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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及其影響因素，為達到研究目的，乃

編製「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與影響因素調查問卷」，以高雄市、高雄縣

以及屏東縣共711位社會領域教師為研究對象，獲得有效問卷586份。並以描述性統

計、t考驗、變異數分析等進行資料分析，依據資料分析結果，獲得研究結論為：

（1）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均有不錯的表現，其中以「教學活動」創新最佳；

（2）年長、資深的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創新表現上大於年輕、資淺的教師，兼任主

任的社會領域教師，其教學創新表現也高於級任導師；（3）社會領域教師性別、學

歷、學校規模、學校地區不同，其創新教學的表現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性；（4）「對

教學工作充滿熱愛」的特質，「教學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與滿足感」的動機，「教

學進度允許」的情境，是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的重要影響因素。

關鍵字：社會學習領域、教學創新

1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教授

2屏東縣崁頂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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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十一世紀是個講求要有寬廣視野與無限創意的時代，先進國家為提升國家競爭

力，紛紛推出各項教育理念或改革措施。因此，政府也積極進行教育改革，以期能提

升國民的整體素質。而在這不斷的教改推動下，當代教師正面臨著：教育改革的急

迫性、社會變遷的加速性、學習效果的複雜性、學生成功的新指標等四大挑戰(吳武

典，2003)。

    教育部於2005年提出「創意臺灣、全球布局－培育各盡其才新國民」作為施政的

總目標，因此，在教育改革的推動上，也特別著重在創新能力與創造力的培養。在九

年一貫課程中，「欣賞、表現與創新」的能力則列為十大基本能力之一，可見「創

新」已是當代教師們所必備的基本能力與觀念。吳武典(2006)認為教育的觀點不再像

以往「塑造」學生的未來，而是協助學生透過其內在潛能、發揮創意來「創造」自己

的未來。教學創新是教育單位近年來積極推動的教育政策之一，主要是希望藉由教材

教法、課程和傳統思維的突破，啟發學生能多元思考主動學習，培養學生可以帶著走

的能力，以適應未來變化快速的時代(張仁家、葉淑櫻，2006)。在國內傳統的教學體

制中，社會學習領域（以下簡稱社會領域）教學往往偏重知識的背誦，教師塑造出強

烈的權威感，不注重學生思考、懷疑與批判能力，此種教學方式已不符合時代潮流，

社會領域教師必須有創新的思維，時時檢視自我教學，以學生為主體，發展出有創意

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意願，而達到學習成效，因此，教師需調整的不僅是課程

內容的創新，在教學及觀念上更要創新與突破。

    雖然九年一貫強調教學創新精神，但新課程實施後，是否每位社會領域教師皆

能實施教學創新，值得深思。個體的創造力與創新行為被許多因素影響，如授與自

主權、提供充分資源、適宜理想的挑戰、對於能力的獎賞、能自發性工作的獎賞等

(Amabile, 1996)，林偉文(2006)認為教師的創意內在動機與教學省思行為越高，則教師有

越高的創新教學行為；教師的創新行為也受到個人背景因素及環境因素的影響。廖靜

馥(2004)認為教學創新的重點不在於「什麼是教學創新」，而是思考教學創新的意義

和影響；由於教師於實施教學創新的過程中，無論是思考關於「教材」或「個人」

的問題，或進行各項教學活動，都將遭遇種種難題，也因而影響教學創新的實施。因

此，瞭解目前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情形，及其影響因素有哪些？將是研究的重

要課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的現況。

    （二）探討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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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析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的影響因素。

二、研究問題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的現況為何？

    （二）不同背景變項的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的差異情形為何？

    （三）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學創新的影響因素為何？

三、研究假設

    （一）不同性別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齡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職務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學歷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教學年資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六）不同學校規模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七）不同學校地區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

四、名詞釋義

    (一)社會領域教師

    本研究所稱之「社會領域教師」係指高雄縣、高雄市及屏東縣之公立國民小學現

任合格教師，任教科目以社會領域為主，包括教師兼任主任、教師兼任組長、科任教

師、級任教師。

    (二)教學創新

    教學創新乃是社會領域教師運用個人創造力，進而表現出教學創新的行為，在教

學運用上能使用適宜的新觀念與新教法，於教學中能善用他人或自己已發展出的新教

學觀念、方法或工具，活化教學內容，並根據教學成效予以彈性調整教學形式，以及

能時時反省，充實專業領域知識，善用各種教學資源，使教學更富意義與價值性。因

此包括教學理念、課程教材、教學活動、教學評量層面的創新。本研究所指的教學創

新是指在「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問卷的得分愈高，表示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

創新程度愈高；得分愈低，表示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程度愈低。

    (三)教學創新影響因素

    教學創新影響因素乃是指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由於教師本身或外在情

境，影響其創新教學的表現，主要包括教師的人格特質、教師的個人動機、教學的外

在情境等層面，其中教師的人格特質如對教學工作充滿熱愛、在教學活動上樂於接受

新的挑戰、遇到困難時會努力克服堅持到底、保持樂觀進取的態度、喜歡嘗試新的教

學方法等。教師的個人動機如同事的認同、家長的肯定、教學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與

滿足感、專業領域知識的學習與更新、一般非正式知識的學習與更新、學校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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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舉辦的激勵等。教學的外在情境如同儕之間的教學創意相互分享、學校行政團隊

的支援、教學進度允許、家長的支持、社區資源的提供、學生的學習成效等。

    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教學創新影響因素是指在「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影響因

