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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問卷調查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使用自編的「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選用調查問卷」進行調

查，目的在於探討目前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選用制度之現況與問題，

以及瞭解目前國民中學教師對於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選用制度現況之看法、問

題與建議。本問卷共分「選用層級」、「選用人員」、「選用流程」、「選用規準」、

「選用年限」、「可能的相關因素」、「其他與選用有關的議題」等七個層面。以

下就各層面與問卷各題進行分析與討論（問卷的卡方考驗摘要表請見附錄十

五）。 
 

壹、選用層級與選用人員 

 選用層級與選用人員主要探討教師理想上教科書負責選用的單位層級，與

教師認為現況和理想上學校內外參與教科書選用的人員。其中問卷第 29題探討
教師理想上教科書負責選用的單位層級，問卷第 1、2題分別探討現況和理想上
學校內外參與教科書選用的人員。以下將逐題分析之。 
 
一、選用層級 
 問卷第 29題主要瞭解教師理想上教科書負責選用的單位層級。此部份將先
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29題的次數分配，以分析教師對選用層級的看法，結

果如表 4-1所示： 
 
 依據表 4-1，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幾點歸納： 
 

1. 各領域教師最贊同由「學校自行選用」 
各領域教師贊同比例最多數者為「學校自行選用」，佔有效百分比的

43.1%。這也符合目前國中九年一貫教科書選用制度的現況，可能與近年來學
校本位的觀念與教師專業自主的呼聲甚高，教師對於自己的專業與義務相當重

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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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教師理想上教科書負責選用的單位層級」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國家統一選用 203 32.5 33.5 33.5 2 

縣市政府選用 64 10.2 10.6 44.1 3 

地方學區選用 44 7.0 7.3 51.3 4 

學校自行選用 261 41.8 43.1 94.4 1 

各班級教師自行選用 22 3.5 3.6 98.0 5 

其他 12 1.9 2.0 100.0 6 

合計 606 97.0 100.0   

 
2. 仍然有相當程度的教師贊成由「國家統一選用」 
贊成由「國家統一選用」者佔有效百分比的 33.5%，高居統計的第二位。

可見仍然有相當多的教師希望恢復統編或是由國家來統一選用教科書。 
 

3. 贊成由地區性的「縣市政府選用」與「地方學區選用」者，或開放給「各
班級教師自行選用」者仍佔少數 

 贊成由地區性的「縣市政府選用」與「地方學區選用」者佔有效百分比約

17.9%，可見雖然有部份教師贊成由地區性的行政單位選用，但在比例上仍然
屬於少部份；而贊成「各班級教師自行選用」者也相當的少，僅 3.6%。 

 
4. 教科書的選用層級也會受到考試因素的影響 

 選擇「其他」的開放性答案共有 12人，經整理意見後除了未填開放性意見
者之外，意見如下： 

（1） 在開放性答案中，許多教師認為教科書的選用層級應視基本學力
測驗而定，包括「學力測驗的科目由國家統一選用」、「等學力測

驗的結果出來後再決定由哪個層級來選用較妥」等等，可見基本

學力測驗的科目與結果也會影響教科書的選用層級。 
（2） 另外有幾位教師認為「應因時制宜」，或「考慮各項因素後再做決

定」。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以從

附錄十三附表 A4-1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教師理想上教科書負責選用的單位
層級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理想上教科書選用負責層
級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63.651，p<.001）。其中「導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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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務處工作」職務者贊成「國家統一選用」的比例最高，次高為

「學校自行選用」；「科任老師」、「領域負責人」與「兼任非教務處工作」

職務者贊成「學校自行選用」的比例最高。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理想上教科書選用負
責層級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理想上教科書選用負
責層級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理想上的教科書選用
負責層級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17.491，p<.01）。其中服務
於台北縣市的教師較贊成「學校自行選用」，而服務於「台北縣」的教

師贊成「國家統一選用」的比例較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高。 
 
（三）小結 
 依據上述調查分析結果，在「選用層級」的問卷調查方面獲致以下發現： 

1. 在選用層級方面，各領域教師傾向於由學校自行選用。 
2. 仍有相當多比例的教師贊成國家統一選用的制度。 
3. 基本學力測驗的科目與結果可能會影響教師選用教科書。 
4. 在曾任職務與學校地區背景變項的不同，教師對理想上的教科書選用負
責層級的意見有差異。其中導師與兼任教務處工作者贊成國家統一選用

的比例較其他職務高，而服務於台北縣的教師贊成國家統一選用的比例

較台北市的教師高。 
 
二、選用人員 
 問卷第 1、2題主要瞭解教師在目前現況與理想上對學校內外參與教科書選
用的人員的看法。問卷第 1題代表目前學校參與教科書選用人員的現況，問卷
第 2題則代表教師理想上應參與教科書選用人員的看法，兩題均為複選題。計
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1、2題的次數分配，以分析教師對選用人員的看法，結果如
表 4-2、表 4-3所示： 
表 4-2  「學校參與教科書選用人員現況」次數分析表 
項目 次數 勾選者佔全部勾選者的比率 勾選者佔有效樣本的比率 排序

各領域教師 619 67.1 99.7 1 

校長 94 10.2 15.1 3 

學者專家 26 2.8 4.2 4 

學生 15 1.6 2.4 6 

家長 147 15.9 23.7 2 

其他 22 2.4 3.5 5 

總和 923 100.0 148.6  

註：4個無效樣本、621個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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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教師理想上應參與教科書選用人員」次數分析表 
項目 次數 勾選者佔全部勾選者的比例 勾選者佔有效樣本的比例 排序

各領域教師 615 47.5 98.7 1 

校長 89 6.9 14.3 5 

學者專家 214 16.5 34.3 3 

學生 147 11.4 23.6 4 

家長 219 16.9 35.2 2 

其他 10 .8 1.6 6 

總和 1294 100.0 207.7  

註：2個無效樣本、623個有效樣本 

 
依據表 4-2、表 4-3的統計數字來看，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幾點歸納： 
 

（一）目前各校參與選用的人員以各領域教師為主 
 以表 4-2的分析結果來看，教師勾選各領域教師的比率佔所有有效樣本的
99.7%，可見目前在國民中學的教科書選用確實是以各領域教師為主體。另外
次高的是家長（23.7%），可見仍有部份學校家長有參與教科書的選用，另讓人
玩味的是教師認為校長有參與選用的比率為 15.1%，這種情形可能有兩種解釋： 
 

1. 教師認為校長參與選用的比例偏低，可見目前校長較少參與教科書選
用。可能改以其他角色（如資訊的提供者、行政的協助者）來參與教科

書的選用。 
2. 不過 15.1%的教師認為校長有參與選用的過程，可見仍有部份校長實際
參與學校教科書的選用過程。 

 
另外，填答「其他」選項的開放性意見主要是「行政人員也應參與」，可見

仍有部份學校的行政人員有參與教科書的選用，不過在本研究裡將學校行政人

員（除校長外）也視為各領域教師，所以有多少教師認為行政人員有參與，而

填選項 1「各領域教師」者則無法計數。 
 
（二）學者專家與學生甚少參與選用過程 
 以表 4-2的分析結果來看，認為學者專家有參與選用的比例（4.2%）與認
為學生有參與選用的比率（2.6%）均相當低，可見目前教科書的選用學者專家
與學生甚少參與。 
 
（三）在教師理想上的參與選用人員，學者專家、學生、家長的比例提高 
 從表 4-3的分析結果來看，仍然是各領域教師的比率最高（98.7%），但如
果我們和表 4-2一起比較的話，就會發現教師理想上參與選用的人員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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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率下降，而學者專家（34.3%）、學生（23.6%）、家長（35.2%）的比例均
提高了，尤以學者專家提高的比例幅度最大（4.2% 34.3%），可見目前在目前
國民中學九年一貫教科書的選用過程，教師理想上參與選用人員之中，學者專

家仍有其發聲與參與的需求與可能性。 
 
（四）小結 
依據上述調查分析結果，在「選用人員」的問卷調查方面獲致以下發現： 

1. 目前學校內參與選用的人員以各領域教師為主。 
2. 教師理想上的參與選用人員以多元意見、多方參與為主。 

 

貳、選用流程 

 選用流程主要探討學校教科書選用的步驟與程序，共分為準備、評選、評

鑑三個階段。其中準備階段（問卷 3-9題）主要是對於選用前的法令規章、選
用知能、選用人員共識等進行了解；評選階段則對於選用時的評選規準設計、

選用時間、備用版本、程序是否公開等進行了解（問卷 10-14題）；評鑑階段則
從評鑑機制是否建立與看法等方面來進行了解（問卷 15-20題）。以下將逐題分
析之。 
 
一、學校是否組成專責的選用單位 
 問卷第 3題主要瞭解目前國民中學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有組成專責的選用
單位，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

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3題的次數分配，以瞭解目前是否有組成專責的選用

單位，結果如表 4-4所示： 
 

表4-4  「學校是否組成選用專責單位」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有成立 188 30.1 30.6 30.6 2 

未成立 418 66.9 68.1 98.7 1 

其他 8 1.3 1.3 100.0 3 

合計 614 98.2 100.0   

 
依據表 4-4的統計數字來看，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幾點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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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各校有成立專責的選用單位者佔有效樣本百分比的 30.6% 
 目前各校有組成專責的選用單位者（以文獻探討所得來看應為書評會）佔

有效樣本百分比的 30.6%，即三成左右，而未成立專責單位而以課發會或各領
域教學研究會來負責者佔 68.1%。 
 

2. 填「其他」者多為「不清楚是否有組成專責單位」 
填「其他」者共有 8人，絕大多數的意見則是「不清楚是否有組成專責單

位」。這可能與學校方面的宣導與共識建立的不足有關。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進一步以

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由於問卷第 3題屬於學
校現況的問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在考驗上不能代表學校間的差異情形，是故

此題的卡方考驗我們只解釋學校背景變項，我們可以從附錄十三附表 A4-2可
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學校是否組成選用專責單位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學校是否組成選用專責單
位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24.484，p<.01），由於本題是以調
查各校的現況為主，有可能是因為其他因素而導致有差異情形出現，故

此處不做進一步的推論。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學校是否組成選用專
責單位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15.307，p<.01），由於本題是
以調查各校的現況為主，有可能是因為其他因素而導致有差異情形出

現，故此處不做進一步的推論。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學校是否組成選用專
責單位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20.162，p<.01），其中「7班
以上」和「8到 24班」者填「未組成專責單位」者最多；而「25到 48
班」、「48班以上」填「有組成專責單位」的比例較前兩者為多。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學校是否組成選用專
責單位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52.816，p<.001）。其中服務
於台北市的教師在「有組成專責單位」的填答比例明顯比台北縣高。 

 
二、教師理想上是否應組成選用專責單位 
 問卷第 4題主要瞭解目前教師理想上認為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應組成專責
的選用單位，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

加以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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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全體填答者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4題的次數分配，以瞭解目前教師理想上的看法，結

果如表 4-5所示： 
 
表4-5  「教師理想上是否應組成選用專責單位」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是 254 40.6 41.2 41.2 2 

否 362 57.9 58.8 100.0 1 

合計 616 98.6 100.0   

 
 由表 4-5可以看出認為需要組成專責選用單位者比率（41.2%）略少於認為
不需要者（58.8%）。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以

從附錄十三表 A4-3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學校是否組成選用專責單位意見
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是否應組成選
用專責單位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是否應組
成選用專責單位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15.583，p<.001）。其
中「3年以下」年資者填答「是」的選項比率較其他年資者高；「4到
10年」與「11年以上」年資者填答「否」選項的比率較高。代表年資
「3年以下」者較認為學校應組成選用專責單位。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是否應組
成選用專責單位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是否應組
成選用專責單位意見上達到顯著差異（χ2 = 5.550，p<.05）。其中服務
於台北市的教師填答「是」的比率明顯比台北縣高。代表服務於台北市

的教師較台北縣教師認為學校應組成選用專責單位。 
 
三、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 
問卷第 5題主要瞭解目前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

策，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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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全體填答者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5題的次數分配，以瞭解目前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

否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結果如表 4-6所示： 
 

表4-6  「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完全瞭解 55 8.8 8.9 8.9 3 

大致瞭解 366 58.6 59.2 68.1 1 

稍微瞭解 166 26.6 26.9 95.0 2 

完全不瞭解 31 5.0 5.0 100.0 4 

合計 618 98.9 100.0   

 
 由表 4-6可以知道，教師填答「大致瞭解」選項的比率最高（59.2%），次
之為「稍微瞭解」選項的比率（26.9%）。從累積百分比來看，「完全瞭解」與
「大致瞭解」的百分比共 68.1%約七成，可見仍有三成的教師在選用前稍微或
完全不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以

從附錄十三附表 A4-4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
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
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83.884，
p<.001）。其中「兼任領域負責人」與「兼任教務處工作」者填答「完
全瞭解」的比率明顯較高；「導師」在填答「大致瞭解」的比率也比其

他職務者為高。代表上述三類職務的人在選用過程之前對於相關的法令

及政策較其他人瞭解。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
是否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19.790，p<.01）。其中「3年以下」年資者填答「稍微了解」與「完全
不瞭解」的選項比率較其他年資者為高；而「11年以上」年資者填答
「完全瞭解」與「大致瞭解」選項的比率較其他年資者高。代表年資愈

高者，在選用過程之前對於相關的法令及政策較其他年資瞭解。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
是否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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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四、對選用時的各層面（法令、時程、時間、方法、規準等）先行建立共識 
問卷第 6題主要瞭解目前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有先對選用時的各層面

（如法令、時程、時間、方法、規準）建立共識，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

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6題的次數分配，以瞭解在教科書選用過程之前，學

校參與選用的人員是否有對選用時的各層面先行建立共識，結果如下表 4-7所
示： 

 
表4-7  「對選用時的各層面先行建立共識」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充分建立共識 144 23.0 23.5 23.5 2 

大致有建立共識 321 51.4 52.3 75.7 1 

稍微建立共識 125 20.0 20.4 96.1 3 

完全沒有建立共識 24 3.8 3.9 100.0 4 

合計 614 98.2 100.0   

 
 由表 4-7可以知道，教師填答「大致有建立共識」選項的比率最高（52.3%），
次之為「充份建立共識」選項的比率（23.5%）。從累積百分比來看，「充分建
立共識」與「大致有建立共識」的百分比共 75.7%，而「完全沒有建立共識」
者僅 3.9%，可見在選用前各校參與選用的人員有經過某種程度上的討論以凝聚
共識，唯仍有需要繼續加強的地方。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以

從附錄十三附表 A4-5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
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的差異。從附錄十三表 A4-5來看，可以發現「曾
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等背景變項對教師是否對選

用時的各層面先行建立共識意見上，均沒有達到顯著差異的情形。 
 
五、參加過有關教科書選用的研習活動、形式與意願 
問卷第 7、8、9題主要瞭解目前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有參加過相關的

研習活動、這些研習活動的形式為何、與未來參與的意願。其中第 7題屬於跳
答題，即填答「是」者則續答第 8題，若填答「否」者則跳答第 9題。此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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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7、8、9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8、表 4-9、表 4-10

所示： 
 

表4-8  「參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的研習活動」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有 407 65.1 65.8 65.8 1 

否 212 33.9 34.2 100.0 2 

合計 619 99.0 100.0   

 
表 4-9  「參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研習活動的形式」次數分析表 
項目 次數 勾選者佔全部勾選者的比率 勾選者佔有效樣本的比率 排序

學校自行舉辦 210 30.7 51.0 2 

出版商自行舉辦 225 32.9 54.6 1 

附近學校聯合舉辦 199 29.1 48.3 3 

縣市政府舉辦 49 7.2 11.9 4 

其他 1 .1 .2 5 

合計 684   100.0 166.0  

註 1：213個無效樣本、412個有效樣本 

註 2：填答「其他」者在開放意見答案為「參與過師大舉辦的研習」 
 
表 4-10  「參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研習活動的意願」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願意 255 40.8 41.3 41.3 2 

視時間 339 54.2 54.9 96.3 1 

不願意 23 3.7 3.7 100.0 3 

合計 617 98.7 100.0   

 
 依表 4-8、表 4-9、表 4-10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1. 約有六成五的教師參加過有教科書選用有關的研習活動 
有參加過教科書選用相關研習活動者佔有效樣本數的 65.8%，可見有近六

成五的教師參加過相關的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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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與出版商均有舉辦教科書相關的研習活動 
從表 4-9的統計數字來看，「出版商自行舉辦」（54.6%）、「學校自行舉辦」

（50.1%）、「附近學校聯合舉辦」（48.3%）分佔排序的第 1、2、3位，三者間
的比率也相當接近，顯示與教科書相關的研習活動主要以學校和出版商舉辦為

主。值得玩味的是，參加出版商自行舉辦的研習活動高居排序的第 1位，可能
與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第一年實施與教科書開放全面開放審定，出版商積極

拓展市場有關。 
 
 3. 未來願意參加教科書選用相關研習活動仍佔大多數 
 從表 4-10的統計數字來看，填答「願意」、「視時間而定」的比率佔有效百
分比的 96.3%，僅 3.7%的填答者未來不願意參加選用相關的研習活動。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以從

附錄十三附表 A4-6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有
參加過相關的研習活動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是否
有參加過相關的研習活動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21.603，
p<.001）。其中「兼任領域負責人」在填答「是」選項的比率最高（73.5%），
次之為「導師」（71.9%）。可見領域負責人與導師較有可能參與相關的
研習活動。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
是否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32.867，
p<.001）。其中「3年以下」年資者填答「否」者比率高於填答「是」
者；而「4到 10年」、「11年以上」年資者填答「否」者比率均高於填
答「是」者。由統計數字來看，年資愈大者，在選用過程之前參加過相

關的研習活動較其他年資的比率為高。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
是否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13.351，p<.01）。其中「7班以下」者填答「否」者比率高於填答「是」
者；而「8到 24班」、「25到 48班」、「49班以上」學校規模者填答「否」
者比率均高於填答「是」者。由統計數字來看，學校規模愈大者，在選

用過程之前參加過相關的研習活動較其他年資的比率為高。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
是否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而我們可以從附錄十三附表 A4-7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未來教師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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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程之前參加相關研習活動的意願上的差異。從附錄十三附表 A4-7來看，
可以發現「曾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等背景變項對

未來教師在選用過程之前參加相關研習活動的意願部份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的

情形。 
 
六、各校的評選規準 

問卷第 10、11題主要瞭解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時教科書的評選規準由誰設
計，與教師理想上在選用過程時教科書的評選規準應由誰設計，此部份將先就

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10、11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11、表 4-12所示： 
 

表 4-11  「各校評選規準設計者」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各領域教師 378 60.5 68.6 68.6 1 

學校行政人員 64 10.2 11.6 80.2 2 

縣市政府提供 62 9.9 11.3 91.5 3 

參考他校或他縣市 35 5.6 6.4 97.8 4 

其他 12 1.9 2.2 100.0 5 

合計 551 88.2 100.0   

 
表 4-12  「理想上各校評選規準設計者」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各領域教師 433 69.3 84.6 84.6 1 

學校行政人員 8 1.3 1.6 86.1 5 

縣市政府教育人員 19 3.0 3.7 89.8 3 

專家學者 40 6.4 7.8 97.7 2 

其他 12 1.9 2.3 100.0 4 

缺答 113 18.1    

合計 625 100 100.0   

 
 由表 4-11、表 4-12可以有幾點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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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各校的評選規準主要由各領域教師設計 
由表 4-11可以看到目前在各校裡評選教科書時的評選規準與表格，大多由

各領域教師自行設計，可見目前教科書選用的權利是下放給學校各領域教師來

負責。而由表 4-12也可以看出，教師認為應由各領域教師自行設計的比率比現
況更高，可以說明目前的評選規準與表格仍有由行政人員或單位提供或設計

的，但是教師更希望能由各領域教師自行設計評選的規準與表格。 
 

2. 學者專家在評選規準的設計上應扮演協助的角色 
從表 4-12可以看出，選擇「專家學者」者佔有效百分比的 7.8%，雖然比

率不高，但仍是排序的第二位；另外表 4-12裡，缺答的比率佔 18.1%之高，由
於問卷當初在編碼時，是將填答無效與缺答兩者併入缺答欄裡，經重新審視問

卷的填答情形，發現有許多填答無效者是因為將此題單選題視為複選題加以填

答，而填答情形裡有相當多的比率是填答「各領域教師」與「專家學者」。由上

述問卷填答的情形可以推估，專家學者在教科書評選的角色上應多扮演協助的

角色。 
 
3. 在「其他」選項填答的情形 
在問卷第 10、11題的填答「其他」的開放性答案的情形如下： 
（1）問卷第 10題的開放性答案絕大多數都是填答「不清楚」，另有「由教

師自由心證」、「延用舊有表格」等意見。 
（2）問卷第 11題的開放性答案包括有「各領域教師與學者專家」、「各領

域教師與行政人員共同議決」、「各校統一規定」、「統一規定後再由各

領域依需要訂定，有爭議再由行政人員議決」、「不需訂規則而由教師

專業判斷」、「由專家學者訂立而由行政人員修改」等意見。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由於問卷

第 10題屬於學校現況的問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在考驗上不能代表學校間的差
異情形，是故此題的卡方考驗我們只解釋學校背景變項，我們可以從附錄十三

附表 A4-8可看出不同學校背景變項在對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時教科書的評選
規準由誰設計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各校的評選規準是由誰來
設計的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各校的評選規準是由
誰來設計的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24.001，p<.01），由於本
題是以調查各校的現況為主，有可能是因為其他因素而導致有差異情形

出現，故此處不做進一步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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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各校的評選規準是由
誰來設計的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各校的評選規準誰來
設計的意見上達到顯著差異（χ2 = 13.083，p<.05）。其中雖然服務於「台
北市」與「台北縣」的教師填答由「各領域教師」負責選用的比率均最

高，但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填答比率明顯比服務於「台北縣」來得

高，而服務於「台北縣」的教師在填答「採用縣市政府提供的評選標準」

的比率明顯比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高。 
 
而我們從附錄十三附表 A4-9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各校在選用過

程時教科書的評選規準應由誰設計意見上的差異。從附錄十三附表 A4-9來看，
可以發現「曾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等背景變項對

「理想上各校的評選規準應由誰來設計的」部份均沒有顯著差異的情形。 
 
七、選用時間 
問卷第 12、13題主要瞭解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時選用的時間是否充裕，與

教師理想上在選用過程時選用時間應多長較為充裕，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

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12、13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下表 4-13、表 4-14所

示： 
表 4-13  「選用時間是否充裕」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時間充裕 179 28.6 29.3 29.3 2 

時間剛好 280 44.8 45.9 75.2 1 

時間匆促 151 24.2 24.8 100.0 3 

合計 610 97.6 100.0   

 
表 4-14  「理想上選用時間的長度」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每學年5、6月 355 56.8 57.8 57.8 1 

學年下學期共一學期 176 28.2 28.7 86.5 2 

一學年 64 10.2 10.4 96.9 3 

其他 19 3.0 3.1 100.0 4 

合計 614 98.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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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4-13、表4-14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1. 多數教師們對目前教科書選用時間長短尚可接受 
由表4-13可以看出教師填答「時間剛好」的比率最高（45.9%），而計算教師

填答「時間充裕」與「時間剛好」的比率有75.2%，可見目前多數教師對教科書
選用時間的長短尚可接受。 

 
2. 認為理想上選用時間長度在每學年下學期5、6月共兩個月的比率最高 
從表4-14可以看出教師填答「每學年5、6月共兩個月」的比率最高（57.8%），

顯示教師有半數左右認為兩個月的選用時間已經足夠。 
 
3. 填答「其他」的開放性意見的情形 
填答「其他」的開放性意見的情形整理分析如下： 

 （1）建議「4、5兩個月」即可 
（2）必須視「出版商出版狀況」，意即選用時間會受到出版商是否能即時提

出合格備選的教科書而定。 
（3）亦有填答「上學期10、11月，下學期4、5月」、「4、5、6三個月」、「僅

需1個月」等情形。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若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

