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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多元評量之理念與策略，說明評量的發

展、理念與類型等；第二節為課程與評量，使用三種課程模式說明課程設

計、課程目標與評量的關係，從檔案評量的發展、理念、定義、種類與目

的等項目，釐清檔案評量與課程的關係；第三節為藝術教育的檔案評量理

念與策略，先介紹藝術教育的評量理念與策略，再進階闡釋藝術教育與檔

案評量理念與策略的關連性；第四節使用實際課程案例探討檔案評量策略

在視覺藝術課程的實施。 

 

第一節 多元評量之理念與策略 

一、多元評量的發展 

在知識經濟的世代，教師將面臨許多的挑戰，在其教學及評量上必須

適當調整，以因應整體社會發展及多元變異的學習環境；教學與評量是現

代教育系統中的兩大部分，兩者之間有互動，但仍以教學為主，評量為輔。

評量為教學的一項後續（follow-up）活動，用以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果，及

調整或擬定日後教學策略。許多於教育領域的人未能充分瞭解評量的真正

目的及評量結果所代表的意義，僅著重與強調其中所呈現的片面資料，例

如：成績、排名等，加上傳統評量方式設計不周，單一化取向，不夠多元

的缺失，未能涵蓋教學內涵的各個層面，形成教學與評量之間的落差，使

得評量的角色，往往成為引導教學的黑手，亦即「考試引導教學」的生態

謬誤。所幸，這種引導作用（backwash），雖有可能成為阻力，亦可能成為

助力，端看如何使用評量於教學之中。傳統紙筆式的標準化測驗只能測得

部分重要的學習成果，有許多較複雜的實際生活應用能力及情意表現必須

採用其他類型的評量方法。美國國家教育發展評量(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便使用簡答、和論文題、實際作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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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晤談、問卷和樣本工作等多元評量。或許是受到NAEP的影響，很多

其他評量方案也逐漸採用多元評量，轉而重視情意學習成果以及較複雜學

習成果及生活應用能力之評量。鑑於評量本身的重要，及其多元化的必

要，教育部於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修訂公布「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考

察辦法」中規定，學校對國中學生成績之考察，應視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

差異，以獎勵及輔導為原則，並依各學科及活動性質，以下列十五項評量

方式選擇辦理：紙筆測驗、口試、表演、實作、作業、設計製作、報告、

資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自我評量、同儕互評、校外實習、實踐、及

其他。隨後又在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公布的「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

課程總綱綱要」中特別提及，各科的“評鑑方法應採取多元方式實施”（施

玉惠，1999）。此外，目前之特殊教育安置強調將身心障礙兒童安置在一

般班級（即回歸主流或融合教育），在此種之班級更需要多元評量學生的

同儕關係、自我概念和其他情意學習等（吳裕益，2000）。 

 

二、多元評量的理念 

現代的評量必須多元化，所謂“多元”可以從不同角度來看，就評量

時間來看，評量可以是課程完畢時才實施的期末考試，亦即「總結式評量」

（summative assessment），也可能是過程中經常性的評量，亦即「形成性

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多元”也可以只評量形式上的多元，不

僅有傳統的「測驗為主的評量」（test-based assessment），也有以活動、遊

戲進行的「活動為主評量」（task-based assessment）。由於教學和輔導的範

圍非常廣泛，除知識技能之外，尚包括學生的品行、人際關係、學習態度、

興趣、方法和習慣等方面，所以必須採取不同的考察方法，以配合學科性

質和教材內容進行多種方式的評量。多元評量的理念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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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評量應是多方面的 

從前認為學校的成績評量只限於知識技能的考察，但如今，已將評量的

範圍擴大至教育的全面。當我們從事某一學科的教學時，除了以該學科

本身為重點，也不應忽略與該學科其他相關的其他知識，而透過學科的

學習，學生在態度及想法上可能有所改變及調整，因此也應納入成績考

量的範圍，不應只以學習作為成績評量之唯一重點。美國心理學者認為

學校教學包括：認知方面—以學生心智能力之發展為核心；情感方面—

以學生之態度、興趣、對人對事之方式以及各種鑑賞能力為重點；心理

動作方面—以各種技能為主。凡此無一不屬於評量之範圍。 

 

