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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國中各學習領域召集人進行課程領導時所遭遇的
問題。藉由問卷調查得知目前國中各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相關問題，再輔以焦點團體座談
及深度訪談以深入追蹤問題的來源與成因。本研究的問卷調查共抽取 203 校，有效問卷共 1,121
份，召開焦點團體座談共 9 場次，邀請 48 名領域召集人與會，之後並訪談了 5 位領域召集人，
以獲得對問卷結果更深入的理解。經統計分析與結果討論後，獲致四項結論：一、現階段國
中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相關問題之嚴重情形大致為稍微嚴重；二、召集人在課程領導過程所
遇到的特殊議題，其問題往往來自於領域的劃分與制度的設計；三、時間不夠、經費不足與
職權不明是召集人課程領導問題產生的主因；四、不同背景的召集人對於課程領導相關問題
之看法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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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是近年來的教育改革浪潮裡，影響中小學課程與教學甚鉅的一
項重要變革。在此改革中，課程的相關議題受到各界的重視，尤其在學習領域的規劃上，許
多學科不同於過去的單科教學而改採合科設計。為了因應國民中小學課程的革新，教育部在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實施要點中，明定各校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
，並於其下設置「學習領
域課程小組」，在七大領域八大科目中，各科目皆設有「學習領域召集人」。因此，各學習領
域課程小組成為學校課程與教學規劃及發展的專業團體，而學習領域召集人便成為領導及推
動各校學習領域小組課程發展的負責人。
然而，領域合科的規劃對於過去採分科教學的國中場域來說，是個全新的課程設計。包
括課程統整、合科教學、學校本位課程等概念，對於原本在國民中學裡任教的教師來說，必
須重新改變對教學的思維與方法，連帶使得兼任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教師，在進行領域教師的
領導上產生了不少問題。如蔡進雄（2007）在對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教學領導進行研究時就指
出：「召集人授課時數太多，沒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教學領導」與「權力有限無法影響教師」是
目前領域召集人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同樣的，陳淑君（2010）在調查臺北市國民中學召集人
教師領導現況與問題時，也指出召集人正面臨著「未被賦予明確的法定職權」、「授課時數過
多」、「學校缺乏經費與獎勵制度」、「領域召集人經常每年更換，不利經驗累積與傳承」等問
題。
近年來，教師團體的專業化是教育改革重要的趨勢，如何發展有效的運作機制，落實學
習領域課程小組教學研究的實質功能，是一重要的途徑。因此，學習領域召集人若能發揮課
程領導的功效，帶動領域教師專業成長以促進教學研究，進而合力增進教學專業知能，將是
促進教學專業化最務實的策略；若無法進行有效的課程領導，可能會使得領域課程與教學的
發展陷入遲滯，因此，九年一貫課程已運作逾 10 年的時間，實有必要對學習領域召集人在進
行領域課程領導時所遭遇的問題進行瞭解。然而，目前國內雖有一些以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
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為主題的相關研究論文，但多以國小學習領域召集人為研究對象（吳映賜，
2007；吳茵慧，2003；陳世修，2004；蔡宗河，2008）
；部分論文雖選擇國中場域作為研究對
象，但偏重於單一學習領域召集人的角色職責（吳政鴻，2008；張志豪，2003）
，以及單一區
域國中優質學習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經驗（韓桂英，2007）
。而綜觀上述論文，也多偏向於
描述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現狀，對於國中學習領域召集人在進行課程領導時所遇到的
困難與問題，仍缺乏全國性、涵蓋各領域的調查研究成果，以供九年一貫課程政策的評估與
改進。
基於上述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即以我國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為母群體進行抽樣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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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瞭解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多年以後，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小組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相關
問題。具體目的臚列如下：
一、瞭解現階段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相關問題與嚴重情形。
二、探究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問題產生的原因。
三、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其課程領導問題嚴重程度的差異情
形。
據此，本研究編製「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相關問題調查問
卷」，調查分析目前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相關問題與其嚴重情形，再輔以焦
點團體座談及深度訪談的方式，以深入追蹤問題的來源與成因，希望能廣泛瞭解國民中學各
學習領域召集人在進行課程領導時的困難與問題，並提出相關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
行政及學習領域召集人參考。

貳、文獻探討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學習領域小組是學校中最基本的課程決策單位，而領域召集人
便是領域小組的課程領導者。以下分述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意涵、任務及其問題與困
境。

一、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意涵
國內、外學者針對課程領導的意涵曾提出各種看法。國外學者 Hall（1996）從傳統的行政
作為出發，認為課程領導是導引課程設計、發展、改進、實施及評鑑的一種過程。而 Doll（1996）
則認為課程領導是一般教育領導領域中的一環，其特點包含：領導者具有採用明確可行的課
程原則之能力、樂於訂定可以影響課程的長期承諾、能夠獨自擔負責任不受外力所左右。
Elliott、Brooker、Macpherson、McInman 與 Thurlow（1997）則指出課程領導是教師為改進教
與學所安排的活動，課程領導是在相互關係的脈絡中尋求心智分享的結果。Sergiovanni 則提
出技術、人際、教育、象徵、文化等五大層面的課程領導力量，提供於活動中檢查領導者的
行為，每一層面的活動均包含慎思形成共識的過程（引自 Hannay & Seller, 1991）
。
至於國內學者的論述，吳清山與林天祐（2001）認為，課程領導係指課程發展過程中，
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
升學生學習效果。黃嘉雄（2002）認為課程領導乃是發揮領導功能，以倡導、規劃、設計並
落實課程革新，進而實踐教育理想的歷程。張明輝（2005）則認為課程領導係指學校相關領
導者帶領學校教師，組成課程發展委員會、各領域課程小組等相關學習型組織，發揮課程領
導的職責，提供必要的資源與行政服務，協助課程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學效果。秦夢群
（2005）也主張課程領導係指在課程發展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實施和評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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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另外，如果從領域召集人的任務出發，張嘉育（2001, p. 145）認為領域召集人是學校課
程發展與改革的核心人物，其重要性在於可以促成領域成員的認同及投入，使課程方案藉由
團隊的整合與協調，產生有效運作的發展機制。甄曉蘭（2004）則認為當領域召集人能釐清
個人的教學信念，積極有效與同儕分享教學心得，則必能促進課程或教學的改變。從上述學
者的看法可以發現，學習領域召集人肩負著學校課程領導的重任，其所擔負的工作項目，包
括參與學校願景的訂定、參與學校學習課程的研發、進行課程統整及實施的協調、監督與協
助課程執行的情況，甚至與同仁合作研擬教學活動計畫、發展與推動領域的課程評鑑等，相
關工作種類繁多。
上述定義或從課程領導的行動出發，或從課程領導的任務做探討，可說是貼近了學校裡
課程與教學的運作。在學校場域中，課程領導主要是學校的領導者和組織成員之間對於課程
達成共識的過程，著重教師的教及學生的學，使教學更加精緻化。現今國民中學裡最重要的
課程領導層級，當屬校長、教務主任及各學習領域召集人，在這幾位成員中，扮演承接實務
與溝通橋樑最為吃重角色的其實是領域召集人，他們的觀念及表現，攸關著學習領域與學校
課程的發展。據此，本研究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將學習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界定為：
「學習
領域召集人發揮教育人員專業的能力，帶領教學團隊就學校課程、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等方
面，朝理想性的方向持續努力，以提升課程與教學品質，增進學習效果」
。