以從附錄十三附表 A4-10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各校在教科書選用時間
是否充裕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教科書選用時
間是否充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教科書選
用時間是否充裕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16.546，p<.01）。其
中雖然年資不同者在填答「時間剛好」的比率都是最高的，但是「11
年以上」年資者在填答「時間充裕」的比率明顯比「3年以下」與「4
到 10年」年資者較高，而且有年資愈高則比率愈高的傾向，可能是因
為年資較高的教師較為熟悉教科書的內容架構、教學設計、學生能力、

行政需要等方面，在教科書的評選上較為熟悉，而認為不需要太長的選

用時間。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教科書選
用時間是否充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教科書選
用時間是否充裕意見上未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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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從附錄十三附表 A4-11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理想上學校教科書
選用時間應多長意見上的差異。從附錄十三附表 A4-11來看，可以發現「曾任
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等背景變項對理想上學校教科

書選用時間的長度部份均沒有顯著差異的情形。 
 
八、選用時的備用版本 
問卷第 14題主要瞭解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時是否有決定備用版本，即是在

選用時是否有建立教科書的評選排序，以防止如發生教科書無法供應的情況，

能即時有備用版本可以提供。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

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14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15所示： 

 
表 4-15  「選用時的備用版本」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準備1本 133 21.3 22.1 22.1 3 

準備2本並排序 130 20.8 21.6 43.7 4 

準備3本以上並排序 169 27.0 28.1 71.8 2 

沒有備用版本 170 27.2 28.2 100.0 1 

合計 602 96.3 100.0   

 
 由表 4-15我們可以看出，各校準備備用版本的情況不一，其中「沒有備用
版本」的比率佔 28.2%，如果在教科書的供應上出了問題，就有可能必須重新
再評選一次，可能會造成行政與教學上的問題。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由於問卷

第 14題屬於學校現況的問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在考驗上不能代表學校間的差
異情形，是故此題的卡方考驗我們只解釋學校背景變項。我們可以從附錄十三

附表 A4-12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時是否有決定備用版
本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時是
否有決定備用版本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
時是否有決定備用版本意見上達到顯著差異（χ2 = 14.526，p<.05）。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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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題是以調查各校的現況為主，有可能是因為其他因素而導致有差異

情形出現，故此處不進行進一步的推論。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
時是否有決定備用版本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26.839，
p<.001）。其中「7班以下」者填答「準備 1本備用版本」者比率最高；
而「8到 24班」學校規模者填答「沒有備用版本」者比率最高，而「25
班到 48班」與「49班以上」的填「準備 3本備用版本」者比率最高。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
時是否有決定備用版本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九、選用後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與教科書的使用方法 
問卷第 15題主要瞭解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後是否有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

由、教科書的使用方法。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

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15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16所示： 
 

表 4-16  「說明選用過程、理由與教科書的使用方法」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有 402 64.3 66.7 66.7 1 

否 201 32.2 33.3 100.0 2 

合計 603 96.5 100.0   

 
 由表 4-16可以看出，教師認為學校在選用後有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與
教科書的使用方法的比率為 66.7%，可見仍有三成左右的教師認為學校在選用
後並沒有公布說明整個選用過程、理由、與教科書的使用方法。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以

從附錄十三附表 A4-13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後是否有
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教科書的使用方法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後是
否有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教科書的使用方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
後是否有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教科書的使用方法意見上未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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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
後是否有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教科書的使用方法意見上未達顯著

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
後是否有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教科書的使用方法意見上達到顯著

差異（χ2 = 4.210，p<.05）。其中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明顯認為學
校沒有在選用過程後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教科書的使用方法的比

率高於服務於「台北縣」的教師填答比率。 
 
十、對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效果進行評鑑、如何評鑑與回饋管道 
問卷第 16、17、18題主要瞭解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後是否有對教科書的使

用情形與效果進行評鑑，學校如何進行評鑑，與是否有回饋給出版商的管道。

其中第 16題屬於跳答題，即填答「有」者則續答第 17、18題，若填答「否」
者則跳答第 19題。另外，第 17為複選題，第 18題依填答情形也改為複選題分
析。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

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16、17、18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17、表 4-18、

表 4-19所示： 
 

表 4-18  「學校如何進行評鑑」次數分析表 
項目 次數 勾選者佔全部勾選者的比率 勾選者佔有效樣本的比率 排序

各領域教學研究

會上討論 
375 63.3 95.2 1 

成立專責的評鑑

小組 
25 4.2 6.3 4 

評鑑結果作為下

次選用依據 
148 25.0 37.6 2 

邀請校外專家學

者進行評鑑 
8 1.4 2.0 5 

廣集學生、家長、

與社區人士意見 
33 5.6 8.4 3 

其他 3 .5 .8 6 

合計 592   100.0 150.3  

註：231個無效樣本；394個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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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對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效果進行評鑑」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有 385 61.6 62.7 62.7 1 

否 229 36.6 37.3 100.0 2 

合計 614 98.2 100.0   

 
表 4-19  「評鑑結果回饋給出版商的管道」次數分析表 

項目 次數 勾選者佔全部勾選者的比率 勾選者佔有效樣本的比率 排序

學校行政單位 90 18.6 23.0 3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224 46.2 57.3 1 

教師自行回饋 122 25.2 31.2 2 

不清楚 37 7.6 9.5 4 

沒有管道 6 1.2 1.5 5 

其他 6 1.2 1.5 5 

合計 485 100.0 124.0  

註：234個無效樣本；391個有效樣本 

 
 由表 4-17、表 4-18、表 4-19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1. 各校有對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效果評鑑比率稍低 
由表 4-17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填答「有」的教師比率為 62.7%，代表仍

有接近四成的教師認為學校並沒有對評選後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效果進行評

鑑。 
 
2. 各校的評鑑方式以在各領域研究會上討論者比率最高 
由表 4-18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教師填答「在各領域教學研究會上共同討

論」的比率高達 95.2%，由此可知目前各校對於教科書的討論與評鑑工作均由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負責；而有近四成的學校會將選用的結果當作下次選用的依

據（37.6%），至於「成立專責的評鑑小組以進行長期追踨」（6.3%）、「邀請校
外專家學者進行評鑑工作」（2.0%）與「廣集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的意見」
（8.4%）的比率均偏低。 

 
3. 各校主要透過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將評鑑結果回饋給出版商 
由表 4-19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教師填答「由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討論後回

饋給出版商」的比率最高，佔有效樣本比率的 57.3%，與問卷第 17題互相對照
後可知，目前各校的評鑑與結果回饋的單位大多以各領域教學研究會為主；不

過值得注意的是，「教師自行將意見回饋給出版商」（31.2%）與「由學校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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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彙整意見後回饋給出版商」（23.0%）分佔第二、三位，從選項一到三的填
答情形可以發現大部份的回饋均由教師或教師組成的領域教學研究會來負責，

有填答由學校行政單位負責的僅有 23.0%，這方面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性。 
 

4. 問卷第 17、18題填答「其他」的開放性答案情形 
填答「其他」的開放性意見的情形整理分析如下： 

（1）問卷第17題的部份，有「利用空堂時間」、「沒有（評鑑）」、「書商的更
正與補充說明」等意見。 

（2）問卷第18題的部份有「出版商會自己過來詢問」、「沒有想過要回饋」、
「自編教材（不需回饋）」等意見。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以

從附錄十三附表 A4-13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後是否有
對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效果進行評鑑意見上的差異。從附錄十三附表 A4-14來
看，可以發現「曾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等背景變

項對目前各校在選用過程後是否有對教科書的使用情形與效果進行評鑑部份均

沒有顯著差異。 
 
十一、小結 
 依據上述調查分析結果，在「選用流程」的問卷調查方面，區分出準備階

段、評選階段、評鑑階段三個階段的研究發現加以分述之： 
 
（一）準備階段的研究發現 

1. 目前各校成立專責選用的單位僅約三成。 
2. 教師半數以上認為不需要成立專責選用的單位 
3. 仍有三成的教師在選用前稍微或完全不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 
4. 有七成五左右的教師認為選用前有建立相當程度的共識。 
5. 約有六成五的教師參加過有教科書選用有關的研習活動。 
6. 大多數的教師未來仍有意願參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的研習活動。 
7. 在曾任職務方面，「導師」、「兼任領域負責人」、「兼任教務處工作者」三
類人員在選用前較其他人員瞭解相關的法令及政策；而「領域負責人」

與「導師」則在選用前較其他人員參與較多的相關研習活動。 
8. 在服務年資方面，服務年資較淺者（3年以下）比較認為學校應成立專
責的選用單位；而服務年資較深者（11年以上）較其他年資者瞭解相關
的法令及政策，也參與較多的相關研習活動。 

9. 在學校地區方面，台北市有部份教師認為學校並沒有成立專責的選用單
位；另外，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比服務於台北縣的教師較認為應成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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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選用單位。 
 
（二）評選階段的研究發現 

1. 目前各校的評選規準主要由各領域教師設計，但亦有部份者由學校行政
人員設計，且在設計的過程裡也有部份參考縣市政府提供的表格。 

2. 教師認為理想上各校的評選規準中，學者專家應扮演協助設計的角色 
3. 多數教師們對目前教科書選用時間長短尚可接受，理想上多數也認為選
用時間長度在每學年下學期 5、6月共兩個月即可。 

4. 仍有三成左右的學校在評選教科書時沒有準備備用版本，可能的原因為
教師的自主性較高，或法令貫徹與傳達不佳所導致。 

5. 在服務年資方面，年資較高者（11年以上）認為選用時間較為充裕，可
能因為年資較高者較為熟悉教科書評選的相關規定與規準。 

6. 在學校規模方面，比較大型的學校（25到 48班與 49班以上）準備 3本
備用版本者比率最高。 

7. 在學校地區方面，服務於「台北縣」的教師在填答「採用縣市政府提供
的評選標準」的比率明顯比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高。 

 
（三）評鑑階段的研究發現 

1. 有三成左右的教師認為學校在選用後並沒有公布說明整個選用過程、理
由、與教科書的使用方法。 

2. 近四成左右的教師認為學校在選用後並未對選用後的教科書進行評鑑。 
3. 各校最常用的評鑑方式是提到各領域研究會上討論 
4. 各校主要透過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將評鑑結果回饋給出版商 
5. 學校地區方面，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較服務於「台北縣」的教師明
顯較認為學校沒有在選用過程後公布說明選用過程、理由、教科書的使

用方法。 
 

參、選用年限 

 選用年限主要探討平常學校使用教科書的週期，即選用出來的教科書使用

多久後會再評選一次。問卷第 19、20題主要探討目前各校教科書的選用年限長
短與教師理想上教科書選用年限長短應為何。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

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19、20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20、表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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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各校教科書的選用年限」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一學期一次 100 16.0 16.1 16.1 2 

一學年一次 426 68.2 68.5 84.6 1 

三學年一次 73 11.7 11.7 96.1 3 

其他 23 3.7 3.7 100.0 4 

合計 622 99.5 100.0   

 
表 4-21  「教師理想上教科書的選用年限」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一學期一次 66 10.6 10.6 10.6 3 

一學年一次 330 52.8 53.1 63.8 1 

三學年一次 210 33.6 33.8 97.4 2 

其他 15 2.4 2.4 100.0 4 

合計 621 99.4 100.0   

 
 由表 4-20、表 4-21來看，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一）各校教科書的選用年限目前以一學年選用一次為主 
由表 4-20來看，教師填答「一學年選用一次」的比率最高（68.5%），此與

文獻探討裡，台北縣市對各校教科書選用所規定的「原則上一學年選用一次」

相同，不過仍有三成以上的教師填答其他選項，可能是各校情況不同，規定仍

有彈性所致，但目前仍以一學年選用一次的比率最高。 
 

（二）教師理想上的選用年限仍以一學年選用一次為主 
由表 4-21來看，教師填答「一學年選用一次」的比率仍是最高（53.1%），

比較表 4-20裡可以知道教師理想上仍然以一學年選用一次的現況為主。 
 

（三）理想上三學年選用一次的比率比現況高 
由表 4-20、表 4-21互相比較，可以發現教師在理想上教科書的選用年限，

三學年一次的比率比現況提高 22.1個百分點，顯示教師對三學年選用一次的期
望提高，可能與目前審定本教科書編審腳步緩慢、教師在選用時沒辦法看到三

學年完整的教科書所致。 
 

（四）問卷第 19、20題填答「其他」的開放性答案情形 
填答「其他」的開放性意見的情形整理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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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卷第19題的部份，以「不清楚」、「彈性使用」等意見為主。 
2. 問卷第20題的部份，以「視教科書情況而定」、「若出版商能提供三年則
以三學年選用一次為主」等意見為主。其他尚有「有瑕疵就換」、「原則

上一學期選用一次，等到實行三年後才可一學年選用一次」等意見。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若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由於問

卷第 19題屬於學校現況的問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在考驗上不能代表學校間的
差異情形，是故此題的卡方考驗我們只解釋學校背景變項，我們可以從附錄十

三附表 A4-15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目前各校教科書的選用年限長短意見上
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一）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教科書的選用年

限長短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二）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教科書的選

用年限長短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21.881，p<.001），由於本題
是以調查各校的現況為主，有可能是因為其他因素而導致有差異情形出

現，故此處不進行進一步的推論。 
（四）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教科書的選

用年限長短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26.695，p<.01）。其中「7
班以下」學校規模者較贊同「一學期選用一次」，「48班以上」學校規模
者較贊同「一學年選用一次」，而「8到 24班」學校規模者較贊同「三
學年選用一次」。 

（五）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目前各校教科書的選

用年限長短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而我們從附錄十三附表 A4-16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對教師理想上教科書選

用年限長短應為何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一）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教科書選用年

限長短應為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二）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教科書選用年

限長短應為何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20.642，p<.01）。其中
不同年資者雖然都在填答「一學年選用一次」的選項比率最高，但可以

明顯看出「3年以下」年資者在「一學期選用一次」的選項比率較其他
年資者高，而「11年以上」年資者在「三學年選用一次」的選項比率較
其他年資者高。 

（三）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教科書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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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年限長短應為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四）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教科書選

用年限長短應為何意見上也未達顯著差異。 
 
三、小結 
依據上述調查分析結果，在「選用年限」的問卷調查方面獲致以下發現： 

（一）各校教科書的選用年限目前以一學年選用一次為主 
（二）教師理想上的選用年限仍以一學年選用一次為主 
（三）教師理想上認為三學年選用一次教科書的比率比現況高 
（四）在服務年資方面，年資較淺者（3年以下）希望一學期選用一次的比率

稍高；而年資較高者（11年以上）希望三學年選用一次的比率稍高。 
（五）在學校規模方面，小型學校（7班以下）希望一學期選用一次的比率稍

高。 
 

肆、可能的相關因素 

 可能的相關因素主要探討學校內外選用人員選用教科書時，可能考量的各

項相關因素。本問卷將可能的相關因素區分為「校內因素」與「校外因素」兩

大因素。問卷第 21題主要在探討教師對十五項可能因素對教科書選用的影響程
度之看法，問卷第 22到 27題主要探討教師對學校行政人員、家長、教科書出
版商在學校教科書選用的角色與理想上應扮演的角色為何。以下將逐題分析之。 
 
一、十五項相關因素的影響程度 
 問卷第 21題在探討教科書選用過程的相關因素之影響程度高低。依文獻探
討所得，本題將影響因素區分為校內因素與校外因素共十五項相關因素。此部

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21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22、表 4-23所示。 
由表 4-22、表 4-23來看，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1. 在八項校內因素與十五項整體相關因素的影響程度上，教師認為教師個
人因素與學生因素影響程度最高 

從表 4-22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平均數排序在校內因素中前三位依次為
「教師對於教科書選用的專業知能」、「教師的教學風格」、「學生的程度」，可見

目前教師認為影響教科書選用最大的因素在於教學方面，以教師的個人特質與

學生的程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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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八項校內相關因素次數分析表 
題目

項目 
Q2101 Q2102 Q2103 Q2104 Q2105 Q2106 Q2107 Q2108

個數 618 616 614 618 612 616 615 613 

平均數 3.210356 3.480519 3.135179 3.194175 2.689542 2.194805 2.302439 2.321370

中位數 3 4 3 3 3 2 2 3 

眾數 4 4 3 4 3 2 2 2 

標準差 0.854632 0.695825 0.866054 0.875286 0.910938 0.954768 0.975052 0.989892

變異數 0.730395 0.484173 0.750049 0.766125 0.829809 0.911583 0.950727 0.979886

校內因素排序 2 1 4 3 5 8 7 6 

所有因素排序 2 1 4 3 7 14 12 11 

合計 1984 2144 1925 1974 1646 1352 1416 1423 

 
表 4-23  七項校外相關因素次數分析表 

題目

項目 
Q2109 Q2110 Q2111 Q2112 Q2113 Q2114 Q2115 

個數 617 615 614 615 613 613 615 

平均數 2.795786 2.547967 2.35342 2.278049 2.443719 2.008157 3.112195 

中位數 3 3 2 2 2 2 3 

眾數 3 3 2 2 3 2 4 

標準差 0.917249 0.908102 0.908818 0.802534 0.813799 0.8074 0.921388 

變異數 0.841346 0.82465 0.825951 0.644061 0.662268 0.651894 0.848955 

校內因素排序 2 3 5 6 4 7 1 

所有因素排序 6 8 10 13 9 15 5 

合計 1725 1567 1445 1401 1498 1231 1914 

 
2. 在七項校外因素的影響程度上，教師認為考試制度的影響程度最高，次
之為法規命令與上級機關的督導評鑑 

從表 4-23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平均數排序在校外因素中前三位依次為
「考試制度的改變」、「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的法規命令」、「上級教育行政機關的

督導與評鑑」，根據文獻與調查問卷所得加以推論，可能是基本學力測驗才剛實

施數年，加上社會上考試領導教學的風氣仍然相當濃厚，基本學力測驗的走向

將會影響教科書選用過程與版本的決定；另外相關的法規命令與上級機關的督

導與評鑑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如選用的時間長短、選用人員與選用流程、上

級機關對整體教科書制度的態度（如編輯、審核等方面）都會影響學校裡教師

對各領域教科書版本的選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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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內的行政人員與學校外的出版商、家長、學者專家對教科書選用的
影響程度不高 

 比較表 4-22與表 4-23，學校內的行政人員與學校外的出版商、家長、學者
專家、社區人士的影響程度平均分數均在 2.5分以下（第 6、7、11、12、13、
14題），可見教師認為這些人員對教科書選用的影響程度不高，這與文獻探討
所得不盡符合，可能與近年來教育改革風氣引導教師專業角色提高，將與教學

相關的事務回歸給教師專業所致。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

以從附錄十四附表 B-1到附錄十四附表 B-15（共 15個表）看出不同背景變項
在對在十五項影響因素的影響程度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方面，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第 8、9、
12小題有顯著差異。 

（1）從附錄十四附表 B-8可知，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8小題「學校人員間的組織氣氛」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非常顯著的差
異（F=3.878，p<.01）。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兼任教務處工作者」職
務者對「學校人員間的組織氣氛」影響程度的看法比「導師」職務者

的看法更高。 
 
（2）從附錄十四附表 B-9可知，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9小題「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的法規命令」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
異（F=2.863，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兼任教務處工作者」職
務者對「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的法規命令」影響程度的看法比「導師」

職務者的看法更高。 
 
（3）從附錄十四附表 B-12可知，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12小題「家長的意見」相關因素的看法有極顯著的差異（F=4.663，
p<.001）。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兼任教務處工作者」職務者對「家長
的意見」影響程度的看法分別比「導師」職務者與「科任教師」職務

者的看法更高。 
 
2. 在「服務年資」方面，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第 4、5、

6、7、12、14小題有顯著差異。 
（1）從附錄十四附表 B-4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4小題「學生的程度」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異（F=4.330，
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3年以下」年資者對「學生的程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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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程度的看法比「11年以上」年資者的看法更高。 
 
（2）從附錄十四附表 B-5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5小題「學生的反應與意見」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異
（F=3.498，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3年以下」年資者對「學生
的反應與意見」影響程度之看法比「11年以上」年資者的看法更高。 

 
（3）從附錄十四附表 B-6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6小題「行政人員對教科書選用的支援程度」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
著差異（F=3.155，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個別選項間並沒有達
到顯著水準者。 

 
（4）從附錄十四附表 B-7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7小題「學校的決策方式」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異（F=3.081，
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3年以下」年資者對「學校的決策方式」
影響程度之看法比「4到 10年」年資者的看法更高。 

 
（5）從附錄十四附表 B-12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12小題「家長的意見」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異（F=3.972，
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3年以下」年資者對「家長的意見」影
響程度之看法比「4到 10年」年資者的看法更高。 

 
（6）從附錄十四附表 B-14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

第 14小題「其他教改團體或利益團體的意見」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
著差異（F=9.997，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3年以下」年資者對
「其他教改團體或利益團體的意見」影響程度之看法分別比「4到 10
年」年資者和「11年以上」年資者的看法更高。 

 
3. 在「學校規模」方面，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第 4、9、

12、14小題有顯著差異。 
（1）從附錄十四附表 B-4可知，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

中，第 4 小題「學生的程度」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異（F=3.725，
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個別選項間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者。 

 
（2）從附錄十四附表 B-9可知，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

中，第 9小題「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的法規命令」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
著差異（F=3.170，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個別選項間並沒有達到
顯著水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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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附錄十四附表 B-12可知，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

題中，第 12小題「家長的意見」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非常顯著的差異
（F=4.023，p<.01）。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個別選項間並沒有達到顯著水
準者。 

 
（4）從附錄十四附表 B-14可知，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
題中，第 14小題「其他教改團體或利益團體的意見」相關因素的看法
有顯著差異（F=3.453，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7班以下」學校
規模者與「48班以上」學校規模者的看法達到顯著差異，亦即「7班
以下」學校規模者對「其他教改團體或利益團體的意見」影響程度的

看法，比「48班以上」學校規模者的看法更高。 
 
4. 在「學校地區」方面，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中，第 2、3
小題有顯著差異。 

（1）從附錄十四附表 B-2可知，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
中，第 2小題「教師對教科書選用的專業知能」相關因素的看法有極
顯著的差異（t =3.291，p<.001）。亦即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對「教
師對教科書選用的專業知能」影響因素的看法比服務於「台北縣」的

教師看法更高。 
 
（2）從附錄十四附表 B-3可知，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1題

中，第 3小題「教師參與教科書選用的意願」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非常
顯著的差異（t =3.042，p<.01）。亦即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對「教
師對教科書選用的專業知能」影響因素的看法比服務於「台北縣」的

教師看法更高。 
 
 歸納整理第 21題中各小題在「曾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
校地區」等背景變項的差異情形如表 4-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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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第 21題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曾任職務 服務年資 學校規模 學校地區

1 教師的教學風格     

2 
教師對於教科書選用的專

業知能 
   *** 

3 
教師參與教科書選用的意

願 
   ** 

4 學生的程度  * *  
5 學生的反應與意見  *   

6 
行政人員對教科書選用的

支援程度 
 *   

7 學校的決策方式  *   
8 學校人員間的組織氣氛 **    

9 
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的法規

命令 
*  *  

10 
上級教育行政機關的督導

與評鑑 
    

11 教科書出版商的行銷手法     
12 家長的意見  *** * ** 
13 學者專家的意見     

14 
其他教改團體或利益團體

的意見 
 *** *  

15 考試制度的改變     
*p<.05 **p<.01 ***p<.001 

 
二、學校行政人員在教科書選用的角色 
 問卷第 22、23題主要探討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學校行政人員所扮演的
角色、以及教師理想上學校行政人員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

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22、23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25、表 4-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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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學校行政人員在教科書選用的角色」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僅以各領域教師身份參與選用 328 52.5 54.5 54.5 1 

提供專業意見而不參與選用 262 41.9 43.5 98.0 2 

以行政人員的身份參與並有最後決定權 6 1.0 1.0 99.0 3 

其他 6 1.0 1.0 100.0 3 

合計 602 96.3 100.0   

 
表 4-26  「教師理想上學校行政人員教科書選用的角色」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僅以各領域教師身份參與選用 273 43.7 45.0 45.0 2 

