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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高中課程標準修訂為一綱多本對歷史科教學及大考的影響調查問卷 

親愛的教育先進們：您好！ 

    敝人是現職高中歷史教師，也是政大歷史研究所研究生，現正在撰

寫碩士論文，主題為「歷史教科書新舊版本的比較」，這是一份學術研究

的問卷調查，目的在了解高中課程教材開放為審定本(即所謂一綱多本)

以來，對高級中學歷史科實際教與學方面的影響，希望經由這次的研究

心得，提供高中歷史教師暨教育政策當局參考。非常感謝您撥冗塡答本

問卷，您的協助對本研究非常珍貴，其所得的資料僅供本學術研究之用，

敬請安心作答，懇請您於 95 年 5 月 5 日前填妥後送交  貴校協助分發問

卷之同仁，再次誠摯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健康愉快！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 

                                          指導老師 呂芳上教授 

                                           研究生 郭智勇 謹上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四月 

 

一、基本資料（請在□內打勾） 

（一）學校屬性：1.□公立  2.□私立 

  性    別：1.□女    2.□男 

（二）服務年資：1.□5 年（含）以下  2.□6-10 年  3.□11-15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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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年  5.□21 年（含）以上 

  學校規模：1.□20 班（含）以下  2.□21-40 班   3.□41 班（含）

以上 

二、一綱多本下的歷史科教學 

    1.   自高中開放教科書審定本即所謂一綱多本以降，您曾任教過的

年級有： 

□高一    □高二   □高三   （可複選） 

2. 一綱多本開放以來，在教學方面您會參考其他版本的內容或觀

點融入您的教學？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您會綜合其他版本印製補充講義或測驗卷？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您認為新、舊 (統編版) 版本在內容方面何者差異較大？ 

（1）高一上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2）高一下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3）高二上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4）高二下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5）高三上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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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不同意 

（6）高三下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背面尚有題目） 

5. 您認為新編各個版本（有六版本）在內容方面何者差異較大？ 

（1）高一上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2）高一下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3）高二上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4）高二下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5）高三上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6）高三下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

非常不同意 

6. 請問您選用某版本教科書為教材的主要標準為何？（可複選） 

□簡潔明瞭，敘事有條不紊    □敘史筆法像小說般鋪陳情節    

□內容詳盡     □圖文印製精美   □備課資料詳盡    □電

子或教學檔案詳盡     □類似國編版  □其他（如影視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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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或教材）（請說明）___________ 

    7.  請問您最欣賞何版本教科書的編寫風格？ 

□統編版  □三民版  □大同版  □正中版  □南一版  □建

宏版  □龍騰版 

8.  您會參考或建議學生閱讀國編版教科書？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  您認為一綱多本開放以來，在教學方面影響為何？ 

 （1）提供更多元的歷史觀點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備課負擔較以往繁重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毫無影響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

同意 □非常不同意 

      （4）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您認為一綱多本開放以來，對大學學測及指定考科考試方面的影

響為何？ 

（1）題目更為靈活、多元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能引領歷史教師改變教學觀念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能提升學生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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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減輕學生學習負擔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95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即開始實施新的課綱，您認為 95 暫綱歷史課

程與 84 年公佈的課綱內容差異較大者為何？ 

     （1）高一上冊（台灣史）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

意 □非常不同意 

     （2）高一下冊（中國史）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

意 □非常不同意 

     （3）高二上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4）高二下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5）高三上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6）高三下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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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課程標準修訂為一綱多本對歷史科教學及大考的影響調查問卷 

親愛的同學：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塡答本問卷，這是一份學術研究的問卷調查，目的

在了解高中課程標準修訂為審定本即所謂一綱多本開放以來，在歷史科

教學方面的影響。您的填答對本研究非常珍貴，其所得的資料僅供學術

研究之用，敬請安心作答，懇請您於 95 年 5 月 5 日前填妥後送交  貴校

協助分發問卷之老師，誠摯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健康愉快！ 

                                       國立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 

                                           研究生 郭智勇 謹上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四月 

 

ㄧ、基本資料（請在□內打勾） 

（一）學校屬性：1.□公立  2.□私立 

（二）性    別：1.□女    2.□男 

（三）年    級：1.□高一  2.高二  3.□高三 

二、一綱多本下的歷史科學習情況 

1.自高中開放教科書審定本即所謂一綱多本以降，歷史教科書共有

6 版本，您會購買或參考其他版本的教科書？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一綱多本開放以來，歷史老師會參考其他版本融入他的教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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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歷史老師會綜合其他版本印製補充講義或測驗卷？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歷史老師會參考或建議學生閱讀統編版教科書？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 5.您同不同意選用某版本教科書為教材要徵詢學生的意見？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6.請問您認為理想的教科書應具備哪些條件？ 

    □簡潔明瞭，敘事有條不紊 □敘史筆法像小說般鋪陳情節  □

內容詳盡 

    □圖文印製精美   □備課資料詳盡  □電子教學檔案詳盡  

□類似統編版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背面尚有題目） 

   

 

  7.您認為一綱多本開放以來，在歷史科學習方面影響為何？ 

       （1）提供更多元的觀點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

同意 □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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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課業負擔較以往繁重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

同意 □非常不同意 

       （3）毫無影響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不

同意 □非常不同意 

       （4）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您認為一綱多本開放以來，在大學學測及指定考科方面影響為

何？ 

       （1）題目更為靈活、多元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能引領學生改變學習觀念□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能提升學生成績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能減輕學生學習負擔    □非常同意 □同意 □不一定 □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其他（請說明）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