二、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任務
教師的課程領導，就領導層級來說，係屬於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的一環。過往
探討課程領導的文獻多以學校校長與行政人員為主（如彭富源，2003；黃旭鈞，2003；
Glatthorn, 2000/2001），直接探討教師進行課程領導的實徵文獻並不多，但可以從教師領導的
文獻裡尋繹出教師課程領導的任務。例如 Katzenmeyer 與 Moller（引自 Harris & Muijs, 2005, p.
23）整理過去的文獻，認為教師領導可包括以下三個面向：
（一）學生或其他教師的領導：促進者、教練、良師、課程專家、建立新方法、領導學
習團體；
（二）經營工作上的領導：透過角色如部門主管、行動研究者、特別小組的成員來保持
學校組織化並達成目標；
（三）決策或合作過程的領導：學校改進小組的成員、委員會成員等。
上述的教師領導工作相當多元，幾乎涵蓋了學校領導的各項工作。但如果就學校內部而
言，研究結果則顯示出教師領導者的責任主要集中在成員發展、課程發展與教學改進上。像
Berry 與 Ginsberg（1990）提出了以下幾點有關教師領導的工作：
（一）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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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為其他教師的良師益友與教練；
（三）評價其他教師的表現；
（四）專業發展；
（五）同儕評鑑；
（六）承上啟下（building-level）的決策。
因此，就領導學校發展的工作任務來看，教師領導者必須負起以下幾種責任（Murphy,
2005, p. 79）
：
（一）帶領同仁對課程與教學內容進行研究；
（二）負有團體會議的責任以及建立承上啟下的決策體系；
（三）作為溝通的橋樑。
Berry 與 Ginsberg 以及 Murphy 對教師領導的見解就比較集中在課程與教學、專業發展、
溝通協調與教師評價等接近課程領導的工作。以英國的學科領導者（subject leader）為例，英
國的學科領導人類似於我國學習領域召集人的角色，主要功能在於支持、引發和激勵學科教
師進行高品質的教學。根據英國教師培育機構訂定的學科領導人標準，提出了學科領導人的
責任，明確地規範學科領導人的任務包含學科的策略方向和發展、教學和學習、領導和管理
教師、有效率和效能地運用教師及資源（引自蔡宗河，2008）。而 Brubaker（2004）在討論教
師的課程領導時，也特別強調溝通的重要性，以及教師必須具有民主素養與專業精神，且所
有學校成員都必須不斷學習。因此，教師領導者的課程領導，多半集中在教師間的課程與教
學改進、專業成長與評鑑、溝通協調等責任。
至於國內研究，從目前學習領域召集人相關研究來看，其工作任務相當沉重，一則學校
橫向的聯繫與縱向發展性工作有待其帶領小組積極完成；另外，諸多課程事務亦需其協助推
動。如張志豪（2003）認為學習領域召集人所承擔的職責有四：課程與教學領導、溝通協調、
專業促進與資源整合。吳茵慧（2003）對領域召集人的任務則做整合性的說明：領域召集人
除了在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及學習領域課程小組間擔任「橋樑」工作，以傳達學校課程發展
方向予領域小組、反應領域小組意見至課程發展委員會，以及擔任會議代表之外；在學習領
域教師或其他學校教師遇到領域專業相關疑難時，也能夠配合提供諮詢、協助或相關管道，
同時帶領領域教師提升專業知能，讓教學團隊符合領域專業的形象與本質。張嘉育（2001, p.
145）在探討課程領導的概念時，也列舉了領域召集人的十項工作任務：
（一）課程政策的理解與執行；
（二）課程目標的帶領與訂定；
（三）領域會議的主持與整合；
（四）領域事務的協調與溝通；
（五）課程方案的帶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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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評鑑的規劃與建構；
（七）專業成長的辦理與檢視；
（八）相關領域的對話與協調；
（九）統整教學的策劃與推動；
（十）學習資源的蒐集與彙整。
將領域召集人的工作與課程領導加以結合，陳世修（2003, p. 66）也從領域召集人所應具
備的角色特質及工作條件，歸納出其所擔負的課程領導任務如下：
（一）主持學習領域小組會議及各項協調工作；
（二）課程政策的推動與執行；
（三）帶領討論並訂定學習領域的課程目標及願景；
（四）集合領域教師專業，發展課程架構及設計課程方案；
（五）帶動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實施與評鑑；
（六）辦理領域小組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
（七）建立起領域內教師間良好互動及對外關係；
（八）蒐集並提供學習領域內的相關資源；
（九）跨領域課程規劃與進行協同教學。
不過，雖然張嘉育與陳世修各舉出不少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任務，但王秀玲（2010）
的研究指出，國民中學領域召集人多半以完成行政主管交辦的事務為優先考量，其次是領域
小組需要共同討論決定的事項，必須在領域會議中加以確認。而在帶領教師進行協同教學、
成立自發性的進修組織、發表課程與教學研究成果、進行行動研究，以及爭取家長與社區對
領域課程計畫的支持、尋求學科專家的指導服務、向學校和社區傳達領域內教師的需求與意
見等方面，仍有待努力。可見現今各校領域召集人的工作，多只是維持領域小組的運作，而
對於教師專業發展、支持教師進行教學與研究、推動教師評鑑等方面仍有所不足。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學習領域召集人的工作主要在於承上啟下，協助促進學校的改
進與成員的發展，其課程領導的責任在於提升學校課程教學的成果。本研究依據過往研究裡
教師領導的課程與教學相關工作，並參酌學習領域召集人的主要工作項目，提出學習領域召
集人課程領導的任務如下：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選用與研發課
程教材、協助並帶領教師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推動並實施領域教學
評鑑。