（二）成績評量必須採用多種方式 

因為成績評量之範圍非常廣泛，所以應該採取不同的考察方法，以配合

教材之性質與內容，進行多種方式的評量。評量時所採用的方法越多，

蒐集資料越齊全，其結果越正確客觀。 

 

（三）評量要捕捉不同時段的變化與成長 

  評量不同於評鑑的是，評鑑帶有價值判斷，往往給予學習者的回饋是總

結式的優劣評斷，而新式評量則是著重於學習的過程階段，學習者的變

化與成長，不再是只著重最終的學習表現與成績。 

 

（四）評量為呈現學生是否達成課程目標的重要證據 

  Nunan（1990）將評量定義為“評估學生知識、技能程度的一連串步

驟”。課程設計的首要步驟便是確立課程目標，而評量的最重要的目的

為，學習者是否達成課程目標；而透過評量，可以檢視課程的目標是否

得當、課程內涵是否能與課程目標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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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正式和非正式的評量都同等重要 

  正式評量意指最終的總結式評量，而非正式評量，意指各種形式、多元

化的評量，前者能提供學習者的學習表現，後者則提供了學習者的學習

歷程與經驗，對於學習，這兩者具有同等意義與重要性。 

 

（六）除了教師評量外，學生是主動的自我評量者 

在建構主義的學習模式之下，學生不僅僅是學習的主體，及自主性的探

究學習各種知識，也應具備自我檢核、修正及評估的能力。 

 

（七）講求信度與效度 

1.信度： 

信度指評量工具的精確、穩定程度。信度高的試題，若對相同受試者

先後進行兩次測驗，其結果應該是一致的或極為相似的（此時兩者的

相關係數即為其信度）。但受到某些因素的影響，兩次評量結果完全

一樣（亦即信度為 1.0）的情形不易達成，以小規模的課堂評量而言，

0.70的信度已屬相當不錯。評量工具的信度取決於三個因素：評量工

具因素、情境因素、個人因素。其中，評量工具因素包括「學習目標

涵蓋的程度」、「評量項目是否明確」、「學生回答是否受到限制」、「作

答說明是否明確」、「試題的版面或呈現方式的品質」、「學生對評量方

式的熟悉與否」、「整套評量的長度」等。情境因素指的是評量場所的

環境及情況，例如：教室設備、室外噪音等。個人因素包括了個人可

變性的生理及心理特質（如：先備基本能力、學習動機、與施測者的

關係等）及個人永久性的因素，如 I.Q.、學習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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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度： 

信度固然重要，仍須效度的配合。即便一份設計良好具有高信度的評

量工具，實施在受試者身上，但所得並非我們所要的施測結果，此評

量工具就被視為無效。簡言之，一個評量活動所真正評量出的結果，

應與當初所擬定評量標準及項目一致，這種一致性，便稱為效度。檢

驗某一評量工具的效度，方法有好幾種，也因此有多種效度。例如：

「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旨在檢驗是否涵蓋足夠的學習內容或

目標。「關聯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以另一個已建立效度的類似

評量工具作為比較，得出兩者的相關性。「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關心的則是評量出的是否真的是受測者所呈現的結果具有代

表性。「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則僅就評量的類型或方式判斷其是

否真能測到所預測的能力(施玉惠，1999)。 

 

（八）配合學生的年齡層與基本能力 

不同年齡層次的兒童，由於其認知發展皆有階段性的差異，因此除了課

程目標的訂立、課程內容、教學策略因應其階段調整之外。評量的目標

與評量的方式亦應隨著學生的年齡層與基本能力的不同而改變，例如：

低年級的學生，知識性的目標遠較高年級學生少，但活動性的目標就多

於高年級，因此在擬定評量策略時，也應予以配合。 

 

