析各種人為和自然環境可能發生的危險與危機，擬定並

執行保護與改善環境之策略與行動，以減低危險的發生。 

十一、分析人與自然的關係，並能對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做有系

統的觀察與探究，發現及解決問題。 

十二、規劃適合自己的休閒活動，並學習野外生活的能力。 

另該此領域課程包括十大指定單元，分為學生自治、生命教

育、社會服務、危機辯識與處理、野外休閒與探索活動、自我探

索與瞭解、人際關係與溝通、環境教育、兩性關係與互動、家庭

生活。 

 
參、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専業知能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専業知能係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

師勝任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課程教學工作所應具備的能力。依據文

獻分析，本研究中所指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教師専業知能包括： 
一、統整輔導活動、童軍教育、團體活動、家政教育或其

他課程。 

二、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三、善用協同教學與教師群。 

四、依分段能力指標進行課程設計。 

五、建立反省性教學的能力。 

六、多元化評量。 

七、與同事集體合作進行行動研究。 

八、具備多元學養，安排多元教材，尊重多元價值。 

九、運用科技與資訊的能力。 

十、發展活動教育的専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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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童軍教育課程 
 
指設置於國民中學課程中的「童軍教育」學科，其課程內容

係依據教育部民國八十三年公布的「國民中學童軍教育課程標

準」。依據此課程標準可概分為行善服務（包括童軍精神、童軍資

訊及服務活動）及野外生活（包括露營、旅行與戶外休閒活動的

基本知識與技能、戶外活動）二大類。三學年的課程內容如下： 

一、童軍精神： 

諾言、規律、銘言的意義與實踐、小隊制度、童軍禮節、

操法、參與社區活動、敬愛國旗、關心國事、世界公民

的素養。 

二、童軍資訊： 

世界童軍運動的起源與發展、童軍訓練的類別、我國童

軍運動的起源與展、童軍國際活動的現況。 

三、服務活動： 

家庭服務、班級服務、學校服務活動的設計與實施、社

區服務活動的設計與實施、宣慰服務活動的設計與實

施、日常生活中災變處理的演練、社會服務活動的設計

與實施、響應並宣導促進全人類福祉的活動。 

四、露營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營地的選擇、露營的裝備、露營的計畫、觀察、結繩

（一）、野外炊事、營火、營帳的搭架、拆收和保養、

露營的安全與衛生、露營中的環保工作。 

五、旅行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旅行的種類與裝備、旅行的計畫、方位、繩結（二）、

現代戶外炊具的使用與維護、旅行的安全、大地遊戲的

設計與實施、自然景觀的欣賞與維護、人文環境的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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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維護、旅行遊憩中的環境教育。 

六、戶外休閒活動的基本知識與技能： 

戶外休閒活動的種類、裝備、方法與安全、休閒活動的

生涯規畫、團體康樂活動的設計與領導、估測、繩結

（三）、無具炊事、氣象觀察、通訊、野外求生、地圖

的應用、戶外休閒活動的環境教育、戶外活動的安全。 

七、戶外活動： 

炊事實習、隔宿露營、綜合旅行或露營活動、無具炊事

實習、戶外休閒活動。 

 

 

 

 

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五節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國中童軍教師對童軍教育在九年一貫課程『綜

合活動學習領域』發展之意見調查研究」為題，針對上述之

研究動機與目的加以研析，擬探討的範圍確定如下： 

一、本研究以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任教於台灣地區（包含台

北市、高雄市、台灣省，但不包括澎湖、金門、馬祖地

區）公立國中之童軍教師為研究對象；故範圍限定為國

民中學「童軍教育」科教師及設置於該階段之「童軍教

育」課程，並採用分層取樣法抽樣，進行問卷調查分析。 

二、九年一貫課程「綜合活動學習領域」係依民國八十九年

教育部發佈之「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綜合活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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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的基本理念、課程目標、第四階段能力指標與基本

能力、指定內涵為具體研究項目。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面臨之研究限制如下： 

一、課程綱要部分：本研究係以八十九年教育部公佈之「九年一

貫課程暫行綱要」為研究項目，因此綱要係暫行性質，恐有

修訂，無法顧及未來的變動。 

二、研究變項部分：由於國內有關此方面的研究論文甚為稀少，再

者缺乏現有的研究發現可資參考，因此，基於研究時間及研究

者能力的考量，本研究在自變項方面，僅以可能影響教師對「童

軍教育」課程發展的相關變項，選擇出兩大因素作為自變項，

一是個人因素，包括教師性別、擔任童軍科之教學年資、綜合

活動學習領域之進修時數、教學専長領域、大學畢業科系、最

高學歷等變項；二是學校因素，為學校規模，至於其他可能對

本研究有影響的變項，則不包括在本研究的控制之中。 

三、文獻探討部分：本研究係僅就與童軍教育教學相關的理論探

討，並未將家政、輔導及其他與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相關概念

的所有課程理論納入，是其限制。 

四、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所蒐集到的資料

僅限於量化的數據呈現，並未進行實地觀察，受試者自陳量

表未必與真實情況相符，並且施測時，交由各學校負責人辦

理，可能導致研究結果產生誤差。 

五、研究工具方面：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皆由研究者自編而成，

雖然經過效度的考驗，但要成為一份標準化的問卷，則需更

多人次的測試和考驗，方能增加其精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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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對象方面：公立國中「童軍教育科」的合格教師不多，

及擔任「童軍教育科」教學的非童軍教育科教師又必須至

少授課四小時以上始能填寫問卷，故本研究的取樣人數有

限，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其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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