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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分析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活動實施情況，本章針

對研究所得之主要發現歸納成結論，依據結論提出個人建議，作為行政機關及國

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參考。茲將前章統計分析後的結果分為第一節結論、第

二節建議。 

第一節 結  論 

壹、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學校分布現況 

一、國民中學現有學校位置位於縣轄市 33 校次（56.9%），位於鄉鎮者 25 校次 

（43.1%）。 

二、國民中學現有學校依學校規模分布，班級數 26 班以下有 17 校次（29.3%）；

27 至 44 班者有 9校次（15.5%）；45 至 62 班者有 12 校次（20.7%）；63 班

以上者有 20 校次（34.5%）。國民中學現有社會領域教師依學校規模分布，

26 班以下有 62 人次（11.5％），27 至 44 班者有 71 人次（13.1%），45 至 62

班者 119 人次（22%），63 班以上者有 289 人次（53.4%）。 

三、國民中學依學校成就分布，現有學校為指標學校有 17 校次（29.3%），非指

標學校有 41 校次（70.7%）。現有社會領域教師依學校成就分布，指標學校

教師有 156 人次（28.8％）；非指標學校教師有 385 人次（71.2％）。 

貳、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分布現況 

一、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性別，男性 121 人（22.4%），女性 420 人（77.6%），男

女比例約 1： 3。 

二、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年齡，「30 歲以下」有 125 人（23.1%）、「31-40 歲」有

218 人（40.3%）、「41-50 歲」有 169 人（31.2%）、「51 歲以上」有 29 人（5.4%）。 

三、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任教年資，「3年（含以下）」有86人（15.9%）、「4-10

年」有197人（36.4%）、「11-19年」有168人（31.1%）、「20年以上」有90人

（16.6%）。 

四、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身份，90.0％之社會領域教師為正式教師，10％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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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代課教師。98.2％之社會領域教師具有教師證，1.8％未具備教師證。依任

教專長科目分布依序為歷史科教師佔36.4%，地理科教師佔35.3%，公民科教

師佔26.4%。 

五、42.5％之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已參加領域學分研習。且資深教師參加領域

學分研習之意願不高。 

叁、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活動 

一、 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的授課方式 

（一）北縣社會領域教師對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持有消極意見，但仍積極正

向配合及參與。故教師現場 56.7％有合科教學經驗，71.2％教師採取分

科教學授課。 

（二）國民中學一年級採合科教學之比例最高（25.8％）；國民中學三年級採

分科教學之比例最高（70.6％）。 

（三）學校位於鄉鎮及 26 班以下社會領域教師採合科教學及合分科教學比例

較高。新進資淺教師採合分科教學的比例高於資深教師。 

（四）教師具備合科教學經驗與學校成就、教師性別、年齡、身份、任教專長

無關，與學校位置、規模及教師任教年資有關。93學年度有合科教學經驗

的合科教學教師高於無合科教學經驗的合科教學教師 

（五）決定社會領域授課方式之關鍵為教學研究會（課程研究小組）、教師及

課發會，顯示學校決定授課方式，已透過會議由教師專業多數決。惟教

師在決定「授課方式」充分受到教育政策影響。 

二、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學生學習時數 

（一）學生入學至畢業，社會領域三年學生學習時數預估，各年級學生學習時數

所佔比例最低為 18 節，約在 113.-13.4％之間；各年級學生學習時數所

佔比例最高為 19-24 節，約在 44.2.-45.2％之間；至於各年級學生學習

時數最高為 30 節以上之學校，約在 28.3-30.1％之間。 

（二）國中學生三年社會領域學習時數為 30 節者，三年共 600 節課；18 節者，

三年共 360 節課。差距可達 240 節，呈現學生學習時數多元化。與之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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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版之學生學習時數相比，減少了一半。目前北縣各國中校際與年級間社