（九）評量結果旨在了結學生學習困難與進步，而非獲致分數與排名 

在新式評量的範疇中，評量旨在診斷學生學習困難與進步情形，而不是

檢定這個學生是否達到升等或通過的標準，成績與排名已不再是評量的

唯一結果，學習的歷程與意義，也是被重視的向度（施玉惠，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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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評量的策略 

建構主義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讓他們自發性的去建構知識，重視學生

如何來詮釋個人學習歷程。因此在評量方面特別強調個別差異，而且也講

究評量方式多元化，如兼採真實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另類評量……

等不同方式，靈活運用。 

（一） 另類評量(alternative assessment) 

是教育評量的改革，所謂的另類評量是指在盡量合乎真實的情境中，觀

察並記錄學生完成工作的過程與最後的表現，這是一種不同於紙筆測驗

的評量方式（吳毓瑩，1995）。另類評量的種類包括了：實作評量、檔案

評量、真實評量等。 

（二） 實作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 

實作評量著重於將所學所知表現在具體的成果以及應用過程上，除了製

作與應用之外，實作評量也注重高層次能力，如思考、分析、組合判斷，

以及表達能力的啟發、思考過程和邏輯推演的程序考量。實作評量的特

點為： 

1.「它」要學生自創答案，而不是選擇答案，因此標準答案不只一種。 

2.評量不單看成果，也看過程，所以能瞭解學生造成錯誤的原因以及學

生對某一問題考量的層面、思路過程，以及邏輯方式。  

3.評量的內容，不只僅限於單一學科知識，而是同時考量多項知識或技

能。 

4.評量問題的取材，常與實際生活問題有關，以促進學生能運用所學知

識去解決與真實生活有關的問題，真正地學以致用。 

5.評量時間有彈性。 

實作評量與實際教學過程關係密切，往往成為教學過程的一部份或是

教學成果的收集，所有人認為此種評量方式較實際，稱之為「實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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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張振成，1997）。 

 

（三） 檔案評量(porfolio assessment) 

檔案評量原非應用於教育上，而是畫家、攝影家、音樂家、作家、設計

家等保有的個人檔案（Bird，1990）。經由檔案中的資料，他們的成長

歷程讓人一目了然。應用在教育上可將各類作品、成果收集整理，建立

動態的方式學習檔案記錄的完整過程，透過學生的檔案記錄瞭解、評鑑

學生的學習情形，教師亦可藉此而改進教學方法、技巧。這是一種教學

相長的評量方式。 

 

 

（四） 真實評量(authentic assessment) 

真實評量是一種被教師應用來評量學生從事有關學科內容的學習與反應

和實際生活有關的學習活動。老師要收集和紀錄整個教室所有的狀況及

學生的所有表現、行動、學習或與整個場境的互動，是一種鉅細靡遺地

紀錄，屬於非常實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評量模式。 

多次及多元的評量方式，除了給學生充分的機會表現能力之外，也將 

以往傳統具有評價意味的總結式評量鬆綁，學生在學習歷程當中，每

一分努力、表現與貢獻，都有機會展現其意義，而一試定終身的魔咒也在

這樣的評量方式下迎刃而解。然而對於很多教師來說，多元評量方式的另

一層意義，便意味著教學工作量的激增，尤其是形成性評量，教師得在所

有的教學近程中蒐集評量資料，這對現行台灣來說，的確有其窒礙難行之

處，除非在行政上從基礎調整，使教師授課時數及班級數減少，方能達到

多元評量的真正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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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程與評量 