三、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問題與困境
雖然學習領域召集人必須擔負起學校課程與教學的改革，但由於學校的內、外在因素，
導致領域召集人在實施課程領導時，往往力不從心或遭受阻礙。首先，從傳統的學校文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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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學校的領導權力往往落在校長或行政人員手上，教師的課程領導能否推動、學校領導者
是否願意分享權力便成了主要的關鍵。如 Chrispeels（2004, pp. 9-12）認為，為何分享領導會
如此困難，有以下六點原因：
（一）如同中間的管理階層，學校領導者必須服從他們外在期待（如學區與其他上級機
關）的制度性角色，並以此指導與協調學校的內在環境。
（二）學校領導者也許會發現，當他們鼓勵或從事分享領導時，他們同時也感受到學校
本位教學決定的束縛，可能會拒絕新的決定。
（三）對教學與教師角色的傳統觀點，也是導致分享領導權的困難之一。
（四）是否能導致教學與學生高學習成效的產出都是不確定的。
（五）管理者可能會發現過去他們在學區裡擔任教師或是領導者時，自己根本沒有經驗
過這種權力與可能性。
（六）學校領導者可能會缺乏分享領導所需的內在與外在之人際技巧。
除了學校領導者本身與學校外在的因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便是教師本身因素。由於教
師傳統上被定位於教室裡的專家，教師已相當習慣「被領導」的角色。也因此過去課程領導
的討論重心，多集中在校長的課程領導。但由於現今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師專業發展逐漸興盛，
教師對學校課程的自主與參與決策權提高不少，以教師為主體的課程領導正方興未艾。
然而，教師本身是否願意擔負領導的責任？不無疑問。Donaldson（2007）就認為，教師
討厭成為領導或進行領導的原因有四：
（一）缺乏控制：如同前述，學校的領導權往往在行政人員手上，行政人員是否願意分
享權力，會決定教師能發揮多少領導的力量。
（二）缺乏意義：教師每天的工作仍以教學為主，領導對多數教師而言缺乏意義性。
（三）缺乏整合：教師間常各自為政，難以整合，且彼此地位平等，增加了教師進行領
導的難度。
（四）缺乏誘因：教師常缺乏領導的誘因與動機。
之所以會造成上述原因，除了前述行政人員是否願意分享權力以外，主要還是因為教師
的教學工作繁重。如 Shedd 與 Bacharach（1991）就指出，教學的專業生涯中缺乏時間與金錢
是最大的問題，他們並認為「真正的罪犯是行事曆、時間表、人員練習與妨礙教師間一起工
作的物理結構」
。同樣地，學校長期的行政結構與科層體制，使得教師長期處於高規則化的環
。熊鑫與鍾興
境而縮小了專業判斷的重要性，使教師只能單純地接受命令行事（Wasley, 1991）
泉（2010）也認為：包括傳統學校課程管理體制的影響、教師的課程意識淡薄、教師課程領
導的知能不足、教師文化的封閉與保守等，都是教師課程領導的阻抗因素。由此可見，教師
的時間與工作量、教師缺乏課程領導的意識與知能，以及學校內部的結構與氣氛，是教師難
以進行課程領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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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國內的研究成果，在討論學習領域召集人的領導問題部分，蔡進雄（2007, pp. 32-33）
對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教學領導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指出，
「召集人授課時數太多，沒有足
夠的時間進行教學領導」（66.1%）與「權力有限無法影響教師」（62.4%）是領域召集人所面
臨的問題。陳淑君（2010, p. 102）研究臺北市國中學習領域召集人教師領導所遭遇問題時發
現，召集人面臨著「領域召集人未被賦予明確的法定職權」（58.1%）、「領域召集人授課時數
過多」（57.9%）、「學校缺乏經費與獎勵制度來鼓勵教師擔任領域召集人」（57.1%）、「領域召
集人經常每年更換，不利經驗累積與傳承」
（56.7%）等問題。
如將召集人所遭遇的問題，聚焦在課程領導的任務上時，湯惠玲（2004）的研究發現，
學年教師主席在課程領導上常遇到的問題有以下四點：
（一）主席工作內容不明確；
（二）學校未進行主席的培訓工作；
（三）強調對話使行政工作不易推動；
（四）主席人選會影響學年運作。
另外，湯惠玲（2004）也舉出其他可能影響教師課程領導的問題包括：
（一）信任問題：
彼此之間是否信任？（二）環境問題：如何能營造支持教師的環境？（三）人員變動性；
（四）
時間問題。而吳映賜（2007）的研究發現，社會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困境包括：權限不足，
需要遵照學校行政發展的方向；另外，還有時間不夠用的問題；最後，在教材評估階段，召
集人在專業能力的缺乏，尤其是評鑑工具與指標設計及運用能力的不足，也會影響到課程領
導的情形。
綜上所述，過去研究教師課程領導的問題與困境時，雖然在層級上不同於學校行政人員，
但在實際的過程裡，進行課程領導時遭遇到的相關問題則頗為相似，只是因領域召集人職權
與教師身分而衍生出一些新的問題：例如召集人課程領導的職權與工作不確定、時間不足、
個別領域內部領導的問題等。因此，本研究對於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相關問題層面之區
分，仍比照前述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層面，並透過文獻探討與參酌我國學習領域召集
人的工作任務，將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相關問題之層面與題項分述如下：
（一）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時所遭遇的問題：包括領域內教師因教學工作繁重，導
致互動討論的時間不足；召集人自覺課程領導專業知能不足；可供領域教師運用的經費不足；
召集人工作繁雜、負擔沉重；召集人缺乏明確的法定職權；以及召集人更動時未能有效傳承
經驗等。
（二）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時所遭遇的問題：包括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的敘寫不夠明確；
依既定的課程計畫行事，難以彈性調整；難以參酌學校與地方特色發展課程等。
（三）選用與研發課程教材時所遭遇的問題：包括縣市政府的決策會影響領域教師選用
的教科書版本；多數教師認為沒有發展學校本位課程的必要；領域內教師課程設計的知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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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教學負擔重，無多餘時間研發教材；教師習於以個人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不喜歡與他人
合作進行協同教學等。
（四）協助並帶領教師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時所遭遇的問題：包括教師專業成長議題常
不符領域教師所需；教師參與專業成長活動的意願較低；行動研究缺乏經費與獎勵，難以鼓
勵教師投入；行動研究無益於教師專業發展等。
（五）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時所遭遇的問題：包括對於領域的需求，學校行政支持度不
夠；學校未能重視領域小組的決定與提議；學校未能提供領域小組所需之經費、設備及人力
支援；家長重視升學未能支持領域課程發展等。
（六）推動並實施領域教學評鑑時所遭遇的問題：包括領域內教師普遍抗拒評鑑與視導；
教師的課程評鑑專業知能仍嫌不足；教師對國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仍不夠瞭解；領域內
教師不願透過評鑑解決教學問題等。
（七）各學習領域裡課程領導的特殊議題：各學習領域在運作過程中，召集人推動課程
領導時所遇到的特殊問題，往往來自於學科特性的不同、教育政策的走向而有各學習領域互
異的情形，這也會影響學習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行為。其中領域共同問題包括無法爭取足
夠的領域學習節數；領域內的教師課程自主權常受外在壓力（如行政機關、校內主管與家長）
干預；領域學習節數不足，導致配課情形產生；領域內成員互動氣氛不佳；領域成員課程理
念難一致等問題。而領域個別問題則包括語文領域對爭取學習領域節數所面臨的壓力、藝術
與人文領域師資不足問題、合科的相關領域在合科教學上所遇到的相關問題等。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焦點團體座談及深度訪談為輔，分述如下：

一、問卷調查之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問題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設計調查問卷時的研究問題如下：

1. 現階段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遇到的問題其嚴重程度為何？
(1)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時，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遇到的問題其嚴重程度為
何？
(2)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時，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遇到的問題其嚴重程度為何？
(3)選用與研發課程教材時，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遇到的問題其嚴重程度為何？
(4)協助並帶領教師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時，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遇到的問題其嚴
重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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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時，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遇到的問題其嚴重程度為何？
(6)推動並實施領域教學評鑑時，各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遇到的問題其嚴重程度為
何？
(7)推動課程領導時，學習領域召集人遇到的各領域特殊問題的嚴重程度為何？

2. 不同背景（性別、年資、學歷、現職、任教領域、學校區域、學校規模）之
學習領域召集人，其對課程領導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之看法是否有所差異？
(1)不同性別之學習領域召集人，對課程領導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之看法是否有所差異？
(2)不同年資之學習領域召集人，對課程領導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之看法是否有所差異？
(3)不同學歷之學習領域召集人，對課程領導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之看法是否有所差異？
(4)不同現職之學習領域召集人，對課程領導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之看法是否有所差異？
(5)不同任教領域之學習領域召集人，對課程領導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之看法是否有所差
異？
(6)不同學校區域之學習領域召集人，對課程領導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之看法是否有所差
異？
(7)不同學校規模之學習領域召集人，對課程領導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之看法是否有所差
異？

（二）研究工具
1. 問卷題目之編擬與預試問卷之確定
本研究的調查工具係參考相關文獻，以自編之「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召集人
課程領導相關問題調查問卷」為主要研究工具。擬訂原始問卷後，邀請 8 位曾經擔任領域召
集人的國中教師舉行座談會，請與會人員提供問卷修改的意見，並據以完成問卷草案。為提
升效度並確認問卷設計之概念、內容、題型無誤，乃敦請國內具備課程領導相關專長的學者
專家與現場教師共 8 位審閱問卷草案與協助修正；之後彙整與會者意見，對問卷內容加以增
刪，並據以完成預試問卷。

2. 問卷預試之實施
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取臺灣北部共 13 所國民中學各領域小組召集人，進行預試填答。共
計發出 104 份問卷，回收後剔除無效問卷，可用問卷有 102 份，回收率為 98.08%。