提供專業意見而不參與選用 327 52.3 54.0 99.0 1 

以行政人員的身份參與並有最後決定權 1 .2 .2 99.2 4 

其他 5 .8 .8 100.0 3 

總和 606 97.0 100.0   

 
 由表 4-25、表 4-26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1. 目前學校行政人員以「各領域教師」、「提供專業意見」兩種角色參與教
科書的選用 

由表 4-25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目前學校行政人員參與教科書的選用，以
「各領域教師身份參與」（54.5%）和「提供專業意見而不參與選用」（43.5%）
兩種角色為主，不過這兩者的比率相當接近，可能的解釋是學校行政人員以任

教領域教師的身份參與主要任教領域的教科書選用過程，而在其他領域裡則以

行政人員的專業角色提供意見，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易言之，選項 1與選
項 2在現實上並不互斥。 

 
另外，填答「以行政人員的身份參與並有最後決定權」的比率很低，僅

1.0%，可以說明目前學校裡教科書的選用中，學校行政人員大多避免干預各領
域教師的選用過程。 

 
2. 在理想上教師仍希望學校行政人員對選用的干預減少 
由表 4-26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教師理想上學校行政人員教科書選用的角

色以「提供專業意見而不參與選用」比率最高（54.0%），若對照表 4-24的統計
數字我們可以發現「提供專業意見而不參與選用」的比率提高（43.5% 54.0%） 
，而「提供專業意見而不參與選用」的比率下降（54.5% 45%），可能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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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教師希望學校行政人員對選用的干預能減少，另

外也可解釋即使學校行政人員僅以任教領域教師參與各領域的選用，教師仍會

將其視為行政人員的身份以參與選用。 
 
另外，再比較表 4-25、表 4-26填答選項 3「以行政人員的身份參與並擁有

最後的決定權」的情形比率均很低（1.0% 0.8%），也代表教師希望學校行政
人員對選用的干預能減少。 

 
3.  問卷第 22、23題填答「其他」的開放性答案情形 
填答「其他」的開放性意見的情形整理分析如下： 
（1）問卷第22題的部份，意見有「不清楚」、「未有機會參與」、「不表示意

見」、「列席但不表示意見」等。 
（2）問卷第23題的部份，以選項1與選項2合併的意見為主，也就是「同時

具有各領域教師身份參與，但也提供行政專業的意見而不以行政人員

身份參與」。其他尚有「帶領分析和討論」、「不了解」、「列席但不參與」

等意見。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若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由於問

卷第 22題屬於學校現況的問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在考驗上不能代表學校間的
差異情形，是故此題的卡方考驗我們只解釋學校背景變項，我們可以從附錄十

三附表 A4-17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學校行政人員
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
學校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達到顯著差異（χ2 = 29.397，
p<.05）。由於本題是以調查各校的現況為主，有可能是因為其他因素而
導致有差異情形出現，故此處不做進一步的推論。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
程中學校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學校教科書選用過
程中學校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29.180，p<.001）。其中「7班以下」者填答「僅以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參
與教科書的選用」者比率最高；而「49班以上」學校規模者填答「提
供與選用相關的行政資源與專業意見，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者比率

最高。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
中學校行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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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4，p<.01）。其中「台北市」的教師填答「提供與選用相關的行政
資源與專業意見，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選項的比率較高，而服務於

「台北縣」的教師填答「僅以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參與教科書的選用」的

比率較高。 
 
而我們從附錄十三附表 A4-18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教師理想上學校行

政人員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學校行政人員
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31.961，p<.01）。
其中「導師」在所有職務的比率上最為贊同「提供與選用相關的行政資

源與專業意見，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而「兼任非教務處工作者」

在所有職務的比率上最為贊同「僅以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參與教科書的選

用」。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學校行政
人員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學校行政
人員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達到非常顯著的差異（χ2 = 26.193，
p<.01）。其中差異情形與問卷第 22題，「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學校行
政人員所扮演的角色」的差異情形相同，也明顯地看出「8到 24班」、
「25到 48班」、「48班以上」者填答「提供與選用相關的行政資源與專
業意見，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選項的比率較高。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教師理想上學校行政
人員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達到顯著差異（χ2 = 10.416，p<.05）。其
中差異的情形與問卷 22題，「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學校行政人員所扮
演的角色」的差異情形相同，可見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較贊成學校

行政人員在教科書的選用上「提供與選用相關的行政資源與專業意見，

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而服務於「台北縣」的教師較贊成學校行政

人員在教科書的選用上「僅以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參與教科書的選用」。 
 
三、家長在教科書選用的角色 
 問卷第 24、25題主要探討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家長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教師理想上家長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24、25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27、表 4-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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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家長在教科書選用的角色」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實際參與選用 78 12.5 12.7 12.7 3 

提供意見而不參與選用 181 29.0 29.4 42.0 2 

信任學校決定無意見提供 340 54.4 55.2 97.2 1 

其他 17 2.7 2.8 100.0 4 

合計 616 98.6 100.0   

 
表 4-28  「教師理想上家長教科書選用的角色」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實際參與選用 61 9.8 9.9 9.9 3 

提供意見而不參與選用 348 55.7 56.4 66.3 1 

信任學校決定無意見提供 204 32.6 33.1 99.4 2 

其他 4 .6 .6 100.0 4 

合計 617 98.7 100.0   

 
 由表 4-27、表 4-28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1. 目前家長在教科書選用的角色以「信任學校決定而無意見提供」為主 
由表 4-27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目前學校教科書選用的過程裡，有超過半

數的家長並沒有參與教科書的選用（55.2%），也沒有提供相關意見給予學校內
的選用人員。真正有實際參與選用者僅 12.7%。 

 
2. 教師期望家長在教科書選用所扮演的角色為「提供意見但不參與選用」 
由表 4-28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教師超過半數（56.4%）期望家長在教科

書選用過程中扮演「意見的提供者」；而且如果我們對照表 4-26、表 4-27可以
發現教師對家長扮演「意見的提供者」的期望增高了（29.4% 56.4%），可能
的解釋是：教科書是學生學習的重要材料，儘管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但仍

希望家長能提供選用相關的意見，也有助於提高家長對校務與教學上的支持程

度。 
 

3. 問卷第 24、25題填答「其他」的開放性答案情形 
填答「其他」的開放性意見的情形整理分析如下： 
（1）問卷第24題的部份，最主要的意見是「不清楚」，其他尚有「家長未有

機會參與」、「信任學校決定但有提供意見」、「即使通知，也不一定會

到場」、「不知是否有參與的權利與義務」等意見。從開放性意見來看，

可見家長是否參與教科書的選用與否仍有許多有爭議的地方。 



 100

（2）問卷第25題的部份，有「不了解學校的安排」、「不知道家長有沒有參
與」等意見。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若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由於問

卷第 24題屬於學校現況的問題，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在考驗上不能代表學校間的
差異情形，是故此題的卡方考驗我們只解釋學校背景變項，我們可以從附錄十

三附表 A4-19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家長所扮演的
角色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程中
家長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41.676，p<.001）。
由於本題是以調查各校的現況為主，有可能是因為其他因素而導致有差

異情形出現，故此處不進行進一步的推論。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
程中家長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
程中家長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在學校教科書選用過
程中家長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而我們從附錄十三附表 A4-20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教師理想上家長應

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在教科書的選用過程中教師
理想上家長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38.929，p<.001）。其中「導師」在所有職務的比率上最認為家長的角
色應為「信任學校的決定而無意見提供」，而「科任教師」在所有職務

的比率上最認為家長的角色為「提供有關教科書選用的意見但不參與選

用」。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在教科書的選用過程
中教師理想上家長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達到顯著差異（χ2 = 
15.591，p<.05）。其中「3年以下」年資者最在所有年資者的比率上最
認為家長的角色為「提供有關教科書選用的意見但不參與選用」。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在教科書的選用過程
中教師理想上家長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在教科書的選用過程
中教師理想上家長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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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商對教科書選用過程的影響 
 問卷第 26、27題在探討教科書出版商是否會影響教科書的選用過程，與其
影響的策略與方法為何。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

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26、27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29、表 4-30所示： 

 
表 4-29  「出版商是否會影響教科書的選用過程」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有 232 37.1 37.4 37.4 2 

否 388 62.1 62.6 100.0 1 

合計 620 99.2 100.0   

 
表 4-30  「出版商影響教科書的選用過程的策略與方法」次數分析表 

項目 次數 勾選者佔全部勾選者的比率 勾選者佔有效樣本的比率 排序

實際參與教科書的選用 29   3.9 11.7 6 

調整教科書、參考書的價格 56   7.6 22.7 5 

贈送教師教具或教學工具 165   22.3 66.8 2 

加強與選用人員的私人關係 29   3.9 11.7 6 

提供良好的售後服務 215   29.1 87.0 1 

贈送學生相關的學習工具 96   13.0 38.9 4 

舉辦相關的研習或座談會 147   19.9 59.5 3 

其他 2    .3 .8 7 

合計 739   100.0     299.2  

註：378個無效樣本，247個有效樣本 

 
 由表 4-29、表 4-30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1. 大部份的教師認為教科書出版商並未影響教科書的選用 
由表 4-29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大部份的教師認為教科書出版商並未影響

學校內教科書的選用過程（62.6%）。 
 
2. 教科書出版商影響教科書選用的策略前三名依次為「提供良好的售後服
務」（87.0%）、「贈送教師教具或教學工具」（66.8%）、「舉辦相關的研
習或座談會」（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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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0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認為出版商有影響教科書選用的教師認
為：教科書出版商的影響策略以「附加價值」為主，例如提供售後服務、贈送

相關產品、舉辦研習等活動，並且以選用主體的教師為服務對象；另外，「實際

參與教科書的選用」（11.7%）與「加強與選用人員的私人關係」（11.7%）等的
比率均低。 

 
3. 開放性答案僅有「在校內舉辦說明會」之意見 
填答「其他」的開放性意見只有「在校內舉辦說明會」，但未說明是主動舉

辦或是學校邀請。不過這也有值得進一步瞭解的價值。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若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

以從附錄十三附表 A4-21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教科書出版商是否影響教科
書選用過程意見上的差異。從附錄十三附表 A4-21來看，可以發現「曾任職務」、
「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等背景變項對「出版商對教科書選用

過程的影響與否」部份均沒有顯著差異的情形。 
 

五、小結 
依據上述調查分析結果，在「可能的相關因素」的問卷調查方面獲致以下

發現： 
（一）在十五項可能的相關因素方面 

1. 八項校內因素裡，教師認為教師個人因素與學生因素影響程度最高。 
2. 七項校外因素的影響程度上，教師認為考試制度的影響程度最高，次之
為法規命令與上級機關的督導評鑑。 

3. 十五項整體的相關因素裡，教師認為教師個人因素與學生因素影響程度
最高。 

 
（二）在學校行政人員、家長、教科書出版商的角色方面 

1. 目前學校行政人員以「各領域教師」、「提供專業意見」兩種角色參與教
科書的選用。 

2. 理想上教師仍希望學校行政人員對選用的干預減少。 
3. 目前各校的教科書選用中，家長在教科書選用的角色以「信任學校決定
而無意見提供」為主。 

4. 教師期望家長在教科書選用所扮演的角色為「提供意見但不參與選用」 
5. 大部份的教師認為教科書出版商並未影響教科書的選用。 
6. 目前教科書出版商的影響策略以「附加價值」者為主，如提供售後服務、
贈送相關產品、舉辦研習等活動，並且以選用主體的教師為服務對象，

而盡量避免過度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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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教師在影響的相關因素的差異情形 
1. 在曾任職務方面，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在「學校人員間的組織氣氛」、「與
教科書選用相關的法規命令」、「家長的意見」等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

差異。另外，在行政人員的角色部份，「導師」認為應「提供與選用相

關的行政資源與專業意見，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比率較其他職務

高，而「兼任非教務處工作者」認為應「僅以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參與教

科書的選用」比率較其他職務高；在家長的角色部份，「導師」認為應

「信任學校的決定而無意見提供」的比率較其他職務高，而「科任教師」

認為應「提供有關教科書選用的意見但不參與選用」的比率較其他職務

高。 
2. 在服務年資方面，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在「學生的程度」、「學生的反
應與意見」、「行政人員對教科書選用的支援程度」、「學校的決策方式」、

「家長的意見」、「其他教改團體或利益團體的意見」等相關因素的看法

有顯著差異。另外，在家長的角色部份，年資較淺者（3年以下）認為
應「提供有關教科書選用的意見但不參與選用」。 

3. 在學校規模方面，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學生的程度」、「與教科書
選用相關的法規命令」、「家長的意見」、「其他教改團體或利益團體的意

見」等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異。另外，在行政人員部份，小型學校

（7班以下）的行政人員較以「僅以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參與教科書的選
用」的角色參與選用，而大型學校（49班以上）的行政人員較以「提
供與選用相關的行政資源與專業意見，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的角色

參與選用；而教師理想上行政人員的角色也與上述現況大致相同。 
4. 在學校地區方面，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在「教師對教科書選用的專業
知能」、「教師參與教科書選用的意願」等相關因素的看法有顯著差異。

另外，在行政人員部份，台北市的行政人員較以「提供與選用相關的行

政資源與專業意見，但不參與教科書的選用」參與選用，而台北縣的行

政人員較以「僅以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參與教科書的選用」參與；而教師

理想上行政人員的角色與上述現況大致相同。 
 

伍、選用規準 

 選用規準主要探討學校在選用教科書時，教師採取哪些重要的規準來判斷

教科書的優劣。本問卷依文獻所得將選用規準分為「內容與組織」、「物理屬性」、

「教學設計」、「出版商因素」等四項因素。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

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28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31、表 4-32、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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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所示： 
 

表 4-31  內容與組織規準次數分析表 
題目

項目 
Q2801 Q2802 Q2803 Q2804 Q2805 Q2806 Q2807 Q2808

個數 615 616 616 615 614 615 616 616 

平均數 3.752846 3.709416 3.717532 3.773984 3.729642 3.622764 3.11039 3.508117

中位數 4 4 4 4 4 4 3 4 

眾數 4 4 4 4 4 4 3 4 

標準差 0.494979 0.517947 0.517735 0.496869 0.519004 0.577089 0.776163 0.660081

變異數 0.245004 0.268269 0.26805 0.246879 0.269365 0.333031 0.602428 0.435706

內容組織排序 2 5 4 1 3 6 8 7 

所有因素排序 2 5 4 1 3 6 17 9 

總和 2308 2285 2290 2321 2290 2228 1916 2161 

 
表 4-32 物理屬性規準次數分析表 表 4-34  出版商因素次數分析表 

題目

項目 
Q2809 Q2810 

題目

項目 
Q2816 Q2817 Q2818 

個數 609 613 個數 615 614 614 

平均數 3.106732 3.14845 平均數 3.484553 3.273616 3.355049 

中位數 3 3 中位數 4 3 3 

眾數 3 3 眾數 4 4 4 

標準差 0.725547 0.720261 標準差 0.705496 0.781132 0.762711 

變異數 0.526418 0.518776

 

變異數 0.497725 0.610167 0.581728 

物理屬性排序 2 1 出版商因素排序 1 3 2 

所有因素排序 18 16 
 
所有因素排序 11 15 14 

合計 1892 1930  合計 2143 2010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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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教學設計規準次數分析表 
題目

項目 
Q2811 Q2812 Q2813 Q2814 Q2815 

個數 616 614 615 616 613 

平均數 3.613636 3.498371 3.586992 3.469156 3.440457 

中位數 4 4 4 4 4 

眾數 4 4 4 4 4 

標準差 0.608938 0.660587 0.610836 0.685997 0.660606 

變異數 0.370806 0.436376 0.37312 0.470592 0.4364 

教學設計排序 1 3 2 4 5 

所有因素排序 7 10 8 12 13 

合計 2226 2148 2206 2137 2109 

 
 由表 4-31、表 4-32、表 4-33、表 4-34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發
現： 
（一）在內容與組織的規準方面，教師們最為重視「內容的正確性」、「內容選

擇的適切性」、「內容能符合教學目標」 
 從表 4-31的統計數字來看，教師對內容與組織的規準方面，最為重視的是
「內容的正確性」（平均數 3.773984分）、「內容選擇的適切性」（平均數 3.752846
分）、「內容能符合教學目標」（平均數 3.729642分），分數均相當趨近於最大分
數 4分。另外，從整體來看，除了「內容能符合學校或社區的需求」層面分數
較低（平均數 3.11039分）外，其他層面的平均分數都在 3.5分以上，可見教師
在內容與組織的規準上相當重視。 
 
（二）在物理屬性的規準方面，教師們較為重視「美編排版設計良好」的選用

規準 
 從表 4-32的統計數字來看，由於物理屬性的層面只有兩項，其中教師較為
重視「美編排版設計良好」（平均數 3.14845分）的層面，不過兩項層面的平均
分數相當接近，而在所有規準因素的排序上分數不高（第 18、16順位），可見
教師仍有其他更為重視的選用規準。 
 
（三）在教學設計的規準方面，教師們較為重視「活動設計有趣而有彈性」與

「教學設計能鼓勵學生主動學習」等方面 
 從表 4-33的統計數字來看，在教學設計方面教師們較為重視的選用規準以
「活動設計有趣而有彈性」（平均數 3.613636分）與「教學設計能鼓勵學生主
動學習」（平均數 3.586992分），兩個層面的平均分數均在 3.5分以上，可見教
師在選用時的重視程度相當的高。另外其他相關的層面如「評量方式多元」、「教

學設計能符合學生個別差異」、「教學設計能提供診斷與補救措施」等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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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接近 3.5分，可見教師對整體的教學設計規準相當重視。 
 
（四）在出版商因素方面，教師較為重視「教科書作者（編者）的專業性」 
 從表 4-34的統計數字來看，在出版商因素方面教師最為重視「教科書作者
（編者）的專業性」（平均數 3.484553分），不過如果從整體的出版商因素層面
來看，平均分數均低於 3.5分，而在所有規準因素的排序上分數不高（第 11、
15、14順位），可見教師仍有其他更為重視的選用規準。 
 
（五）整體的選用規準層面來看，在選用上教師最重視內容與組織的選用規準 
從表 4-31、表 4-32、表 4-33、表 4-34的統計數字來看，除了第 7小題「內

容能符合學校或社區的需求」之外，內容與組織的選用規準在排序上均在前十

位，而平均分數也都在 3.5上，與其他選用規準比較後，可以發現教師最重視
內容與組織的選用規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第 16小題「教科書作者（編者）
的專業性」的平均分數相當接近 3.5分，可能是開放審定以後，各家出版商爭
相聘請專家學者、退休教師參與編輯工作，因為教科書的好壞常取決於教科書

的編輯委員上，作者（編者）的專業程度就可能反映在教師在選用過程的重視

程度上。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進一步以變異數分析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

以從附錄十四附表 C-1到附錄十四附表 C-18（共 18個表）看出不同背景變項
在對教師在 18項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一）在「曾任職務」方面，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1小題

有顯著差異。 
從附錄十四附表 C-1可知，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1

小題「內容選擇的適切性」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F=2.402，p<.05）。
經事後比較後發現「科任教師」職務者與「兼任非教務處人員」職務者的重視

程度達到顯著差異，亦即「科任教師」職務者對「內容選擇的適切性」選用規

準的重視程度比「兼任非教務處人員」職務者的重視程度更高。 
 

（二）在「服務年資」方面，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6、9、
13、14、18小題有顯著差異。 

1. 從附錄十四附表 C-6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6小題「內容能啟發學生自我理解與思考的能力」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
有顯著差異（F=4.330，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11年以下」年資
者對「內容能啟發學生自我理解與思考的能力」選用規準的看法比「3
年以下」年資者的重視程度更高。 



 107

2. 從附錄十四附表 C-9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9小題「印刷與紙張品質佳」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F=4.137，
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11年以下」年資者對「印刷與紙張品質
佳」選用規準的看法比「3年以下」年資者的重視程度更高。 

 
3. 從附錄十四附表 C-13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13小題「教學設計能鼓勵學生主動學習」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
差異（F=3.249，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個別選項間並沒有達到顯
著水準者。 

 
4. 從附錄十四附表 C-14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14小題「教學設計能符合學生個別差異」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
差異（F=3.133，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個別選項間並沒有達到顯
著水準者。 

 
5. 從附錄十四附表 C-18可知，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18小題「出版社能提供良好的回饋與反映管道」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
有顯著差異（F=3.861，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3年以下」年資者
對「出版社能提供良好的回饋與反映管道」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比「11
年以下」年資者的重視程度更高。 

 
（三）在「學校規模」方面，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2、

3、4小題有顯著差異。 
1. 從附錄十四附表 C-2可知，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
第 2小題「內容的難易適中」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
（F=2.816，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49班以上」學校規模者對「內
容的難易適中」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比「25到 48班」年資者的重視程
度更高。 

 
2. 從附錄十四附表 C-3可知，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
第 3小題「內容具有組織性」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
（F=3.230，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49班以上」學校規模者對「內
容的難易適中」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比「25到 48班」年資者的重視程
度更高。 

 
3. 從附錄十四附表 C-4可知，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
第 4小題「內容的正確性」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F=3.151，
p<.05）。經事後比較後發現個別選項間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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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學校地區」方面，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第 6、
9小題有顯著差異。 

1. 從附錄十四附表 C-6可知，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
第 6小題「內容能啟發學生自我理解與思考的能力」選用規準的重視程
度有顯著差異（t =2.008，p<.05）。亦即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對「內
容能啟發學生自我理解與思考的能力」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比服務於

「台北縣」的教師重視程度更高。 
 

2. 從附錄十四附表 C-9可知，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在對問卷第 28題中，
第 9小題「印刷與紙張品質佳」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t 
=2.344，p<.05）。亦即服務於「台北市」的教師對「印刷與紙張品質佳」
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比服務於「台北縣」的教師重視程度更高。 

 
 歸納整理第 21題中各小題在「曾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
校地區」各方面的差異情形如表 4-35： 
 
三、小結 
依據上述調查分析結果，在「選用規準」的問卷調查方面獲致以下發現： 

（一）就整體的選用規準來看，所有的平均分數均在 3分以上，可見教師對各
層面的選用規準均相當重視。 

（二）整體的選用規準層面來看，在選用上教師最重視內容與組織的選用規準。 
（三）在曾任職務方面，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在「內容選擇的適切性」選用規準

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 
（四）在服務年資方面，不同年資的填答者在「內容能啟發學生自我理解與思

考的能力」、「印刷與紙張品質佳」、「教學設計能鼓勵學生主動學習」、「教

學設計能符合學生個別差異」、「出版社能提供良好的回饋與反映管道」

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 
（五）在學校規模方面，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在「內容的難易適中」、「內容

具有組織性」、「內容的正確性」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 
（六）在學校地區方面，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在「內容能啟發學生自我理解

與思考的能力」、「印刷與紙張品質佳」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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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第 28題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目內容 曾任職務 服務年資 學校規模 學校地區

1 內容選擇的適切性 *    
2 內容的難易適中   *  
3 內容具有組織性   *  
4 內容的正確性   *  
5 內容能符合教學目標     

6 
內容能啟發學生自我理解

與思考的能力 
 *  * 

7 
內容能符合學校或社區的

需求 
    

8 
內容能符合課程綱要與基

本能力指標 
    

9 印刷與紙張品質佳  *  * 
10 美編排版設計良好     
11 活動設計有趣而有彈性     
12 評量方式多元     

13 
教學設計能鼓勵學生主動

學習 
 *   

14 
教學設計能符合學生個別

差異 
 *   

15 
教學設計能提供診斷與補

救措施 
    

16 
教科書作者（編者）的專業

性 
    

17 教科書的費用合理     

18 
出版社能提供良好的回饋

與反映管道 
 *   

*p<.05 

 

陸、其他議題 

 其他議題部份包括國編本是否要重新供應市場、對選用現況的滿意程度、

目前遇到的問題等方面。其中問卷第 30、31題主要探討國編本未來是否要參與
編印教科書與參與的形式為何，問卷第 32題主要探討教師對現行制度的滿意程
度，問卷第 33題主要探討教師對目前市場提供的教科書之滿意程度，問卷第
34題主要探討教師認為整體選用過程產生了哪些問題，最後問卷第 35題為開
放題，給予教師填答對教科書選用的建議與問題等。以下將逐題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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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編本是否參與市場競爭與參與的形式為何 
 問卷第 30、31題在探討國編本是否要參與編印教科書，與教師認為其參與
的形式為何。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