一、課程設計、課程目標與評量---分析三種課程模式 

課程設計係指課程組織形式或結構，課程組織則指課程的各種要素

或成分妥善的加以安排，使其力量彼此和諧，以產生最佳的學習效果。

（黃政傑，1997）。因此，課程設計包含了擬訂教學目標、選擇教學策

略、規劃教學活動及執行評量工作等一系列教學過程。 

課程設計的方法與技術，是指依照課程設計的理論基礎，對課程元

素有計畫性地組織、安排與選擇，這些課程元素包含了目標、內容、教

學活動、策略、教材、評鑑或評量、時間、空間、資源、學生能力與需

求、學校行政與特色及教師的專業知能……等，皆是進行課程設計時，

所應考量與注意的相關因素。本研究以課堂內的評量活動發展為主要訴

求，而評量又跟課程目標緊密地配合，因此以下列舉三種課程設計模

式，並比較其與課程目標、評量的相關性。然課程設計模式不只三種，

因為「目標模式」課程設計強調使用課程目標引導課程設計與評量，而

「能力—內涵—策略」課程設計發展另一種課程設計與評量相關的可能

性，「本質問題」模式的課程設計為本研究課程設計所採用的方式，所

以選擇此三者詳細說明。 

 

 （一）「目標模式」（objectives model）的課程設計、課程目標與評量 

課程設計有許多模式，在此特別提出「目標模式」（objectives model）

的課程設計，因為其與評量的關係最為明確。所謂「目標模式」的課程

設計，主要的精神在於「目標取向」的理念。此種課程設計與「科技主

義」相關，依循這種課程設計模式的課程設計者，經常以教育目標作為

選擇活動、組織與策略等相關活動之引導，並據此進一步發展形成詳細

明確的目標，轉換成學習經驗，最後加以評鑑。美國課程學者泰勒（Ral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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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Tyler）的課程設計模式，可說是「目標模式」課程設計典型代表。泰

勒提出一套新原理，引導教師發展課程：1.應達成哪些教育目標？2.要

選擇哪些學習經驗才能達成目標？3.如何有效地組織學習經驗？4.如何

確立這些教育目標已達成？這便是所謂的泰勒模式： 

 

 

 

 

泰勒認為「目標模式」課程設計的第一步驟，便是訂立課程目標，

他認為目標是選擇、組織、評量學習經驗的重要規準，強調目標的指導

功能。根據所擬定的目標，選擇能夠達成目標的學習經驗，並將學習經

驗加以組織，使其產生意義，以利教師的教學及學生的學習，而最後設

計評量工具，以瞭解學習經驗是否能達到預定的目標(Tyler，1949)。 

「目標模式」的課程設計有許多優點，包括了：1.此種課程設計是

審慎且合理地探討架構，具有邏輯性地安排、組織課程。2.「目標模式」

課程設計是具有系統性的設計步驟。其明確目標的建立，不僅有助於教

師選擇學習經驗、安排適當的學習活動以利教學進行，更為教育評量提

供一個合理的基礎。但也有不少學者質疑「目標模式」課程設計為一線

性程序的模式，簡化了課程設計的程序，易流於技術取向（黃光雄 & 蔡

清田，1999），而這種模式也過於簡單，特別是泰勒模式缺乏「回饋」，

未能即時提供修正課程的依據，在組織學習經驗之間亦缺乏「實施」的

步驟，因此遭致許多批評。「目標模式」在應用上有其限制：1.它已先預

定結果，但學生學習歷程或是教學並非都能有效地控制。2.實施此種模

式的課程，需要客觀化的評量，使用量化或明確結果的標準來檢核課程

目標，對於文學或藝術這類學門，較不適用（黃政傑，1997），除非也

能將其課程內容具體化、學生學習經驗等質性的資料量化，方能適用。

目 標 選 擇 組 織 評 量 

圖2-1 泰勒模式（黃光雄 & 蔡清田，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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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標，雖然是過濾學生、社會、學科、教育哲學、學習心理學得來的，

仍不脫教師由上往下一元式的設計理念，忽略了學習者的地位，此種模

式的學習經驗，是單一的流向的，而不學生自身建構的。 

 

