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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針對我國國民中小學道德教育現況的調查研究，其乃源於德育潛在課程向有其不
容忽視的影響力，尤其我國中小學將面臨九年一貫課程全面實施之際，原採科目中心的德育
課程勢將轉化為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校園道德氣氛的營造益顯其重要性。故本研究乃以
L.Kohlberg 所提倡的「正義社群」理念，及其後衍生而來有關道德氣氛之相關研究趨勢，加
之 C.Gilligan 所提出的另一種聲音(關懷)與美國近年來亦十分著重「關懷」氣氛的「新品德教
育」(new character education)之推動，所形成的正義(justice)與關懷(caring)兩取向為重要理論
基礎。在研究方法方面除採取文獻與理論探討，以及焦點座談外，另以經授權中譯的二份問
卷(分別為正義與關懷問卷)進行有效問卷 2701 份的分層立意取樣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學生
在正義取向方面對於道德假設議題得分稍低，但在學生與學校關係上分數較高，且由次數分
配得知學校氣氛尚稱良好；至於在關懷取向方面以學生對尊重的感受得分稍高，學生對友誼
與歸屬的感受得分較低，學生對於形塑環境的感受居中，但整體而言均稱「普通」；再者針
對正義或是關懷取向均呈現在不同地區、學校型態(惟關懷分數未達顯著)、學校規模、學生
性別、教育階段等有所差異。藉由本研究對於我國國中小校園道德氣氛的關注與整體瞭解，
在學術理論方面可望強化國內對於道德教育研究中理論與實踐間的連結更為緊密；在學術應
用方面也期能有助於德育政策的制定，以提昇未來德育的實施與評鑑，並達到校園道德社群
的願景。
ABSTRACT The Survey Research on Moral Atmosphere of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Taiwan
Keywords: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moral atmosphere moral community Taiwan
This study is emphasized on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mo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ideal of civil
society , community building and “just community” theory, total 48 schools (2701students)being
chosen to realized the school moral atmosphere i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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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 are as follows: (1) is to realize the rationale and principles of moral community and moral
atmosphere. (2) is to analyze the literatures about moral atmosphere. (3 )is through survey research
including of literature review, group interviews and two questionnaires(justice and caring) to realize
moral atmosphere in school and their influential factors in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of
Taiwan.(4) is to critique and reflect the status quo of school moral atmosphere in Taiwan, and to
recommend some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school moral commun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1)Regarding justice orientation, the score of moral issues is lower than the average, whi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s and school are higher than the average；(2)Regarding caring
orientation, the score of caring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3)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n school moral
atmosphere are school district(north, central, south, east part), school style (public, private), the
numbers of class in school, educational level(elementary, middle), gender of students(boy, girl). This
study not only improve the linkages abou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ral education, but also reveal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atmosphere and culture.

一、計劃緣由與目的
本研究基於我國國民中小學道德教育，乃漸由單獨設科而至潛在課程的改革趨勢，突顯
校園道德倫理與文化的重要性；加以國外對校園道德氣氛之重視與研究，以及相關的實際推
動經驗(諸如正義社群與新品德教育等)可為參照。期能在筆者致力於道德教育理論與實踐的
研究基礎上，和前一專案對於校園道德氣氛的質性研究結果，進一步能以調查研究方法對於
我國國民中小學校園道德氣氛的現況有所具體且普遍性的了解，以推動「校園道德社群」的
理想。具體目的有：
(一)探討道德社群與道德氣氛的理論基礎與重要理念。
(二)剖析國內外有關校園道德氣氛的相關研究與文獻。
(三)調查我國國民中小學校園道德氣氛的現貌及其影響因素。
(四)以理論與相關文獻為基礎，批判與反省我國國民中小學校園道德氣氛，並進而提出改進
之
道。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因應研究目的採用文獻與理論分析、召開二次焦點座談以及實施問卷調查等方
法。其中問卷調查包括兩份經授權中譯的工具：一是正義量表乃以中譯英文的「學校道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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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與生活問卷— 簡要版」(School Moral Atmosphere Questionnaire, SMAQ-short form)，略經修
正而成，其包含道德議題，以及學生與學校關係兩部分；二是關懷量表乃以中譯原英文的「學
校道德氣氛與生活問卷」(The School as Caring Community Profile II, SCCP)，擷取「學生版」
略經修正而成，其包含三部份：(一)學生對尊重的感受，(二)學生對友誼與歸屬的感受，(三)
學生對於形塑環境的感受。經預試 132 位國中小學生統計結果，正義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係數為 0.7805，重測信度(相隔約二個月)為 0.518，而關懷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0.7983，
重測信度為 0.531，至於效度則採專家效度(本研究因考量原語文問卷結構之完整性故未於預
試時加以內容效度之檢測，但實施施測後曾運用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加以統計發現，
關懷量表結構較為完整且與原量表頗為一致，正義量表較為零散尚待進一步修正，另兩量表
間的相關性頗高故合為一個量表的可行性較弱)。實際施測乃以均衡分布臺灣本島各縣市為考
量，採分層立意取樣，計 48 所學校回收問卷 2748 份，有效問卷 2701 份，分類而言包括不同
地區：北部(19 所)中(13 所)南(12 所)東(4 所)，不同型態：公(44 所)私(4 所)，不同階段：國小
(23 所)國中(25 所)，不同學校規模：大型(27 所)中型(18 所)小型(3 所)，以及學生不同性別：
男(1388 人)女(1313 人)。