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30、31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下頁表 4-36、下頁表
4-37所示： 
表 4-36  「國編本是否要參與編印教科書」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有 566 90.6 92.0 92.0 1 

否 49 7.8 8.0 100.0 2 

合計 615 98.4 100.0   

 
表 4-37  「國編本參與編印教科書的形式」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恢復統編模式 94 15.0 15.5 15.5 2 

與其他教科書共同競爭 441 70.6 72.7 88.1 1 

僅提供偏遠地區與弱勢族群 9 1.4 1.5 89.6 4 

僅提供實驗修正教材但不出版 10 1.6 1.6 91.3 3 

其他 4 .6 .7 91.9 5 

跳答 49 7.8 8.1 100.0  

合計 607 97.1 100.0   

註：有效樣本含有第 30題跳答樣本 
 
 由表 4-36、表 4-37可以歸納出幾點發現： 
 

1. 大多數的教師傾向於國編本參與編印教科書 
由表 4-36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大多數的教師認為國編本應參與編印教科

書，而且贊同的比率高達九成（92.0%）。 
 
2. 若國編本參與編印教科書，大多數的教師傾向於國編本與其他教科書共
同競爭 

由表 4-37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若國編本參與編印教科書，大多數的教師
認為國編本與其他教科書共同競爭的形式較為適宜（72.7%），認為要恢復統編
模式的佔第二位但比率不高（15.5%），比較表 4-34、表 4-35兩者可以知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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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教師希望國編本重新供應市場，但希望是以「與其他教科書共同競爭」的方

式來供應。 
 
3. 問卷第 31題填答「其他」的開放性答案情形 
填答「其他」的開放性意見的情形整理分析如下： 
（1）整合全國優秀資源編制，讓各校各取所需。 
（2）國編本應編輯分科分單元的「模本」，供出版商整合延伸適切的統整

教材。可不出版，但應作為統一教材的參考方向。 
（3）基測不考試的科目開放審定。 
（4）（國編與審定）章節大綱應相同，內容則可依專業做變化。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若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從

附錄十三附表 A4-22來看，可以發現「曾任職務」、「服務年資」、「學校規模」、
「學校地區」等背景變項對「國編本是否要參與編印教科書」部份並沒有顯著

差異的情形。 
 
而我們從附錄十三附表 A4-23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教師認為國編本參

與的形式為何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教師認為國編本參與的形
式為何」意見上達到極顯著的差異（χ2 = 51.705，p<001）。其中「導
師」職務者贊成「恢復統編」的比率比其他職務高，而「兼任教務處工

作」職務者贊成「共同競爭」的比率比其他職務高，另外「兼任領域負

責人」職務者在贊成「國編本僅提供偏遠地區與弱勢族群」與「國編本

提供實驗修正但不出版」的比率比其他職務高。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教師認為國編本參
與的形式為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教師認為國編本參
與的形式為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教師認為國編本參
與的形式為何」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二、現行選用制度的滿意度 
 問卷第 32題在探討教師對現行選用制度的滿意程度。此部份將先就全體填
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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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32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下頁表 4-38所示： 

 
表 4-38  「教師對現行選用制度滿意度」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非常滿意 9 1.4 1.5 1.5 4 

大致滿意 327 52.3 53.9 55.4 1 

不太滿意 222 35.5 36.6 91.9 2 

非常不滿意 49 7.8 8.1 100.0 3 

合計 607 97.1 100.0   

 
 由表 4-38的統計數字可以發現，目前教師對現行選用制度滿意度比率最高
為「大致滿意」（53.9%），可見目前教師對現行選用制度還算能夠接受；但是
「非常滿意」的比率僅 1.5%，而「不太滿意」與「非常不滿意」的比率共有
44.7%，可見仍有近半數教師並不滿意現況，代表現行選用制度仍有需要改進
的空間。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若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

以從附錄十三附表 A4-24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教師對現行選用制度滿意度
意見上的差異。茲分析如下： 
 

1. 在「曾任職務」部份不同職務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對現行選用制度滿意
度」意見上達到顯著差異（χ2 = 25.392，p<.05）。其中「導師」職務者
認為「非常不滿意」的比率比其他職務者高，認為「不太滿意」的比率

也高居其他職務的第二位，而「兼任教務處工作」職務者認為「非常滿

意」的比率比其他職務者高，另外「兼任非教務處工作」職務者認為「大

致滿意」的比率比其他職務者高。 
2. 在「服務年資」部份，不同服務年資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對現行選用制
度滿意度」意見上達到顯著差異（χ2 = 15.374，p<.05）。其中「4到 10
年」年資者認為「非常不滿意」的比率比其他年資者高，而「3年以下」
年資認為「非常不滿意」的比率跟其他年資者相比相當的低（僅 1.6%）。 

3. 在「學校規模」部份，不同學校規模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對現行選用制
度滿意度」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4. 在「學校地區」部份，不同學校地區的填答者對於「教師對現行選用制
度滿意度」意見上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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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面上教科書版本的滿意度 
 問卷第 33題在探討教師對目前市場上提供的教科書版本之滿意程度。此部
份將先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再就不同背景變項的意見加以逐一分析。 
（一）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分析 
計算全體填答者在第 33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39所示： 
 

表 4-39  「教師對市面上教科書版本滿意度」次數分析表 
次數與百分比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排序

非常滿意 3 .5 .5 .5 4 

大致滿意 229 36.6 37.7 38.2 2 

不太滿意 324 51.8 53.3 91.4 1 

非常不滿意 52 8.3 8.6 100.0 3 

合計 608 97.3 100.0   

  
由表 4-39的統計數字可以發現，目前教師對市面上提供的教科書版本之滿

意度比率最高為「不太滿意」（53.3%），由於「不太滿意」（53.3%）與「非常
不滿意」（8.6%）共六成以上的比率，可以看出目前教師對市面上提供的審定
本教科書並不滿意。 
 
（二）就不同背景變項填答者意見分析 
若進一步以卡方考驗來探討不同背景的教師意見的整體差異情形。我們可

以從附錄十三附表 A4-25可看出不同背景變項在對市面上提供的教科書版本之
滿意度意見上的差異。從附錄十三附表 A4-25來看，可以發現「曾任職務」、「服
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等背景變項對「市面上提供的教科書版本

之滿意度」部份均沒有顯著差異的情形。 
 
四、目前教科書選用所遇到的問題 
 問卷第 34題在探討教師認為目前教科書選用過程遇到了哪些問題。由於此
題為複選題，此部份將直接就全體填答者的意見加以分析，計算全體填答者在

第 34題的次數分配，結果如表 4-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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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教師認為目前教科書選用的問題」次數分析表 
項目 次數 勾選者佔全部勾選者的比率 勾選者佔有效樣本的比率 排序

選用規準不一 273   10.8 44.5 6 

選用人員的專業知能不足 119   4.7 19.4 8 

選用時間不足 126   5.0 20.6 7 

缺乏評鑑機制 280   11.0 45.7 5 

缺乏專家學者意見 81   3.2 13.2 9 

市面上教科書良莠不齊 375   14.8 61.2 2 

不同版本間的銜接問題 535   21.1 87.3 1 

一綱多本加重學生負擔 374   14.8 61.0 3 

教科書、參考書等價格過高 352   13.9 57.4 4 

其他 20   .8 3.3 10

合計 2535  100.0 413.5  

註：12個無效樣本；613個有效樣本 

 
 由表 4-40的統計數字可以有以下幾點發現： 
 
（一）教師認為目前教科書選用的問題多以教學上的問題為主 
 從表 4-40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得出來，「不同版本間的銜接問題」
（87.3%）、「市面上教科書良莠不齊」（61.2%）、「一綱多本加重學生負擔」
（61.0%）分居排序的第一、二、三位，這三個主要問題均以教學上的問題為
主；反觀如「選用時間不足」（20.6%）、「選用人員的專業知能不足」（19.4%）、
「缺乏專家學者意見」（13.2%）等有關行政方面的問題在排序上則屬次要的地
位，可見教師對目前教科書的選用問題集中在教學部份，尤以教科書版本銜接、

內容好壞、學習困難等方面最為棘手。 
 
 另外在教科書選用的行政方面，「缺乏評鑑機制」（45.7%）與「選用規準
不一」（44.5%）的比率仍高，可見在評鑑上與建立共識上仍有相當的困難。 
 
（二）「其他」的開放性意見填答情形 
 開放性意見填答的情形相當踴躍，由於問卷第 35題也屬於開放性的意見，
本題「其他」的開放性意見屬於「教科書選用的問題」層面，而第 35題屬於「對
教科書選用的建議」，然而教師在第 35題的填答情形多有包括問題與建議兩
者，故此處將本題「其他」的開放性意見與第 35題裡有關「教科書選用的問題」
等意見共同討論。茲將相關的意見整理如下： 
 
 1. 教科書內容問題 
 在教科書內容問題方面，教師們的開放意見主要集中在內容的正確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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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性、銜接性不足，過於簡化。另外各領域教科書又分別有不同的問題，其中

合科教學的領域教科書（如社會領域、綜合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藝術

與人文領域、體育與健康領域）統整性均不足，往往為了統整而統整，或是內

容偏重某一學科；又因為合科教學的領域多半不是基測主要考科，參考書與測

驗卷沒有市場，導致出版商對這些領域興趣缺缺，內容品質與選擇性方面因此

大打折扣。以下將相關意見整理分點列出： 
（1）教科書內容常出現錯誤之處。 
（2）新的教科書沒有國編本的好，缺乏系統、內容零亂、教給學生片段的

知識，無啟發性、亦無思考力。 
（3）現在依"領域"為教科書的編輯內容，數科同領域共一書，看起來是減

少學生的書包重量，實則內容簡化，需教師們額外再編印許多學習單。 
（4）內容過多，造成學生學習困難。 
（5）國、數等科選用銅版紙，既貴（增加成本）又重，不符學生及老師的

需求。 
（6）以自然與生活科技而言，為了統整而刻意拼湊的內容讓知識零碎不連

貫，建議恢復以往課程內容的編排順序，使學生的學習概念較有次

序！ 
（7）國立編譯館的審核箝制下，本領域（綜合領域）之教科書都太簡化，

不實用，教師多以自編教材居多，教科書沒有充份被利用。 
（8）內容過時，例如體育科（球類項目，規則未依現有規定作修正）。 
（9）競爭太少（藝文領域只有兩家），可選擇性太少，在編印上用心不足，

內容不佳。 
（10）內容銜接待加強。 
（11）合科教學（如藝文領域）教科書內容常偏重於某一科。 
 
2. 出版商問題 

 教師對出版商問題主要集中在未能提供三年的架構與所有的教科書供教師

參考，每次選用只能看到一學期的教科書，教師相當擔心銜接、品質等問題；

出版商編輯委員良莠不齊、教科書價格過高、參考書與測驗卷沒有選擇性；出

版商依市面利益決定編輯方向，經營上不穩定也會影響到學生受教的權利。以

下將相關意見整理分點列出： 
（1）無法一次看到三年的教科書，編好的內容未必符合當初的期望。 
（2）對尚未出版的內容無法評選。 
（3）備選的教科書尚未完全編審通過。 
（4）各家廠商缺乏計畫，時間緊迫，做法倉促。 
（5）審核、出版、使用時程倉促。 
（5）選用後經營不善無法續用，造成學生權益受損。 
（6）同版本，因商業需求大幅更改編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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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編輯委員專業能力不足。 
（8）參考書、測驗卷沒有選擇性。 
（9）選用只看到一學期，下學期不如預期理想，不續用又怕學生銜接問題。 
（10）價格過高。 
（11）各年級、上學期能力指標解讀無法統一，教材深淺難以掌握。 
（12）各版本間同質性過高。 

 
3. 教學問題 

 在教學問題方面，教師的開放性意見主要集中在版本不同與內容負擔的問

題。其中不同版本將會造成教師、家長、學生更多的負擔。以下將相關意見整

理分點列出： 
（1）學生轉學造成負擔（課程銜接及新購教科書的經濟負擔）。 
（2）教科書錯誤百出，內容繁雜，加重老師負擔。 
（3）各版本差異大，造成選用及使用的困擾。 
（4）多種版本造成家長和孩子更多的焦慮與負擔。 

 
4. 選用過程問題 

 在選用過程問題方面，教師的開放性意見主要在於合科領域選用問題、新

生程度未知、家長參與、與考試領導教學（選用）的問題。以下將相關意見整

理分點列出： 
（1）難以滿足領域內各科教師的個別需求。 
（2）新生部份缺乏家長參與。 

 （3）新生生尚未入學，不知程度難以選用。 
 （4）考試仍領導教學。 
 （5）公民教師投票人數不足，僅能牽就其他兩科老師。 
 
 5. 其他問題 
 其他問題方面，教師的開放性意見主要在於學生壓力、教育部審核腳步過

慢、質疑學術研究可否改善相關問題。以下將相關意見整理分點列出： 
 （1）未因此減輕孩子們的升學壓力。 
（2）審核時間太晚（教育部），以致書商無法提供確切樣書予老師，延誤

老師選用的時間。 
（3）問卷可以改善問題嗎？ 
 

五、對教科書選用相關的建議 
 問卷第 35題屬於開放性的題目，主要探討教師對教科書選用是否還有其他
相關的建議。茲將相關的建議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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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專家學者的建議 
1. 請專家學者就各版本優缺作有系統分析以參考。 

 
（二）對政策、制度、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1. 應提供明確的能力指標與課程架構 
（1）教育部應統一編製各單元，而內容開放給各出版商自行設計，可避免

課程銜接問題。 
（2）該由教育單位確立 7~9年級的課程架構，讓各版本的銜接與內容不

致差異太大。 
（3）能力指標的用意很好，但還是需要有個主要參考標準書籍，使得各版

本難易度得到統一，選用三年的教科書較為容易。此統一的參考書由

國立編譯館出版最具公信力。 
（4）教科書的編寫應符合能力指標，但大標敘述模糊不清，不足以作為編

寫規準，是以應先制定明確的課程大綱或各年級大略之教學目標以供

書商教材編寫之依循。 
 

2. 教科書使用應先行實驗與試用 
（1）審定本應小範圍試用後再參與加評選，才不致使教師拿錯誤版本與有

銜接問題的課本。 
（2）政策實行前應先實驗，且應有配套措施，勿把全體人民當實驗品。 

 
3. 恢復統編 
（1）教科書由國家統一編製，廠商提供補充教材即可。 
（2）基於學測的存在，應以統編為單一取向，以減輕學生課業壓力。 
（3）為求公平公正（考試），全國教本宜統一一致。 
（4）恢復統編較好，各校統一版本，參考書開放出版商編印，由學生自由

選用的方式較理想。 
（5）如可以希望還是回到統編，但內容題材和輔助教材能參考坊間出版社

的版本，互相協助讓內容多樣，最重要的是不會造成學生轉學的銜接

負擔。 
（6）由國立編譯館編標準版教科書，民間出版社編輔助教材，加深、加廣

教材內容，提升整體學習水準。 
 

4. 國編本應參與競爭 
（1）國編本應參與競爭做為榜樣，而非以審定態度來逃避責任。 
（2）國立編館譯館可以恢復印製！多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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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查應嚴格、腳步應加快、以三年整體為原則、多聽各方意見 
（1）教科書的審定過程仍須多用心教育部對教科書審核應更嚴格。 
（2）審定時間盡量提前，以便各校及早選用務實規畫課程。 
（3）提供評選之教科書應是送審通過、確定的版本，不應是未通過或待通

過的版本，即國立編譯館審查太慢。 
（4）正確性非常重要，尤其教部是第一關，必須謹慎，再由各學校領域把

關第二道，以免傳遞錯誤訊息。 
（5）教育部不審查，由市場決定。 
（6）教育部應多收集各校意見。 
（7）採用新制度時，應先將整年甚至三年的書都先審核通過。 
（8）期望能先將各階段的教科書編印完成再進行選用工作，否則難以顧及

完整性、一貫性，讓教師不會因不適用而換版本，造成銜接問題。 
 

6. 其他建議 
（1）教科書選用規準能統一規定，各校再依所需作修正。 
（2）將版本數量減少（藉由淘汱方式）來減輕學生負擔。 
（3）限制編書作者不可參與選書，否則失去客觀性。 
（4）限定出版商不應任意更改原先編篡的架構，以免原先選用時是因欣賞

其邏輯性及適切性，卻在第二學期之後未能按原先架構編印，讓人有

受騙之感，但換版本又擔心學生銜接問題，只能任由書商宰制。 
 
（三）對出版商的建議 

1. 應加強溝通的管道 
（1）出版作者應定期到校研討。 
（2）出版商應與實際教學的老師充份交流，以隨時改進。 
（3）編輯教科書的作者應以退休教師為主。 
（4）書商應舉辦說明會。 

 
2. 教材應加強品質、一貫性、統整性，應呈現三年完整規畫 
（1）教材要有聯貫性，由小學到國中一貫。 
（2）應注重上下學期教科書品質、內容一致性，內容不要太深，難懂；不

可太偏重某一特質（實作與理論應兼具）。 
（3）教材若能以單元模組，老師可自行選用適合的單元加以組合，更能落

實教師專業自主。 
（4）教材先出來（三年一套）才有完整規畫。 
（5）出版商應將三年的全部課程大綱及內容提供教師評選。 
（6）課程宜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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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價格便宜並提供學生補助 
 

4. 其他建議 
（1）不必每位老師都有樣書。 
（2）教具宜務實。 
（3）盼勿惡性競爭。 

 
（四）對學校整體選用過程的建議 

1. 應積極提升專業知能。 
2. 應有教師意見交流的平台。 

 
六、小結 
依據上述調查分析結果，在「其他議題」的問卷調查方面獲致以下發現： 

（一）大多數的教師傾向於國編本參與編印教科書，並以與其他教科書共同競

爭市場的方式參與。 
（二）仍有近半數教師並不滿意現行選用制度。 
（三）目前有六成以上的教師對市面上提供的審定本教科書並不滿意。 
（四）在曾任職務方面，「導師」贊成「恢復統編」的比例比其他職務高，而「兼

任教務處工作」者贊成「共同競爭」的比例比其他職務高；另外，「導師」

對現行的選用制度在所有的職務裡最不滿意。 
（五）在服務年資方面，「3年以下」對現行的的選用制度較其他年資者較為滿

意。 
（六）教師認為目前教科書選用的問題集中在教科書內容、出版商、教學、選

用過程、與其他議題方面。 
（七）教師對目前教科書選用的建議包括以下幾點： 

1. 對專家學者的建議：應提供選用的參考意見。 
2. 對政策、制度、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包括應提供明確的能力指標與課
程架構、教科書使用應先行實驗與試用、恢復統編、國編本應參與競爭、

審查應嚴格、腳步應加快、以三年整體為原則、多聽各方意見與其他建

議。 
3. 對出版商的建議：包括應加強溝通的管道教材、應加強品質、一貫性、
統整性，應呈現三年完整規畫、價格便宜並提供學生補助與其他議題。 

4. 對學校整體選用過程的建議：應提供溝通平台與提昇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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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半結構訪談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本節主要對半結構訪談所得做分析與討論。由於本研究的半結構訪談主要

是彌補問卷調查的不足，一方面對於問卷調查題目的不足加以補充，另一方面

則對透過問卷調查無法詢問的意見與想法做進一步的瞭解，訪談的大綱則依據

文獻探討與問卷內容加以編製，以下也將以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所得，並參酌

半結構訪談的結果，將分為「選用層級」、「選用人員」、「選用流程」、「選用年

限」、「選用規準」、「教科書出版商與選用過程的互動關係」、「教科書選用遇到

的相關問題」、「對教科書選用的相關建議」總共八個部份加以分析探討之。 
 

壹、選用層級：以學校層級選用較為合宜 

依據文獻探討可以得知，教科書選用的層級可以包括「國家統一選用」、「地

方學區選用」、「學校層級選用」、「班級層級選用」四類，而依據問卷調查所得，

各領域教師最贊成「學校層級選用」，而在訪談對象中，某位任教於藝術與人文

領域的教師提出了為何不選擇中央與地方政府或學區選用的理由： 
 

⋯因為每個學校，你現在又在發展學校的那個叫做什麼，（訪談者：學校

本位？）對啊！那有的課本它會比較符合（學校本位課程），像有的課本

它以節慶音樂為主，那我覺得這個就蠻有趣的，那可以跟我們學校本位

搭上的話，那我們就可以選用這個，可是那個專家可能不瞭解每個學校

本位課程是怎樣，你又要這樣子又要那樣子，所以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做。（訪談 T5） 
 
 另外，訪談者裡一位校長也提出了他對由地方政府選用的看法： 

這個要看地方政府的思考模式，要看地方政府是否要將工作攬起來，地

方政府統一把它歸為「地方政府課程」，如果它的思考模式是這個，那它

的合理性較高，但它的學理依據不高，它已經剝奪了學校的自主權，也

剝奪了學校的本位課程權⋯若以我們現在的課程意旨來看，是應該要回

歸到學校去選用，地方政府不宜統一幫它所屬的各級學校選用哪一本教

科書，這樣責任太大了，也違反了教科書開放的用意。（訪談 A5） 
 
 從上述兩位學校場域人員的意見來看，目前以「學校層級選用」是最能彰

顯教師的專業自主與學校的本位課程，這與目前教育改革的方向是相同的；而

且在學校場域的人員認為，中央、地方政府或學區來負責選用的話，其選用的

意見大多會以專家學者的意見做考量，基層教師的聲音則無法發聲，統一選用

出來的教科書也不見得完全符合每間學校的需求，這與文獻探討裡對中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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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學區選用的缺點大致相同，也與問卷調查的結果大致相同。 
 

貳、選用人員：應以教師為主，行政人員、家長為協助角色 

 以目前學校場域裡參與教科書選用的人員來看，教科書選用的主體在各領

域教師，而成員包括各領域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家長代表等人，一位教務主

任（訪談 A2）說明了去年在選用時參與人員的狀況與今年的規畫： 
 

去年的作法，就是正式研討要選書的那個時段，我們會先給家長會那邊

請家長會參與，那我們這邊教學組也會盡可能參與，⋯那家長會有代表，

我們去年是一位家長代表，那我們今年的方式是會有行政三位、家長三

位、那其他的領域老師全部參與，如果領域老師他自己要放棄權利不參

與，我們也不會強迫，不過我們是鼓勵。那這個參與我們建議說如果是

參與的領域老師不超過一半的話我們是建議流會，我想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專業老師還是要佔大部份，他們專業的屬性特性最了解。（訪談 A2） 
 
 而從另一位教務主任（訪談 A3）的意見我們可以發現，教科書選用的人員
應以各領域教師為主： 
 

我想教科書選用最大的決定權還是在老師身上，那出版商我們決定什麼

書，他沒有權利啊，他只有被告知，我們要用你們的書，請你們送書過

來這樣子，⋯那家長就是你在會議上問一下他們有什麼意見他們可以表

達，老師們會聽取；那社區人士⋯我們只是會有一些人參與，其實家長

跟社區人士是一樣的。（訪談 A3） 
 
其實我們是很單純就是老師決定了之後告知行政，然後我們行政就是配

合相關的程序，比如說提到課發會啊、或是教科書審議委員會裡面做說

明，在那個會場裡會有家長代表、會有其他的委員嘛，那老師們就可以，

就是他們各領域會有老師代表，在課發會裡面、或是在教科書審議委員

會裡面他們可以做說明嘛，我們大概⋯行政只是在補這個程序，那老師

比較著重的是在實質面的部份，那該老師說明時就說明。所以我覺得我

們在互動上面，就是跟著規定的那條路去走就可以了，其實這個不會有

什麼問題，因為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利害衝突。你選不選用哪個版本的

教科書，其實對行政、對一般的家長的意見不大，因為一般家長他也不

懂，如果選用的教師不懂那家長更不會懂。所以通常是相當尊重各個領

域的老師。（訪談 A3） 
 
 上述兩位行政人員的意見，說明了行政人員、家長代表均處於協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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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尊重各領域教師的決定，這不僅是遵守法令規章的規定，更是尊重教師專