素」問卷受試者的填答情形，以順位的排序來表示社會領域教師認為影響的重要程

度。

貳、文獻探討

一、教學創新意涵
    教學創新、創意教學在國內經常是相互轉換運用的詞彙。吳清山(2002)認為教學

創新乃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採用多元化活潑的教學方式和多樣化豐富的教學內容，

以激發學生內在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態度和提昇學生學習能力。廖靜馥

(2004)認為創新教學的教學類型中有一部分稱為創意教學，但創意教學比較強調獨創

性(originality)，因此要探討「教學創新」仍必須試著瞭解「創意教學」，創意教學是

教師創造力的發揮，而教師發揮創造力則有機會產生教學創新。吳雪華(2006)認為教

學創新比較偏向是運用他人或自己已發展出的新教學觀念、方法或工具，而創意教學

則較偏向運用自己發展出能激發學習興趣的教學方法或工具；廣義地來說，教學創新

與創意教學在意義上有許多相同之處。江羽慈(2003) 主張創意教學即是「教師運用其

創造力發展或運用新奇、發明的教學方法以達成教育目標」，包含了將創意想法實踐

於教學的歷程，亦可稱為「創新教學」。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是教師在教學上的創新與

創意表現，因此，創意教學、創新教學在本研究中均視為教學創新。

    若從Rhodes對創造力研究的定義所歸納的4P來看，相對「教學創新」來說，創造

的個人(person)即是教師；創造的歷程(process)則是整個課程形成的過程；創造的產品

(product)可能是教學想法或觀念、教學方法或教學策略、教學行為、教學資源的運用

等；而創造的壓力(press)就來自實施教學創新時，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引自林偉文，

2002)。綜合言之，教學創新講求的不再是一成不變，教師更不能固守窠臼，在教學上

必須精益求精，以學生為主體，重視個別差異，根據學生心智發展與需求，運用專業

學科的領域知識，配合教學技巧與能力，將創意想法實踐在教學歷程上，以達到預定

的教學目標，其教學結果必須是新奇和有價值的，對學生是有意義的，使學生的學習

生活經驗更為豐富，也是一種啟發式教育，以培養學生更高層次的能力，協助適應未

來不斷求新求變的社會。此外，教師也需時時自我反省、檢視有無改進之處，並主動

尋求各種資源的支持以及不斷加強專業知識，讓教學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因此，本研

究所探討的社會領域教學創新，乃是教師運用個人創造力，進而表現出教學創新的行

為，不是一定要獨自創造新的教學方法，而是在教學運用上能使用適宜的新觀念與新

教法，根據欲達成的教學目標，以學生為主體，於教學中能善用他人或自己已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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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教學觀念、方法或工具，活化教學內容，並根據教學成效予以彈性調整教學形

式，以及能時時反省，充實專業領域知識，善用各種教學資源，使教學更富意義與價

值性。

二、社會領域教學創新策略
    因應快速變遷與資訊爆炸的社會，學生要面對諸多的衝擊與挑戰，社會領域就是

一個能培養他們適應未來生活能力的學門，所以教師必須改變舊有的教學方式，在教

學方法、教學策略、教學活動設計方面都要求新求變，採取多樣化的教學策略與方

法，靈活運用各種教學活動，幫助學生獲得獨立學習、多元思考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李端華、徐新逸、吳美金、陳貞君、郭曼娜，2004)。因此，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各

層面上必需有所創新。

    傳統社會領域教學多以講述法為主，雖然講述法有其一定的好處，但若要學生有

更好的學習成效，教師應該要跳脫窠臼，在教學的呈現上應多元化，主要是要使學生

從被動的吸收，轉換為主動的建構。蔡文榮(2004)認為多元化的教學設計之目的在於

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化被動為主動。因此，創新教學就是要能改善教學呈現方式和

引發學生主動學習，以提高學習成效。

    從創意教學的理念分析，林秀玟(2004)認為教師應從「心」開始、從「新」開

始，使教學方法與內容活潑多元，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有關教學創新的問題，教師

應思考：1.教學目標的選擇與決定；2.教材內容的增刪與詮釋；3.教學方法的多元與適

性；4.學習策略的運用；5.學習評量的多元規準等五大層面（高強華，2002）。至於教

師創新教學表現，在平日教學當中最明顯的包括：1.不斷思索產生新的教學想法或觀

念；2.不斷創作出新的教材及組織新的教學內容；3.創新的教學方法或策略；4.創新的

評量方法及技術（羅綸新，2003）。

    史美奐 (2003)將創新教學分成三種層級：1.改善：教師依照教科書，擬定教學內容

及方式，透過上課與學生的互動，對內容及方式予以局部的修正；2.超越：從原本所

使用的教學方法與內容中，尋找其他可能的教學方法或做內容的大量調整；3.創新：

將課程內容或教學方法做根本性的調整，更視學生的情況運用更多種教學方法，以期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劉慧梅(2003)從國內外創新教學獎及評審標準中，認為教學的

創新應包括以下四類：1.在對象與內容方面：可能是教學設計、教學方法或策略、教

學活動、評量方法等等；2.在教學目標方面：必須達成教學目標，啟發學生思考判斷

能力，同時教學的內容也必須能適應個別差異；3.必須能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對學

生的學習成效也有正面的提升；4.必須是新奇、新穎、獨創、創造力的想法與內容。

因此，從創新教學的內涵分析，創新教學應包括三大面向：1.思維上的創新：是教學

哲學、教學理念上的改變；2.規制上的創新：是課程規劃、師生互動上的改變；3.材

料上的創新：是教材教具、硬體設備上的改變（吳靖國，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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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tchhart(2004)以更全面性的觀點來看創新教學，提出從「課程」、「教學」和