會領域學生學習時數不等，出現社會領域教師處理教材與教學困境。 

三、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材「教學子題」數量 

（一）公民科部份，部編版「教學子題」數量共 54 個，仁林版、南一版及翰林

版「教學子題」數量均高於部編版，其中南一版之「教學子題」數量最高

為部編版「教學子題」數量 1.59 倍。康軒版「教學子題」數量最少為部

編版「教學子題」數量之 85％。 

（二）歷史科部份，部編版「教學子題」數量共 305 個，仁林版、南一版、康軒

版及翰林版「教學子題」數量均低於部編版，其中仁林版之「教學子題」

數量最高達 304 個，幾乎等於部編版「教學子題」數量。翰林版「教學子

題」數量最少，亦達 202 個，為部編版「教學子題」數量之 66％。 

（三）地理科部份，部編版「教學子題」數量共 112 個，仁林版、南一版及翰林

版「教學子題」數量均高於部編版，其中又以仁林版之「教學子題」數量

最高達 158 個，為部編版「教學子題」數量 1.41 倍。康軒版「教學子題」

數量最少亦達 106 個，為部編版「教學子題」數量之 94％。 

（四）總計國中二年 1-4 冊之教科書之教學子題總數，仁林版/526 個教學子題

數，南一/481 個教學子題數，康軒/396 個教學子題數，翰林/380 個教學

子題數，83 年部編版/471 個教學子題數。可知教材內容並未相對減少。 

四、國民中學現有教學設備及使用情形 

（一）國民中學提供專科教室作社會領域教師教學使用的學校數不到四成，但有

提供專科教室者管理多已建立登記制度且採教師自助式借用。設備、教材

內容、授課時數等因素影響教師使用專科教室频率。 

（二）國民中學提供電化設備作社會領域教師教學使用的學校比例極高，超過七

成學校認為足供教師使用，且公開告知社會領域教師電化設備的借用程

序，且將近六成認為教師會獨立操作使用電化設備。 

（三）縣立國中各校電化教學設備存在差異。教師使用電化設備，因設備、教材

內容、授課時數影響及課程內容等因素使教師面臨教學的兩難。 

（四）國民中學提供圖儀設備供社會領域教師教學使用的學校的比例極高。行政

對教師的圖儀設備使用期許不高，社會領域教師對自我教學要求較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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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設備與教材內容相關度、行政管理借用方便及用心規劃課程等因素影響

教師教學使用頻率。  

（五）行政人員與社會領域教師對社會領域教學實施現況看法存在差距；行政人

員看法較現場基層教師要樂觀及寬鬆。 

五、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現況 

（一）整體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總平均分數 3.71 落在「符合」與

「非常符合」之間，表示教師教學行為整體現況居於中上。 

（二）整體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得分最高的是「增進有效溝通」層

面，表示增進有效溝通為現行教師教學行為強項；整體國民中學社會領域

教師在教學行為，得分最低的是「活用教學策略」層面。表示活用教學策

略為現行教師教學行為弱項。 

（三）「掌握教學目標」層面，教學行為最優強為教師教學時，能呈現教材主題

與重點；教學行為最弱項為教師教學時，未能充分提供切合教學目標的自

編教材。 

（四）「活用教學策略」層面，教學行為最優強項為教師教學時，能結合學生日

常生活經驗；教學行為最弱項為教師教學時，未能充分依據教學需要應用

各種電化設備。 

（五）「增進有效溝通」層面，教學行為最優強項為教師教學時，能以眼神、臉

部表情和肢體動作配合口語傳達意義；教學行為最弱項為教師教學時，未

能充分鼓勵學生之間互動討論。 

（六）「營造學習環境」層面，教學行為最優強項為教師教學時，能以和善親切

的語氣與學生互動；教學最弱項為教師教學時，未能充分引導學生進行同

儕合作學習。 

（七）「善用評量回饋」層面，教學行為最優強項為教師教學時，會明確的指正

學生的學習錯誤；教學行為最弱項為教師教學時，未能充分根據評量結果

進行補救教學或加深加廣的指導。 

（八）研究發現學校行政看法與教師教學認知有程度差距，47.9％行政及 79.8

％教師認為多元化教學「尚待加強」。54.2％行政已訂定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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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教師因教學時間及設備因素影響多元化教學實施。 

