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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評量概述01



OECD 2030 學習指南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teaching-and-earning/learning/

● What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will today's
students need to thrive in and
shape their world?

● How can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velop these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effectively?

It provides points of orientation towards the future we want: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well-being. 



杜威提倡「為開闢一個進步的社會而施行的教育」
（李玉馨，2017 :86-87-71）。

將學童視為一個獨特
的個體，還將其視為
帶著一些重要資產來
到學校的人。

教師的作用至關
重要，因為兒童
的興趣必須得到
引導。

新式學校是「一個雛型社會」。

科學是一種
方法，一種
解決人類問
題的廣泛方
法。

Arthur Zilversmit,1993：chap.1；Feffer, 1993：134-141；Susan F. Semel, Alan R. Sadovnik,2005：
6-8



“We learn more by looking for the answer to a 
question and not finding it than we do from 
learning the answer itself.” 

我們通過尋找問題的答案來學習更多，
而不是通過學習答案本身而找到答案。

Lloyd Alexander, American Author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整合
知識、技
能與態度

情境脈絡
化的學習

學習方法
及策略

活用實踐
的表現

各領域/科目之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轉化

引自國教院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的界定、轉化與實踐之說明



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

https://www.cheers.com.tw/career/article/5098333?page=3

素養導向教學的四大原則



素養導向評量要素一：
強調真實的情境、真實問題

核心素養定義強調「應用在生活情境的能力」

(1)不同於以往的紙筆測驗多著墨於知識和理解層次的評量，

(2)素養導向則較強調應用核心知識與技能以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

問題。

(3)除了真實脈絡之外，素養導向之問題應盡可能接近真實世界(包

含日常生活情境、學術探究情境以及學習脈絡情境)中會問的問題。
國家教育研究院〈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與範例試題〉



素養導向評量要素二：
強調跨領域（學科）核心素養或是學科素養

國家教育研究院〈素養導向「紙筆測驗」要素與範例試題〉

(1)跨領域（學科）核心素養係指如總綱所定義三面九項中所
指出之符號運用、多元表徵、資訊媒體識讀與運用以及系
統性思考等跨學科甚至跨領域的共同核心能力，並非專指
跨學科的題材。

(2)學科素養則強調結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應用於
真實情境的問題中。

(3)素養導向評量強調「學習表現」和「學習內容」的結合，
應用於真實情境中的問題解決，引導課室脈絡化的教學與
學習。



？

100%

真實情境
素養導向評量
兩大要素

跨領域或
學科素養

？

日常生活情境

學術探究情境

學習脈絡情境

結合學習內容
與表現
領域核心素養

國教院測評中心研究教師

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整理

內湖高工羅嘉文老師製圖

「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的結合，應用於真實情境
的「問題解決」，才叫素養導向評量。



名 詞 界 定

評量（assessment）
透過測驗蒐集訊息並賦予意義。

測驗（test）
蒐集訊息資訊的機制。

測量（measurement）
量化或分配一個數目給某

種表現或特質的過程。

評鑑（evaluation）
對一個或多個的評量，進行價值判斷。

引用自國家教育研究院任宗浩主任秘書



學習評量三種類型



學習評量是蒐集、綜整與解釋課室內學習訊息，做各種教學決定的過程。

「素養導向評量是用以評估、回饋與引導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之實施」
(國教院，2018)

國教院測驗與評量研究中心研究教師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Lorna M. Earl, Robert J. Marzano, Thomas R. Guskey (2003)；甄曉蘭(2008)；吳璧純(2013)；任宗浩(2019)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任秘書 任宗浩(2019)，中等教育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設計

以學習評量建構地理課程的學習 中等教育 ； 70卷3期 (2019 / 09 / 01) ， P77 - 92



02 探究流程規劃



探究流程



我好奇
注意、詢問、提問、陳述問題

我調查
計畫、閱讀、研究、
田野工作、訪談

我記錄
數據、組織、描述、分類、
圖表、繪圖

我發現
觀察、調查、測量、解釋

我思考
邏輯、關係、討論、分析、
替代方案、說明

我嘗試
實驗、建模、構想、重述

我表達
修正、再思考、即興創
作、以文章總結

Learning How to Learn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綱，P.6



探究流程

3-a.問題發現
發現不同時空脈
絡中的人類生活

問題

3-b.資料蒐整
與應用

多管道蒐集、整理
檢視資料、多方式
呈現並解釋成果

3-c.溝通合作
聆聽他人意見、
表達自我觀點、
同理心討論、理
解他人、相互學
習合作

3-d.規劃執行
規劃與執行、提
出可能方案、執
行方案並檢討歷
程與結果

以社會領域領綱學習表現第三構面為主軸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探究流程

1-c.判斷創新

覺察人地互動、關注議題、
關心社會文化發展

感受他者經歷與情緒、尊重
文化差異、重視環境倫理

評估觀點、提出見解、檢視
選擇與決策、反思內涵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第三構面學習表現搭配第一、二構面，形成探究流程環