「學生」三大層面來了解教學實務：1.從課程的層面來看：創意教學尋求轉換學生課

堂上的經驗；2.從教學的層面來看：創意教學必須有助於技能、知識的取得與了解，

也就是說，不僅要創新，還要有效能；3.從學生的層面來看：學生學習的，並不限定

只有課堂上或書本上的知識。吳雪華(2006)認為創新教學應包括：1.教學理念和思維上

的創新；2.課程與教材內容上的創新；3.教具和教學媒體設備上的創新；4.教學方法或

策略上的創新；5.評量方式及技術上的創新等層面。

    綜合論之，教學創新有賴教師運用創意的教學技巧與策略(李惠敏，2002)。在教

學場域中肯創新的教師，在教學理念中，教師能持續不斷地自我省思、學習或進修，

培養自身具備行動研究的能力。在課程教材中，能適時將課程轉化，結合學生生活經

驗，配合社會脈動需求來設計適當的教材。在教學活動中，能熟悉各種教學方法，靈

活的轉化運用，活化教學內容。在教學評量中，能注重多元評量精神，視學生身心發

展及個別差異實施多元的評量。因此，本研究根據文獻歸納提出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

上的教學創新如下：

1.教學理念的創新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來臨，教師教育理念須加以轉化，為有效解決教學實務上的問

題，教師必須持續不斷地自我省思、學習或進修，培養自身具備行動研究的能力，落

實自我的專業成長，並導引學生進行有價值的學習。

2.課程教材的創新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開放與統整，社會領域教師應重視學生先備知識與經驗，配合

學生個體差異、學習需求，設計生活化、應用性的課程教材，透過知識內化與統整，

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思考能力以及主動學習精神，以適應未來社會生活。

3.教學活動的創新

    社會領域教學法多樣化，社會領域教師應能活用各種教學方式，善用各種教學資

源，如運用資訊科技、社區的資源和家長的協助與參與來輔助教學，可使教師在進行

教學創新上有更大助益；此外也要營造良好學習氣氛，以學生為主體，鼓勵學生提出

問題，跟學生保持良性互動，使之願意更努力學習。

4.教學評量的創新

    九年一貫課程特別強調多元評量精神，社會領域評量方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及個

別差異來施行，多元評量也可用來檢視教學創新的成效，包含了採取筆試、口試、表

演、實作、作業、報告、資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實踐等評量方式。

三、社會領域教學創新影響因素
    創造力是教學創新能力的基礎，葉玉珠(2006)認為影響個人創造力發展的個人知

識因素中，有創造力的人必須要有相當的專業知識，並要具備並維持創造力，除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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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外，也應廣泛地涉獵其他領域的知識，常與其他領域的專家或朋友

交流，以使知識不斷地融合與創新，進而產生更高的創意或創造力。

    Sternberg與Lubart(1995)指出創造的人格特質包括面對障礙時的堅持、願意冒合理的

風險、願意成長、對曖昧不明的容忍、接受新經驗及對自己有信心等。葉玉珠、吳

靜吉與鄭英耀(2000)認為創造人格特質包含嘗新求變、樂在工作、情緒智力、多角推

理、獨立思考、掌握重點及解決問題、慎思互動、興趣廣泛及欣賞藝術與隨興想像九

個面向。個體的創造力與創新行為被許多因素影響，其中有利的因子包括：授與自主

權、提供充分資源、適宜理想的挑戰、對於能力的獎賞、能自發性工作的獎賞等；而

不利的因子則包括：威脅性與批判性的評鑑、監督與限制性的選擇、武斷與不切實際

的期限、同儕競爭等(Amabile,1996)。

    江羽慈 (2003)依據Benzie分析影響教學創新的社會脈絡因素，歸納出教師創新教學

受到態度、文化、信念、價值、知識、資源的影響。其中教師具有發展專業技能的承

諾，才能促進複雜的創新行為；學校文化越重視教師學習的共享價值，則教師越有創

新教學行為；教師對於教學內容、教育的本質、學生等所抱持的看法，能促使教師從

事教學創新意願與行動；社會對教師工作的評價，影響了教師教學創新的動力；教師

專業成長能夠促進知識流通、合作分享，追求專業成長的教師，比較有利於自身與學

生發展創造力；創新必須有便捷易得的資源，才有助於教師將創新引入教室教學。而

除了物質、硬體上的資源，也需要接納創新的知識行動方案(knowledge in action)來支

援教學實驗與冒險。

    吳明崇(2002)認為教學創新的影響因素有：(一)教師的背景因素：又稱資質傾向因

素，是內在條件，包括：1.教師的能力；2.教師的發展；3.教師的動機等。(二)教師參

與進修成長因素：又稱專業成長因素，是在職教育條件。包括：1.教師專業進修的時

間；2.教師提出教學方案的品質。(三)環境因素：又稱外顯性因素，是外在條件。包

括：1.親師互動環境；2.運用教學媒體 ；3.校內同儕團體的特性；4.大眾傳播的影響。

此外，創新教學也可能受到(1)服膺教師權威；(2)重視只有一個標準答案；(3)不鼓勵學

生多元思考；(4)教師迫於教學進度的壓力；(5)教師不尊重學生的看法；(6)不瞭解個別

差異、採用單一的評量標準等因素的影響（李明堂，2003）。

    分析學者的論述可知，影響教學創新的因素涵蓋了教師本身的內在動機、知識、

特質以及外在環境等層面，彼此之間是一個交錯綜雜的體系，也因此使得教學創新的

實施成效相異。教師的內在動機，是指教師自我的概念、動力及意願等，也是重要的

影響層面，教師的內在動機愈高，動力愈強，投入創新的教學活動中的意願也就愈

高；在內在動機的因素中，知識的獲取，可以提昇自信心，因而對事物能有不同見

解，此外，在工作上的成就感、對創新能力的獎賞、社會對教師工作的評價、他人的

認同等，也會影響教師實施創新的動力。在外在情境方面，教學情境會影響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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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組織環境的創新氣氛良好，教師才能有效發揮，學校的經營者肯重視教學創