業自主的表現。 
 
 不過，行政人員、家長與社區人士、學生、專家學者在教科書選用的過程

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以下將依訪談結果分述之： 
 
一、行政人員的角色 
 在問卷調查的結果裡可以發現，目前學校行政人員大多以「各領域教師」、

「提供專業意見」兩種角色參與選用，而教師則希望學校行政人員對選用的干

預減少。依訪談對象的意見來看，行政人員均會以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參與所屬

於領域教科書的選用： 
 

我去其他科教學研究會沒有加入（評選），就是都是他們科的老師，至於

主任因為他是屬於社會領域，所以他也只有加入社會領域的評選。（訪談

T1） 
 

現在的國中編制都是⋯像我們組長他也是教師兼行政人員，當然還是代

表那個領域的老師，所以他必須要有某個老師的身份才能代表參加，如

果是幹事那些他們都不會。（訪談 T3） 
 
 所以學校行政人員只要具有各領域教師的身份，均會以教師身份參與各領

域的教科書選用。不過，行政人員在選用過程中還包括了其他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像行政人員大概是屬於比較行政業務的一些資源方面，例如

說可能要把選用教科書的一個時程表要定出來呀！⋯，另外就是提醒各

領域的召集人，要邀請領域老師大家一起討論，⋯另外一點就是有些不

清楚的地方，行政人員這邊就要作說明呀！或者是說不清楚的地方就要

問教育局相關承辦人員啊，比如說提供諮詢這個部分。（訪談 A4） 
 

他們的扮演角色就是支援我們嘛！就是⋯呃⋯譬如說我們這次希望恢復

部編本的時候，我們就要去問行政人員，就等於他是我們互相支援的一

個角色，⋯（訪談 T4）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學校行政人員應該要提供行政業務方面的資源，訂立

相關的行政流程，提供教師在選用時的支援與諮詢。而為了提供行政方面的協

助，兩位主任認為行政人員應在各領域選用教科書時就應參與其中： 
 

我們去年其實也沒有真正進去參與投票啦，但在會場裡面他們在討論當



 123

中如果會比較偏離主題的、我們覺得要修正進來的我們都會給意見

啦，⋯，因為其實也會影響價格問題，行政人員對價格其實會比較公平、

比較客觀啦，⋯。（訪談 A2） 
 

行政人員通常都會列席啊！就是教務主任或是教學組長。⋯，譬如說在

上學期我們選用那個版本之後，他們在每一次的那個，譬如說開會的時

候，他們有時候就會討論這個版本在使用上面碰過什麼困難，多少都是

會提到，那需不需要一些補充教材啊！或者一些自編教材，其實都會提

到。（訪談 A4） 
 
 唯有在各領域教師在開始選用教科書時行政人員即參與，才能在教師有需

求時提供行政方面的協助。因為教師雖然對所屬領域的學科知識相當熟悉，但

對於行政的流程、學校的教學目標、相關的法令規章可能不是那麼瞭解，這時

有行政人員列席，在必要時可以及時提供諮詢或要求行政方面的配合。 
 
 那麼行政人員是以列席、諮詢的角色參與呢？還是行政人員在各領域的選

用過程裡也擁有投票的權利呢？ 
 

訪談者：那其實您還是希望行政人員可以有投票權？ 
受訪者：嗯！但是比例不要太高，因為專業還是要回歸專業。（訪談 A2） 

 
因為基本上我們並不是他們那一科的專業，所以我們通常不去干預這個

部分，所以一定尊重老師的專業自主。（訪談 A3） 
 
 從上述兩位教務主任的訪談所得裡可以發現，行政人員以領域教師的身份

參與教科書的選用時是擁有投票權的，而如果以行政人員的身份參與其他領域

的教科書選用是否要有額外的投票權則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就算擁有額外的投

票權其比例也不能太大，而且從問卷所得我們可以發現，各領域教師希望行政

人員的干預程度能減少，是故行政人員雖然以行政身份參與教科書的選用，還

是應僅以列席、諮詢的角色來提供協助。 
 
 另外，學校行政人員除了各處室的人員外，另一個重要角色就是校長，那

麼校長在教科書選用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為何？ 
 

訪談者：那像校長他有參與嗎？ 
受訪者：校長⋯選的過程他沒有參與，可是我們教科書評選的這個過程，

到最後還是要送到課發會去，課發會決定後才是 ok的。⋯，那
到課發會以後，我們校長也是課發會的成員之一嘛，他大概也



 124

會尊重課發會的決定。（訪談 A2） 
 

⋯就我接觸的校長，就是比較不會去干涉說老師們的決定，只是他剛好

會提醒一些重點啦！一些原則性的問題，當然就盡量這個版本可以使用

三年啦！考慮學生的程度啊！社區家長對學校的期待，我覺得他只會去

提醒一些原則性的問題，可是至於說我們要選用哪一個版本，通常他不

會有太大的意見。⋯，我覺得目前這樣子倒是蠻好的，就是很尊重老師

的專業，可是他又可能提供一些老師不瞭解、不清楚的部分，他可以提

供諮詢。（訪談 A4） 
 
 所以從參與選用的人員來看，校長對於教科書選用的過程並無太多意見，

多尊重各領域研究會與課發會的決定。而其中一位校長（訪談 A7）則認為自己
是屬於監督、諮詢、促進的角色： 
 

監督者、諮詢者、促進者，也就是說⋯監督者就是說監督他們整個流程

有沒有合法、合情、合理，監督在教科書選用裡面畢竟有民間教科書，

那行政人員與民間廠商的互動狀況；諮詢者就是他們在教科書的選用過

程裡面有什麼樣的問題，其實校長要對教科書很清楚⋯不一定很清楚教

科書，大概要很清楚課程、整個課程概念，所以就會擔任諮詢者；那促

進者比如說要去 push，push說你們這樣夠嗎？要不要辦個教科書的說明
會？要不要辦個教科書的研習？讓老師們對教科書有概念，要 push行政
去建立教科書選用的流程，相關的人員有沒有進來，他可能是個促進者。

（訪談 A7） 
 
 由上述所得我們可以發現到，校長的角色與其他學校行政人員一樣，是屬

於提供諮詢、意見的角色，唯獨不同的是：校長是學校行政與課程的領導者，

在教科選用的過程裡更應該扮演著監督、促進的角色，要提醒相關人員在教科

書選用過程的相關流程、法令、注意事項，要推動教科書選用的整體過程順暢，

要提供相關的人力與資源讓選用能順利進行。校長也許不實際參與教科書的選

用，但在教師與行政人員需要諮詢與支援時則需要給予指導與協助。 
 
二、家長與社區人士的角色 
 在選用的相關法令之中，我們從〈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原

則〉（附錄二）可以知道，「書評會由校長聘請各處室主任、各領域（科）召集

人或代表、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等組成」，而〈台北縣各國民中小學評選

採購教科書注意事項〉（附錄三）雖未規定是否要有家長代表，但也提出了「各

校應基於學生學習之需要，⋯秉持民主、公平、公開、服務之原則，並依據國

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二之規定，由學校校務會議訂定辦法公開選用之，⋯」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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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以在各校教科書的選用過程裡應當本著民主與公開的精神，與學生和學

校關係密切的家長代表自是教科書選用的當然成員。 
 
 那麼家長是以何種身份參與教科書的選用呢？ 
 

受訪者：有！我們會邀請家長代表！ 
訪談者：喔！那是在課發會還是在教學研究會的時候？ 
受訪者：選書的時候。平常他們沒空來（訪：各領域都有是不是？），對

對⋯都會有個家長代表。（訪談 T3） 
 
當然有啊！在課發會裡面，例如說你上次用某個版本，某個版本快要倒

了，你們上面決定是要用哪個版本當備胎啊？他們很關心，但他們對實

質內容，你說某個版本在講些什麼內容、跟其他版本的內容比較，他通

常也不會去干預老師的專業自主，因為這方面還是要老師來。（訪談 A3） 
 
 由於各校依據法令自行訂立的選用辦法不同，家長參與的程度也有不同。

絕大多數的學校在書評會或是課發會裡都會有家長代表參與討論與投票，至於

家長一開始在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裡有參與討論的學校，我們從問卷調查所得可

知比例相當的少。可見目前家長代表在教科書的選用裡主要是在最後一關，即

書評會或課發會裡才參與。 
 
 另外，學校參與選用的人員對於家長參與教科書選用的看法則有不同的意

見： 
 
家長⋯他對選教科書其實都不太會有太大的意見，對！他們唯一的要

求，只要他們（學生）能夠把基本學力考好，就 ok了（訪談 T4） 
 

當你納入家長意見的時候，到時候如果有家長質疑，ㄟ你這個選的根本

沒有考慮到我們家長的立場。有啊，我們有家長代表啊，我覺得可能上

級也是這樣子的考量啦，因為不管你怎麼做，人家都還是會有話可以說，

所以我們把他做到，其實我覺得這是等於我們做一個預先的防範啦，⋯

（訪談 A1） 
 
⋯學校本位的方式，而且學校社區化，我覺得家長參與這個沒什麼不好。

我們現在都講究「異業學習」嘛，家長的領域與我們教育的領域不一樣，

他們的思考點也不一樣，我覺得是很有必要啦，⋯。（訪談 A2） 
 
如果家長真的懂得話，一定是非常非常少數，如果他們來參與當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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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絕大多數，他只是看看而已，勾一勾而已，⋯（訪談 A6） 
 
 同時列出多位教師與行政人員不同的觀點，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三種想法： 
（一）家長未必對教育專業相當瞭解，時間上也不一定能配合 
（二）家長參與教科書選用可以提供不同的思考點 
（三）學校讓家長參與教科書選用，可以符合法令規定和民主參與的原則 
 
從訪談結果來看，行政人員大多認為家長可以提供不同面向的思考，讓家

長參與可以符合民主參與的原則；而教師則認為教育專業的主體是教師，家長

在教科書選用過程的幫助較少。但是這只是以本研究訪談的結果來論，並不能

過度推論到所有學校的情形。 
 
 然而，家長本身對於自己參與教科書選用的看法為何？本研究訪談了一位

曾參與領域教學研究會（體健領域）教科書選用的家長，他提出了不同於學校

人員的觀點： 
 
我不知道我們學校有評選這個教科書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有讓家長會參

與，我也不知道，因為以往我知道別的學校，像小學，我知道評選是由

他們老師在評的，我不知道有讓家長參與，我也是不知道，直到學校家

長會通知我來評，我才知道家長會有參與這個評選，他有讓我們參與，

我是那個時候才知道的。（訪談 F1） 
 
⋯因為我只知道評選教科書學校給我們的家長信，上面說你來參與我們

的評選教科書，其實裡面很多細節我們都不瞭解，到了現場之後我們才

去瞭解的。（訪談 F1） 
 
其實我是覺得說，他讓家長去參與教科書，我們比較直接的一個講法就

是說，學校認為說，如果人家有什麼質疑的話，因為我們是經過家長的

背書的，⋯所以真正要瞭解還是要從，比如說你要選定哪一的家長代表

當哪一科的評選委員，就跟著你們這些老師去參與，才能夠真正選出最

好的書、最好的版本。那如果這樣子我們只是表象而已⋯問題是你覺得

要深入的參與，還是說叫我來我就來，對不對？（訪談 F1） 
 
 我們從曾參與選用的家長意見可以知道，家長在教科書選用的過程裡是屬

於一個被動的角色，只能由學校單方面的邀請參與選用，而且在教科書選用的

過程裡並不熟悉整個流程與規準，在選用上自然幫助不大。 
 
 從問卷所得可以知道，目前大多數的教師期望家長在教科書選用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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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為「提供意見但不參與選用」，以訪談所得，主要的原因應有下列三點： 
 
（一）家長對於教育專業領域並不熟悉，無法提供相關的意見與協助。 
（二）避免家長對學校事務的過度干預。 
（三）家長們的事務繁忙，常未能撥空參與教科書的選用過程。 
 
由於法令上的規定與民主參與的原則，加上近年來社區參與的觀念興起，

教科書選用應要有家長參與，然而學校人員對此的想法與心態不一。然而家長

有權利為自己的子女選擇良好的教育，也應有權利瞭解自己子女的教育狀況，

因此，如何去克服家長參與教科書選用的問題、以及改變學校人員對家長參與

選用的心態，是家長能否參與和協助教科書選用過程的重要因素。 
 
三、學生的角色 
 學生是教學的主體，也是教科書主要使用的消費者。然而學生是否有參與

選用的權利端視學生知識與能力而定，但無論如何學生意見至少必須納入教科

書選用時的考量。 
 
學生的話⋯就我知道的這方面比較沒有。⋯。像我們這種科目幾乎期末

的時候都會做期末回饋。像你最喜歡什麼單元啊？你最深刻的印象、你

得到什麼？我們這種學習單是一定會有的，只是看老師放在什麼地方。

（訪談 T3） 
 
如果可以的話，我覺得也不錯，我覺得也很好啊！因為他們是最直接的

使用者啊！而且現在學生自主性也蠻強的，我們可以知道小孩子他們需

要是什麼，也不錯啊！（訪談 F1） 
 
 由訪談結果可知，直接接觸學生的教師與家長基本上對學生的意見認為有

重視的必要，唯是否要讓學生直接參與選用的過程並沒有進一步的看法。而在

〈台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教科圖書選用原則〉（附錄二）則有「⋯，必要時得邀

請學生列席參與。」的規定，是故學生的聲音有必要納入教科書選用時的考量。 
 
四、專家學者的角色 
 在此次國民中學教科書的選用過程裡，專家學者幾乎沒有直接參與各校的

教科書選用，而學校人員對專家學者的看法比較屬於一個協助整體選用制度的

角色： 
 

我覺得專家學者應該是要開一個研習，告訴我們說譬如說現在九年一貫

了，那教科書的內容應該包含什麼，那個就是課程標準，（訪：怎麼樣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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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教科書嗎？）對對對，那這種研習我們就應該去參加呀！那他如果

要參與選用，可能不需要吧！（訪談 T5） 
 
所以說如果我們政府沒有真的找一個學術機構或學術單位⋯一個專責的

機構他們在研究課本，好他們就訂定一個準則，一個規準，⋯所以至少

訂一個可以讓學校參考的，然後學校再根據地方比如說我是偏遠的，我

是市區的我是沿海的我是原住民的，我再做調整。（訪談 A6） 
 
 從問卷結果與訪談結果來看，教師們期望專家學者能參與教科書選用制

度，但不是實際參與教科書的評選，而是在整體教科書選用制度的協助與規畫

方面，例如規畫課程標準、協助研習與活動、訂定可參考的評鑑準則等等。 
 
五、上級機關與法令規章扮演的角色 
 與教科書選用相關的可能因素裡，上級機關與法令規章相當重要，因為它

們規定了選用的基本方向與流程： 
 

我們要必須合法，我們必須在這個法令規章底下去選嘛，他等於就是我

們的選書的一個最基本標準。（訪談 T4） 
 
我覺得這個規範也是很重要的，像是其他配套（教具）它就不能參與評

選。它有一個規範在的話，我們比較有一個方向可走。（訪談 A2） 
 
 然而上級機關的角色不能僅僅只是制定相關法令規章而已，在教科書的選

用上還要扮演者其他的功能： 
 

等於是上級機關完全沒有對老師在選書這個方面提供任何的協助⋯他只

是頒了一個法，然後下來了，你就照這個法來作，沒有任何的協助，對！

所以現在教科書是很混亂的，⋯。（訪談 T4） 
 
如果說局裡面沒有一個聯合採購的話那就慘了、那就很慢了，如果說有

人來招標還好，六月底完成我們評完以後，可是我們現在到六月的話我

們比較擔心的是七月初老師們並不是常態的待在學校裡面，因為老師的

進修其實是分散的（笑~），不像一般公務人員是一直持續上班。⋯我們
可以提出委託，我們也可以自己上網公開招標。（訪談 A2） 
 
台北縣教育局其實也會委託學校去進行教科書的一些研習，但不是說那

麼多啦⋯（訪談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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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幾位受訪者所述，上級機關應該還要扮演以下幾個角色： 
（一）審查民間審定本教科書的把關工作 
（二）提供相關的資源，如行政支援與研習活動等等。 
（三）如台北縣市的做法，在各校教科書選用後協助聯合採購，減少各校的業

務量，讓選用流程能順利推行。 
 

參、選用流程 

一、準備階段 
（一）學校統籌選用的單位主要以課程發展委員會為主 
 依文獻探討可知，目前台北縣市對於是否要成立一專責性的單位的規定有

所不同，台北縣並沒有規定是否要成立專責單位，但台北市有規定要成立教科

圖書選用評審委員會。然而這與問卷的結果有所落差，台北市似乎仍有部份學

校未依規定成立書評會。主要的原因在於已經有課程發展委員會來負責相關的

選用事宜： 
 

受訪者：我們沒有再特別的成立一個委員會，因為我們覺得跟課發會是

有點重疊的，所以我們沒有獨立再辦一個。 
訪談者：所以就是由課發會來負責？（受訪者：對！）那台北縣教育局

那邊有沒有關係？會不會有影響？ 
受訪者：沒有，它沒有特別的規範。（訪談 A2） 
 
沒有！目前就是透過教學研究會，然後教學組這邊會轉發評選表格，然

後收過來以後再由課發會來決定，我們沒有特別有你剛剛說的專責單

位。⋯因為其實很多委員會都是變成是義務性的啊，它並沒有什麼福利。

（訪談 T3） 
 
對，你沒有辦法實際上發揮功能啦，而且教科書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幾乎

是跟課發會重疊的，雖然說他下放給各校去自主，看你需要怎麼樣來組

成啦，可是你跟教科書有關的就應該各領域召集人嘛、各處室主任、相

關的組長，頂多在加個級導師啊，大部分就是這樣子啊。（訪談 A1） 
 
 由受訪者 T3和 A1的訪談記錄可以發現，實際上課發會與書評會的成員幾
乎相同，如果只為了教科書評選而另外成立專責的機構，對學校的行政業務不

過是多了個相同功能的單位，其工作職掌與課發會駐有所重疊。 
 
而在學校裡有成立書評會的受訪者 A3與 A5也提出了與上述一樣的看法： 

 



 130

事實上用課發會來做選書、教科書的選用，我在想他們一定還是一樣由

各領域召集人召集該領域的老師，一樣是回歸到書評會的模式、流程去，

只是說他們的決議要回到課發會去討論，就代表他們的討論到最後一

關。（訪談 A5） 
 
訪談者：那我們剛剛提到那個就是教科書審議委員會，那個審議委員會

跟課發會成立委員，它有重疊性嗎？還是說另外一個？ 
受訪者：委員會那是另外一個組織。那個重疊性因為學校本來就很小呀，

多多少少一定會有一些重疊。（訪談 A3） 
 
 另外，如果有成立書評會的學校，其審議教科書還是會回到課發會上去討

論： 
 
⋯我們最後還是會回到課發會，只是我們在選書時我們給它弄一個書評

會，⋯。（訪談 A5） 
 
訪談者：那就是等它整個程序是還要包括課發會，然後再到審議委員會？ 
受訪者：對，基本上是這樣子。可是有時候這個時間上面的先後順序有

時候真的是很難去橋，譬如說我們課發會還有一個規定的開會

時間，那教科書審議委員會的話因為他們也包括教科書我們要

統一去招標呀，去購買，呀甚至議價呀，⋯有時候時間先後順

序會不太一致，不過基本上只要在老師他們的教學研究會裡面

決定的話大概就沒有問題。因為我們都是一直尊重老師的專

業。（訪談 A3） 
 
 由受訪者 A3與 A5的進一步描述，可以發現書評會與課發會間職掌與成員
重覆的地方，而且由於開會時間的不同，其決策的先後順序也常會導致混亂。

大致上仍以書評會為統籌教科書選用的單位，但是否是最後決議的單位則各校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而沒有成立書評會的學校，則多認為沒有成立書評會的必要： 
 

對！當然也是在『課發會』，每個學校的層級都是到『課發會』。⋯。因

為之前那個會議並沒有意義啊！（訪談 T4） 
 
雖然說規定要成立評選委員會，但是你有沒有看到有規定評選委員會他

的任務、組織任務，其實我實際上在執行的感覺，為什麼要有這個委員

會的設置，是會了讓整個計畫更完整而產生的。（訪談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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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書評會只是負責教科書的評選的話，以課發會的職掌和成員來

看均可以勝任，至於採購則可直接交由總務處去負責。然而為何在台北市的法

令規定裡應成立專責的書評會，可是問卷結果卻有所落差？除了上述的可能原

因外，其中一位教學組長（訪談 A1）提供了他的看法： 
 

就是評選有結果嘛，那如果評選有結果，我想就上下這樣的相處關係來

講，只要推行沒有什麼大問題，一般來說就不會有人來看，來看這個過

程有沒有疏失；而且現在講究學校本位，那我對學校本位的解讀是⋯只

要你們學校說 ok，那我就認為是這個樣子，你們說沒問題就沒問題。⋯
因為評審委員會下面有各領域的嘛，那各領域都 ok了，我想這個層級的
你就沒有理由去否定他的，一定尊重啦，那我們行政人員也是尊重各領

域選出來的嘛。（訪談 A1） 
 
 依受訪者 A1的觀點，只要選用有結果，合乎公平、公正、公開的選用原
則，就不會有人會去計較是否要另外成立專責的書評會了。這或許可以解釋為

何問卷結果會有落差的原因。 
 
 最後以文獻所得來看，一個專門負責教科書選用的單位有其存在的必要

性，因為它有廣納各方意見、提高教科書選用的層級、提供及時的諮詢與協助

的功能，但以目前各校均有課發會的設計來看，另外成立一個專責的書評會就

顯得多餘而沒有必要了。 
 
（二）與教科書選用有關的研習仍有改進的空間 

1. 由上級機關舉辦的研習必要性受到質疑 
 在問卷調查所得裡辦理與教科書選用有關的研習主要以學校本身、學區、

與出版商舉辦的比例最高，一般說來如果研習有其必要性的話，由縣市政府來

舉辦應該最節省資源，但在問卷調查結果，教師所參與過的研習比例裡，由縣

市政府舉辦的比例並不高。這方面一位校長（訪談 A7）提出了他的看法： 
 
你給縣市政府舉辦，那麼大有效果嗎？你要考慮到效果問題啊！而且我

們學校有我們學校的標準，我們學校面臨的狀況、我們學生的起點行為

很清楚啊！⋯而且你可以說是研習、也可以說是說明會啊！就行政的立

場上說是說明會，那我們希望把你在選用教科書時，你很清楚我們學校

的課程、發展的方向，這就是研習啊。（訪談 A7） 
 
 所以，縣市政府在對於教科書的選用方面，並沒有提供相當的研習給教師

們，而在學校場域負責選用的人員對於縣市政府所舉辦的研習效果也是採存疑

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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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場域裡要辦理教科書相關的研習有困難 
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大多數的教師雖然並不認為在選用時，教師選用的知

能有不足的地方，但對於教科書選用相關的研習仍然是有相當的意願參與。由

於縣市政府甚少舉辦相關的研習活動，而出版商的研習又不是屬於正規的研

習，那麼辦理研習的責任便由各校自行去負責。這不但符合學校自主的精神，

各校自辦的研習則更能貼近各校的實際情況與教師的需求。 
 
 然而由各校辦理研習仍有其困難度，一位教師（訪談 T4）說明了為何不辦
理研習的可能原因： 

 
找不到師資，我們找不到適當的演講者。你聘用不到，其實我們都有考

慮到，可是你聘用不到，而且因為沒有適當的這樣一個可以專門來演講

的人，在當時我們是找不到。然後再來是就算有這樣的人，真正在用這

教科書的是老師，只有老師最瞭解⋯最瞭解這個類文的內容，那大學教

授其實脫離太久，他完全不知到國中生的程度現在到底該在哪裡？所以

教授即使可以給我們很多大原則、大方向，當然這是 ok的，可是沒有辦
法貼切的符合國中生的需要。（訪談 T4） 

 
 從國內的情形來看，專精於課程領域的專家其實不多，又由於人力多投注

於各家出版商教科書的編輯與國立編輯館的審查，對於選用階段的研習人力支

援自然是有限的，加上專家學者的意見是否真能符合教師的需求，這與教師對

於專家學者的角色期待也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3. 教師對於參加教科書選用有關的研習意願不一 
除了對上級機關辦理研習必要性的存疑、能否邀到適合的演講者，教師們