探究小活動：擬定「探究與實作」的探究流程
1.歷、地、公三科老師，各自將所屬學科之學習表現

第三構面指標，條列整理於表中。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探究小活動：擬定探究與實作的探究流程
2.從各科加深加廣(3)探究與實作，學習內容條目中，找出與前

列學習表現相對應的探究流程/方法/步驟條目，整理條列於
相對應表格中。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探究小活動：擬定探究與實作的探究流程
3.確認探究流程與命名。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探究小活動：設定探究與實作的探究過程技能
4.前三項相互確認後，提取出每個探究流程的探究過程技能

(如:描述記錄現象、收集資料、歸納分析等) 。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探究小活動：設定探究與實作的探究過程技能
學習表現第三構面為主軸，形成探究流程，分析探究過程技能。以問題發現為例：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03 探究過程與評量項目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A.基本概念與臺灣

d.臺灣的人口與文化
地Ad-Ⅳ-1臺灣的人口成長與分布。
地Ad-Ⅳ-2臺灣的人口組成。
地Ad-Ⅳ-3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

探究問題
東南亞移工為什麼離鄉背井到臺灣來?

核心問題
人為什麼要遷移?

地Ad-IV-4
問題探究：
臺灣人口問

題與對策 C3多元文化與國際理解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探究性課程流程設計舉例

學習內容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A.基本概念與臺灣

One-Forty

如何讓學生找一個他想探究的問題?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cxOxv-stAY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_DgwI4-K_fjnHpEbwH5sQ


A.基本概念與臺灣

• 他們為什麼要來臺灣工作?(O)
• 你對於哪些回答感到好奇?(R)
• 他們來臺工作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I)
• 你會進一步向他們提出什麼問題?(D)

當教師使用一段影片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後，
我們可以透過一系列有意義的提問，逐步帶學生進入探究式學習。
此處示範的是「焦點討論法」 (ORID)的引導

observation ask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社3a-Ⅳ-1發現不同時空脈絡中
的人類生活問題，並進行探究。

第三構面學習表現



A.基本概念與臺灣

使用Brandstorm方法收集學生想法，讓學生觀摩彼此的提問，
學生評估自己的問題是否值得進一步探究討論?
或是學生選擇他最喜歡的一個問題來探究。

Assessment as Learning
(歷程性評量:評量即學習)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A.基本概念與臺灣 如何引導學生透過探究同理他人感受……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課程設計

One-Forty

教學資源引用自One-Forty
社團法人台灣四十分之一移
工教育文化協會。本資源有
徵詢該單位同意於教學與教
育推廣，非商業使用。

Simpleinfo 圖文不符授權
2017.04.15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y_DgwI4-K_fjnHpEbwH5sQ


採用Gallery Walk的方式，讓學生閱讀資料後寫下：
• 我注意到的訊息
• 我感到困惑的事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整理大家的摘要，加以分類與歸納大家在意的訊息有
哪些類型?
•工時是不是太長了?
•仲介費怎麼那麼貴?
•他們的宗教禮儀跟我們
為什麼不一樣?

社2b-Ⅳ-1感受個人或
不同群體在社會處境中
的經歷與情緒，並了解
其抉擇。

Record/classify Empathy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第二構面學習表現



上述問題探究的教學設計範例，在呈現教師

如何透過學習表現第三構面的條目分析，確

認探究流程。搭配第一、第二構面條目，較

明確的安排學生學習歷程活動，透過科學化

探究方法與思維，培養學生參與、實踐、反

思及創新之態度與能力。



探究小活動：探究與實作的評量項目標準說明
5.敘寫學生發展過程技能時的評量標準說明。以問題發現為例：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04 課程與評 量試作



情境化

期望的
學習結果

可接受的
評量證據

設計學習經
驗及計畫

UbD課程設計模式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臺北市民生國中詹馨怡主任/ CBCI譯者劉恆昌博士 共同發想繪製

CBCI單元課程分析設計步驟

脈絡化

https://educationstandards.nsw.edu.au/wps/portal/nesa/k-10/learning-areas/hsie/geography-k-10/geographical-concepts


A process for geographical inquiry

翻譯引用自 http://www.hsiensw.com/uploads/4/7/7/1/47718841/a_process_for_geographical_inquiry_17-2-2016.pdf

利
用
地
理
工
具
獲
取
、
處
理
和
交
流
資
訊

取
得

歷
程

溝
通



翻譯引用自
https://historytech.wordpres
s.com/2016/04/22/nche201
6-using-the-story-of-angel-
island-to-build-elementary-
historical-thinking-skills/