新，並給予支持與鼓勵；同儕間對教學的創新做法能持正面積極的態度，並樂於分享

與協助；學校或社區軟硬體資源的提供等，皆能有利於教學創新的實施；而家長若因

過於重視學生的成績，只要求課業上的不斷加強，對於教師在教學上的變革，未能給

予配合及信任，則有礙於教學創新的推行；創新的教學活動，需有充裕的時間來進

行，才能日久見真章，但教師因進度壓力，或其他課務因素而常感時間不足，則不利

於教學創新的實施。

    綜合上述，研究者歸納提出教師人格特質、教師個人動機、教學外在情境是社會

領域教師教學創新的重要影響因素，茲分述如下：

    （一）教師人格特質

    教師的人格特質中，個體堅毅的意志力、面對困難的堅持、勇於接受適當的風

險、樂於接受新的經驗、積極樂觀的態度與對工作的熱愛等特質，可以促進教學創新

的實施。

    （二）教師個人動機

    教師的個人動機中，教師對於專業領域知識與一般知識的習得、在工作上的成就

感、家長對教學工作的肯定、獲得他人的認同以及工作本身以外的目的，如為了贏得

比賽、外在獎勵等，可使教師對教學創新有強烈的動力與意願去投入。

    （三）教學外在情境

    教學的外在情境中，校內行政團隊的支持、同儕團體的特性、時間的允許、以及

家長與社會的支持等，有助於教學創新的實施。

四、教學創新與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強調教師的教學創新精神，有關教學創新的相關研究日趨受到

重視，研究的主題很廣泛。 

    Tierney與Farmer(2002)以工作知識作為預測個體創造表現的變項，工作知識包含工

作經驗與正式的教育兩個指標，其研究發現，工作知識能夠有效的預測創造表現。楊

智先(2000)研究發現，當教師在工作上擁有相當強烈的內在動機時，對事投入專一、

樂意面對挑戰，同時也追求高度的自主之際，對於教師自身的教學及生活具有正向的

影響；在生活方面，會擁有更豐富的創意經驗；在教學方面則是會擁有更多樣的創新

表現。林偉文(2002)的研究也指出教師參與越多學習結構與管道，則教師有越高的創

意教學行為，而「學校創意組織文化」對教師的創新教學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學校

的「創意組織文化」、「知識內化學習」也會影響教師的創意教學內在動機，並進一

步影響教師的創新教學行為，認為學校經營者重視並鼓勵創意教學，以及同儕教師對

於創意教學的正面態度，皆能影響教師創新教學的行為。王秋錳(2004)以高級職業學

校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教師知能、態度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行為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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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著影響；此外，學校環境與外在環境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行為頻率亦有顯著

影響。

   史美奐(2003)以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為研究對象，指出在影響教師教學創新的外在

情境因素中，同儕的彼此協助是最有助於教學創新的因素；進度壓力與家長只重視

學生成績則是最有礙教學創新的因素。江羽慈(2003)研究發現教師專業知能、一般創

意、動機均與創意教學行為有顯著正相關。林碧芳(2004)研究也指出創造人格特質、

學習結構與管道、創意教學內在動機皆是教師創意教學的影響因素。可見除了外在情

境因素的影響外，教師本身的知能、動機與人格特質，也是需瞭解的內在重要因素。

   在研究影響教學創新的內外在因素中，蔡宜貞(2004)研究指出教師內在動機於整個

教學歷程中佔重要角色，教師內在動機起始點很高時，組織創新氛圍方能進一步提昇

內在動機，綜效性外在動機則可介入，促使創意行為有效展現；而組織創新氛圍確實

分別影響教師內在動機與創意教學外在動機。吳雪華(2006)研究指出教師的專業和熱

忱、家長和校內團隊的支持以及社會對教師的看法，亦會影響教學創新的實施，時間

因素則是進行教學創新的主要困境。劉敏惠(2005)研究發現教師教學的內外在動機與

創意教學態度有正向相關，此外，也指出學校規模、學校支持度和社會互動與教師的

創意教學態度有關。

   有關教學創新相關研究，可以歸納如以下幾項結果： 在研究對象上國內教學創新

的相關研究大多以小學為主，少部分以國中、高中(職)為研究對象。在研究方法上教

學創新的相關研究多數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觀察法、訪談法以及行動研究亦有研究者

採用。在研究結果上許多研究顯示教學上實施教學創新對學生學習成效有正面助益，

而影響教師實施教學創新的層面廣泛，值得深入探討。 

    有關教學創新相關研究之不同背景變項整理如下：

1.性別

    江羽慈(2003)研究顯示性別、職務、研習可聯合預測資訊科技創新教學達24%。

蔡仁隆(2003)研究顯示女性教師在教學創新實施現況優於男性教師。王秋錳(2004)研

究顯示性別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行為有顯著影響。而史美奐(2003)、范秋芬

(2005)、陳亮君(2005)、吳雪華(2006)研究則顯示性別在創新接受度上、影響教師自評教

學創意上、教學創新實施現況、教學創新上、整體創新教學表現上、教師之整體創新

教學能力，均無顯著差異。

2.年齡

   史美奐(2003)、王秋錳(2004)研究顯示年齡在影響教師自評教學創意上、教師資訊科

技融入教學創新行為，均有顯著差異存在。王聰宜(2006)研究顯示教師教學創新行為

部分，以41歲以上表現情形較佳。而陳亮君(2005)研究則顯示年齡在創新接受度上、教

學創新實施現況、整體創新教學表現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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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擔任職務