對於教科書選用研習的參與意願也是有不同的意見： 
 

會啊！當然會啊！像師大有很多研習啊或教師學習中心有很多研習，我

們其實都會⋯都會去參加，因為這是增長我們專業知識的一個⋯一個過

程嘛！而且這本來就是我們應該要具備的一份知識嘛。因為我們這樣去

參加研習、幫助自己成長，其實就是對自己的負責，也是對孩子的負責。

（訪談 T4） 
 
呃⋯沒有必要耶！我可能會，不一定，我可能不會參加耶！因為我覺得

沒有那個必要吧！對呀！（訪談 T5） 
 
 在之前訪談的過程中大致可以理解教師間態度不一的原因，若以專業知識

的角度來看，不斷的進修成長是維持教學品質與熱忱的動力，對於相關的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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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會有熱忱參與；但如果研習變成一種負擔、或者研習的成效不彰、不能符

合實際需求的話，則研習則顯得多餘而沒有必要。 
 
 最後，受訪者 A4與 A2提出了他們對研習的看法與建議。： 

 
⋯我是覺得，可以先種子老師先去，或者是各領域的召集人他們先去參

加這樣的研習，然後他們有一些資料呀！一些觀念啊！帶回來，然後在

領域課程小組的時候就可以跟老師們作報告，然後他們再去討論他們這

個領域的教科書選用標準，或者是在評選的時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訪談 A4） 
 
我是會希望有研習，但不是一兩天的，而是配合領域的時間因為現在要

在找出其他的時間是蠻困難的，而假日其實他們（教師）也有其他的規

畫。領域的時間至少有兩個鐘點，我們也盡量的把他們空出是變成半天，

所以這個半天其實是很好用的，我覺得這個半天已經夠了，不用再額外

的一天兩天，一天兩天會造成其他課務問題，解決了這邊卻造成了那邊

的問題，其實這不是好現象。（訪談 A2） 
 
 所以，有用的研習不一定要所有教師都參與，也不一定要把教師集中於幾

天或某地來舉辦，教師們在教學上相當忙碌，如能利用學校裡的空堂時間加以

規畫，則有助於教師參與研習的意願與效果提升。 
 
（三）出版商說明會的辦理形式，主要以學校自辦和策略聯盟兩種方式為主 
 辦理出版商說明會主要的用意，一方面是讓學校教師對於民間出版商的出

版品、出版理念有所瞭解，另一方面是讓出版商有展示的機會，某種程度上的

減少了出版商與學校人員間私人接觸的機會。其中訪談者 T2說明了目前出版
商說明會的模式： 

 
（一）學校內，請主流的廠商來做說明 
（二）廠商則會選擇重點的區域來舉辦說明會（訪談 T2） 

 
以下將分學校自行辦理與策略聯盟辦理兩種情形加以分析之： 

 
1. 學校自辦 

 學校自行辦理的說明會，主要由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自行邀請出版商與會： 
 

我有聽過有的學校是，召集人直接跟廠商聯絡，然後廠商來學校辦說明

會，我利用領域時間，可能⋯兩個鐘頭，每一個書商分配個十分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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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鐘，⋯老師手邊就會有各種版本的資訊，可能在他在做評選的時候，

做更全方位的考量。（訪談 A1） 
 
統一都來！讓他們用抽籤的方式決定誰先來講，一家我們都是以三十分

鐘的為主。（訪談 T4） 
 
 所以學校主辦的說明會，多是為了提供教師選書方面的資訊，尤其在目前

教科書邊審邊選的情況，對於出版商的出版理念與三年編書的架構更有必要加

以了解。 
 
 但是許多教師對於說明會的情況並不是十分滿意： 
 

書商來他當然會講他自己的東西是好的啊，而且無限的把它的東西，發

給在場的與會的老師，可是那個他是在拉攏生意啊，並不是在告訴我們

選書的標準。（訪談 T4） 
 
可是一點效率都沒有啊！我覺得，就對別人來說可能有，可是我覺得我

看到的都是生意人在演講，在做生意啊！我覺得對我們本身選書並沒有

幫助。（訪談 T4） 
 

 所以目前的出版商說明會形式，似乎並不能完全貼近教師們的需求。不過

以今年（九十二學年度）的狀況，由於共同計價與議價的緣故，出版商的利潤

大為降低，出版商辦理說明會的情形就變得更少了。 
 
 出版商的教科書說明會雖然是以商業利益為導向，但也提供了教師對備選

教科書的初步認識與選用知能的提升，屬於一種提供給教育發展的民間資源，

對甫開放的國中教科書選用制度是有幫助的。但其目的以商業為考量，而忽略

了教師的真正需求，出版商說明會始終未能取代研習的功能。 
 

2. 策略聯盟 
 策略聯盟是指學區內相同性質的學校組成的合作關係，目前大多以教務間

的聯盟為主，在教務、輔導、訓導等方面學區內各校行政人員定期的與會形式。

從訪談結果可知，策略聯盟在此次台北縣市國中教科書選用裡扮演相當重要的

角色： 
 

之前有⋯是整個 xx區所有國中，整個國中認一個領域，然後他們去辦
理⋯總比各個學校（自辦）好啊，每個學校都邀人（出版商）來，疲於

奔命，所以這是幫人家考量啦。所以就是在領域的教學研究會裡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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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大家都到某一個學校去⋯（訪談 A3） 
 

利用第二次的段考，上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段考的下午，就是 xx區有個
說明會，地點好像是在 xx國中。⋯每個領域有不同的地點，我們國文科
是在那邊。我們 xx區的國文老師都去，各家廠商抽籤嘛，比如說一家廠
商有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介紹他們的書。（訪談 T1） 
 
去年，等於說今年要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所以去年會比較強調策略聯盟，

因為大家都不是很熟悉，都是在摸索的階段，所以很多學校就是，譬如

說他們教務主任就會組成策略聯盟，然後他們去討論這個部份的問

題，⋯。（訪談 A4） 
 
我們當時是把整個 xx區集合起來⋯策略聯盟一起說明，而且這樣比較不
會有非專業化的互動。⋯其實研習也可以用策略聯盟的方式，把屬性比

較相近的學校聯合起來也可以，也不必每間學校都要辦，就是把屬性相

同的找來，不過要考慮它的效果啦。（訪談 A7） 
 
 由上述訪談結果可以發現，在此次教科書選用的過程裡，許多學區的策略

聯盟舉辦了學區內的出版商說明會，這不但有助於節省各校辦理說明會的資

源，更由於學區內的學校同質性較高，未來策略聯盟應可以扮演更多樣的角色，

如舉辦共同的研習、訂立評選與評鑑的參考標準、協調各校版本銜接的問題等

等。 
 所以，從資訊的提供管道來看，學校自辦與策略聯盟舉辦的說明會在此次

選用提供了教師瞭解各家出版商的管道，雖然其成效或有值得質疑的地方，但

以同質性較高的學區結盟，彼此互利共享的方式將更有助於教科書的選用與其

他事務的推行。 
 
（四）評選規準的設計多半由行政方面提供 
 評選表格是評選規準的實際內容，多半以評選表格的方式呈現，在訪談結

果裡大多數的意見是由行政人員負責設計或提供： 
 
應該是說學校那邊有一個統一評選的表格，但是後來就收回去，因為是

由教務處來統計，上面有列各家版本，然後每個項目都要評分。（訪談

T1） 
 
訪談者：那評選表格是行政人員設計的？ 
受訪者：對！一樣是教學組設計的。 
訪談者：那填時是以等第還是以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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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我們那時是以一、二、三，然後就是不記名。（訪談 T3） 
 
 評選表格是評選規準的實際內容，應由負責選用的第一線教師來設計，在

問卷調查的結果也說明了無論是現況還是理想上均應如此。至於問卷結果與訪

談結果間的不同，也許可以從一位教師（訪談 A1）的觀點找到原因： 
 

有的時候你東西交下去，各領域會不會去修，你可能要給他們一個版本、

一個樣本，給他們看，啊除非他們覺得這個樣本不合適，那他們自己再

做修改。可是之前好像回來之後沒有什麼修改的意見。（訪談 A1） 
 
 從行政作業的觀點來看，一方面提供相關的協助是行政人員的責任，二方

面若由各領域教師自行討論則費時費力，不如由行政人員設計、或尋找相關可

參考的表格以供教師參考，如有必要時再加以變動以適合各學校的需求。 
 
 不過，以文獻、問卷所得與前述的訪談所得，教科書的評選規準最好仍是

由各領域教師主動設計，即便由行政人員提供或是專家學者設計，各領域教師

仍需依照各校與各領域不同的情況而有所改良或更動之，以藉此選用出符合學

生與教學的教科書。 
 
二、評選階段 
（一）選用最主要的單位為教學研究會 
在學校層級裡面，教科書選用過程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單位，就是各領域教

學研究會： 
 

正確來講應該是上個學年度的期末的那個時候，就是最後一次教學研究

會，然後大家評選教科書，然後我們就選出目前這個版本。（訪談 T1） 
 
教學研究會的時候大家是討論。就是說我們平常書商都會給我們書商一

套，也就是我們手邊會有很多個出版商的書，那就等於說到教學研究會

的時候，學校會再準備一份，那我們也可以帶自己的來，就是翻嘛，然

後每個人給分數，加起來最高分的就是我們選的版本。（訪談 T1） 
 
討論過程當中啦，他們會有一個評鑑表，然後會增訂一些項目自己去做

選擇，⋯最後去累加起來。可能每一個人的選擇會不一樣，當然就是利

用教學研究會的時間裡面去做討論。（訪談 A3） 
 
 目前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每位領域教師均需要參加，而且每個星期都有領域

時間，於是便順理成章的成為教科書選用過程的主要討論單位，並經由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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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的過程，將選用結果提到書評會或課發會進行決議。是故領域教學研究會

做為學校裡教科書選用的最重要單位，此與問卷結果相符合。 
 
（二）評選模式與流程 
 雖然各校評選的過程多是由各領域教學研究會討論決定，之後再送到書評

會或課發會作成決議，但各校的情形不一，選用的整體流程與模式也有所不同。

以下將以時間順序加以歸納討論之。 
1. 最常見為投票表決 

 
⋯那書商就來呀，把課本擺在你桌上，然後我們就會約定，設備組就會

約定好時間，什麼時候開會，要選書了，那我們就之前把書看過，大概

實際上都會達成一個共識啦！然後我們就去開會，選那個這樣。然後他

會發一張單子，讓你寫說這一學期你用的是什麼課本，他有什麼優缺點，

那你下學期要換哪一個課本，這樣子。或者是你要繼續沿用，要先把這

學期的課本的優缺點都先寫出來。（訪談 T5） 
 

把那最高的三個版本提出來，然後呢⋯就分析⋯，這一個是老師列出來

的優點是什麼？缺點是什麼？然後再讓老師去表決。（訪談 T4） 
 

譬如說本來有 6、7個版本後來列出 3個版本，然後那 3個版本大家都是
再看完之後，那可能就是會再討論，討論完之後就是再表決，那表決之

後可能就是會有一個順序，因為也會擔心突然那一家出版社倒了會沒辦

法提供的時候，那我們就第二順位。（訪談 A4） 
 
 投票表決是選用教科書時最常見的方式。教師們在選用前先接到出版商的

樣書，大多都會先翻閱，對各家版本有一定的認識以後，在各領域教學研究會

上也會進行正式與非正式的討論。到了要選用教科書的時間，各領域召集人或

行政人員會先陳列教科書、邀請相關的人員參與，之後開始進行各家版本的優

缺點討論，最後進行投票以決定最後版本。為了預防突發狀況或是出版商無法

即時提供教科書，各領域通常會有排出順序以決定備用版本，以應付可能的突

發狀況。 
 
 採投票決雖然是民主的方式，但投票決有時可能也會遇到問題。在問卷調

查結果裡有教師反映合科領域投票表決的問題，如綜合領域（含童軍、家政、

輔導三科）、社會領域（含歷史、地理、公民）三科、藝術與人文領域（含音樂、

美術、表演藝術），這三個領域都包括三個學科的教師，但評選出來的教科書每

個領域只有一本，有可能會出現不同學科教師有不同意見的情形。然而從訪談

的結果來看，接受訪談的教師大多認為各領域的討論情況都不錯，合科領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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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出現上述意見不合的情形（請參見本節第柒部份、教科書選用遇到的相關

問題）。 
 
 2. 部份學校對國小與國中銜接問題相當重視 
 

我們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確定的就是銜接問題，因為既然是九年一貫嘛，

那我們要跟其它的學校銜接，這我們就會去問其它的、鄰近的小學是以

什麼版本為主？然後我們就要⋯就要去盡量讓他們課程能夠銜接。當然

沒有辦法照顧得所有的學生，但是我們是以大多數的學生為主。（訪談

T4） 
 

⋯我跟另一個國文召集人都各有一套完整的、各家出版社我們就有他所

有的全套的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國小教科書。⋯，那我們兩個就來先看，

看他們國小跟國中的選文有沒有重複。那第二個我們做的工作就是去

問，我們附近將來會進到我們學區來的國小，他們用哪一個版本比較多，

來考慮銜接的問題，⋯（訪談 T4） 
 

我們是沒有要求廠商提供國小的，那我自己是會去蒐集國小的課本來

看，我主要是看說他們教到的程度多深多淺這樣子。領域裡面是沒有。⋯

我們這個學期也有一個公文來說要做那個領域的深度對話，附近國小

的，不過就我們藝術與人文來說，是比較沒有這方面的需要，那有當然

是最好，不過目前是沒有這樣子。（訪談 T5） 
 
 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便是強調課程間的統整與協同，其中尤以九年義務教

育中國小與國中間的銜接最為重要。由於國小教科書的開放審定較國中教科書

為早，市場分布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就算是同時出版國小與國中教科書的出版

社，其編輯群之間大都沒有溝通協調的過程，不同版本的教科書也會造成國小

與國中銜接上的困難。是故，部份學校在領域選書時，即對附近學區的國小使

用的教科書進行瞭解，以知道可能入學的學生程度與先備經驗，有助於評選教

科書時的考量與規畫。這不僅僅是教科書選用所需要瞭解，在學校整體的課程

規畫上更有其必要性。 
 

3. 選用時出版商是否有完整的編輯計畫相當重要 
 

但是我們有要求他要給我們看三年的他們的計畫大綱。你沒有給我們三

年的計畫大綱，我們根本就直接跟你講我們不要你的，也不要你的書。（訪

談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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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在開那個說明會的時候，有問說之後他們編的方向，就整個，最

好是提出九年的大綱這樣子，大部分都有提出來啦！那樣書的話就不一

定提得出來。⋯對！我會希望三年都有，在選書上面會比較好選。（訪談

T5） 
 
像我們去年是只要它是已經送審中，我們都採納，可是我們有一個但書：

它如果送審不通過，勢必要由順位由第二個順位嘛；那我們今年的辦法

就是如果沒有送審通過就不給予參與評選，所以要完全都是送審通過。

因此這在國中是有困難的，根本拿不出書來我怎麼去評（笑~），以前是
送審中可以評，那我們今年是更嚴格是說，它在送審中可能會修改啊，

那我看到的又不是完全 ok的，所以要送審過才評，列出順序這樣子。（訪
談 A2） 

 
 此次國中教科書選用的情況較為特殊，教科書開放審定的時程相當倉促，

民間審定本教科書在未審查完成就必須提供樣書讓學校教師進行選用，許多領

域必須拿尚未經過教育部審定合格的樣書來選用。由於隨編隨審的倉促行程，

部份學校在無法看到合格的樣書與三年的教科書，只能消極的要求出版商提出

三年編輯的架構或者只選用已審查通過的樣書，來確保教科書的品質與未來三

年課程能順利的銜接。 
 
 雖然說上述情況在審定本開放三年後應該會改善，但教科書開放腳步的過

快導致教科書品質不佳、課程無法銜接的問題，這點教育行政機關實難逃其咎。

此部份訪談所得相關的意見待到本節第柒部份、「教科書選用遇到的相關問題」

部份時再進行綜合的分析與討論。 
 
 4. 選用時只有課本、習作和教師手冊 
 

教師手冊我們會提供啊，因為那是整個給教師⋯那其他的附件如 CD
啊，教具的部份就沒有進去了。教科書和教師手冊會進去。嗯⋯我們如

果選了以後，他有附帶的、贈送的資料的話，其實我們還是會把它給老

師，我們並沒有拒絕，因為其實它這個也是資源，我們並沒有因為它這

個才去選用它（教科書）。（訪談 A2） 
 
到了我們在選用的會議的時候，其實就只有是課本啊！習作啊！教師手

冊啊！大概只有這些東西⋯（訪談 A4） 
 
 從訪談結果裡可以得知，學校選用過程裡真正選用的部份是課本、習作與

教師手冊，課本與習作本來就是屬於教科用書，值得注意的是教師手冊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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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列做為選用的內容，可見教師手冊在選用時是除了課本、學生習作外，選用

上另一個考慮的內容。 
 
 5. 其他特殊的選用模式 
 由於各校的情況不同，各領域的性質也會影響選用的過程，在訪談結果中

有幾種特殊的模式值得說明與分析： 
 

（一） 逐本討論 
（二） 二輪式投票：9-3-1 
（三） 最後再給分數 
（四） 檢討（訪談T2） 

 
我們是用投票的方式，就是開放請各家的廠商到我們學校作說明之後，

然後他把所有的樣書都給我們的老師，然後我們的老師先作初步的，因

為我們那時候學校是很大型，我們的第一步就是作問卷請老師列出各個

版本的優點跟缺點，然後這麼多版本，大概 6、7個版本當中老師會勾以
哪兩個為主，然後勾完之後我們就作統計，統計完以後我們就再針對這

兩個，就是最高票的前三名，就是這三個再做一輪的投票，⋯。（訪談

T4） 
 

 上述提供了兩個特殊的模式。第一種是採取二輪式投票，先進行逐本討論，

然後再從備選的教科書裡投票選出三本教科書，再對這三本教科書進行排序的

第二次投票，最後再給予各版本的分數。它的好處在於若各家教科書品質大致

相同時，直接用分數平均或投票表決可能會受到極端意見與對分數的標準不同

等的影響，二輪式投票則先選出三本較適宜的教科書，再進行討論與排序投票。 
 
 第二種是因為學校規模較大而教師人數較多時，在領域教學研究會裡討論

會有人數過多的困難。做法是在領域裡先成立一個評選小組，由評選小組收集

相關資訊與備選的教科書，之後設計問卷先行詢問教師對各版本教科書的意

見，彙整後進行票數統計與意見歸納，在領域教學研究會時提出結果以供領域

教師參考，最後再進行投票表決。它的好處在於可以節省討論與建立共識所要

花費的時間，在領域教師人數眾多時相當適合使用。 
 
 每所學校應依各校不同的情況彈性訂立不同的選用辦法，但如果其他學校

有不錯的模式的話，其實各校間可以互相參考而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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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選用時間方面，多數教師贊成兩個月的選用時間，唯行政事務應即早

開始 
 選用時間指的是指整個教科書選用流程從開始討論到決選出相關教科用書

的時間，時間的長短必須兼顧足夠與有效率兩個原則。從問卷調查結果可以得

知教師認為目前的選用時間是足夠的，而且多半支持每學期的五、六月兩個月

的時間進行選用。 
 
 在訪談的結果當中，多數教師贊成五、六月的選用時間，但行政人員認為

先前的準備工作必須先開始，例如通知書商提供樣書、制訂評選表格等等，而

且後續的採購工作也不能拖到七月。一般來說，台北縣市的法令規定為六月底

完成選用，七月則進行採購工作，是故行政人員的觀點傾向於從每學年的下學

期三月開始進行選用的先前工作： 
 

差不多最後兩個月啦。（訪：五、六月？）對啊！至少五、六月，四月底

之前就拿到樣本，老師可以看，可是又卡到學校行事曆可能會比較趕，

所以我覺得再充足一點，四月，其實以我們現在的行事就是發通告，請

他們三月底就要寄來，然後四月就可以開始做。因為這樣老師比較容易

看清楚裡面的東西。（訪談 T3） 
 
我覺得一個學期倒是可以。⋯他們等於說很早就要把樣書準備好，可是

我覺得到是有一些準備工作可以先提前開始作，（訪：例如說？）像我剛

講的一些指標。（訪談 A4） 
 
 另外有教師認為，真正評選教科書時間必須至少一個下午的空堂，讓所有

領域的教師充分討論過才進行評選： 
 

我覺得這是很需要時間的，因為你一次的會議可能只有兩個小時啊！那

有時候就是說，因為每次開會之後，回去大家都在忙學生的事啊！教學

什麼的，變成說下一次開會來的時候，又要花一點時間是要去討論本來

大家回去要想的問題。所以才會把大家很完整的一個下午，就是讓這樣

很充分的討論的話，可能就會蠻不錯的。（訪談 A4） 
 
 選用時間的長短關係到共識能否建立、選用流程是否能面面俱到、相關意

見是否全部表達，以訪談結果來看，真正進行教科書選用的時間以每學年五、

六月兩個月時間，但行政方面則從下學期就要開始進行相關的工作直到七月後

出版商書本的提供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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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鑑階段 
 教科書在採購完後就開始提供給師生使用，但在使用的過程裡對所選的教

科書錯誤或不合宜之處會產生疑問。以問卷結果來看，大多數的評鑑過程也是

在各領域教師研究會裡進行，與訪談結果大致相同： 
 

現在開始使用新書，他們一拿到開始用就有狀況然後就立即討論，而且

現在養成說每個禮拜都討論的話他們更有機會去談。並沒有刻意的評鑑

這個字眼，可是事實上他們就是有在做，就是用了以後的結果、他們用

了怎樣都有在談。（訪談 A2） 
 
 不過在評鑑方式上，各校有不同的評鑑方式。有的學校採正式評鑑的方式，

對於相關的評鑑結果會建立檔案以備未來查詢；有的學校則以非正式的方式，

即教師會自行在空堂或領域教學研究會上自行討論。另外，出版商也會對出版

的教科書進行評鑑，以瞭解市場反應的情形： 
 

問卷的評鑑，⋯在最後一次教學研討會，我們都會針對我們用的這個版

本的問題來進行評分，由你有使用過這個教科書的老師，你才有權利去

評鑑它、評分它。⋯我們是用量化的方式、數字的方式來那個，那當然

還有輔以文字的說明（訪談 T4） 
 
教科書⋯不但是學校會對教科書評鑑，他們書商也會對教科書進行評

鑑⋯。（訪談 T4） 
 
 然而，評鑑的結果如何運用學校人員則有不同的看法： 
 

訪談者：⋯學校這邊會把這些意見彙整給書商嗎？還是由他們自己跟書

商講？會有這種回饋的管道嗎？ 
受訪者：嗯⋯他們會自己講，然後我們這邊如果看到的話我們也會，我

們沒有正式的公文給啦，只是我們有碰到的話會跟他們提一

下⋯可是並不是很正式的公文，只是把意見反映出去。（訪談

A2） 
 
我們不一定要這樣做（回饋），如果書商有問我們才會考慮看看，因為通

常都會問啊！像譬如說我們一上，社會領域來講本來是用康軒，一下就

變成用南一，這個課程上的銜接為什麼要改變，如果廠商問的時候就會

跟廠商講，他們沒有問我們不一定要跟他講。（訪談 A5） 
 
 評鑑教科書的功用就是要不斷地改善教科書的品質。然而以目前各校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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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均將出版商視為商人，評鑑結果只留做檔案備查或頂多當做未來的選用時

的參考，甚少回饋給出版商。從問卷結果也可以發現，回饋給出版商的管道以

各領域教學研究會為主，這代表行政方面大多不彙整相關的資訊，也沒有正式

的行政管道與出版商間溝通，全賴各領域教師自行回饋或領域教學研究會回

饋。如果學校單位一直視出版商為被動告知的角色，這樣對審定本教科書品質

的改善是沒有幫助的。 
 

肆、選用年限：教師希望原則上能三年選用一次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教師期望的選用年限以一學年一次的比例最多。然而

