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五 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究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中，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

師領域教學進修，對進修方式、進修科目、進修內容之需求及進修之成效。

本章將研究所得之主要發現歸納成結論，並依據結論，提出個人淺見，作為

行政機關、師資培育機構、及教師個人作為參考。茲將前章統計分析後的結

果分第一節主要研究發現、第二節結論、第三節建議等三部分臚列如后：  

第 一 節    主要研究發現 

壹、就九年一貫課程國中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方式而言 

一、就「授課方式」而言，教師覺得最有效的方式依次為「講述式」、

「討論式」、「教學觀摩」、「個案研討」、「工作坊」。顯示教

師仍較習慣於聽講的授課方式，對於研習時間較長、需實地操作的

工作坊形式的授課方式接受度仍較低。 

(一) 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較未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講述式」

是較有效的授課方式。未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較參加領域教學進

修教師認為「工作坊」是較有效的授課方式。 

(二) 女性教師較男性教師認為「講述式」、「教學觀摩」、「個案研討」

是較有效的授課方式。 

(三) 任教6~15年的教師較任教16~25年之教師認為「個案研討」是較

有效的授課方式。 

二、就「授課講師」部分來看，教師覺得最有效的授課講師依序為實務

工作者、資深教師、大學教授、教育行政人員。可能是教師認為九

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對於實務經驗需求度較高，對於理論部分需求

度則較低，因此進修教師對於由實務工作者和資深教師來擔任授課

教師，感覺進修成效較好。此外對於教育行政人員擔任授課講師則

有較多教師持完全否定的看法。 

(一) 未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較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實務工作

者是較有效的授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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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50歲以下教師較50歲以上教師認為大學教授、教育行政人員、資

深教師、實務工作者是較有效的授課講師。 

(三) 教學年資25年以下的教師較教學年資25年以上的教師認為資深教

師是較有效的授課講師。 

(四) 縣(直)轄市學校教師較一般鄉鎮學校之教師認為大學教授是較有

效的授課講師。 

三、就「上課成員組成方式」而言，教師覺得最有效的上課成員組成方

式依序為領域核心課程共同上課，專門科目分科上課、單科教師單

獨上課、不同科目教師合科上課。 

(一) 未參加過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較參加過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領域

核心課程共同上課，專門科目分科上課是較有效的上課成員組成方

式。 

(二) 31~40歲教師較 50歲以上教師認為單科教師單獨上課是較有效的

上課成員組成方式。 

(三) 教學年資6~15年的教師較教學年資26年以上的教師認為單科教師

單獨上課是較有效的上課成員組成方式。 

(四) 公民科教師較歷史科教師認為不同科目教師合科上課，是較有效的

上課成員組成方式。 

(五) 25~48班學校教師較 49班以上學校教師認為不同科目教師合科上

課，是較有效的上課成員組成方式。 

(六) 包領域教學方式教師較分科教學之教師認為不同科目教師合科上

課，是較有效的上課成員組成方式。 

貳、就九年一貫課程國中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科目需求而言 

一、大部分社會領域教師認為需要修習「社會學習領域概論」。 

二、社會領域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歷史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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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台灣史、世界史、中國史、世界史概論、史學概論。 

(一) 歷史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歷史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台灣史、世界史、中國史、台灣國際關係史、台灣原住民史。 

(二) 地理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歷史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世界史、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概論、史學概論。 

(三) 公民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歷史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台灣史、世界史、史學概論、中國史、世界史概論。 

三、社會領域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地理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臺灣地理、氣候學、世界地理、地學通論、地形學。 

(一) 歷史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地理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臺灣地理、地學通論、世界地理、氣候學、地形學。 

(二) 地理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地理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氣候學、地理資訊系統、臺灣地理、地形學、世界地理。 

(三) 公民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地理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臺灣地理、地學通論、世界地理、中國地理、氣候學。 

四、社會領域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公民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經濟學、法學緒論、民法(一)、刑法(一)、社會學。 

(一) 歷史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公民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經濟學、法學緒論、民法(一)、刑法(一)、社會學。 

(二) 地理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公民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經濟學、法學緒論、社會學、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與教學、政治學。 

(三) 公民科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公民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目分別是： 

法學緒論、經濟學、刑法(一)、民法(一)、政治學。 

五、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歷史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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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分別是： 

台灣史、世界史、中國史、台灣文化史、世界史概論。 

未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歷史專門課程的前五名

科目分別是： 

台灣史、世界史、史學概論、中國史、世界史概論。 

六、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地理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