   江羽慈(2003)研究顯示擔任職務、性別、研習可聯合預測資訊科技創新教學達

24%。王秋錳(2004)、范秋芬(2005)、趙佳芬(2005)、吳雪華(2006)研究顯示教師擔任職務

對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行為、教學創新上、教學創新實施現況、整體創新教學能

力，均有顯著差異存在。謝長榮(2005) 研究顯示教師兼主任對應用知識管理於創新教

學之現況、功能、影響因素、問題解決策略方面支持度最佳。陳亮君(2005)研究顯示

臺北市國民小學「教師兼主任」其整體創新教學表現顯著優於「級任教師」。而史美

奐(2003)研究則顯示教師擔任職務在接受創新事物的態度上、影響教師自評教學創意

上、教學創新實施現況，均無顯著差異。

4. 最高學歷

   王秋錳(2004)、范秋芬(2005)、吳雪華(2006)研究顯示教師教育背景在接受創新事物的

態度上、對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行為上、教學創新、整體創新教學能力均有

顯著差異。謝長榮(2005) 研究顯示教師研究所畢（結）業對應用知識管理於創新教學

之現況、功能、影響因素、問題解決策略方面支持度最佳。而史美奐(2003)、陳亮君

(2005)研究則顯示教育程度在影響教師自評教學創意上、教學創新實施現況、整體創

新教學表現，均無顯著差異。

5. 教學年資

   史美奐(2003)、王秋錳(2004)、趙佳芬(2005)研究顯示教學年資在影響教師自評教學創

意上、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行為、教學創新實施現況，均有顯著差異存在。蔡

仁隆(2003)研究顯示服務年資在16年以上、25年以下的國小教師，教學創新實施現況最

佳。謝長榮(2005)研究顯示服務年資15年以內對應用知識管理於創新教學之現況方面支

持度最佳；服務6-15年對應用知識管理於創新教學之影響因素與應用知識管理於創新

教學之問題解決策略方面支持度與最佳。王聰宜(2006)研究顯示教師服務年資超過16年

之教學創新行為表現情形較佳。而范秋芬(2005)、陳亮君(2005)、吳雪華(2006)研究則顯

示教學年資在創新接受度上、教學創新實施現況、教學創新上、整體創新教學表現

上、教師之整體創新教學能力，均無顯著差異。

6. 學校地區

   蔡仁隆(2003)研究顯示鄉鎮一般地區的國小教師教學創新實施現況優於其他地區的

國小教師。謝長榮(2005)研究顯示縣轄市與鄉鎮地區之國民小學教師，對應用知識管

理於創新教學之現況方面支持度與對應用知識管理於創新教學之功能方面支持度最

佳。范秋芬(2005)研究顯示學校地區在教學創新上有顯著差異。而吳雪華(2006)研究則

顯示學校地區與創新接受度、教學創新實施現況、教師之整體創新教學能力，均無顯

著差異。

7.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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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仁隆(2003)研究顯示學校規模為「25至48班」的國小教師教學創新實施現況優

於其他類型學校的國小教師。范秋芬(2005)研究顯示學校規模在教學創新上有顯著差

異。王聰宜(2006)研究顯示24班以下規模之教師教學創新行為表現情形較佳。史美奐

(2003)、陳亮君(2005)、吳雪華(2006)研究顯示學校規模與創新接受度、影響教師自評教

學創意、教學創新實施現況、整體創新教學表現上、教師之整體創新教學能力，均無

顯著差異。

   九年一貫課程強調教師應依照課程目標的訂定，發揮專業自主的教學創新精神，

由以上研究歸納可以發現在有關教學創新的研究中，個人背景變項上並無一致結論，

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以來，以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學創新之研究主題更付之闕如，仍有

待進一步研究。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與影響教學創新的因

素。依據本研究的研究動機、目的與文獻探討之分析，設計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其中背景變項包括：性別、年齡、職務、學歷、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地區。教學創

新包括教學理念、課程教材、教學活動、教學評量四個層面；影響因素則包括教師的

人格特質、個人動機和教學情境。本研究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在教

學創新的差異（A），並分析國小社會領域教師影響教學創新的因素（B）。

        

 

教師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齡 
3. 擔任職務 
4. 最高學歷 
5. 教學年資 
6. 學校規模 
7. 學校地區 

 

A 

B 

社會領域教學創新 

1.教學理念的創新 

2.課程教材的創新 

3.教學活動的創新 

4.教學評量的創新 

 

教學創新影響因素 

1.教師的人格特質 

2.教師的個人動機 

3.教學情境因素 

 

圖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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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領域教師之教學創新影響因素，以高雄市、高雄縣以及屏東

縣國小社會領域教師為研究母群體。Sudman認為如果是地區性的研究，平均樣本人數

在500-1000人之間較為適合(吳明隆、涂金堂，2007)，本研究屬地區性研究，故抽取人

數介於500-1000人之間，為使樣本具有代表性，乃依三個縣市內國民小學數目以及各學

校規模比例，採分層抽樣抽取研究樣本，依據高雄市、高雄縣以及屏東縣教育局2007

年公佈九十六學年度「教育統計」資料，以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於樣本學校中的小

型學校內抽取36間學校，在中型學校內抽取31間學校，在大型學校內抽取18間學校，

總計共抽取85個樣本。

    本研究依不同規模學校的分層取樣選取樣本學校後，再以學校為一叢集單位，對

樣本學校內的社會領域教師進行施測。總計發出問卷共711份，回收問卷共615份，回

收率為86％，其中有效問卷共586份，無效問卷為29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2％。有效