從訪談結果來看，教師們則希望原則上以三年為一輪： 
 
我們學校的一個原則啦，當然他們不一定說選了以後一定得用三年，但

是我們一個原則是選了以後一定要用一年（訪：對！），這個在當中他就

不能改。那如果像⋯我們一個大原則是盡量用三年，它有狀況還是可以

換⋯（訪談 A2） 
 
老師的心態會覺得說、不只是這三年，包括下一屆，如果你已經教過了

某版本教科書三年，你可能到了下一屆你要再選書時，你可能還會選它，

因為你會有個慣用性。（訪談 T1） 
 
 可能的原因與審定本教科書的市場狀況有關，因為此次國中教科書的選用

是第一年辦理，提供審定的教科書版本品質不佳、突發狀況連連、出版商無法

提供三年的教科書，是故教師們在問卷上較傾向於一學年選用一次，但從訪談

結果上可以發現，原則上教師仍希望選用後的教科書能一次使用三年，較具有

統整性與連貫性，也減少了學生在學習上的銜接問題。 
 

伍、選用規準 

在選用規準方面，因為訪談者任教領域的不同，對於選用規準的看法與重

視程度也不同，如果分析教師對選用規準的觀點，大致有以下三點發現： 
 
一、對「內容與組織」的重視程度仍高 
 從訪談結果來看，一般教師對選用規準的重視程度仍以內容與組織的規準

最高，只是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詮釋： 
 

知識的正確性，然後是否有系統。⋯。三年！三年的架構。然後⋯第二

個重點是銜接，因為避免重複、不要浪費時間，然後第三個我會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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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選文的⋯內涵是不是符合它的生活經驗（訪談 T4） 
 
它的主題嘛！就是它內容有沒有符合現在生活化，因為它現在是要求帶

著走的技能或者是知識，我覺得比較生活化比較重要，那第二個就是它

的印刷，它字體的大小啊，我個人會比較重視這個東西，那第三個就是

它的圖片哪！大概就是這樣子。（訪談 T5） 
 
⋯那某家出版商就有一些歌曲是他們請人家重新寫的，那可能學生沒有

聽過，可是那個感覺也不會說那麼遙遠，那個旋律也蠻好聽的，那個主

題呢！也都比較偏向現代的語法，不會說都在那麼文學裡面啊！那我覺

得這個比較重要，這就是屬於生活化的東西，⋯（訪談 T5） 
 
⋯文法結構的難易度，我們覺得說，它這樣的一個順序是不是適合學生

學習，是不是學習起來有困難，這個部分我會蠻重視的。那另外，它的

這個教材是不是聽說讀寫的練習都有，這個部分我會去看，我會去拿一

家一家去看是不是都有。那另外就是學生活動的練習、設計，會不會很

枯燥很沒有變化，這個部分也是會去考慮的。（訪談 A4） 
 
 教師對內容與組織的重視與問卷調查的結果相同，由於教科書是教與學的

最重要工具，是學生知識學習的最基礎工具與知識，對於內容與組織是否能符

合需求、能力、正確性、統整性、生活化等原則是教師在選用教科書時的第一

考量。 
 
二、出版商在名氣與服務上的好壞也會影響教科書的選用 
 由於今年是第一年開放審定，出版商與編輯群的名氣、售後服務等是否會

成為教師選用的考量？在問卷調查結果裡，教師對於出版商因素的規準重視程

度並不高。訪談結果則呈現意見不同的情形，一般說來，較不重視出版商因素

的教師較強調專業自主的選擇權，較重視教科書本身的好壞與適不適宜。但仍

有部份的教師會斟酌出版商的服務狀況： 
 

在選擇的時候，我覺得像是出版社它的服務人員的服務情況，也是會列

入考量啦！那個時候，其中有一個版本的，幾乎我們都沒有看到他的那

個業務員到學校來，只是就是讓課本都放在你桌子上，對，因為我們有

一次可以安排他們來介紹。結果他們也遲到啊！也不是很積極啊！雖然

那時候我是負責看那個版本，我覺得那個版本也編的很不錯，可是大概

就會擔心說，欸，會不會我們選了這個版本以後，我們需要的一些售後

服務啊！他們沒有辦法做到，所以那個時候，這個部分也是一個蠻重要

的考量⋯（訪談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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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商的服務狀況會直接影響到教師們對所選教科書的感覺，如果出版商

不能提供良好的服務（就算是表面上的提供），教師們仍會質疑出版商乃至於所

選教科書的品質，可見出版商的服務態度是教師選用教科書的必要條件。 
 
三、家長則較從學生的程度來做評選教科書的考量 
 除了教師是評選的主體外，家長也會參與教科書的選用。大多數家長並未

擁有教育專業，對於課程設計或教學設計的觀念雖然不夠熟悉，但較會從學生

的程度與學生學習的角度來做評選： 
 

而且我看階段性，比如說高中有高中的難易度、國中有國中的難易度

（A：嗯嗯！），比如說我如果評選國中的，國中的程度可以的，不要太
小學的，也不好，太簡單。那高中的要比他難度更高一點，內容更多一

點，當初我評選的是國中的，我是以它的難易度比較適合國中的他比較

喜歡看，他覺得不會太單調無聊，也不會很艱深，因為艱深應該是高中

那時候比較難。（訪談 F1） 
 
那也許老師會以老師的立場認為說，他也許會認為說，我是老師，哪一

個版本比較好教，或是比較夠專業怎樣。那我在選的時候我是站在學生

的立場，那種角度來選這個書的，所以我跟老師的角度不一樣（訪談 F1） 
 
 由於家長重視的是學生能否學習良好，所以比較會從學生的角度做出發，

而教師有可能會從教學的角度來做出發點，兩者意見雖有不同但可以互相補

充。不過本研究僅訪談一位曾參與選用的家長，並不能代表所有家長的觀點均

是一致的。 
 

陸、教科書出版商與選用過程的互動關係 

在問卷調查的結果當中，有超過六成比例的教師認為出版商對教科書的選

用沒有影響，文獻探討中出版商可能對選用造成的影響在統計數字中並未顯現

出來，然而在訪談的過程裡，受訪者對於出版商運作策略與心態有相當詳盡的

描述，或可解釋為何問卷調查中僅三成填答者認為出版商會影響教科書的選用

過程。以下將就訪談結果中出版商的運作策略、出版商的心態與學校人員和出

版商的互動關係加以分析之。 
 

一、出版商的運作策略 
 教科書開放審定以後，教科書的編輯以民間的出版商為主，基於節省教育

經費與引進民間資源的觀點，民間出版商應有助於教科書的不斷發展。但出版

商的本質是以營利為主，除了應該以品質和服務來取得教師的信任外，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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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可能採取各種方式來影響教科書的選用過程。若以訪談的結果來看，大致

有以下幾點的運作策略： 
 
（一）從教師的需求作出發的行銷策略 
 

他們推銷的時候會從老師的同理心出發，所以他們會說你不用全部去準

備新的，就是譬如說一冊它大概只有三到四課是新的。（訪談 T1） 
 

（一） 針對老師需求 
（二） 英文方面：提供字卡、插卡袋、角色扮演等道具 
（三） 教師資源手冊—活動、學習單較多 
（四） 主動收集老師意見（訪談 T2） 

 
出版商會從教師的需求來作同理心的服務，也就是從教師的教學來作出發

點，提供教師在教學上的便利性，並且想辦法滿足教師的需求。 
 
（二）加強曝光率與走動的機會 
 

在選書之前會很常走動⋯。（訪談 T1） 
 
後來這個風聲、因為教學研究會上有人提嘛，然後結果這個風聲出去之

後，原先版本的業務就很緊張，他會開始做一些挽救啊，比如說來問問

老師意見啊、蒐集資料，看看老師們覺得這個版本哪裡不好，想辦法看

能否有補救的措施；另一方面第二名的業務就會比較積極一點，他就會

把他上學期的一套⋯因為之前樣書跟之後賣的書會有出入，那他就把他

現在在各學校用的一套提供給校內所有的老師，⋯。（訪談 T1） 
 
對，像之前那個 sales他就蠻會經營的，那這個跟大家的相處都還不錯！
不然那時候他們也辦很多研習這樣子，⋯。（訪談 T5） 

 
 出版商在選用時會盡量來學校走動、與教師接觸，增加自己與出版社的曝

光率，以提高教師的對所選教科書的信任與選用意願。而業務加強與教師間的

接觸，也有助於教師對服務品質的信賴與之後繼續選用或改選的可能性。 
 
（三）提供一切可能的協助 

 
有禮貌是必備的吧。有些書商他到最後會跟你「搏感情」（台語），就是

說請老師你多多幫忙，但是我覺得跟他們要些資源是很合理的，比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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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補充的東西、或是教具、甚至一些教學的媒體光碟⋯（訪談 T1） 
 
像之前的話，像藝能科那時候就都是用審定本啊！我是有看到說，有時

候有些老師他可能需要比如說 CD啊！尤其像音樂老師啊！他可以請他
使用的那個出版社，他已經是使用這個版本的，那就跟他說：我現在可

能需要一些輔助的一些⋯因為有些老師可能比較沒有辦法去找到那些東

西。然後他們可以找得到，所以他們倒是挺願意提供給老師的。（訪談

A4） 
 

 在選用的過程中，出版商對於教師會完全採尊重的態度，對於教師的需求

會想辦法提供協助，而對教師的意見也會盡全力的去收集。例如教具的補助、

研習的辦理、資訊的提供，讓教師對所選的教科書與出版商有所好感。 
 
（四）教具的贈予 
 

因為我們學校是開教學研究會，就是完全只有看書的內容；但是有的廠

商會在上個學期末、就是上個學年度上學期末的時候，他會給你一本清

冊，就是他們教具的清冊，裡面會寫他們有哪些教具。⋯，通常書商在

跟我們講的時候，都會很阿莎力的說這些都給老師。（訪談 T1） 
 
那時送審定本時，其實因為要一審二審，所以那時課本很趕，它只有一

些什麼光碟，可是那光碟你看不出什麼，它其實跟課本差不多，它只是

加了一些動畫的東西、或是老師要操作 PowerPoint資訊方面的教學，可
是我覺得一般學校，像我們這麼多班，並不可能讓每個老師（上課）都

使用單槍，去秀那個東西。所以我覺得他們那個時候只是用講的，他們

也還沒有做，而且我覺得他們也還沒得到固定的⋯你怎麼去估那個量，

他們是商人啊！所以那時我們並沒有看到。他只拿以前的東西出來，然

後說會做什麼變化、或是用那個光碟介紹：比如說這個單元我們會做掛

圖，然後他有拿國小的⋯甚至，他那時是拿國小的東西給我們看，就說

有什麼玩偶啊、有一些競賽的東西，那我們當然是看了很喜歡。可是現

在你問他他一定跟你說那是國小的，而且現在不做。（訪談 T3） 
 
有啊！他當然會在說明會教具展示，他會展示它的教具，但是根據我們

的經驗，他們展示的教具到後來是沒有給我們的⋯要他就說沒有啊！然

後呢他就給你一個理由說：「啊現在那個書價被砍啊⋯被殺啊，所以我們

無能為力去提供教具。」（訪談 T4） 
 
 從訪談結果我們可以知道，出版商提供的協助除了售後服務和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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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對教學最有直接關係的就是教具的贈予。在此次教科書的選用上，由於是

第一年選用，在相關的法令規章尚未規定完全，出版商大多以教具做為提供給

教師的福利，但由於在選用過程中教科書的價格過高，教育部乃委託台北縣市

政府教育局進行議價與計價的工作，經過計價與議價之後，出版商在教科書的

利潤大為壓縮，導致了參考書與測驗卷價格的提高，以及教具的停止提供。由

於各校並沒有跟出版商有正式的契約，而且上級機關明訂教具不得參與教科書

的選用過程（參見附錄二到附錄四），導致出版商原先對教師的口頭承諾跳票。 
 
 整個情況導致了兩種情形：第一個是因為出版商對於教師原先的口頭承諾

則想辦法推諉，以各種理由（例如價格被壓低、經營困難等等）加以掩飾和合

理化自己的行為；第二個是教師對於出版商的行為只能忍氣吞聲，因為無論就

契約或法規上都沒有明訂相關的權利義務： 
 
訪談者：那之前我有聽說有學校上學期有給教具，後來下學期因為財務

問題就沒有給了。這方面的話有沒有辦法去要求？ 
受訪者：這沒辦法，因為當初你評的時候就不應該是看到這些東西，所

以你不應該因為他有這些附件你才去用他。（訪談 A2） 
 

因為我在想說，為什麼後來定說，我們不跟書商要教具？當初就是書商

給了很多承諾說會給很多什麼什麼的，之後他們把這個錢算到學生教科

書的費用裡面去，那就造成費用都很高，所以後來才會把它定清楚一點，

就是不要去考慮到教具的問題。我在想可能是這樣子，才會規定說我們

老師不可以再跟書商要些什麼什麼教具，除非是他們本來就要提供給我

們老師來使用的。（訪談 A4） 
 
 不過，教師對教具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觀點，一般來說教具是有可能影響教

師在教科書選用的過程： 
 
至於你說那些教具會不會影響到老師，這個有時候其實也是蠻難講的，

畢竟那些東西都已經有看過了，雖然在選用的時候，那些東西都沒有出

現。（訪談 A4） 
 
 但許多教師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有相當的自信。教具的設計應該是在教師的

能力之內，而且出版商的教具並不能完全符合教學的需要： 
 

他們的教具只是把參考書其中的某一部份，這一課的結構列出來而已，

沒有別的。那這個本來老師就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去講。（訪談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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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教具這種東西，我還是覺得老師自己應該自己去製作，因為教具

是老師們自己去使用，適合我的講法的方式，我怎麼樣把這個東西透過

一個媒介傳遞給孩子，這個媒介一定是我怎麼去使用它、跟我的教學做

結合，那書商的東西，老師們比較不合用。我的觀點認為教具一定是自

製⋯（訪談 A3） 
 

其實我覺得老師還是要靠自己啊！就是說，書商他不提供這些教具的時

候，其實老師你還是要就你的教科書自己去讓自己的教學生動活潑啊，

要靠你自己，⋯那當然有的老師可能會覺得說，欸，提供的話可以減少

他準備教具的時間，而且他們的教具有些很不錯，很有創意，這個部分

比自己作的話，可能自己做的更精美更好用。（訪談 A4） 
 
 所以，出版商所提供的教具或許會影響教師對所選教科書的觀點，但並不

是教師評選教科書的重點所在，因為教具在使用上只是輔助教學的一個工具，

而且出版商提供的教具並不能完全符合每位教師的需求，而教師的專業能力方

面更應具備有自製教具的能力，在專業自主觀念日漸提高的今日，教具對教師

的吸引力不高，內容與服務品質的好壞才是教師評選教科書的主要考量。 
 
二、出版商的心態仍以競逐商業利益為主 
 教科書開放民間編輯，除了引進民間資源以外，也將市場機制引進教育場

域裡面，在良性的競爭之下或許可以促進教育的發展，但如果過於重視商業利

益，則往往會造成競逐利益的情形，當教育事業以利益做為考量時，則犧牲的

是學生學習權益： 
 

它還是比較落於商業競爭的態勢，就因為它商業競爭的角色，就取代了

他們許多教育專業上的角色，所以我覺得不太適合，因為其實到最後吃

虧的還是學生，就是說他們只為了商業競爭而不是教育發展，當然其實

因為他們是民間出版社，他一定要賺錢，他們現在還沒辦法去協調出一

個合理的市場機制。（訪談 A7） 
 

 尤其以目前的教科書市場來看，考試仍領導教學的社會心態並沒有改變，

唯有現今基本能力測驗要考的科目才會受到學校、家長、學生三方面的青睬，

反映在教科書市場上，是參考書與測驗卷的龐大利潤。所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

要考的科目，就成了出版商的必爭之地： 
 
其實書商最希望拿到的是主科，主科他才有一些附加價值，比如說編考

卷、講義，附加的意義。（訪談 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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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一直也覺得說它現在釋放出來的訊息就是說：我們現在做藝

能科、就是做藝術與人文或是綜合活動一直沒有賺錢，所以他們不會再

花錢做教具，他們要把主力放在主科，所以我們大概也知道是怎麼回事。

（訪談 T3） 
 
 另外，在競逐利益的市場考量之下，出版商除了對主要領域另眼相待外，

對於沒有利益的市場是不會去經營改善的： 
 

因為就在那一天，剛好立法委員又在翻說要把他變成國編本，那所以他

們市場就有影響呀！對，那他們就覺得說，好像不需要 care去經營這個
市場⋯。（訪談 T5） 
 
雖然我們不是他們那個主要的那個市場，不過他們還是會把那個辦下

去，不會說突然就腰斬了，不過說歸說，如果真的不行的話，也是沒辦

法。（訪談 T5） 
 
 所以本質上，出版商是競逐商業利益的，即便教科書市場引進了民間資源

加以發展，但出版商會扮演一個協助教育專業的角色，還是只求賺錢的商業心

態，這兩者的落差會影響整個審定本教科書的發展，進而剝奪學生學習的權利。 
 
三、學校人員和出版商的互動關係 
 教師和行政人員是選用教科書的主體，除了必須瞭解各方的意見與需求

外，還必須與出版商間產生互動關係，在審定本教科書開放之後，學校人員與

出版商的互動更加頻繁，彼此之間應產生如何的互動關係以幫助教科書選用過

程的順暢，達到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這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從訪談記

錄裡我們可以從學校行政人員與教師的觀點來做分析與討論。 
 
（一）學校行政人員的觀點並不一致 
 以學校行政人員的角色來看，行政應當支援教學，行政人員除了以各領域

教師的身份參與教科書的選用外，更應扮演著提供行政諮詢、協助的角色。對

於出版商與教師間的互動，則產生了不同的兩種態度： 
 
以行政的立場不行，比較麻煩，⋯還有是因為我們的辦公室是開放式的，

如果有人這樣進進出出的話，有時候就會考慮到安全的問題。（訪談 A1） 
 
我們是不希望書商直接接觸老師。第一個是老師自己也會覺得有點⋯有

點繁瑣吧，他不想受到干擾。那可是也會有一部份的老師會認為說，就

是便利性嘛，書就直接在我的手邊，所以有兩種不同的聲音。（訪談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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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啊！書商他一定會來宣傳啊！那宣傳就讓他講，其實以我們來講的

話，他來講什麼的話來者不拒嘛，但是最後的決定權在我。所以基本上

也沒有什麼說特別難以運作的地方，（訪談 A3） 
 
⋯校長為了避嫌，大概我們都請他們直接跟老師⋯通常他還是會跟校長

有一些互動，但我們還是希望他能直接跟老師互動⋯（訪談 A7） 
 
 從訪談記錄我們可以發現學校行政人員對於出版商與學校間的互動採取著

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不希望出版商接觸選用人員，以避免不當的因素干預

教科書的選用；另一種是行政人員本身為了避嫌，讓出版商直接與教師互動。

第一種態度是用行政的措施讓選用人員不受到出版商的干擾，而第二種態度則

是認為行政措施無法阻止非正式關係的運作，而教師本身也會有判斷和專業自

主的能力： 
 

⋯他們對老師的影響，應該來講如果在專業領域的堅持之下，他們這種

透過私人或所謂服務態度的競爭之下，應該影響力不大，因為他們也沒

有辦法提供給老師什麼樣的所謂回饋或是優惠啊⋯教師考量的還是教科

書內容啊！（訪談 A5） 
 
 是應該本著教育獨立超然的地位，以行政措施阻擋外界不當的影響因素；

還是建立直接的溝通管道，以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權，行政人員的處置方法見

仁見智。無論如何，教師應本著專業倫理的信條，公開公正公平的選用教科書

則是不變的基本原則。 
 
（二）教師的觀點則認為只要能遵守專業倫理，與出版商接觸無不妥 
 教師們的觀點普遍認為教師只要能把持著專業倫理的信條，直接與出版商

接觸並無不妥： 
 

⋯如果他有特別的需求他會自己過來，他可能會知道我們什麼時候開

會，然後他會自己過來。學校可能沒有辦法禁止，因為我們老師自己也

會有判斷能力。（訪談 T3） 
 
這還是跟消費者原理一樣，愈多的人愈多選擇，顧客有好處，而老闆也

會利用各種方法來吸引你，和顧客達到雙贏。所以我覺得還是都要有啦，

只是不要變成惡性競爭就好，那我覺得老師這邊把持的住就沒關係，基

本上老師這邊也不太喜歡，就是說他跟哪個書商有關係啊。（訪談 T3） 
 
 從教師的角度來看，教師們反而認為如果事事要透過行政人員來與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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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則會造成行政人員的負擔： 
 

因為他就直接來發樣書啊！來發樣書，⋯你如果都是給行政，再由行政

轉呈，那行政會很累，那他（出版商業務人員）如果讓他發到每一個老

師的桌子上，不是比較方便嗎？（訪談 T4） 
 
因為行政人員他也會有很多事情，然後有時候要上課，那我覺得這個事

情我可以自己解決，那我就直接打電話給書商。⋯有什麼問題我們當然

是直接跟 sales講。（訪談 T5） 
 
 所以以現階段教師與出版商間的互動，教師們認為直接互動的關係並無不

妥，透過行政手續反倒是一種麻煩。由於目前國中校務方面講究民主化、多元

化、透明化的原則，教師認為直接與出版商建立互動關係不致有不當的情形產

生。 
 
 另外，對於出版商提供教具的看法，教師們則有不同的觀點： 
 

應該說不是選用之前就有答應，應該說他本來就有配這個東西，那我們

選了就可以用他的東西啊！為什麼我們選了以後你又不讓我們用他們的

東西，只為了撇清關係，那我覺得學生的權益真的受到傷害。因為其實

他們做的教具應該也是很精美的啊！而且既然都做了，而且我們也選了

他們的書，為什麼我們不能使用他們的教具呢？我覺得很奇怪！（訪談

T3） 
 
也可能我們學校還算是一個中型的學校吧！所以我都比較沒有遇到這些

問題，大部分我們要什麼他就會送來，那覺得以前做的還蠻 over的，就
是我們需要什麼影片哪！他們會，他們有編列這樣的預算，每個 sales
他有多少的預算，甚至他的預算可以達到買一台 DVD⋯講難聽一點，就
是把老師胃口養大了，當然我們的利益是說有更好的環境教育孩子。（訪

談 T5） 
 
 從上述兩位教師的訪談記錄可以發現到，教師對於教具不能參與教科書的

評選是頗有微詞的，如果以顧客的角度來看，出版商若有提供教具那為何不能

使用或要求？雖然教具的製作是教師的專業能力之一，但既然出版商現成又精

美的教具提供，那為何不能採用呢？如果省去製作教具的時間，教師是否可以

將時間放在教學設計或是班級經營之上？或許上級機關在防止弊端產生之餘，

應該也要從基層教師的角度來做思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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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教科書選用遇到的相關問題 

一、教科書的內容與組織方面 
 由於教科書的內容與組織是教師評選教科書最重視的規準，又因為此次教

科書選用是全面開放審定的第一年，編輯與審查的腳步相當匆促，教師對於市

場上的教科書的品質相當有意見。歸納訪談結果，主要集中在負擔過大、重覆

性質過高、缺乏課程設計理念、錯誤太多等方面： 
 
我會感覺說新教材負擔蠻大的，因為它有習作，就變成說每課都有習作…
後來大家討論到說因為本來課文就多，而以前國中並沒有這些東西，我

覺得現在出版商他們之間就是會這樣：你有，那我也要有。（訪談 T1） 
 
在這裡面我們會發現很多課文重覆的性質真的很大。因為現在每一家都

一樣，它把舊教材、舊單元給打破，重新排列組合，然後童年歸一類、

品德修養歸一類、自然歸一類、家國之愛歸一類，其實這些都是舊教材

重新打散、排列組合，然後再加上一兩篇新的，每一家都是這樣。（訪談

T1） 
 
有時候啊你又覺得那個編的人為了活動而活動，他就是湊了很多活動在

一起。沒錯啊！它有很多活動都是有意義的，只是它組合方式跟單元就

是覺得格格不入啊！或者是就像我剛才講的不該擺在這個年級啊！（訪

談 T3） 
 
⋯到是我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各家版本都有問題，等於就是說，我們

就變得說老師只能降低標準，只能在這所有六七個版本，有問題當中選

一個問題最小的，⋯這是我們的困擾。這個部分是我們老師無法解決的。

（訪談 T4） 
 
 審定本教科書的品質不佳，教師要如何去進行補救？有些受訪者則認為

說：教科書應處於一個輔助性的角色，最重要的是教師教學的問題。 
 

教科書有在用，有，特別是音樂的話，就是裡面的歌曲啊！⋯可是它的

選曲我們可能也不是很喜歡，那我們就另外再補充。那就美術來說，有

一些圖片哪！因為教科書上他們還蠻精美的，那我們只能夠靠我們做

PowerPoint去秀給同學看，所以教科書對我們來說還是有一些存在的必
要。（訪談 T5） 
 
所謂的教科書課程，但是那裡面還有一個叫做教室課程，那教室課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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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在使用教科書時真正教給學生的課程，那才是重要的。選出來的教