目分別是： 

臺灣地理、氣候學、世界地理、地學通論、地理資訊系統。 

未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地理專門課程的前五名

科目分別是： 

臺灣地理、氣候學、地學通論、世界地理、地形學。 

七、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公民專門課程的前五名科

目分別是： 

法學緒論、民法(一)、經濟學、刑法(一)、公民教育。 

未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認為最需要進修公民專門課程的前五名

科目分別是： 

經濟學、法學緒論、民法(一)、刑法(一)、政治學。 

參、就九年一貫課程國中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需求而言 

一、從「是否參加領域教學進修」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

需求上的差異： 

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對於有關「課程設計」的課程內容，其需求

程度大於未參加領域教學進修教師。 

二、從「性別」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需求上的差異： 

女性教師對於有關「教學方法」的課程內容，其需求程度大於男性

教師。 

三、從「年齡」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需求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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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0歲以下教師對於有關「課程設計」的課程內容，其需求程度均

大於51歲以上教師。 

(二) 50歲以下教師對於有關「教學方法」的課程內容，其需求程度均

大於51歲以上教師。 

(三) 50歲以下教師對於有關「教學資源與研究」的課程內容，其需求

程度大於51歲以上教師。 

(四) 30歲以下教師和 41~50歲教師對於有關「教學資源與研究」的課

程內容，其需求程度大於51歲以上教師。  

四、從「教學年資」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需求上的差

異： 

教學年資1~5年教師對於有關「教學資源與研究」的課程內容，其

需求程度大於教學年資6~15年教師。 

五、從「教學科目」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需求上的差

異： 

地理科教師對於有關「課程設計」的課程內容，其需求程度顯著大

於歷史科教師。 

六、從「學校規模」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需求上的差

異： 

(一) 24班以下學校教師對於有關「課程設計」的課程內容，其需求程

度大於49班以上學校教師。 

(二) 24班以下學校教師對於有關「教學方法」的課程內容，其需求程

度大於49班以上學校教師。 

(三) 24班以下學校教師對於有關「評量與評鑑」的課程內容，其需求

程度大於49班以上學校教師。 

七、從「學校位置」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需求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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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偏遠鄉鎮學校教師對於有關「評量與評鑑」的課程內容，其需求程

度大於縣(直)轄市學校教師。 

(二) 偏遠鄉鎮學校教師對於有關「評量與評鑑」的課程內容，其需求程

度大於一般鄉鎮學校教師。 

八、從「教學方式」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需求上的差

異： 

包領域教學教師對於有關「教學資源與研究」的課程內容，其需求

程度大於分科教學教師。 

肆、就九年一貫課程國中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成效而言 

一、從「性別」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成效上的差異： 

女性教師與男性教師對於進修成效未達顯著差異。 

二、從「年齡」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成效上的差異： 

不同年齡教師對於進修成效未達顯著差異。 

三、從「教學年資」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成效上的差異： 

不同教學年資教師對於進修成效未達顯著差異。 

四、從「教學科目」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成效上的差異： 

(一) 公民科教師對於有關「課程設計」的進修成效，大於歷史科教師。 

(二) 地理科教師和公民科教師對於有關「教學資源與研究」的進修成

效，大於歷史科教師。 

(三) 公民科教師對於有關「評量與評鑑」的進修成效，大於歷史科教師。 

五、從「學校規模」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成效上的差異： 

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對於進修成效均未達顯著差異。 

六、從「教學方式」變項來探討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成效上的差異： 

不同教學方教師對於進修成效均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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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結論 