肆、不同學校背景之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 
一、從不同學校位置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發現學校位

置不同的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師教學行為並無差異。 

二、從不同學校規模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 

（一）「45-62班」的教師教學行為在「掌握教學目標」教學行為符合程度高

於「44班以下」的教師。「63班以上」的教師符合程度高於「26班以下」

的教師。 

（二）「45班以上」的教師，「教學前有足夠的時間充分備課且能連結舊經驗

與新概念」之符合程度高於「26班以下」的社會領域教師。 

（三）「45-62班」的教師教學時，能呈現教材主題與重點且能連結舊經驗與

新概念之符合程度高於「27-44班」的教師。 

三、從學校成就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 

（一）「指標學校」教師在「增進有效溝通」「善用評量回饋」層面，高於「非

指標學校」教師。 

（二）「指標學校」教師在教學前有足夠的時間充分備課、教學時，會明確的

指正學生的學習錯誤，會根據評量結果進行補救教學或加深加廣的指

導，高於「非指標學校」的教師。 

伍、不同教師背景之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 

一、從教師性別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發現性別未影響教

師教學行為。 

二、從教師年齡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 

（一）整體分析教師年齡為「31-50歲」符合度高於「30歲以下」的社會領域

教師。 

（二）在「掌握教學目標」層面，「31-40歲」高於「30歲以下」的社會領域

教師。在「增進有效溝通」及「營造學習環境」，「31-50歲」高於「30

歲以下」的社會領域教師。在「善用評量回饋」層面，「31歲以上」高

於「30歲以下」的社會領域教師。在「活用教學策略」，教師年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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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差異。 

（三）「51歲以上」的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前，有足夠的時間充分備課的符合

程度高於「40歲以下」的社會領域教師。「31歲以上」的社會領域教師

在教學時，能使用適當語言文字進行教學的符合程度高於「30歲以下」

的社會領域教師。「41-50歲」的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時，能對學生的

反應做建設性的回饋，會根據評量結果進行補救教學或加深加廣的指導

之符合程度高於教師年齡「30歲以下」的社會領域教師。「31-40歲」

的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時，能引導學生進行同儕合作學習，自評符合程

度高於「30歲以下」的社會領域教師。 

三、從教師身份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發現正式教師與代

理代課教師教師教學行為差異不大。且從教師任教專長探討教師教學行為之

差異不大。 

四、從任教年資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 

（一）任教年資影響教師教學行為，任教年資在「11年以上」高於「3年（含

以下）」之社會領域教師；任教年資在「20年以上」高於「4-10年」之

社會領域教師。 

（二）在「掌握教學目標」「增進有效溝通」層面，任教年資為「20年以上」

高於「10年（含以下）之社會領域教師。在「營造學習環境」層面，任

教年資「3年以上」高於「3年（含以下）」之社會領域教師。在「善用

評量回饋」層面，任教年資為「20年以上」高於「3年（含以下）」之

社會領域教師。在「活用教學策略」層面的自評上，任教年資未達顯著

差異。 

（三）教學「20年以上」之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前，有足夠的時間充分備課，

高於教學年資「10年（含以下）」之社會領域教師。 

教學「20年以上」之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時，能連結舊經驗與新概念，

且能以眼神、臉部表情和肢體動作配合口語傳達意義，能對學生的反應

做建設性的回饋，會明確的指正學生的學習錯誤，會根據評量結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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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教學或加深加廣的指導等行為符合高於教學「3年（含以下）」之

社會領域教師。 

教學「11年以上」之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時，能使用適當語言文字進行

教學高於教學年資「3年（含以下）」之社會領域教師。 

五、從領域學分研習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發現教師「有」、「無」

參加領域研習在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不大。 

六、從授課方式探討國民中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 

（一）有無合科教學經驗對教師教學行為的差異不大。但不同授課方式影響社

會領域教師教學行為，採「分科教學」高於「合分科教學並進」的社會

領域教師。 

（二）在「掌握教學目標」層面，採「分科教學」的社會領域教師符合程度高

於「合分科教學並進」及「合科教學」的社會領域教師。在「營造學習

環境」層面，採「分科教學」高於「合分科教學並進」的社會領域教師。 

（三）採「分科教學」的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時，能連結舊經驗與新概念、能

呈現教材主題與重點等方面自評符合程度高於「合科教學」的社會領域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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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  議 