3. 預試問卷之效度分析1
完成預試後，進一步根據有效樣本填答的資料進行分析，依填答者之填答狀況與相關意

1

第七層面特殊議題裡的領域個別問題（33-40 題）
，由於限定部分受試者填答，樣本數可能不足，在預試過
程僅做題意、文句通順與否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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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對問卷內容進行補充或刪除，並就題意不清、文句不順、題型不當之處加以修正。另外，
就預試問卷結果進行因素分析，以建立共同因素，並驗證理論建構出來的層面正確性。本研
究問卷的因素分析採主成分分析法與斜交轉軸，據王保進（2002, p. 587）指出，KMO 值在 .700
以上，則有中度以上的因素分析適當性。本研究問卷的預試因素分析結果，問卷 KMO 值
為 .782，可進行因素分析，依因素分析的結果如題目不符合原先的層面設計，則加以修正調
整或刪除。

4. 預試問卷之信度分析
因素分析後，進一步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內部一致性）考驗本問卷的信度，並依此修
正或刪除題目。本研究問卷經信度分析並刪除不適當題目後，得到 Cronbach’s α 值為 .907，
可見內部一致性信度良好。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為臺灣地區國民中學現任各學習領域召集人，問卷調查採分層隨機抽樣的
方式，依全臺灣各縣市國中數，縣市國中數 60 所以上隨機選取 9 所、30 所以上未滿 60 所隨
機選取 6 所、10 所以上未滿 30 所隨機選取 3 所，10 所以下隨機選取 1 所。每所學校發 8 份
問卷（七大領域八大學科各 1 份）
，共抽取 203 所學校，2以郵寄方式寄出 1,624 份問卷，共回
收有效問卷 1,211 份，回收率 74.6%。經統計處理後，整理填答對象背景分析如表 1 所示。

（四）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逐一檢視，刪除無效問卷後將有效問卷資料登錄、編碼、輸入電腦、
儲存建檔並採用 SPSS for Windows 16.0 版電腦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的相關工作：
1.以次數分配來分析國民中學各領域召集人所面臨課程領導問題的情況。
2.以 t 檢定考驗不同性別的國民中學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問題之差異情形。
3.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瞭解不同背景變項的國民中學領域召集人，其課程領導問題之差
異情形。
4.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達到顯著差異，則以薛費法（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考
驗各組間平均數的差異性。

二、焦點團體座談與訪談之研究設計
（一）團體座談與訪談大綱的編製
本研究採焦點團體座談和深度訪談等方法以獲取更深入的意見。因此，團體座談與訪談
大綱之設計配合文獻探討與問卷的七個層面，包括「貴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有哪些具體作
2

依據教育部 2007 年國中名錄，全國（含離島地區）一共有 801 所國中，本研究共抽取 203 所，約占總數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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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研究調查問卷對象背景分析
類別
性別

年資

學歷

現職

任教領域

學校區域

學校規模

項目

人數

占有效問卷數的百分比

1. 男

421

34.8%

2. 女

790

65.2%

1. 5年以下

380

31.6%

2. 6-15年

561

46.6%

3. 16年以上

263

21.8%

1. 師範院校

384

31.8%

2. 一般大學

377

31.2%

3. 研究所

446

37.0%

1. 兼任行政

335

27.8%

2. 兼任導師

567

47.1%

3. 專任教師

303

25.1%

1. 國文

152

12.9%

2. 英語

152

12.9%

3. 數學

157

13.3%

4. 社會

148

12.6%

5. 自然與生活科技

155

13.2%

6. 綜合活動

128

10.9%

7. 健康與體育

143

12.1%

8. 藝術與人文

143

12.1%

1. 直轄市

178

14.8%

2. 縣市

373

30.9%

3. 鄉鎮

443

36.7%

4. 偏遠

212

17.6%

1. 24班以下

445

36.8%

2. 25-60班

543

44.9%

3. 61班以上

221

18.3%

為？」
、
「貴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遭遇哪些問題？如何解決？」
、
「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行為
中較難達到的有哪些？可能原因為何？」、「對於調查結果中課程領導相關問題較為嚴重者，
貴校與您有什麼樣的看法與因應策略？」、「您認為領域召集人該如何增能或獲得何種協助，
以提升教學效果？」等座談與受訪問題，座談與訪談過程中均參酌問卷調查結果，除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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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相關問題外，更進一步追尋問卷調查不足的地方，以求更深入的理解
與評析。

（二）團體座談與訪談對象之選取
團體座談與深度訪談採立意取樣方式，研究對象為現正擔任臺北市與新北市國民中學各
學習領域召集人。團體座談部分，共開 9 場座談會（含前導研究、七大領域八大學科各 1 場）
，
合計邀請了 48 名領域召集人研討課程領導所面臨的問題；3至於訪談部分，則訪談了 5 名現任
領域召集人，以獲得對問卷結果更深入的理解。座談編碼以日期與代碼標示，如（980624 座
談：F）
，表示於 98 年 6 月 24 日進行的焦點團體座談，F 教師的發言內容。訪談編碼與座談編
碼類似，如（980524 個訪）
，惟訪談一次一位，因此僅以日期作為編碼。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茲將問卷調查、焦點團體座談及個別訪談結果分析如后：

一、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相關問題與嚴重情形之分析
依照文獻探討所得，本研究將國民中學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相關問題，區分為「主持
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選用與研發課程教材」、「協助並帶領教師
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推動並實施領域教學評鑑」等六層面，此
外，尚包括第七層面「各學習領域裡課程領導的特殊議題」
，又分為「所有領域共同的特殊議
題」及「個別領域的特殊議題」兩部分，前者是請各領域召集人全部填答，後者則請語文領
域（第 33 題）
、藝術與人文領域（第 34 題）
、合科領域（第 35-40 題）之召集人依據各題項要
、
「嚴重」
、
「稍微嚴重」
、
「並不嚴重」
，分數以
求填答。均採用四點量表，選項有「非常嚴重」
4 分到 1 分計算。請填答者依目前擔任學習領域召集人所遇到問題的嚴重程度勾選。

（一）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的相關問題
從表 2 可知，此一層面的平均分數為 2.107 分，代表國民中學領域召集人認為在主持與運
作領域小組會議上，其所面臨的課程領導問題稍微嚴重。其中又以在經費不足方面分數最高
（2.490 分）
，其次為「缺乏法定職權」
（2.442 分）與「互動討論的時間不足」（2.389 分）
。此
結果與陳淑君（2010）的研究結論相同，可見經費不足、缺乏職權與時間不夠是領域召集人
在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時最苦惱的問題，不過這三個項目的標準差亦較其他因素來得
大，代表意見相當分歧。

3

參與座談的教師身分包括專任教師、導師、各處室行政人員與校長等，且均曾擔任或現任領域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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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層面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個數

互動討論 課程領導 領域經費 工作繁雜 缺乏法定 缺乏共同 未能有效
層面平均
時間不足 知能不足
不足
負擔沉重
職權
討論意願 傳承經驗
1,213

1,205

1,205

1,206

1,205

1,212

1,212

1,188

平均數

2.389

2.017

2.490

2.027

2.442

1.608

1.774

2.107

標準差

0.940

0.859

1.014

0.913

0.988

0.819

0.904

0.618

平均數排序

3.000

5.000

1.000

4.000

2.000

7.0.0

6.000

從座談與訪談結果來看，許多學校皆有提供學習領域教師申請相關經費的管道，尤其「最
近有精進教師課堂計畫，各科教師有需求，只要提出，都有經費供他們辦理」
（980618 座談：
H）
、
「在我們學校我覺得各領域的運作經費都不是很大的問題，因為教務處很努力找財源，家
長會也不吝嗇支援」
（981126 座談：F）
。因此，經費充裕與否可能因人、因校而異，
「如果領
域能夠提計畫，就能得到支持。對學校行政認知的差異性，時間、空間、經費都可以由領域
（980618 座談：G）
。換言之，倘若領域召集人能
召集人協調運作，這就是領域召集人的功能」
夠瞭解學校經費申請的相關辦法，並積極爭取，或許能減低此項問題的嚴重性。