（二） 「能力--內涵--策略」模式的課程設計、課程目標與評量 

此外，課程設計時必須顧及預期學生達到的能力指標、學習之內涵、

及教學與評量策略，即〝能力--內涵--策略〞（如下圖示），三者是建構課

程時所必須思考的層面，課程設計之後，經實施、評估就各有關的層面

予以修正，並從學生學習的過程資料建立評量的標準、方式與策略。 

 
 
 
 
 
  
 
 
 
 
 
 

 

 

「能力」的部分，涉及學習者的教育階段，從教育理想的層面衡量

其所應及所能達到的能力指標，據以考量課程的內涵及應採取的課程組

織與教學策略，藝術與人文課程設計時，必須考量基本能力及「探索與

創作」、「審美與文化」與「實踐與應用」課程之分段能力指標。 

     「內涵」的部分，是課程的核心，學習的主題與內容，依學生的能

力或是學生需求選擇適當的主題與教材，一旦決定了主題與教材，便能

從此發展此課程所要學生習得的關鍵概念或是目標，並採取有效的課程

圖2-2：「能力內涵策略」課程設計模式（陳瓊花，2001）

（實施、回饋、修正） 
學
習
者
預
期
能
力 

課
程
組
織
與
教
學
策
略 

課程主題與內容 

能

內 涵

略

策

力

基本能力 
分段能力 

一般性原則
繼續 

統整 
藝術知識體探究 
教學與評量方法 

主題—目標—內容—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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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教學策略以使課程內容與目標能落實學習，而後使用評量用以考

核學生是否能從課程中學習到課程的關鍵概念與目標。「藝術與人文」

課程的主題內涵，宜從教改所提出之「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

自然」三大面向予以考量（教育部，1998）。 

      「策略」的部分，是指課程組織與教學策略。課程組織，在此主要

指一般性課程組織原則；教學策略涵蓋藝術知識體的探究策略、教學的

方法與評量的方式。課程之是否得以具體而有效的落實實施，有賴策略

的運作。一般性課程組織原則包括垂直與水平之組織原則，垂直指繼續

與順序原則，水平指統整性，可有以學科本位之統整（單科、跨科與科

際統整）及以學習者為本位之統整己客、己我、己世統整方式（黃譯瑩，

1998；陳瓊花，2001）；藝術知識體的探究策略是指對創作、藝術史、

藝術批評及美學等學科的探究學習與研究方法，據以發展關鍵能力，進

行問題的解決與判斷；教學法有關講述、討論、探究與批判思考等方法

的運作；評量包括過程與總結性，可以實作、真實、檔案、或測驗等策

略（陳瓊花，2001）。 

   此種方式的課程設計，考量的是學習者、課程組織與教學策略、課

程主題與內容，也就是能力、策略與內涵三個向度，這三者成為了一個

循環，彼此是互動支援地，因此更寬鬆地來講，在這三個向度都有評量

策略隱含其中，除了原本就含括評量方式的「策略」向度外，「能力」

向度---學習者的能力，等於是評量準則的先被參考標的，而「內涵」向

度---課程主題與內涵，更可具體化成課程目標，使用評量檢視其達到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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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質問題」（essential question）模式的課程設計、課程目標與

評量 

鑑於過去課程設計，仍以目標為課程設計的引導，而目標也往往是

由課程設計者擬定，學習者的角色長期以來被忽略，自建構主義以降，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根據皮亞傑（Piaget）認知發展觀的「基進建構主

義」（radical constructivism）主張，知識是由學習者本身主動建構的結果；

其次是採自維高斯基（Vygotsky）潛在發展區域理論的「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vism）主張，知識是學習者在社會互動和合作下，藉