本節根據文獻分析及研究發現結果，分別對教育行政機關、師資培育機構、

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教師及未來相關研究者提出建議，祈使未來社會領域教學能

更加落實又有成效。 

壹、 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一、加速降低班級人數，減少教師授課時數，實施精緻教育。 

「少子化」是近年教育的現象，各校因學生不足而減班，宜利用時機降低班

級人數，減少教師授課時數，解決分科教學所衍生班級數過多的問題。使教師能

充分備課、自編教材及應用各種電化設備實施多元化教學；同時解決「超額教

師」、「流浪教師」及「教室閑置」的現況。 

二、重新檢討各領域學生最低學習時數，以利多元化教學及德育課程之實施。 

「學習時數」是教師普遍最感困擾的因素，也是九年一貫課程給予社會領

域教學最大的限制，宜重新檢討相關規定，俾利教師教學時，能鼓勵學生之間互

動討論，能引導學生進行同儕合作學習，會根據評量結果進行補救教學或加深加

廣的指導，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益，維護國民品德之養成。 

三、挹助地方教育經費，充實教學設備。 

研究發現，相關教學資源如專科教室、電化設備、圖書、影帶呈現不足及教

師不會操作現象。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寬列補助地方教育預算讓國民義務教育得

以有效執行增購或維護學校各項教學軟硬體，尤其應提供學校足夠之後續維修經

費，務必達成學校「有設備」、教師「會操作」、教學「願意且充分使用」各種

電化與圖書設備。 

四、傾聽教師教改聲音，調整教改方向。 

教師是教育改革成敗的關鍵，但教師在教改過程中並未受到肯定。教育主

管機關應於實施教改第一輪之際，聆聽教師的專業聲音，由下而上對症下藥改善

教學。相關教師研習以加強教師自編教材、應用電化設備的能力為主，提供適合

學生互動討論、合作學習及補救教學或加深加廣的指導的時空環境，使教師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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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及專長得以發揮。 

貳、對師資培育機構的建議：  

一、增強教師教學自主能力 

因應統整教學之必要，在師資培育養成及在職進修階段，應開設「社會領

域」相關學分，增加教師專門學科知識。相關教材教法應開設電化設備操作、資

料彙整運用及自編教材之實務課程，以符合多元化教學之需要，增強教師教學自

主能力。 

二、加強教師時間規劃能力 

    時間永遠不夠，如何在有限的學習時數內達到應有的教學成效是一種能力，

有待學習與練習，在師資培育養成及在職進修階段，應開設「時間規劃」相關學

分，增加教師專業能力。 

叁、對學校行政人員的建議 

一、強化教學研究會（課程研究小組）功能，交換教師教學經驗。 

研究發現無論在年齡或任教年資，資深教師符合程度都高於年輕及資淺教

師，正式教師又高於代理代課教師，另於電化教學方面，代理代課教師高於正式

教師。故應重視教師教學經驗交換，強化教學研究會（課程研究小組）之進修功

能，使能達到教師教學經驗互通之成效。 

二、積極鼓勵教師運用教學資源及設備，提升教學績效。 

研究顯示行政人員對教師教學期望不高，學校應發揮「比馬龍效應」，落實

行政服務教學觀念，積極提供各項教學支援，鼓勵教師發揮現有設備功能，提升

教學績效，成為21世紀全方位教師。學校行政單位應加強設備器材之保管維護並

簡化設備借用流程，建立「器材寧願用壞，不要放到壞」的觀念，充分發揮設備

功能又能兼顧設備財產管理。同時妥慎運用有限教育經費充實更新及維護學校軟

硬體設備，鼓勵教師採用多元化教學，吸引學生學習興趣，增加教學成效。 

三、協助教師運用資源實施多元化教學，讓課程與社會生活結合。 

學校並應協助教師排除多元化教學可能面臨的問題。利用進修、讀書會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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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會安排校內相關圖書、影帶導讀經驗分享，由教師影響教師使用圖書、教