研究樣本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如表1。

表1  正式問卷調查有效樣本基本資料次數分配表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1)男 180 30.7 30.7
 (2)女 406 69.3 100

年齡

 (1)30(含)歲以下 151 25.8 25.8
 (2)31-40歲 288 49.1 74.9
 (3)41-50歲 111 19.0 93.9
 (4)51(含)歲以上 36 6.1 100

擔任

職務

 (1)兼任主任 55 9.3 9.3
 (2)兼任組長 94 16.1 25.4
 (3)級任導師 374 63.8 89.2
 (4)科任教師 63 10.8 100

最高

學歷

 (1)研究所(含40學分班)以上 124 21.2 21.2
 (2)師院(含教育學程)或師專 385 65.7 86.9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77 13.1 100

教學

年資

 (1)5年(含)以下 143 24.4 24.4
 (2)6-15年 279 27.6 72.0
 (3)16-25年 118 20.1 92.1
 (4)26年(含)以上 46 7.9 100

學校

規模

 (1)12班以下 133 22.7 22.7
 (2)13-36班 249 42.5 65.2
 (3)37班以上 204 34.8 100

學校

地區

 (1)市區(直、縣轄市) 279 47.6 47.6
 (2)一般鄉鎮 237 40.5 88.1
 (3)偏遠地區 70 1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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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係參考史美奐(2003)、張廣義(2006)、趙佳芬(2005)、蔡仁

隆(2003)等人的研究問卷，並同時參酌經由文獻探討中彙整歸納的相關研究，作為問

卷的基本架構後加以擬題，設計成「國民小學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調查問卷」初

稿，內容分為基本資料、教學創新、影響因素三部分。

 (一)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對象為高屏地區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問卷編製完成後，以屏

東縣國小社會領域教師為預試對象，計發出123份問卷。預試問卷回收後進行因素分

析，以「主成分因素分析」法來建構效度。教學創新部分共抽取四個因素，因素一教

學理念，其因素結構介於 .72至 .53之間；因素二課程設計其因素結構介於 .83至 .54之

間，因素三教學活動，其因素結構介於 .75至 .55之間，因素四教學評量，其因素結構

介於 .76至 .56之間，累積解釋變異量為63.93%。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信度分析採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係數之信度考驗，教學創新各層面中教

學理念的α係數為.75，課程設計的α係數為.87，教學活動的α係數為.76，教學評量的

α係數為.89，整體的α係數為.92。

肆、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

ㄧ、國小社會領域教師之教學創新現況分析

    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之整體與各層面現況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問卷各層面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題數 每題平均 排序
教學理念 13.10 1.80 4 3.28 2
課程設計 18.34 3.07 6 3.06 4
教學活動 13.76 1.78 4 3.44 1
教學評量 22.10 3.62 7 3.16 3
整體 67.31 8.58 21 3.21

   本研究問卷採用Likert四點量表，每題平均值為2.5分，由表2可以發現，國小社會

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在「教學理念」、「課程設計」、「教學活動」、「教學評量」

的平均每題得分均大於2.5分；整體層面共有21題，平均每題得分3.21，也高於平均值。

由此顯示，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均有不錯的表現，其中以「教學活動」創新較

佳。

   此研究結果與陳亮君(2005)、趙佳芬(2005)、蔡仁隆(2003)、劉敏惠(2005)相符合，由此

可知社會領域教師在整體創新教學能力上的表現均屬良好程度，其中又以「教學活

動」層面的創新程度最高，究其原因可能為在終身學習的現今社會中，面對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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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改革，教師也不斷自我期許、以求精進，九年一貫課程以學習領域統整學科知

識，教師擁有課程與教材上的決定權，教師需瞭解學生個別差異，選用或設計適合學

生的課程教材；教師除了在課程設計上需努力外，更要將對教學上的理念與想法及所

設計的課程教材落實於教學活動中，以使教學成效更為卓著，而多元教學評量的實

施，則有助於檢視其成效，因此，社會領域教師對教學創新的各層面的落實程度表現

良好。

二、不同背景變項社會領域教師對教學創新之差異情形
    不同背景變項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創新上的差異彙整如表3所示：

表3 不同背景變項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創新之差異綜合摘要表

社會領域教師背景變項
教學創新

教學理念 課程設計 教學活動 教學評量 整體

性
別

 (1)男
n.s. n.s. n.s. n.s. n.s.

 (2)女

年
齡

 (1)30(含)歲以下
2＞1
3＞1
4＞1

4＞1
4＞2

2＞1
4＞1

4＞1
4＞2

2＞1
3＞1
4＞1
4＞2

 (2)31-40歲

 (3)41-50歲

 (4)51(含)歲以上

擔
任
職
務

 (1)兼任主任

1＞3 1＞3 n.s. 1＞3 1＞3
 (2)兼任組長
 (3)級任導師
 (4)科任教師

最
高
學
歷

 (1)研究所(含40學分班)

以上
n.s. n.s. n.s. n.s. n.s. (2)師院(含教育學程)或

師專
 (3)一般大學教育學程

教
學
年
資

 (1)5年(含)以下 2＞1
3＞1
4＞1
4＞2

2＞1
4＞1

2＞1
2＞1
4＞1

2＞1
3＞1
4＞1

 (2)6-15年
 (3)16-25年

 (4)26年(含)以上

學
校
規
模

 (1)12班以下

n.s. n.s. n.s. n.s. n.s. (2)13-36班

 (3)37班以上

學
校
地
區

 (1)市區(直、縣轄市)

n.s. n.s. n.s. n.s. n.s. (2)一般鄉鎮

 (3)偏遠地區

n.s.表示未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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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由表3可知，不同性別之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創新的整體及各個層面未達顯著差