壹、國民中學教師領域教學之現況 

一、本研究所調查之結果，男女教師人數比約為3：7，而國民中學女性

教師人數比率從民國三十九年的 16.04﹪逐年遞增到民國九十二年

的60.8﹪(教育部，民93)。  

二、就本研究所調查之樣本而言，九年一貫課程目前實施至七、八年

級，參與九年一貫課教學的教師大多為40歲以下、教學年資15年

以下之教師，較有體力與意願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改革之要求，其對

九年一貫新課程的教學經驗將可供其他教師參考。 

三、師資培育多元化及教育學程開放，提升了教師本科的教學專業，90

﹪以上的社會領域教師皆為本科系或相關科系畢業，且99﹪以上的

社會領域授課教師皆已取得社會領域各科教師。但取得社會領域教

師證的教師仍不多，應多開設領域教學進修班並鼓勵教師進修，以

取得領域教師證，落實九年一貫課程領域教學精神。 

四、社會領域的教學方式，超過 60﹪的學校採用分科教學，不到 40﹪

的學校採用包領域教學，只有 1﹪的學校採用協同教學。可能是教

師教自認其他科教學專業不足、教學習慣仍不易改變，或相關配套

措施不足，以致於實施包領域教的學校不到一半，也讓教師對協同

教學方式裹足不前。因此教育主管機關應儘速完成相關配套措施，

提供足夠教育資源，讓教師能放心的實施領域教學。 

貳、國民中學教師對領域教學進修之需求：  

一、進修方式 

教師認為最有效的授課方式為講述式、教學觀摩、討論式，顯

示教師仍較習慣於聽講的授課方式，對於研習時間較長、需實地操

作的工作坊形式的授課方式接受度仍較低。而對於教學觀摩方式則

呈現較兩極化結果。因此日後領域教學進修班授課方式的安排，可

以講述式為主，教學觀摩為輔。 

至於授課講師的部分則儘量安排實務工作者，提供實務經驗，

 127



大學教授則以理論基礎為主，兼顧理論與實務，俾增進進修成效。 

而進修成員上課組成方式，則於領域核心課程時可安排不同科

目教師共同上課，以增進不同科目教師間互動，加強科際間橫向連

繫，專門科目部分則維持各科教師單獨上課，強調各科專業範疇。 

二、進修科目 

「社會學習領域概論」是必要修習的科目。 

歷史專門科目部分則以台灣史、世界史、中國史、世界史概論

與史學概論為主，以台灣國際關係史、台灣原住民史、台灣文化史

為輔。 

地理專門科目部分則以臺灣地理、氣候學、世界地理、地學通

論、地形學為主，以地理資訊系統、中國地理為輔。 

公民專門科目部分則以經濟學、法學緒論、民法(一)、刑法

(一)、社會學為主，以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與教學、政治學為輔。 

社會領域教師在師資養成階段較少接觸台灣史與台灣地理方

面的課程，而當前的九年一貫課程著重本土教育，教師亦感受到對

於台灣本土文化認識不深，顧急須藉由專門科目的進修來加強這面

的專業知能，以提升教學的素質與內涵。 

此外，世界地球村及經濟共同體的概念高漲，人民的生活型態

與經濟產生密不可分的關係，社會領域教師認為經濟學科是需要加

強的專業知識。 

三、進修內容 

社會領域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最感需要的進修內容是教

學活動設計、六大議題融入教學課程設計、領域統整課程設計以及

領域教學計畫撰寫。 

在「教學方法」方面，以教學方法與教學創新、教學模式與教

學技巧最感需要，其次是資訊融入教學。 

在「教學資源與研究」方面，以教學相關軟體應用與資訊概論、

教學檔案之建立及社區教學資源發掘與應用最感需要。 

在「評量與評鑑」方面，以瞭解學生個別差異與診斷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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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多元評量實務設計及回饋學習者之技巧最感需要。 

以上有關教師對進修內容的需求，皆達到部份需要與大部份需

要之間，表示師資培育機構在安排社會領域教學進修內容時，可考

量社會領域教師對進修內容之需求，做為日後規劃進修課程參考依

據。 

參、進修成效 

社會領域教師在「課程設計」方面，感覺最具成效的進修內容

是教學活動設計、領域統整課程設計以及領域教學計畫撰寫。 

在「教學方法」方面，感覺最具成效的進修內容是教學方法與

教學創新、教學模式與教學技巧及資訊融入教學。 

在「教學資源與研究」方面，感覺最具成效的進修內容是教學

檔案之建立、社區教學資源發掘、教學相關軟體應用與資訊概論及

教師行動研究。 

在「評量與評鑑」方面，感覺最具成效的進修內容是教學評鑑、

課程評鑑及多元評量實務設計。 

以上有關教師對進修成效的敘述，皆達到部份符合與大部份符

合之間，表示師資培育機構所安排之社會領域教學進修課程，大多

能達到社會領域教師參加領域教學在職進修之進修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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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建議 

 

綜合本研究的發現與結論，提出數項具體建議，供教師在職進修有關單

位參考，以促進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九年一貫課程領域教學在職進修之成

效。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確立九年一貫課程領域教學政策之走向，鼓勵教師參與進修活動 