（二）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的相關問題
從表 3 可知，第二層面的平均分數 1.659 分，表示領域召集人認為在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
時，所面臨的領導問題略接近稍微嚴重，其中最高分數者為本領域難以參酌學校與地方願景
發展課程（1.771 分）
，最低分者為本領域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的敘寫不明確（1.582 分）
。
表3
「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層面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個數

能力指標敘寫不明 課程計畫難以調整 難依特色發展課程
1,207

1,209

1,207

層面平均
1,200

平均數

1.582

1.620

1.771

1.659

標準差

0.728

0.799

0.846

0.642

平均數排序

3.000

2.000

1.000

（三）選用與研發課程教材的相關問題
從表 4 可知，第三層面的平均分數為 1.775 分，代表領域召集人認為選用與研發課程教材
層面上所遇到的問題嚴重程度接近稍微嚴重。其中以沒有時間研發教材方面分數最高（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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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選用與研發課程教材」層面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個數

縣市政府
決策影響
1,213

無須發展
本位課程
1,203

課程設計
知能不足
1,208

沒有時間
研發教材
1,207

不喜歡與
他人協同
1,181

層面平均
1,165

平均數

1.399

1.628

1.488

2.476

1.892

1.775

標準差

0.766

0.767

0.713

1.021

0.921

0.565

平均數排序

5.000

3.000

4.000

1.000

2.000

分），表示研發教材的工作較為困難，也較耗時間。然而，其標準差較其他方面來得大
（1.021），代表其意見相當分歧，可能有部分人持不同意見。
從個別訪談的結果來看，也有受訪者表示：
「社會領域老師的負擔真的重。但是要研發仍
要自己找出時間，靠平常一點一滴的累積，……召集人可以帶領大家一起做，每人分工，共
同分享，……。尤其是小學校，老師少，可以 2 人共同規劃，共享成果。大家一起研發，能
分享更好，改進自己的教學」
（980524 個訪）
。焦點座談時綜合活動的領域召集人也強調：
「研
發教材的關鍵在於老師的意願和個性」
（981126 座談：F）
、
「有些老師純粹是無心，不是負擔
重」
（981126 座談：D）
。可見研發教材的問題主要來自於人的因素，尤其是召集人能否引出老
師們的意願是主要原因。

（四）協助並帶領教師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的相關問題
從表 5 可知，第四層面的平均分數為 1.997 分，代表領域召集人認為在協助並帶領教師專
業發展與進修活動時所遇到的問題稍微嚴重。其中以行動研究缺乏經費與獎勵制度方面分數
最高（2.508 分），顯示在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裡，行動研究的推動常缺乏經費與獎勵的誘因，
然而，其標準差較其他方面大（1.014）
，其意見相當分歧，內部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對照座談
的研究結果，部分召集人提到：
「教師不會因為缺乏經費與獎勵制度就不投入行動研究，最主
要是因為沒有時間」
（980624 座談：B）
、
「經費與獎勵制度不是重點，而是沒有時間，還有老
。時間不足似乎是召集人共同的困擾，而有無獎勵制度
師抗拒學術性的模式」（980615 個訪）
是否影響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則呈現見仁見智的情形。此與問卷結果有所落差，但仍可
知道行動研究的推動是召集人在課程領導上較常遇到的問題。

（五）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的相關問題
從表 6 可知，第五層面的平均分數為 1.849 分，代表領域召集人認為在建立支持性系統時，
面臨問題嚴重的程度接近稍微嚴重。其中最高分者為家長重視升學而未能支持領域課程發展
（2.078 分）
，表示家長們重視升學的態度，會影響領域課程發展的走向與限制，然而，其標準
差亦較大（1.008），表示其內部意見呈現分歧。但從訪談結果來看，部分受訪者指出：「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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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協助並帶領教師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層面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個數

成長議題
不符所需
1,211

參與活動
意願低
1,210

行動研究
缺乏獎勵
1,206

行動研究
無益成長
1,203

層面平均
1,198

平均數

1.840

1.768

2.508

1.872

1.997

標準差

0.882

0.856

1.014

0.877

0.694

平均數排序

3.000

4.000

1.000

2.000

經費設備
支援不足

家長過於
重視升學

表6
「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層面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個數

行政支持度
不夠
1,208

決定提議
不受重視
1,211

1,210

1,208

層面平均
1,204

平均數

1.817

1.640

1.859

2.078

1.849

標準差

0.900

0.822

0.882

1.008

0.739

平均數排序

3.000

4.000

2.000

1.000

課程發展跟著課本教材，似乎沒有問題，家長沒有意見，學校家長尊重老師專業，較少干涉」
（980524 個訪、980615 個訪）
。似與問卷結果有所出入，但其實兩者並無衝突。由於大多數
學校的領域課程都跟著原有教材來發展，自然以升學考試為依歸，家長們並不會有太多意見。
問題在於：如果領域想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或是獨立課程時，家長們是否還能支持召集人的想
法？不無疑問。

（六）推動並實施領域教學評鑑的相關問題
從表 7 可知，第六層面的平均分數為 1.952 分，代表領域召集人在推動並實施領域教學評
鑑時，面臨的問題嚴重程度接近稍微嚴重。其中以領域內教師對國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
計畫仍不夠瞭解分數最高（2.242 分），可見教師群體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仍缺乏瞭解，可能
是因為「教師沒有接收到這個計畫背後的涵義，他不認同這樣的想法。教師主觀性地無法接
受教學法的改變」
（980618 座談：A）
。欲改善此項問題，必須化解教師的不安和疑慮，
「要雙
方有共識，理念、背景一致時，這個計畫是非常好的。這是理念的問題，要認同後才能執行，
現在大家的理念不足。大家的接受度、開放度、接受批評的雅量，這是老師要自我提升的部
分，如果大家不能做到，這個計畫要推行是有些困難的」
（980618 座談：A）
。唯有改變教師對
於評鑑的心態，才可能進一步落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度，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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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推動並實施領域教學評鑑」層面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個數

教師普遍
抗拒評鑑
1,206

教師評鑑
知能不足
1,208

對評鑑計畫
不瞭解
1,210

不願評鑑
解決問題
1,205

層面平均
1,197

平均數

1.874

1.854

2.242

1.835

1.952

標準差

0.897

0.821

0.856

0.848

0.705

平均數排序

2.000

3.000

1.000

4.000

最後，從前述六個層面來看，得分較高的是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2.107 分），可見
領域召集人認為主持與運作領域小組會議時，所面臨的問題較其他層面嚴重。領域召集人的
主要工作之一是協調會議，但在實際推動上確有困境，就有受訪者指出：
「領域召集人可能未
有課程規劃概念，如何維持熱忱是另一問題；此外，領域召集人身兼數職，工作負擔重。解
決之道為增能，領域召集人不要一直輪換，以及地位法制化。目前領域召集人的定位不清楚，
有些事情可做可不做，與課程發展的關聯性變小」
（980624 座談：A）
。顯示領域召集人在主持
與運作小組會議的問題來源與未確定領域召集人的法定地位有關。

（七）各學習領域裡共同的特殊議題
從表 8 可知，平均分數最高者為「領域學習節數不足，導致配課情形產生」
（1.972 分）
，
且其標準差為最高者（1.011）
，代表領域召集人認為實施課程領導時，配課情形方面問題稍微
嚴重，但其內部意見不一致。如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的受訪者即提到：
「教育部有一個視導要
點，希望配合的節數盡量壓在 20 節以下，可是我覺得這有現實的困難。但身為這個領域的教
「我們師資結構真
師，我認為配課真的應該要降低」
（981126 座談：F）
。但就現實情況而言，
的不足，現在都遇缺不補，其實教學品質會受影響」
（981126 座談：E）
。
此外，在領域內教師課程理念難一致方面（1.363 分），似乎並不嚴重，但是座談時有召
集人認為：
「……對於藝文領域來說，課程統整有它的問題，因為我們大多是自編課程，自主
權比較高。以我擔任領域召集人為例，課程領導上我會尊重老師的課程安排，即使有些想法，
也很難有一致的共識，大家還是比較以自己的專業為主，所以在課程領導上我認為比較困
難。……」
（990105 座談：D）
。推論可能原因，合科領域的教師背景較為複雜，課程理念自然
難以一致，惟是否如此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加以證明。