科書那只是教科書課程而已，那老師在真正在現場的教學他可能還會有

許多的補充教材和課程，我覺得那才是重要的，教科書它不能真正代表

學生在這個知識領域或這個教學單元裡面所應該學到的全部，它只是代

表他應該學到的基礎或是部份。⋯所以教科書是屬於輔助性的，⋯（訪

談 A5） 
 
大部分都是老師教的問題，沒有教科書的問題。其實我覺得教科書只是

輔助老師的，因為老師如果會教的話，那教科書只是一種輔助，對！因

為大部分像我們家長會接到家長的反應，大部分都是因為老師教的方

法，或是他教的情形，盡不盡責，或是說他們有一些意見，從來沒有家

長說你們教科書，好像很少，主要他們還是以老師教的方法，教科書他

們認為只是老師在教學生的輔助而已。（訪談 F1） 
 
 教科書在教育過程上應該是教與學的重要材料，但是教科書的內容仍需經

過教師的重新組織與轉化，才能成為學生學習的良好知識，或許教科書是屬於

一種輔助教學的角色。然而好的教科書在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上都會有很大的

幫助，更可以節省教師重組教材的時間與精力，是故目前審定本教科書的品質

是有必要加以提升的。 
 
 最後，對於審定本教科書的內容，還是有教師對開放審定後，出版商在教

材的活潑與生活化的所做的努力給予相當程度的肯定： 
 

在以前的國編本喔！他的樂理部分是太難，所以我會比較偏向選用，那

國編本呢，有的沒有那些輔助教材啊！⋯整個國編本的圖片，插圖喔！

都非常少，然後印刷紙質看起來都不精美，那就不會引起學生的學習興

趣啊！所以我們就會偏向選⋯就印刷上面，就字體就，內容活潑，都很

活潑這樣子！（訪談 T5） 
 
好像比較活潑一點。就是說他的內容可能比較生活化一點，比較與學生

的生活經驗比較能夠契合，可是我相信，假如說現在又是那個國立編譯

館，因為我知道國立編譯館現在有在⋯又在開始編教科書，我相信他們

也會朝著這方向去變，只是說之前那個是比較早，我覺得沒有競爭的情

況之下，他們編出來的東西可能就會比較沒辦法符合時代潮流。（訪談

A4） 
 
二、版本之間、年級之間銜接的問題 
 審定本教科書的特色就是「一綱多本」，九年一貫課程施行之初，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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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制訂九年一貫課程大綱，而每家民間出版商均依此來編輯各領域教科書，

但是「一綱多本」導致了各家「各自表述」的情形。由於各校選用教科書的版

本不同，加上審用倉促，出版商無法提供三年的樣書或架構，是故在各校之間

橫的銜接、與國小國中九年一貫、國中三年的銜接均出現問題。 
 

那像教科書的評選，到底要多久評一次，我⋯現在國一的是不是要用三

年，如果我現在覺得不好，我可不可以在中途換，然後協接課程要怎麼

去做，⋯。（訪談 A1） 
 
對，會擔心課程銜接的問題，譬如說我們很希望一個版本是可以用三年，

所以我們不能確定二、三年級的教科書編的是不是符合我們的期待。（訪

談 A4） 
 
沒有辦法去考量那麼多⋯當然我們是有去附近國小去瞭解，就學區內的

國小大概他們⋯某個科目譬如社會，他們曾經有跟國小的社會老師做對

話，這東西有時候⋯全校學生一個年級才兩百多人，那這附近有多少小

學，再加上很多是越區就讀，不可能說照顧那麼十幾、二十個學校⋯這

種銜接性我覺得⋯本來就是很不容易落實的啦，而且有點是打高空。除

非是我們是上九年，還是從一到九年級都是唸這個學校，不然很難。⋯

只能用補救教學。（訪談 A3） 
 
另外，如果各領域教師對於當初所選的教科書不滿意，想要提早改用其他

版本的話，必須經過行政程序加以改變。許多的教師與行政人員怕麻煩就寧可

使用一學年後再做打算： 
 
如果說我們願意但是行政人員有困難的話，其實一般我們都會忍受完一

年，就是我們都會體諒，因為他們要面對上面的長官，所以他們會有壓

力。⋯可是如果說我們換版本的話，變成教務主任那邊要寫報告，主任

那邊就必須要向教育局那邊寫報告，告訴他們為什麼我們要換版本。（訪

談 T1） 
 
只是說它的二年級，因為再怎麼樣用不好，我們還是要把它用三年，我

們基本上是會這樣子啦！看說它內容怎麼樣，⋯但是在新的下一年，一

年級進來我們就不用這個版本了。（訪談 T5） 
 
 因此，版本銜接成了教科書開放審定、選用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開

放選用似乎給學校多了許多的選擇，但也讓學生成了不良教科書的實驗品，儘

管下次選用時可以改換版本，但學生已經使用一年的不良教科書，直接影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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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學習狀況與教師的教學。 
 
三、參考書與測驗卷的品質令人擔憂 
 伴隨著教科書的使用，國內學生總是會挑選適宜的參考書與測驗卷加以配

合學習，在教科書開放審定後，當學校選用某家出版社的教科書時，教師與學

生變成只能使用同一家出版社的參考書與測驗卷，造成選擇性的降低。教科書

市場也因此與參考書和測驗卷的結合變成出版商競逐利益的場所。 
 
他們（家長和學生）很茫然啊！他們現在很悽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教科書，我選了康軒，我只能買康軒的，我選了南一我只能買南一的。

我沒有其它的選擇，⋯。（訪談 T4） 
 
⋯你去書店看的時候，那些參考書，天啊！擺在那邊一大堆，你光是看

那些擺在牆上的參考書你頭也痛了，那你現在選用，南一就用南一的，

你不會去翻康軒的，不太可能⋯（訪談 A3） 
 
 不過，也有教師對於現況抱持著樂觀的態度： 

 
這根本不用緊張啊！你只要好好的照著老師的規則，上課做筆記然後該

做的，你一樣可以考得很好啊！你不一定要依照參考書。對！盡信書不

如無書啦！而且問題是這邊參考書編得很差，真的是編得非常非常的

差，那個題目學生根本做不出來，而且是整個移植的，太難了、太艱深

了。深到不符合七年級孩子的程度，然後他們也沒有去考慮到那種國小

的銜接問題這樣子。（訪談 T4） 
 
 以教師的角度來看，只要學生在課堂上能吸收教師教學的材料，回家能定

期預習複習，參考書與測驗卷其實是沒有必要的，更何況目前的參考書與測驗

卷良莠不齊、內容艱深，家長與學生實不需要過度重視參考書與測驗卷的使用。 
 
 然而以目前考試領導教學的風氣仍盛，由於九年一貫課程與基本學力測驗

才剛起步不久，家長與學生對考試的擔憂難免，使用參考書與測驗卷所產生的

問題仍然是會一直存在著。然而參考書與測驗卷不能參與教科書的選用、也不

在國立編譯館的審查範圍，缺乏評選與評鑑制度的參考書與測驗卷，其內容與

組織相當令人擔憂。 
 
四、國編本進入市場的問題 
 由於審定本教科書問題叢出，教師在對教科書品質失望之餘，重新編印國

編本的聲浪漸起。在問卷調查裡有高達九成的教師希望國編本能參與編印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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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並認為以「與其他版本共同競爭」的模式進入教科書市場。以下將就訪談

結果，對於教師認為國編本為何要進入市場的看法與心態進行分析與討論。 
 
（一）國編本進入市場有助於市場品質的提昇 
 

我會比較贊同現在這樣但是國編本有書，就是你還是可以選其他的廠

商，我還是相信良性的競爭，最後得利的還是消費者。（訪談 T1） 
 
部編跟其他廠商一起競爭，然後由各學校去決定你要用什麼版本。我覺

的這樣對⋯這樣也是一種多元啦！（訪談 T4） 
 
 由於國編本發展數十年的時間，其課程設計與課程架構均經過長期的發

展，許多教師對國編本的課程編排、內容組織等方面較為熟悉，加上價格便宜，

如果國編本進入市場的話，將會變成市場上相當具有競爭力的版本。對於出版

審定本教科書的出版商而言將會形成壓力，可能有助於教科書品質的提升。 
 
（二）教師認為國家統編仍其優點 
 國編本進入市場似乎有助於教科書市場品質的提升，但部份的選用人員並

不是著眼於此點而贊成國編本進入市場的： 
 

要看站在什麼觀點。站在學生的觀點來看，我當然是希望孩子們不要那

麼辛苦，國編本、全國統一、所有書商通通不要，那當然你會說這是國

家限制思想的一個工具，可是那本來就是國家的任務啊，我覺得這個要

看是站在什麼觀點，我覺得如果為孩子想的話就是統一就好，大家都唸

一樣的⋯（訪談 F1） 
 
我覺得如把舊有的國編本與現有的版本比對的話，國編本是一個日積月

累的、不斷修正、歷時好多年的，雖然它也經過了教材幾次編選的刪改。

可是講難聽一點的，我們現在每一家廠商，很多人都是草創成書，我會

覺得如果把舊的丟進來，它還是會排在前面。（訪談 T1） 
 
可是我們一直碰到一個困擾，就是我們都⋯其實在所有的版本的看過之

後，我們其實都非常希望回到國編本。（訪談 T4） 
 
 從訪談記錄我們可以發現，選用人員贊成國編本重新供應市場，並不完全

著眼於提升市場的品質，而是強調國編本的優良與統一版本的好處，基於學生

的受教品質與學習狀況，許多選用人員某種程度上並不贊成開放「一綱多本」

的審定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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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編本重新進入市場將成為市場重要的指標 
 

我還是依然相信國立編譯館的版本它會是個指標所在，因為它是國家官

方單位出的，我們也相信這對民間廠商是個很大的衝擊，除非它真的能

夠拿出它的成績來，用它的教材來證明。（訪談 T1） 
 
因為如果說像你的考題不從國編版出，可是如果你相差太遠的話一樣會

遭人家罵，⋯就變成說，它會變成一個準則，其他的出版商也會受到它

影響。包括它的編書方向、內容深度、還有它的整個單元架構⋯所以我

會覺得一般用國編版的機會蠻大的。（訪談 T1） 
 
 從教師（訪談 T1）的意見來看，國編本如果進入市場的話，由於教師長久
使用國編本的經驗與考試的壓力下，國編本確實會成為市場的指標，其編排方

向將會影響了整個教科書市場。正如同第二點所提到的，是有可能會演變成類

似當年統編的教科書情形，也有可能會影響目前教科書出版商繼續編輯教科書

的意願。 
 
 最後，本研究從問卷調查乃至訪談結果，教師普遍認為國編本應重新供應

市場，其理由大多從教科書的品質與保障學生學習權益做為出發點。如果國編

本真的重新供應市場，對教科書市場的影響與市場的後續反應值得繼續研究與

觀察。 
 
五、開放審定後在教學上遇到的問題 
 教師在使用審定本教科書時，在教學上可能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內容負擔過

多、不合實際需要而採補救教學、不了解三年的銜接狀況： 
 

就是每一家廠商的花樣都很多，然後你在選時都覺得啊很好很好啊，但

是都沒有時間上，就變成這個我們都到第八節來當補充教材，可能就是

配合哪一課補充。⋯我覺得你到了新教材之後負擔相對了增加蠻多的。

（訪談 T1） 
 
我覺得有選用教科書的話，給我一個壓力，就是說你如果沒有完全沒有

按照課本上的話，家長就會說，那我現在要花錢買課本啊！你沒有按照

這個上的話，課本幹嘛買什麼的⋯（訪談 T5） 
 
（一）狂做學習單—補充的不夠或是補充的不合實際教學 
（二）各科均有不滿意的情形（訪談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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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跟大部份老師的問題都一樣，我們在研究會討論時都一樣，我

根本不知道後面要教什麼，就是二三年級的銜接都不見了。我們不知道

倒底該教深還是該教淺，⋯。（訪談 T3） 
 
 要解決上述問題仍然要回歸到教科書品質的問題，良好的教科書應該做好

三年銜接、能符合學生程度與需求，這仍是現階段民間出版商與審定本教科書

必須努力的目標。 
 
六、學校在自編教材上的仍有困難 
 如果選用的教科書品質不佳，或是現階段市場上的教科書均不合學校實際

的需求，以目前重視教師專業的角度，教師可以依據學校與學生的需求來自編

教材。然而自編教材以教師的意見而言有其困難性： 
 

訪談者：那有沒有想說，可能就是因為自己編一套教材，就不用教科書？ 
受訪者：我們可能沒有那樣子的人力。（訪談 T5） 
 
要研習、要進修，所以時間是比較不夠的。它會有一個問題：不是全年

級都是我一個人在教，因為我們會面對到成績考察的問題，你要怎麼跟

別人去合算這個成績。（訪談 T4） 
 
領域裡面去自編是比較辛苦的。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構想，那但是它

實行起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必須要充分的討論，然後再次確認，然

後再去編，你編出來的自編教材之後，家長就會說：『老師，那有沒有參

考書？有沒有什麼？』後續就會有衍生很多很多的問題。所以會比較讓

人家怯步。（訪談 T4） 
 

 所以在自編教材時，教師能否有足夠的時間建立共識並合作是個問題，自

編教材之後的評鑑與配套措施又會產生問題。這往往會使有意願自編教材的教

師為之怯步。以目前教師的教學時數與工作負擔，自編教材確實有其困難度，

對於目前的教科書的狀況，教師大多以補救教學的形式來加以補強。 
 
七、合科教學與選用的問題 
 過去以學科本位的教學模式為主，各科之間不相聯屬，各自負責各自的教

學。九年一貫課程則強調統整與協調教學，並將彼此相近的學科結合而成領域，

與領域相關的事務則在領域研究會裡共同討論。但由於合科教學之故，合科教

學是否會影響教科書的選用，教師們有不同的意見： 
 

如果它編出來的是統合比較多話那就很難去拆啦，那我們老師們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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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知我們有跟他們講，如果你自己選出來的書是融合在一起的話，你

就很難去說這個給誰教了（訪談 A2） 
 
現在因為其實，像現在綜合活動就是配課的，那我們又沒有家政老師跟

童軍老師，所以選用上面是可能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啦！⋯，我們有

輔導老師、家政老師，那我覺得蠻好的是他們等於說在之前，他們都會

一起參加研習啊！或者是一起討論呀！等於說他們的互動都是蠻好的，

因為他們在選用教科書的時候，我倒是沒有聽到說他們有產生什麼樣的

一個問題。（訪談 A4） 
 
訪談者：那合科因為三個科目嘛！那有說選那一本教科書，其他比較不

適當？ 
受訪者：有，這個會有一點爭執，那就是用投票的啊。 
訪談者：可是有一些科目人比較少，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受訪者：嗯⋯會啊！呃⋯，好像也沒有用到投票啦！因為我們這個科目、

這個領域基本上就是蠻好相處的，那就都會各讓一步，⋯然後

大家就 挑選一個，就是適合教學的，就是適合學生的這樣子。
（訪談 T5） 

 
 從相關意見可以發現，合科教學的領域有可能會受到是否要合科、包班教

學的影響而選用出不同的教科書，但只要經過充份討論與溝通，在教科書的評

選上合科的領域似乎不會產生嚴重的選用問題。這可能也會受到合科領域屬不

屬於考試科目的影響而有程度上的不同。 
 
八、整體教科書選用過程的問題 
 在整體教科書選用的過程所遇到的問題，一般說來教師對於選用的流程、

時間、評選的方式較沒有太大的問題，主要的問題集中在審查腳步過慢與開放

腳步過快兩個問題： 
 

現在還有個問題就是⋯審的速度蠻慢的，廠商可能送出去也慢，啊教育

部那邊審的可能也沒那麼快，所以當我們在評選這本書的時候，這本書

是不是已經通過了；或者是說我們看到的樣本，跟到時候出來的送審之

後的他的差異到底有多大，有很多我們不能控制的因素。那如果我現在

勾選第一順位的書，那如果沒過勒？⋯我們這邊擔心是說，你現在看到

的東西，跟到時候學生拿到的是一樣嗎？（訪談 A1） 
 
多元化都很好，但是商業化的局面確實很嚴重，也就是我比較勤跑我是

書商，我比較勤跑，那我服務好，因為平常就跟老師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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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就會選最好機會去談，尤其是協助老師第一個做那個課程法，那個

課程計劃，還有就是給老師上課需要用的那些教材，就是補充教材，那

個媒體呀，或者是說測驗卷啦，或者是說其他的上課的時候可以補充的

教材，如果附的多我就多樣，那其實憑良心講，我是覺得我們教科書的

一個開放，配套措施還沒有做好，然後老師的觀念還沒有建立好，突然

間就大幅度，也就是說整個一百八十度，也就是說從本來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保守，非常非常專一，一下子開放，應該是採取漸進式的，它

一下子一百八十度，那其實它整個品質確實不敢想像。（訪談 A6） 
 

捌、對教科書選用的相關建議 

一、盡早提供三年的樣書或整體的架構 
 

所以我覺得如果可以提早提供我們後面的訊息，我覺得這對老師是很大

的幫助。⋯。我覺得老師是不會堅持一定要用哪個版本，而且以我們這

科來說，可能教學上比較沒有銜接上的問題。只要它的活動不是重覆的

就沒有問題。我覺得可以提供後面的東西的話，我覺得老師會比較傾向

接受這樣的版本。（訪談 T3） 
 
整個把它走得穩，然後整個讓書商三年的書都出來，建構出來，然後讓

老師來選擇，一選擇就是三年，⋯（訪談 A6） 
 

 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普遍認為出版商無法提供三年的樣書或課程架

構，對於未來的教科書內容無法瞭解，在選用與教學上都會出現問題。是故出

版商應該盡速將三年的樣書編輯並送審，教師在選用上的意願才會提高，也有

助於教科書的選用與教學的順利進行。 
 
二、國編本也可以提供做為選用的另一個選擇 

 
第一個他要回歸它的專業嘛，就是審查要嚴格，第二個他要把專業權力

還給我們，就讓我們自己可以去決定，不一定不能用部編，他不能限制

我們，⋯。（訪談 T4） 
 
我們希望就是說：民間先停編，然後呢讓那個部編先來承接這青黃不接

的時段，因為部編是這當中裡面是最不會有錯的。等到民間所有的版本

都出來以後，他三年的教科書都出來以後，然後一套完整的以後，再來

發行，然後漸漸它如果能夠越來越好，部編的就可以越來越退居幕後，

甚至他將來就可以完全消失不見，無所謂！只要這個民間版本是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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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談 T4） 
 
 讓國編本重新供應教科書，以維持教科書市場的品質。如果考量到會衝擊

到教科書的市場或是影響到民間出版商繼續出版教科書的意願，受訪者 T4則
提出了「以三年為期，等到出版商三年的教科書都出來再退出市場」的想法，

是一個相當可行的做法。 
 
三、提高審查教科書的標準 
 

⋯再來，我希望教育部能夠⋯不要因為怕書商，對！就給我們錯誤的教

科書。⋯，這是一個身為老師的悲哀，基層教師的悲哀，⋯。（訪談 T4） 
 
你就督促他做好讓那個審議的會議是用那高標準，用最高標準來審定他

們的教科書，你寧願⋯嚴審，因為這些⋯這將來都要接受公評的。（訪談

T4） 
 
 教科書整體制度的環節均環環相扣，編輯、審查、選用、使用、評鑑等任

一環節出了狀況，就會影響到整體制度的運行。目前來說開放審定的腳步太快，

導致審查的標準降低，連帶使得審定本教科書的品質不如過去的國編本，往後

除了出版商應加快編輯的腳步外，教育行政單位在審查教科書時應採取較嚴格

的標準，別讓基層的教師必須被迫在不良的教科書裡選一個不那麼糟的，再想

辦法用補救教學或重組教材的方式來補強。 
 
四、建立良好溝通與共識 
 

我覺得可能大家在選用的時候，可能大家要先把選用的標準討論出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可以先討論出來、定出來，因為每一個領域都不一樣，

那我覺得大家把他討論出來以後，會建立一個指標，去看這些不同版本

的教科書。我覺得這樣評選起來會比較客觀一點。（訪談 A4） 
 
 選用時選用人員建立良好的共識與溝通是相當重要的。問卷調查的結果顯

示對於選用前瞭解相關的法令與建立共識仍有需要努力的空間，而在選用規準

的建立上更需要集思廣益、共同討論來取得整體的共識。是故在選用前建立良

好的溝通與共識是相當必要的。 
 
五、建立良好的市場機制 
 

⋯我常常跟書商講，你們最後還是要寄望是說：我這家書商是要以哪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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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課本為主？你沒辦法全吃嘛，所以每一種教科書有三個、四個版本可

以選就好了，不要每個都來，多的話老師也沒有耐心選。所以我們校長

都要去提醒他們以後周邊的服務、周邊的商品、日後的教學服務、教學

諮詢，這個都要⋯整個都要去考慮⋯大家互蒙其利，好好的把這幾科編

好，把這些市場佔有率比較低、錯誤比較多的這些編輯群解散掉，把人

力用在其他。（訪談 A7） 
 

 良性的市場競爭有助於教科書品質的提升，也是引進民間資源的用意，但

是惡性的競爭往往會損及學生學習的權益。包括先前提到的考試與非考試領域

的不同關注、以利益來影響選用人員、從商業的角度來編輯教科書等等，良好

的市場機制除了靠民間出版商彼此溝通協調外，教育行政機關也應該負起監督

的責任，學校選用人員也應以客觀、中立的角色來評選教科書。 
 
六、加強教師的專業道德良知和專業能力 

 
他如果能夠把這個觀念，讓小孩子能夠，只要學好都一樣，不管教科書

怎麼改，只要把它學好以後，就不管它怎麼改，還是一樣能跟的上。我

想這樣子他們吸收也許更好⋯。（訪談 F1） 
 
⋯就是老師要本於專業的道德良知和專業的能力啊，不要受外界不管是

利益或是廠商或是私人情誼的因素干擾，然後選出一本學校最需要、對

學生幫助最大、老師在使用上也會經常使用。（訪談 A5） 
 
其實我會做蠻多提醒的工作，比如說英文，我就一直在提醒他們⋯最後

是我在提醒他們去看看國小使用什麼版本，我們來做一個銜接，⋯所以

我對行政人員的期待是，他們真的要有課程概念，其實課程與教科書是

脫離不了關係；那麼教師的角色我常常講不要以為你選出來好用而已，

所以不只站在自己的觀點還要站在學生的觀點，你要好用、教學要好用，

也要適合我們這邊的學生，來參考選用教科書。（訪談 A7） 
 
 教科書的開放審定，是伴隨著整體教育改革開放的風氣，在這波教育改革

裡面最強調的是將教育專業回歸到教師身上，而將教育的權利與責任下放到學

校場域來。未來的學校與教師將負起教育專業的責任，在教科書的選用方面，

教師必須熟悉課程設計的觀念，瞭解並能分析學生的起點行為與程度，並能本

著公正、公開、公平的中立原則加以選用，以期能選用出適合教師教學、學生

學習的良好教科書，這有賴於教師對專業倫理信條的執著，與教師專業知能的

不斷提升，師資培育機構、教育行政機關、各級學校均應朝著這個目標共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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