三、研究結果
(一)正義問卷
1.在道德議題次數分配趨勢方面：受試者針對偷竊議題的意見較為一致，即多半認為此係「不
對」的行為，只是在「知」與「行」之間的拿捏，以及「自己做不做」與「是否規勸他人」
之間，加上有無「老師因素」等產生若干考量；至於助人的議題受試者的反應較為分歧，大
多是以同理心的角度或是因著老師要求而幫助同學，故對此「較為主動積極」或「非絕對義
務」的行為之行動力似乎較為薄弱。
2.在學生與學校關係次數分配趨勢方面：受試者對於學校的感覺是較為抽象的，其大多是基
於權利與義務以及對其人生未來很重要等因素來上學，且多半感受學校氣氛良好，尤其是學
校若獲有榮譽，亦會感到與有榮焉；至於師生關係一般而言尚覺良好，大多學生也覺老師頗
為親切，亦有不少學生認為許多事除由老師決定外，學校或老師也會讓學生有參與的機會；
另就學生之間的關係而言，大多受試者表示其並不會僅維護自己的朋友，高年級並不會欺負
低年級、舊生也不會捉弄新生，大抵來說還算彼此信賴及合作。整體而言，多數受試者認為
學校之於學生就像「大家庭」的感覺。
3. 歸納正義量表分數，總平均分數為 0.5822(分數均等化為 0-1 之間)，標準差為 0.09189，顯
示分數普通偏高。其中以社群感中社會契約得分最高，道德假設議題(譬如助人、偷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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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多未達 0.5，此外，校園評價中的外在工具分數最低。
4. 正義量表之得分，因地區不同而有所差異，北部得分高於南部和東部，中部亦高於南部和
東部，北部和中部無顯著差異；因學校所屬型態(公立、私立)亦有所不同，但其差異是出現
分量表中的負面社群— 權力的維護(公立高於私立)、偷竊規範階段(公立低於私立)、以及課外
活動(公立低於私立)，其餘均未達顯著差異；再者因學校規模(小型、中型、大型)也有所不同，
亦即小型得分高於中型和大型，中型和大型學校規模無顯著差異；因受試者性別(男生、女生)
而有所不同，且女生分數高於男生；因受試者教育階段(國小、國中)有所差異，但國小分數
高於國中。
(二)關懷問卷
1.就關懷氣氛之次數分配趨勢而言：無論就尊重、友善、參與、互助、禮節、寬恕等方面，
受試者多半的答案均為「普通」，有趨中現象，而關於侮辱師長、欺負同學等現象也偶有出
現，顯示學校在關懷氣氛方面仍有努力的空間。
2.關懷量表中學生對尊重的感受得分為 29.4650，平均分數為 3.2739；學生對友誼與歸屬的感
受得分為 28.8615，平均分數為 3.2068；學生對於形塑環境的感受得分為 25.7775，平均分數
為 3.2222；總分 26 題計 84.1040，平均為 3.2348，另三者中以學生對尊重的感受得分稍高，
學生對友誼與歸屬的感受得分較低。
3.針對受試者在關懷量表之得分是否因學校所處地區(北、中、南、東)而有所不同，依結果顯
示乃有所差異，亦即北部得分高於南部和東部，中部亦高於南部和東部，北部和中部無顯著
差異；關懷量表之得分在不同學校型態並沒有差異；再者學校不同規模在關懷量表得分有所
差異，亦即小型得分高於中型和大型，中型和大型學校規模無顯著差異；此外，不同性別在
關懷量表得分亦有所差異，且女生分數高於男生；最後，不同教育階段在關懷量表得分也有
所差異，且國小分數高於國中。

四、成果自評
本研究除如期完成原預定項目與達到預期成果外，最大收穫有二：一是藉此與問卷原創之
國外學者頻繁接觸，建立良好關係與進一步合作的基礎；二是對於統計軟體與觀念的新知，
學會運用MANOVA(多變項統計分析)及CFA(驗證性因素分析)，其餘各項如次
(一)完成之工作要項
1.以文獻及理論探討，構築我國國中小校園道德社群與道德氣氛的理論基礎與重要理念。
2.分析與歸納國內外文獻，藉以瞭解我國與國外校園道德氣氛之概貌與趨勢，並進而發展
適合我國環境脈絡的重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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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藉由焦點座談，瞭解國中小道德氣氛的重要面向與實際概況。
4.藉由文獻探討與焦點座談，翻譯與編製我國國民中小學校園道德氣氛調查相關工具。
5.建立我國國中小校園道德氣氛研究，基於俗民誌基礎後的問卷調查研究運用的歷程與結
果示例。
6.藉理論與文獻分析、焦點座談、調查研究的各種結果，依研究目的加以理解、詮釋與批
判。
(二)展現之成果
1.在學術理論方面：藉此研究強化國內對於道德教育的實徵性研究，使德育理論與實踐(校
園生活世界)之間的連結更為緊密。其次，藉由本研究道德社群與道德氣氛的理念，以及
正義與關懷的不同發聲，正與公民社會、社區總體營造以及學校中心等理念相契合，且
有助於現階段我國教育環境脈絡中德育理論的發展與統整。最後，運用理論探討、文獻
分析、焦點座談、問卷調查等多元方法，並兼顧理想的建構與實況的瞭解，頗能掌握研
究主題的全貌。
2.在學術應用方面：有關校園道德氣氛的理想建構與現況瞭解，將有助於德育課程的改革，
或是實施九年一貫課程，有關校園德育由顯至隱的趨勢中加以實施的重要具體參考方
向。其次，基於本研究的基礎，將可進一步建構與瞭解其他教育階段的校園道德氣氛(如
高中、大學等)，或是了解道德氣氛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如學生道德能力、校長領導風
格等)。最後，本研究藉由大規模問卷調查所得之量化數據，將可提供相關資料庫之使用，
並運用「次級分析」加以進一步剖析。故本研究將於近日內投稿相關國內外期刊以將此
相關研究分享研究社群，並成為道德教育繼續研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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