（八）個別學習領域裡的特殊問題
至於領域召集人在各個不同的領域當中實施課程領導時，所遇到的問題依各領域分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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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共同的特殊議題」層面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個數

無法爭取
學習節數
1,207

外在壓力
干預
1,155

配課情形
產生
1,209

互動氣氛
不佳
1,214

課程理念
難一致
1,197

平均數

1.958

1.649

1.972

1.235

1.363

標準差

1.011

0.879

1.011

0.569

0.647

平均數排序

2.000

3.000

1.000

5.000

4.000

1. 語文領域對爭取學習節數壓力問題的看法
本研究認為，語文領域召集人實施課程領導時，面臨的問題主要為兩科學習節數合併計
算，造成召集人爭取學習節數壓力大。研究結果如表 9 所示。
表9
語文領域召集人對「爭取學習節數壓力大」問題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國文

英文

合計

141.000.0.

146.000.0.

287.000.0.

平均數

1.681

1.760

1.721

標準差

0.951

1.033

0.992

個數

從表 9 可知，其平均數為 1.721 分，其中英語科分數較高（1.760 分）
，代表英語科領域召
集人認為，由於語文領域學習節數合併，使其爭取學習節數壓力程度為稍微嚴重，然而，其
標準差亦高（1.033）
，表示其內部意見不一致，可能有部分人持不同看法。

2. 藝術與人文領域對師資不足問題的看法
本研究認為，藝術與人文領域在實施課程領導時，面臨的問題為表演藝術師資來源較為
不足，缺乏專精人才，其結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對「表演藝術師資來源較為不足」問題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題目
個數

缺乏專精人才
139

平均數

2.971

標準差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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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10 可知，其平均數為 2.971 分，代表藝術與人文領域召集人認為「表演藝術師資來
源較為不足，缺乏專精人才」，此問題的嚴重性接近嚴重程度，惟其標準差為 1.103，表示其
意見分歧，可能有部分領域召集人持不同意見。但仍可看出藝術與人文領域師資不足是領域
召集人進行課程領導的一個隱憂。

3. 合科領域對合科教學問題的看法
本研究認為合科領域之召集人實施課程領導時，面臨的問題包括：
「學科領域不同，未能
做好科際整合，合科困難」、「合科教學有其困難，教師難以全面掌握各科的教學內容」、「領
域教師持學科本位主義難以協同合作」
、
「領域教師來自不同學科，整合意見的困難度高」
、
「領
域教師來自不同學科，召集人之領導困難度高」
、
「教師對本身專長科目以外的課程未必精熟」
等方面，而領域召集人對上述問題的看法，其結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合科領域召集人對「合科教學」問題嚴重程度之意見分析
科際整合
困難

合科教學
困難

學科本位
無法協同

意見難以
整合

不同學科
難以領導

不熟悉非己
專長者

510.00000

509.00000

508.00000

509.00000

507.00000

509.00000

平均數

2.403

2.491

1.825

1.866

1.836

2.383

標準差

1.002

1.011

0.935

0.991

0.967

1.008

自我層面排序

2.000

1.000

6.000

4.000

5.000

3.000

題目
個數

從表 11 可知，合科領域之召集人實施課程領導時，面臨的問題以「合科教學有其困難，
教師難以全面掌握各科的教學內容」分數為最高（2.491 分），代表合科領域召集人認為實施
課程領導時推動合科教學頗為困難，惟其標準差亦為最高（1.011）
，可見內部意見相當分歧。
但也指出合科領域裡教師彼此專業背景互異，難以全面掌握各科的教學內容，會影響到合科
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的成敗。
從座談結果來看，健康與體育領域召集人即提到：
「健康跟體育兩個還是有差別，但是有
（981219 座談：B）
。亦有教師表示：
「雖
在發展合科，大家也都知道其實這樣教得不是很恰當」
然是領域合科在一起，但是專業和非專業教起來還是差異很大，但是我們可以在大單元結合，
配合實施，我們都清楚不是自己的專業，站上舞臺還是會感到心虛」
（981219 座談：B）
。綜合
活動領域召集人也認為：
「因為這種課程的整合需要進修或大量的討論時間……另一個是排課
有困難，到最後的策略都是分科教學」
（981126 座談：A）
。所以部分學校「剛開始很認真推合
科教學，現在回頭分科教學，可能有實際上的困難，這個現實的困難一方面是現有的師資結
構，再加上師培機構培育出的人本來就是分科的人，要合科有困難。只能期待要達到綜合領
域的精神」
（981126 座談：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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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有社會領域召集人認為：
「九年一貫已不強調合科，而是科際間聯繫，通常小型
的學校或年輕教師會採用合科；大型或時間人力充足的學校會採用分科。目前國中的教科書
是分科的知識架構，所以大部分都採分科教學了」
（980624 座談：A）
。這點符合目前國中教學
的走向，已不再強調合科教學，而回到了過去傳統的分科獨立。
另外，
「學科領域不同，未能做好科際整合，合科困難」
、
「教師對本身專長科目以外的課
程未必精熟」之平均數分別為 2.403 分、2.383 分，可見合科領域課程領導的問題，多來自於
學科背景的不同。不過其標準差亦高，表示仍有部分合科領域召集人持不同意見。

二、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相關問題嚴重程度之差異情形分析
本研究在基本資料部分，調查了性別、服務年資、最高學歷、職務、任教領域、學校所
在地區、學校規模等變項資料，並以上述變項瞭解國民中學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相關問題之
差異情形。以下先說明上述背景變項對課程領導相關問題七個層面的差異情形。不過第七層
面第 33 題與第 34 題討論個別學習領域裡的特殊問題（語文領域與藝文領域），由於有題目的
個殊性與對象的限定性，為防止因樣本數太少而造成誤差，本研究不討論這兩題的差異情形。

（一）性別差異情形
在性別差異情形方面，不同性別的領域召集人，在「因教學工作繁重，導致互動討論的
時間不足（t＝-2.589, p ＜ .05）」
、
「可供領域教師運用的經費不足（t＝2.628, p ＜ .01）
」
、
「領
域召集人的工作繁雜，負擔沉重（t＝2.291, p ＜ .05）」、「缺乏共同討論的意願（t＝2.833, p
＜ .01）」
、
「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的敘寫不夠明確（t＝2.751, p ＜ .01）
」
、
「教師參與專業成長
活動的意願較低（t＝3.722, p ＜ .001）」、「領域的需求，學校行政支持度不夠（t＝-2.413, p
＜ .05）」
、
「領域內教師的課程評鑑專業知能仍嫌不足（t＝2.831, p ＜ .01）
」等題項的看法達
統計上差異顯著水準。從上述問題的嚴重程度來看，男性領域召集人大多比女性認為較為嚴
重，是否因為國中場域裡女性教師居多，男性領域召集人不容易領導或為女性教師信服，仍
需進一步的研究。另外，學校行政支持度的題項裡，女性領域召集人的分數明顯比男性高，
或許男性召集人比女性還更能向學校行政人員爭取支持，這部分也需要有進一步的研究結果
才能說明。