異，顯示國小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不因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與史

美奐(2003)、吳雪華(2006)、范秋芬(2005)以及陳亮君(2005)的研究顯示性別在創新接受度

上、教學創新實施現況、整體教學創新表現上均無顯著差異相符；因此研究假設1：

「不同性別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二)年齡 

   由表3可知，就教學創新整體來看，31-40歲、41-50歲與51歲以上教師的教學創新程

度顯著高於30歲以下教師，而51歲以上教師平均得分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31-40歲教

師。

   就教學創新各分層面來看，在「教學理念」層面上，31-40歲、41-50歲與51歲以上教

師的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30歲以下教師；在「課程設計」層面與「教學評量」層面

上，51歲以上教師的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30歲以下教師和31-40歲教師；在「教學活

動」層面上，31-40歲教師和51歲以上教師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30歲以下教師；研究顯

示教師整體教學創新程度，不一定隨著年齡層的增加而減少，尤其是31歲以上教師教

學創新程度高於30歲以下教師，推論其原因可能年紀輕的教師因經驗的關係，於班級

事務及學生常規管理上需花較多心思，而影響其教學創新的實施。王聰宜(2006)研究

顯示教師教學創新行為部分，以41歲以上表現情形較佳，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合；此外

也與王秋錳(2004)、史美奐(2003)的研究結果相類似；因此研究假設2：「不同年齡的國

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獲得支持。

(三)擔任職務 

   由表3可知，就教學創新的整體來看，兼任主任的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級任導

師。

   就教學創新各分層面來看，除了在「教學活動」層面無顯著差異外，在其餘層面

均達顯著差異，在「教學理念」、「課程設計」與「教學評量」層面的表現上，兼任

主任的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級任導師。陳亮君(2005)研究顯示台北市兼任主任之國

小教師，其整體教學創新表現顯著優於級任導師；謝長榮(2005)研究顯示教師兼主任

對於應用知識管理於教學創新現況等方面支持度最佳，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合；究其原

因可能兼任主任者在教育改革宣導中擔任重要角色，比其他教師更易獲取教育新知，

也較瞭解教育政策的推行，因此在注重學校辦學特色的今日，其整體教學創新的程度

優於其他教師。因此研究假設3：「不同職務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

顯著差異。」獲得大部分支持。

(四)最高學歷 

   由表3可知，不同學歷之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創新的整體及各個層面未達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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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顯示國小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不因學歷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與史美

奐(2003)、陳亮君(2005)研究顯示不同教育程度之教師在影響自評教學創意與整體教學

創新表現上無顯著差異相符合，究其原因可能與師資的培訓制度相差無異、網路資訊

發達以及教育新知容易擷取有關，因此研究假設4：「不同學歷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

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五)教學年資

   由表3可知，就教學創新的整體來看，教學年資6-15年、教學年資16-25年和教學年資

26年以上之教師的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教學年資5年以下之教師。

   就教學創新各分層面來看，在「教學理念」層面上，教學年資6-15年、教學年資

16-25年和教學年資26年以上之教師的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教學年資5年以下之教師；

在「課程設計」層面與「教學評量」層面上，教學年資6-15年之教師和教學年資26年

以上之教師的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教學年資5年以下之教師；在「教學活動」層面

上，教學年資6-15年之教師的教學創新程度顯著高於教學年資5年以下之教師。此與王

聰宜(2006)、蔡仁隆(2003)以及謝長榮(2005)研究顯示不同教學年資教師之教學創新有顯

著差異結果相類似，究其原因可能因為九年一貫課程施行後，年資較深的教師雖然得

重新適應課程的變革，但因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以及同儕的良性競爭，因而刺激不

斷追求自我成長，所以較初任不久的教師在教學創新實施現況上表現更佳。因此研究

假設5：「不同教學年資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獲得支

持。

(六)學校規模

   由表3可知，不同學校規模之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創新的整體及各個層面未達顯著

差異，顯示國小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不因學校規模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研究結果

與史美奐(2003)、吳雪華(2006)、陳亮君(2005)相符合，因此研究假設6：「不同學校規模

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未獲得支持。

(七)學校地區

   由表3可知，不同學校地區之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創新的整體及各個層面未達顯著

差異，顯示國小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不因學校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高屏地

區國小社會領域教師的教學創新程度不因城鄉差距而有不同，此研究結果與蔡仁隆

(2003)、謝長榮(2005)的研究結果不符，究其原因可能與研究地區的不同有關，因此研

究假設7：「不同學校地區的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各層面有顯著差異。」未獲

得支持。

三、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影響因素之分析
   影響社會領域教學創新的因素，本研究填答者依其選項重要程度，從最重要到最

不重要，依序填上1、2、3…，以順位排列優先順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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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教師人格特質層面

   「教師的人格特質」層面影響因素選項之次數分析統計如圖2、3、4所示：

                                            圖2 教師人格特質第一順位人數統計圖

     圖3 教師人格特質第二順位人數統計圖           圖4 教師人格特質第三順位人數統計圖

   由圖2顯示，在教師的人格特質層面第一順位選項中，有369人次(63.0%)認為「對教

學工作充滿熱愛」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由圖3顯示，第二順位選項中，也有158人次

(26.96%)認為「在教學活動上樂於接受新的挑戰」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由圖4顯示，