由於九年一貫課程領域教學政策之走向未定，六成以上學校仍

維持舊課程標準分科教學模式，以致於現職社會領域教師對於參加

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九年一貫課程領域教學在職進修意願不

高，各師資培育機構招收現職教師皆不足額，由代理代課教師及實

習教師遞補，對於現階段推動之領域教學助益不大。師資是達成領

域教學的重要關鍵，所以教育行政機關應多多鼓勵教師參與領域教

學學分班之進修活動，以具備領域教學的能力。 

二、建立教師進修需求評估機制，針對教師需求開辦相關課程 

教師進修意願與其需求有密切的關係，師資培育機構開設的課

程符合教師進修需求，教師才會有進修意願。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

先了解、調查教師進修需求，在請師資培育機構開設教師在職進修

課程時，並能顧及不同背景教師需求的差異，以因應教師的需求，

提高教師的進修意願。 

三、研議相關配套措施，改進教學環境 

針對九年一貫課程對校園教學生態所造成的改變，了解教師實

施領域教學或協同教學的困難原因，研議相關配套措施，改善教學

環境，以創造有利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條件，落實九年一貫課程之

目標，培育具備十大基本能力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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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日後辦理社會領域領域教學進修班時，在進修方式、開設科目、課

程內容與成效檢核方面建議如下： 

一、進修方式方面 

授課方式的安排，可以講述式為主，教學觀摩為輔。授課講師

的部分則儘量安排實務工作者，提供實務經驗，大學教授則以理論

基礎為主。而進修成員上課組成方式，則於領域核心課程時可安排

不同科目教師共同上課，專門科目部分則維持各科教師單獨上課。 

二、開設科目方面 

在歷史專門科目部分以台灣史、世界史、中國史、世界史概論

與史學概論為主，以台灣國際關係史、台灣原住民史、台灣文化史

為輔。在地理專門科目部分則可以臺灣地理、氣候學、世界地理、

地學通論、地形學為主，以地理資訊系統、中國地理為輔。在公民

專門科目部分則可以經濟學、法學緒論、民法(一)、刑法(一)、社

會學為主，以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與教學、政治學為輔。 

三、課程內容方面 

在「課程設計」方面，以教學活動設計、六大議題融入教學課

程設計、領域統整課程設計以及領域教學計畫撰寫為主要內容。 

在「教學方法」方面，以教學方法與教學創新、教學模式與教

學技巧、資訊融入教學為主要內容。 

在「教學資源與研究」方面，以教學相關軟體應用與資訊概論、

教學檔案之建立及社區教學資源發掘與應用為主要內容。 

在「評量與評鑑」方面，以瞭解學生個別差異與診斷學生學習

困擾、多元評量實務設計及回饋學習者之技巧為主要內容。 

四、建立教師進修後續成效檢討機制 

師資培育機構應對參加進修之教師，進行進修中與進修後成效

調查，以驗證所開設的課程，在授課方式、授課講師、講授內容、

上課成員組成方式等方面，是否能達成在職進修之目的，以做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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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規劃課程時修正之參考。 

 

參、對教師個人的建議 

一、調整自我心態 

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已是既成的事實，教師不應再有觀望甚至

排拒的心態，應配合九年一貫課程學習目標，調整教學方法，若覺

得本職專業學能有所不足時，則應主動參加領域教或專長增能學分

班的進修，加強教師教學專業素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追求教學專業 

教師本身就是一種專業工作，面對日益更新的知識，宜抱持終

身學習之理念，提昇自我的專業，超越自我、改變心智模式，故應

時常利用領域教學研究會時間，與同領域其他科別教師討論教學方

法，分享教學心得，共同討論設計統整課程，並自我檢核教學成效，

若發現本身教學知能欠缺、教學成效欠佳，則應自我評估進修需

求，依據評估結果，選擇至適當的師資培育機構所開設之在職進修

班進修，以充實教學知能，創新教學，提升教學品質及教學成效。 

 

肆、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針對台北縣市公立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進行調

查，在推論上有其限制。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更大範圍、其他領域

的教師進行需求、成效之探討。 

二、研究內容方面 

在瞭解教師需要何種課程內容之後，對於其專業成長情形、及

是否能將進修內容應用於提升教學品質之上，都需要未來進一步的

研究。在本研究所選取的對象，有一部分是參加社會領域領域教學

學分班之國中現職社會領域教師，因研究時程與師資培育機構開設

領域教學學分班上課時間未能配合，以致於未能針對參加領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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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班進修的教師，實施前測、後測，以探討領域教學學分班的進

修課程，是否確能增進教師領域教學的能力，以評估領域教學學分

班的進修成效。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法，為更能深入瞭解教師們

對進修內容的需求，可輔以其他研究方法，如訪談、觀察或實驗設

計等，以期能更客觀、更詳細的瞭解國民中學九年一貫課程社會領

域教師的進修需求，進而提升教師進修成效，以落實九年一貫課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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