對歷史主題提出
實質性的問題

分析主要和次要來源
（查找相關信息）
(來源、收集資料及評估來源)

整理和評估資訊和證據來源（比較、
對比、合成、確認）

使用來自多個來源的證據，
構建對過去的說明和爭論。

分享他們的工作，聽取批評意見，並
完善他們的解釋和論證。



激發好奇心 收集數據資料

鍛鍊推理反思性思考

引用自https://libris.nie.edu.sg/sites/default/files/social-studies-normal-technical-2014.pdf

新加坡中學社會研究探究歷程



From "Personalized Learning Using the Types of Student Inquiry" by Trevor MacKenzie.

http://www.learningpersonalized.com/personalized-learning-using-types-student-inquiry/?utm_content=buffer98908&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探究類型 結構式探究 控制式探究 引導式探究 開放式探究

主題/問題

探究資源

探究路徑

探究結果
呈現方式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Base on  "Personalized Learning Using the Types of Student Inquiry" by Trevor MacKenzie.

http://www.learningpersonalized.com/personalized-learning-using-types-student-inquiry/?utm_content=buffer98908&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1. 應用知識和技能，而不僅僅是回憶或確認。
2. 開放性的，通常不會產生一個正確的答案。
3. 建立嶄新、真實的情境問題。
4. 透過學習遷移提供了理解的證據。
5. 可以整合兩個或多個主題以及能力(4C)。

•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
• Communication
• Collaboration

6. 是多面向的，可評估多個標準或成果。
7. 根據評分規準或標準進行評估。



有質量的表現任務特徵

• Marc Chun(2010), Taking Teaching to (Performance) Task: Linking Pedagogical and Assessment Practices ，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v42 n2 p22-29 Mar-Apr 2010

• Real-world scenario: students assume roles in real-world scenarios.
真實的場景：學生在真實世界的場景中扮演角色。

• Authentic, complex process: scenarios reflect complex and ambiguity of real-world 
challenges.
真實、複雜的過程：情景反映現實世界挑戰的複雜性和模糊性。

• Higher-order thinking: requires critical thinking, analytic reasoning, and problem 
solving.
高階思維：需要批判性思維、分析推理和解決問題。

• Authentic performance: the ‘product’ reflects what a professional would produce.
真實的表現："產品 "反映了一個專業人員會產生的東西。

• Transparent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learning outcomes drive the creation of the task.
透明的評鑑標準：學習成果驅動任務的產生。



第五學習階段歷史學習表現可用於發展實作評量的指標

檢核點 表現任務



課程主題

學習內容

核心素養

學習表現

課程目標

探究與實作課程評量練習

請依照課程目標規劃該課程的表現任務，並確認這個任務是否能對應到課程目標。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Step1：設定單元課程目標(以此為評量的目標)

歐洲與俄羅斯

地 Bh -Ⅳ-1自然環境背景。 地 Bh -Ⅳ-2產業活動的發展與文化特色。
地 Bh -Ⅳ-3現代經濟的發展與區域結盟。
社-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J-C3 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地 1c -Ⅳ-1利用地理基本概念與技能，檢視生活中面對的選擇與決策。
社 2a -Ⅳ-3關心不同的社會文化及其發展，並養成開闊的世界觀。
社 3b -Ⅳ-3使用文字、照片、圖表、數據、地圖、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探
究結果。

學生能覺察東歐與俄羅斯的區域互動，了解兩地間的文化關聯，進而分析
臺灣與國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核心
素養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主題／活動／情境

探究
問題

情境素材
國教院測評中心 研究教師李鳳華/助理研究員 吳正新

素養導向課程組成的基本要素

主題／活動／情境

學習
內容

核心
素養

學習
表現

課
程
目
標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整理

確認期望的學習成果

決定可接受的
學習結果

參考自「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冊」
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



•重理解的課程設計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整理

確認期望的學習成果

決定可接受的學
習結果(評量證據)

設計學習經驗
及教學活動

參考自「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冊」
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



表現任務說明示例

為家裡裝板壁牆 (數學，七~九年級)
承包商提出房屋修繕的估價時，我們

如何得知價格是否合理?在這項任務中，屋
主要求你檢視某個板壁牆承包商的修繕提
案，以判定屋主是否被敲竹槓(你會得到房
間大小、材料價格、工資，以及利潤的資
訊)。

檢視這份提案，然後寫一封信給屋主
提出你的評估結果。請記得列出計算方式，
以利屋主能理解你的評估結果有哪些依據。

引用自「重理解的課程設計－專業發展實用手冊」Jay McTighe & Grant Wiggins



•情境描述：
請依照設計的課程，詳細的描述任務內容，包含:角色、對象、
情境和任務內容等。

Step2：設定被評分的學習活動(如:短講發表、
專題報告、戲劇表演……)