第三順位選項中，146人次(24.91%)認為「在教學活動上樂於接受新的挑戰」是最重要的

影響因素。

(二)教師個人動機層面

「教師的個人動機」層面影響因素之次數分析統計如圖5、圖6、圖7所示：

教師人格特質層面因素選項：

    A：對教學工作充滿熱愛

    B：在教學活動上樂於接受新的挑戰

    C：遇到困難時會努力克服堅持到底

    D：保持樂觀進取的態度

    E：喜歡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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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教師個人動機第一順位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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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教師個人動機第二順位人數統計圖           圖7 教師個人動機第三順位人數統計圖

   由圖5顯示，在教師的個人動機層面第一順位選項中，有343人次(58.5%)認為「教

學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與滿足感」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由圖6顯示，第二順位選項

中，有242人次(41.29%)認為「專業領域知識的學習與更新」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由

圖7顯示，第三順位選項中，189人次(32.25%)認為「一般非正式知識的學習與更新」是

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三)教學外在情境層面
   「教學外在情境」層面影響因素之次數分析統計如圖8、圖9、圖10所示：

                                                   圖8 教學外在情境第一順位人數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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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教學外在情境第二順位人數統計圖             圖10 教學外在情境第三順位人數統計圖

   由圖8圖顯示，在教學外在情境層面第一順位選項中，有189人次(32.2%)認為「教學

進度允許」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由圖9 顯示，第二順位選項中，有130人次(22.18%)認

為「學校行政團隊的支援」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由圖10顯示，第三順位選項中，133

人次(22.69%)認為「學校行政團隊的支援」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

    茲將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影響因素之次數分析整理如表4所示：

表4 社會領域教學創新影響因素分析表

影響因素/重要程度 第一重要 第二重要 第三重要

教師人格特質
對教學工作充滿熱

愛

在教學活動上樂於

接受新的挑戰

喜歡嘗試新的教學

方法

教師個人動機
教學工作所帶來的

成就感與滿足感

專業領域知識的學

習與更新

一般非正式知識的

學習與更新

教學外在情境 教學進度允許
學校行政團隊的支

援

同儕之間的教學創

意相互分享

    由表4可知，在影響教學創新的教師人格特質層面、教師個人動機層面以及在教

學外在情境層面中，社會領域教師認為分別以「對教學工作充滿熱愛」、「教學工作

所帶來的成就感與滿足感」與「教學進度允許」因素影響程度最深。吳雪華(2006)研

究顯示台北縣市國民小學教師進行教學創新的主要困境在於教師的專業和熱忱以及時

間因素，與本研究結果相符合。而史美奐(2003)研究指出教師認為同儕的彼此協助是

最有助於教學創新的因素，進度壓力與家長只重視學生成績則是最有礙教學創新的因

素，與本研究結果相類似。因此，國小社會領域教師認為對教學工作的熱忱、教學工

作的成就感以及教學進度允許，是影響教學創新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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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均有不錯的表現，其中以「教學活動」創新最

佳。

    （二）年長、資深的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理念、課程設計、教學活動、教學評量

等教學創新表現上大於年輕、資淺的教師；兼任主任的社會領域教師，其教學創新表

現也高於級任導師。 

    （三）社會領域教師性別、學歷、學校規模、學校地區不同，其創新教學的表現

並沒有明顯的差異性。

    （四）「對教學工作充滿熱愛」的特質，「教學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與滿足感」

的動機，「教學進度允許」的情境，是影響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的重要因素。

二、建議

（一）教育行政機關方面

1.激勵教師工作熱忱，鼓勵教學創新楷模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小社會領域教師認為「對教學工作充滿熱愛」和「教學

工作所帶來的滿足感」是影響教學創新的重要因素，因此，鼓勵教學創新楷模，將有

助於教學創新的落實。教育行政機關宜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激盪出教師對教學的熱

忱，將使教師更有自信於實施教學創新，進而從本身的教學工作獲得成就感。

2.辦理教學創新研習，充實教學創新知能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資深社會領域教師在教學創新的實施程度高於資淺社會領

域教師。教育行政機關宜對新進或資淺的社會領域教師，辦理創新教學研習。另研究

也發現，「教學進度允許」是影響教學創新的重要因素，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重視

現任國小教師的課務現況，減少教師教學以外的額外負擔，讓教師能有充裕時間，進

行創新教學活動。

（二）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方面

1.勇於嘗試與面對變革，提升教學創新的動機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對工作的熱愛與成就感以及專業領域知識的獲取是影

響教學創新的重要因素，教師應該加強專業領域知識，調整自己的心態，以創新的精

神、開放的態度來面對社會領域教學，並勇於嘗試各種教學方法，使能在教學崗位上

獲得成就，進而形成實施教學創新的動力。

2.掌握教學進度，營造有利的社會教學創新情境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小社會領域教師認為教學進度允許，是影響教學創新的

重要因素。教師在面臨各項課務繁忙之際，亦需做好教學時間管理，掌握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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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管教學活動之進行，配合課程內容融入創新思維與創新活動，真正落實教學上

的創新。

3.從教學創新活動中自我激勵，分享教學創新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小社會領域教師教學創新以「教學活動」的創新表現較

佳，「教學工作所帶來的成就感與滿足感」是教學創新的重要動機。社會領域教師應

從創新的教學活動中，與學校同儕教師分享教學新的經驗，從經驗分享中自我成長，

自我肯定，進而自我激勵，以持續教學創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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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Factors 
Affecting and Innovative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１Tsung-Li Wu    2Meng-Chuan Li

Abstract

      The study is mainly on exploring the the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factors affecting 

and innovative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The research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data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711 elementary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in Kaohsiung City, Kaohsiung County and Pingtung County, and 58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and collect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The major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Passion,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satisfaction, and sufficient extracurricular 

time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s, teaching innovation of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in elementary schools.The study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conclusion so that it provides as a reference to social studie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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