具、影帶、電化設備的意願，以達科技代替人力教學更容易之目標。落實人力支

援制度，協助教師免除「安全顧慮」、「時間顧慮」，放手揮灑多元化教學。 

四、增強教師教學相關能力，安排教師實務課程進修： 

依據研究結果，教師在教學方法、教材選擇、及授課方式具有決定權，惟教

師實務課程進修，必須掌握學校研習風氣及資優教師之經驗分享，讓進修與教學

連結，拓展師生宏觀視野，既能達成教學成效，也減少教師負擔。善用臺北縣社

會領域輔導團之網路平台，鼓勵教師提供優良的課程計畫、教案設計、評量方式

及教學小偏方公佈於網站上，以達經驗分享交流之目的，使教學時，提供切合教

學目標的自編教材，應用各種電化設備，鼓勵學生互動討論進行同儕合作學習並

根據評量結果進行補救教學或加深加廣的指導。 

五、觀照教師教學表現並給與精神鼓勵。 

教師在教學現場的付出是專業的肯定，良心的事業，應多給予教師精神鼓

勵，以優質教學影響劣質教學。 

肆、對社會領域教師的建議 

一、教學時，能提供切合教學目標的自編教材，能依據教學需要應用各種電化設

備，能鼓勵學生之間互動討論能引導學生進行同儕合作學習，會根據評量結果進

行補救教學或加深加廣的指導。 

二、積極參與教學研究會（課程研究小組），加強教學方法之專業經驗傳承。 

教學是極專業性與藝術化的活動，教師透過不斷地自我省思與探索、分享，

逐步提昇專業自主能力，增進教學品質和教學效益，營造有利於學生學習的理想

教學情境。研究顯示資深教師與資淺教師應有傳承對話及學習的時空，提昇教師

專業團隊力量，故教師應積極參與教學研究會（課程研究小組）。 

三、加強教學資源及設備之操作能力，以達科技代替人力教學更容易。 

多元化教學增加學生學習興趣為時勢所趨，教師應學習相關電化設備之操

作，減輕行政人員負擔及加強教學自主能力，透過正確操作教具及設備，務使充



 

  - 11 - 

分發揮物力且成為教學習慣與常態，發揮現有學校軟硬體設備的功能。並能進一

步教導學生網路倫理、資訊著作權及資料彙整運用等方法。 

四、增強教師自編教材的能力，善用社區資源。 

由於一綱多本，各版本教材份量與內容不一，但學生學習時數縮減嚴重，教

師應從教學目標重新審思，就實際教學系統簡化重組教材，並配合94年第一屆學

力測驗之出題方向，提供不同程度之學生加深加廣之教材，以加強領域教學目標

之實現。善用人力、物力、財力，尤其在地方耆老、家長均是可善加利用，透過

地方社區之交流，可以增進教學之內容，也讓鄉土教學落實於學校教育。 

五、增強教師時間規劃與維持身心平衡。 

工作負擔壓力大，教師時間運用與規劃宜兼顧身体健康、心理快樂、定時運

動及保護喉嚨，要有健康的教師才有健康的教學。 

伍、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擴大研究範圍，增加研究樣本  

由於研究者的時間與能力有限，因此本研究之範圍僅以臺北縣社會領域教師

為主調查樣本，輔以行政人員看法，未來從事相關研究者若時間允許，應可將研

究範圍擴及學生以涵括不同立場的觀點及意見。 

二、研究工具編制宜再更嚴謹  

本研究工具採用研究者自編的「國民中學社會領域實施現況調查問卷」，所

得研究的結論僅限於問卷上所分析的層面，至於其他相關之變項是否影響本研究

所採用之內部變項，並未在本研究範圍。值得未來研究在問卷上進一步探討，並

編製更合宜之量表。 

三、研究主題 

未來之研究主題可針對各校進行社會領域教學實施之策略探討，尋求有效教

學所面臨的問題並研究解決之道都是題材選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