•情境描述：
請依照設計的課程，詳細的描述任務內容，包含:角色、對象、
情境和任務內容等。

Step2：設定被評分的學習活動(如:短講發表、
專題報告、戲劇表演……)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位處東歐的烏克蘭原訂於2013年簽約加入歐盟，但卻經歷了
一連串的變化，目前國家處於不穩定狀態。你身為一位世界
公民，透過閱讀烏克蘭相關時事報導與評論，理解烏克蘭分
裂事件始末。請試著思考烏克蘭國內的不同觀點，若你是烏
克蘭人民你會做出何種選擇? 請採取批判的立場，論證自己
的看法。



• 任務內容說明：

Step2：設定被評分的學習活動(如:短講發表、
專題報告、戲劇表演……)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1.使用閱讀理解策略進行文本閱讀

2.透過矩陣圖分析烏克蘭左右為難的原因

3.採取批判思考的角度，適當運用課程所學相關知

識內容，論述自己對此事件的看法與選擇。



05 評量規準設定



為什麼要有評量規準？ (why)

1.可以協助老師檢視學習目標(評量目標)是否達成。

(AOL)

2.可以明確提供「教」與「學」的回饋。(AFL)

3.以指標引導學習，培養學生後設分析和評鑑能力。

(AAL)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任秘書；臺師大科教中心研究員 任宗浩博士



好的評量規準需要具備那些條件？(what)

1.規準要對應學習目標(評量目標)
不能只評量學習內容，須兼顧學習表現。

2.清楚具體的行為目標
•時間掌控的具體標準(如:超過一分鐘、不足兩分鐘)
•可以清楚說明作品思路(如:依照什麼步驟安排實驗)
•可以清楚說明報告內容(如:報告內容包含6W的向度)

3.評量複雜性不能太高
•建議分三個等級即可，學生較容易理解學習品質的差異。

國家教育研究院主任秘書；臺師大科教中心研究員 任宗浩博士



評量向度
向度甲

向度乙

向度丙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Step3:設定2-3個最重要的評量向度
(以探究項目為準，評量學生探究能力)







任務敘寫示例【TED TALK 說話的力量】
完成探究專題並上台短講表達成果

你可以用言語來改變自己，也改變世界。世界上有許多公共議題或
是弱勢群體需要有人幫忙發聲，期望你們小組能學會探究議題的數
位閱讀工具、策略與方法，並善用課堂所學探究你們關心的現象後，
擬定一段10分鐘的短講，向世界抒發你們的想法並能傳達正向改變
世界的力量。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任務說明:

1.每六人一組，自訂講題收集資料，依照PREP結構完成十分鐘講稿。
2.根據演說內容，設計與安排合適的影片及簡報。
3.小組成員輪流上台完成接力演說，相關演說品質規定請參見規準表。

開放給學生自行決定探究
議題以及所需收集資料

教師控制探究結果
呈現方式與格式



內容

表現



AOL AOL

AfL

AfL

AfL

AfL

AfL

AaL

AaL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AOL

AOL



學期成績計算
一、形成性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 (檢核點)40%
1.個人實作任務：九宮格自我介紹；事實&觀點、聆聽與對話數位閱讀
30%
2.小組實作任務：社會議題Keynote簡報製作10%

二、總結性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 (表現任務)40%
1.簡報資料收集與分類10%
2.簡報PPT製作10%
3.短講發表20%。

三、歷程性評量Assessment as Learning(學習省思)20%
1.課程中學習回顧與調整12%
2.期末學習總省思與反饋8%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Step4：選定上述任何一向度，針對可觀察的具體表
現，給予文字描述。(請參考前述探究過程技能描述)

1. 討論評量向度
2. 決定等級個數並給予命名
3. 具體描述各等級行為表現(可參考現有資料)

等級
向度 ？ ？ ？

向度甲 OOO XXX ▲▲▲
向度乙

向度丙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小 組 探 究 與
評量實作發表



06 提問代小結

時間不夠，可以不要課堂做嗎?
學習內容老師一定要上完嗎?

每次探究活動都一定要完整流程嗎?

探究圈有一定的開頭及結尾嗎？

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實作評量的重點只有作品成果嗎?



想像與實踐

思考

探究活動目的

對教師的影響

對學生的影響

對課程的影響

培養學生的探究思考

訓練自主的學習能力

學生學習的陪伴教練

學習經驗的設計引導

相互學習collaboration

發展後設認知、學習遷移

「主題探究表現」模式

反思性實踐的課堂
(佐藤學，2014，P.41)臺北市景興國中李鳳華老師



“I never teach my pupils;
I only attempt to provide the conditions
in which they can learn.”

— Albert Einstein, Physicist

「我從不教我的學生；
我只試圖提供能讓他們學習的條件。」

– 愛因斯坦 (物理學家)



綜 合 討 論
Let’s call it a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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