（二）服務年資差異情形
在服務年資差異情形方面，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可知，不同服務年資的領
域召集人，在「自覺課程領導專業知能不足（F＝11.942, p ＜ .001）
」
、
「可供教師運用的經費
不足（F＝3.458, p ＜ .05）」
、
「缺乏明確的法定職權（F＝4.360, p ＜ .05）」
、
「召集人更動時，
未能有效傳承經驗（F＝6.573, p ＜ .01）
」
、
「領域內教師習於以個人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不喜
」
、
「教師專業成長議題常不符領域教師所需
歡與他人合作進行協同教學（F＝6.083,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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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631, p ＜ .05）」
、
「行動研究缺乏經費與獎勵制度，難以鼓勵領域教師投入（F＝4.206,
p ＜ .05）」
、
「領域內教師認為行動研究無益於教師專業發展（F＝6.665, p ＜ .01）
」
、
「協助並
帶領教師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F＝4.436, p ＜ .05）」、「領域的需求，學校行政支持度不夠
（F＝4.317, p ＜ .05）」
、
「領域內教師不願意透過評鑑解決教學問題（F＝4.433, p ＜ .05）」、
「領域成員互動氣氛不佳（F＝3.954, p ＜ .05）
」等題項的看法達統計上差異顯著水準。從事
後比較來看，均為 6-15 年服務年資的領域召集人比其他服務年資的召集人認為上述問題較為
嚴重，可能是因為服務年資 6-15 年的領域召集人多是學校場域裡的中堅份子，負責較多行政
與教學的事務，加上必須承上啟下，一方面帶領新進教師，另一方面則要承接資深教師卸下
來的工作與過去的傳統，是故在課程領導上有較大的壓力。

（三）最高學歷差異情形
在最高學歷差異情形方面，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可知，不同學歷的領域召
集人，在「自覺課程領導專業知能不足（F＝5.896, p ＜ .01）
」
、
「工作繁雜，負擔沉重（F＝
5.183, p ＜ .01）」
、
「學科領域不同，未能做好科際整合，合科困難（F＝3.914, p ＜ .05）
」
、
「領
域教師持學科本位主義，難以協同合作（F＝4.665, p ＜ .05）
」
、
「領域教師對於本身專長科目
」等題項的看法達統計上差異顯著水準。從事後比
以外的課程未必精熟（F＝5.618, p ＜ .01）
較來看，除第一項「自覺課程領導專業知能不足」
，師範院校與一般大學畢業者認為這問題較
研究所學歷者嚴重外，其餘均為研究所學歷者認為較其他學歷者嚴重。究其原因，研究所畢
業的召集人對於課程領導的專業知能上較具信心，但在領域裡的溝通聯繫工作，尤其是在合
科領域中的協調問題裡，可能對學科專長已有定見與隔閡，認為「隔行如隔山」
，各學科獨立
作業比合科教學容易，因此認為上述問題較為嚴重。惟仍需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驗證。

（四）職務差異情形
在職務差異情形方面，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可知，不同職務的領域召集人，
在「自覺課程領導專業知能不足（F＝7.664, p ＜ .001）
」
、
「可供領域教師運用的經費不足（F

」
、
「領域召集人的工作繁雜，負擔沉重（F＝4.534, p ＜ .05）」
、
「領域內
＝4.511, p ＜ .05）
、「行動研究缺乏經費與獎勵制度，難以鼓
教師設計課程的知能不足（F＝4.638, p ＜ .05）」
、「 無法爭取足夠的領域學習時數（F＝3.587, p
勵領域教師投入（F＝3.232, p ＜ .05）」
」等題項的看法達統計上差異顯著水準。從事後比較來看，專任教師的填答分數普遍
＜ .01）
較低，而兼任行政或兼任導師者填答分數較高，可能因為兼任行政或導師的領域召集人必須
身兼多職，工作負荷量大，連帶使得其課程領導的上述問題較專任教師者嚴重。但唯獨「爭
取領域學習時數」的問題除外，專任教師比兼任行政的教師更認為其無法爭取足夠的領域學
習節數，此部分可能仍需進一步的研究才能解釋。

50

國中教師課程領導研究

王秀玲、康瀚文

（五）任教領域差異情形
在任教領域差異情形方面，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可知，不同任教領域的領
域召集人，在「領域依既定課程計畫行事，難以彈性調整（F＝4.337, p ＜ .001）」
、
「領域內
教師教學負擔重，無多餘時間研發教材（F＝4.830, p ＜ .001）」、「家長重視升學而未能支持
領域課程發展（F＝5.063, p ＜ .001）
」
、
「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F＝3.295, p ＜ .001）
」
、
「無
法爭取足夠的領域學習時數（F＝11.945, p ＜ .001）
」
、
「領域內教師的課程自主權常受外在壓
力（如行政機關、校內主管與家長）的干預（F＝2.512, p ＜ .01）
」
、
「領域學習節數不足，導
致有配課情形產生（F＝10.179, p ＜ .001）
」等題項的看法達統計上差異顯著水準。從事後比
較來看，由於各領域有不同的情形，結果大致有三種現象：首先，綜合活動領域的召集人比
國文、英語領域與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的召集人更認為，家長重視升學而未能支持領域課程
發展，可見綜合活動領域的課程領導受到家長重視升學態度的影響；其次，社會領域在領域
時數不足方面感到特別嚴重，且其課程自主權比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召集人更常受到外在壓力
的影響，可能與其認為教學時數不足或與考試科目有關；最後，英語領域與社會領域比起健
康與體育領域更認為教學負擔較重，沒時間研發教材。

（六）學校所在地區差異情形
在學校所在地區差異情形方面，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可知，不同任教領域
的召集人，在「領域召集人的工作繁雜，負擔沉重（F＝4.367, p ＜ .01）
」
、
「縣市政府的決策
會影響領域教師選用的教科書版本（F＝7.858, p ＜ .001）」、「領域內教師認為行動研究無益
於教師專業發展（F＝6.151, p ＜ .001）
」
、
「協助並帶領教師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F＝3.581, p
＜ .05）」等題項的看法達統計上差異顯著水準。從事後比較來看，直轄市地區的領域召集人
在上述課程領導的問題上較認為有困難，可能是直轄市的教師自主性強、上級機關管控較多，
因此較不利於領域召集人進行課程領導。

（七）學校規模差異情形
在學校規模差異情形方面，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事後比較可知，不同任教領域的領
域召集人，在「領域課程綱要與能力指標的敘寫不夠明確（F＝3.285, p ＜ .05）
」
、
「研擬與規
劃課程計畫（F＝4.069, p ＜ .05）」
、
「領域內教師設計課程的知能不足（F＝4.980, p ＜ .01）
」
、
「領域內教師習於以個人為主體的教學模式，不喜歡與他人合作進行協同教學（F＝6.137, p
」
、
「學校未能重視領
＜ .01）」
、
「對於領域的需求，學校行政支持度不夠（F＝5.071, p ＜ .01）
域小組的決定與提議（F＝4.767, p ＜ .01）
」
、
「國內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相關計畫仍不夠瞭解（F
＝6.531, p ＜ .01）」、「領域內教師不願意透過評鑑解決教學問題的看法（F＝5.531, p
＜ .01）
」
、
「推動並實施領域教學評鑑（F＝4.461, p ＜ .05）
」等題項的看法達統計上差異顯著
水準。從事後比較來看，24 班以下的領域召集人認為在課程綱要、課程計畫的規劃、領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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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課程知能與合作方面的課程領導問題，比 61 班以上的大學校問題來得嚴重；而 25 班至
60 班規模的學校領域召集人，在行政與學校的支持度、教師評鑑等課程領導問題上比 24 班以
下規模的領域召集人更認為嚴重。究其原因，可能是小學校的教師流動率高與資源較少，教
師缺少課程知能研習的機會，且習慣單打獨鬥的個別教學；而在大規模的學校裡，教師數眾
多，行政管理不易與資源分散，使得行政支援較少，並可能對教師評鑑制度缺乏宣導的意願。
惟上述推論仍需進一步的實徵研究加以證明。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討我國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後，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召集人在課程領導上的問題
及其嚴重程度，並採問卷調查、焦點團體座談及深度訪談的方式對問題的來源與成因進行深
入追蹤。經結果分析與討論後，歸納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現階段國民中學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相關問題之嚴重情形為稍微嚴重
本研究發現，在國民中學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相關問題的六個層面中，有「主持與運作
領域小組會議」、「選用與研發課程教材」、「協助並帶領教師專業發展與進修活動」、「推動及
實施領域教學評鑑」
、
「建立支持性環境系統」等五個層面的問題嚴重情形多為「稍微嚴重」
。
而「研擬與規劃課程計畫」的嚴重程度較接近「並不嚴重」
。代表學習領域召集人認為課程領
導的問題並非十分嚴重，對課程領導者的身分與工作仍具有一定信心。

（二）國民中學各學習領域召集人在課程領導運作過程中所遇到的特殊議題，其問
題往往來自於領域的劃分與制度的設計
本研究發現，領域召集人在各學習領域課程領導運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共同特殊議題，嚴
重程度為「稍微嚴重」者有「無法爭取足夠的領域學習節數」、「領域學習節數不足，導致配
課情形產生」
。除此之外，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召集人認為領域缺乏表演藝術人才、合科領域召
集人在領導合科教學過程有不少困難，而在差異情形裡也發現不同領域的召集人在某些課程
領導問題方面達統計上差異顯著水準。上述結果可以發現，由於九年一貫課程的精神是由「分
科走向合科」
、
「分化走向統整」
，然而，規劃過程中並未確實檢視各學科性質的差異，驟然將
差異性大的學科合為同一領域，又無完善的師資培育、課程設計與教師進修之配套措施。因
此，許多合科領域的召集人在課程領導時遭遇不少困難，而這些問題的產生，多因領域的學
科整合未能充分進行研究，以及制度的設計所影響。

（三）時間不夠、經費不足與職權不明是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問題產生的主因
從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結果來看，領域召集人認為，課程領導在「互動討論時間不足」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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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時間研發教材」兩個問題上較為嚴重，顯見時間因素是領域召集人進行課程領導時的
阻礙。另外，由於學習領域並無明確的經費來源，因此在運作上可能會缺乏經費的挹注。最
後，由於學習領域召集人在課程領導上職權不明，缺乏明確規定的法職權，許多在領域小組
會議裡決定的事項，仍需提到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或者由行政人員做最後的決斷，導致部
分領域召集人只做彙整意見的角色，而無法進行領導領域課程的推動工作。但從座談與訪談
的結果來看，與會者雖同意時間不夠、經費不足、職權不明確實是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
問題產生的主因，但是為了讓學習領域能妥善運作，召集人應亟力克服困難，尋求相關資源
的挹注（如學校經費的申請）
，以減輕此問題的嚴重性。

（四）不同背景的學習領域召集人，其對於課程領導的相關問題之看法有所差異
比較不同背景的領域召集人填答情形，部分題項裡男性領域召集人普遍比女性更認為課
程領導的問題較為嚴重；服務年資 6-15 年的召集人認為課程領導的問題較為嚴重；研究所學
歷者較其他學歷者認為課程領導的問題較為嚴重；兼任行政或導師者認為課程領導的問題較
為嚴重；直轄市的領域召集人認為課程領導的問題較為嚴重；小規模的學校較大型學校認為
學習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問題較為嚴重。

二、建議
隨著近年來課程改革與權力下放的教育思潮，復因教師專業化的呼聲日受重視，學校教
師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只要關照好班級教學即可，還必須擔負起重要的學校領導工作。其中，
學習領域召集人扮演著承上啟下、溝通協調的角色，未來勢必在學校課程發展的領導上具有
更加重要的地位。據此，本研究在歸納研究成果後，對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與學習領域
召集人在協助或進行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時提出下述建議：

（一）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法定領導職權必須更加明確
學習領域召集人是近年來課程改革後的產物，以工作任務來說理應領導學習領域的課程
發展，但在目前的學校場域中卻未具有足夠的法職權，其工作內容又與許多職位重疊（如年
級導師、教學組長、教務主任甚或是校長）
，因此其工作往往被限縮在彙整領域教師意見，或
是辦理一些教師專業成長的活動。本研究認為，就目前重視教師專業與學校本位課程發展的
思潮來看，教師領導是可見的趨勢，學習領域召集人的法定職權必須更加明確，尤其在學校
課程的發展上應當具有決策與推動的權力。除此之外，應規劃固定時間的領域會議並徹底執
行，以賦予學習領域召集人課程領導足夠的權力與運作環境。

（二）教師的工作負擔應加以減輕
據本研究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包括「互動討論時間不足」、「沒有時間研發教材」、「工
作繁雜負擔沉重」等題項其嚴重程度均高，顯見不管是領域召集人本身，或是領域裡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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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負擔均重，導致能在領域裡討論課程事務的時間不多。由於家庭型態與社會變遷的影
響，學校教師除了原有的教學責任以外，家長與社會對於教師角色有更多的期待與要求，無
形中加重了教師的負擔。為提高領域召集人的課程領導成效，建議在合理的範圍內，研議降
低教師的授課時數，並逐步調整師生比例，以降低領域教師們的工作負擔，進一步鼓勵領域
教師在領域裡共同討論與發展學校課程，維護學生學習品質。

（三）學校行政必須適時地提供資源與協助
包括學習領域經費不足、討論研發的時間不足、缺乏法定職權、行動研究缺乏獎勵與對
評鑑計畫不瞭解等課程領導的問題，都與學校行政人員是否有提供資源與協助有關。行政人
員除了需提供領域運作相關的經費與時間支持之外，還需協助教師瞭解現行政策（如教師專
業發展評鑑），並將部分的課程領導權分享給學習領域召集人，方能減少教師進行課程領導的
阻力，從而提高其動機與成效。

（四）教育行政機關應重新檢視九年一貫課程學習領域設計上的問題，並徵詢與彙
整學習領域召集人的相關意見
綜上所述，九年一貫課程已實施 10 年以上的時間，教育行政機關應重新檢視學習領域制
度上設計的問題，並瞭解目前學校進行領域教學所遇到的困境與問題，找出解決對策與方案。
此外，學習領域召集人的角色與任務未來將更加重要，尤其是在帶領教師達成學校與教育目
標時，領域召集人的地位將是關鍵的角色。未來教育行政機關在檢視教育政策與找尋解決策
略時，應考慮優先徵詢與彙整領域召集人的意見，讓每所學校的領域召集人扮演教育改革推
動之協助與回饋角色，將更有利於教育改革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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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Issues on Teacher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 Junior High Schools: Taking
Teacher Leaders of Disciplinary Areas as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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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ed issues that teacher leaders of various disciplinary areas
encountered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fter the Grade 1-9 curriculum was performed. We discovered
related issues by using a questionnaire, and tracked the sources and causes of the issues through a
focus group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Several teachers from 203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e survey
study and contributed 1,121 sets of valid data. Moreover, we conducted nine focus group interviews
in which 48 teacher leaders of various disciplinary areas attended. Thereafter, we interviewed five
teachers to obt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vey’s results. Four conclusions
were obtained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of the results. First, the severity of the
issues that teacher leaders of various disciplinary areas encountered in junior high schools at the
current stage was defined as low to moderate. Second, the issues often resulted from a disciplinary
division and the design of the school system. Third, a lack of time, shortage of funds, and undefined
responsibility and power we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 issues. Fourth, the teacher lead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had diverse views on the related issues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Keywords: the Grade 1-9 curriculum, curriculum leadership, teacher leaders of disciplin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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