由協商或討論而獲得共識的結果（甄曉蘭，1996）。而如今「九年一貫」

課程總綱綱要中揭示課程設計應「以學生為主體」、「以生活經驗為中

心」，並希望培養學生能夠帶著走的「十項基本能力」其中多項都與建

構主義的理念相符，肯定學習者的主體性，是主動的知識建構者，有都

主張知識是師生或同儕一起建構出來的（吳俊獻，2000）。 

因此由 Jacobs（1997）提出的以本質性問題引導課程設計方案，於

教改方興未艾之際更凸顯其特色，所謂的本質性問題，是為一個課程的

核心，它是課程設計者認為學生應被檢視，或短時間他們應知的元素，

也就是以問句的形式取代傳統肯定句的課程目標，而「本質問題」並不

是單單將原本的課程目標轉化成問句而已，它必須能將整個課程想傳達

給學生的中心思想彰顯出來，甚至是濃縮整個課程的精華（Jacob，

1997）。例如：有一個環境教育的課程，想讓學生思考人與自然環境的相

關與互動，並檢視人類對自然界的作為：過度開發、獵捕、污染等，所

採用的本質問題便可以是「人是萬物之靈嗎？」，這樣的本質問題之下，

可以延伸出以下的小議題--人在自然界的定位、人類對自然的作為、體認自

然的生存法則、建立對生命的尊重。因此「本質問題」的用字遣詞必須是精準

的，能有延伸性的和含括性的。然而為什麼要使用問句？因為問句具有開

放性，並不是直指某個固定答案，使用一個問句當作課程目標，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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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作用：1.能組織原本零碎的目標或問題，有一個統籌的最高指導原

則。2.能將課程目標鬆綁，使接下來的學習經驗、過程、策略等具有更

多的可能性。3.它可以是某種關鍵概念的凸顯，也是一種意圖的宣告。

4.更能鼓勵學生學習探究與思辨的方法與技巧，因為引用問題發展的細

部目標，有順序地往下延伸目標的設計模式，能逐漸地引領學生往課程

本質探討，也在無形中，對學生建構自我的知識過程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然而，此種課程設計模式需要更廣泛的評量方法，持續性的評量是必要

地，依據學習歷程與課堂經驗，容許進一步地調整與改變目標，應發展

一套適於各種結果的評量程序。 

      在發展「本質問題」模式的課程前，得先瞭解課程實施地區的背景

及學生的先備能力，這是基於學生本位為出發點；進而思考主題，現今

九年一貫課程提倡以主題式課程來進行統整，例如：生態、性別等；而

確定主題後，便能根據主題建立本質問題，要發展一個問句形式的課程

關鍵概念，最主要得先探討我們到底要學生思考、瞭解什麼？而本質問

題之下，可延伸出有階段性的教學目標；有了細部教學目標，就可以進

行教學活動的設計；配合教學活動，不同的評量工具與方法也依序發展

出來；最終，以評量檢視教學目標的達成與否及教學成效。以下用簡圖

示之： 

 

 

 

 

 

 

 

 

圖2-3 「本質問題」的課程設計模式（參考陳瓊花，2001） 

思考決

定主題 

建立本

質問題 

瞭解課程實施地區的背景 

及學生的先備能力 

確認教

學目標 

發展各項 

教學活動 

依據教學目標 

發展評量工具 

擬定評量方式 

與作法 

檢視目標達成與否及 

相關之教學檢討修正 

學校本位/學生年齡層/學生能力 我要學生學/ 

思考/瞭解什麼 

領域/故事/ 

議題/主題/ 

具啟發性 

根據本質

問題擬定

細部教學

目標 

 

教學策略/

學習活動 



25 

課程設計的意義，強調精確性的「設計」觀念，課程設計者，為達

成課程目標，對於各種理論基礎、教學策略、課程組織架構、實施程序

等，應該審慎地規劃，以增加課程的精確性。課程為一種一系列目標的

組合，課程目標是評量學生學習結果的規準，課程目標乃是指預期學生

所要學習的成果、表現的行為及知識的增長。透過建立課程目標，便可

精確地預測、控制各種課程設計的狀況，藉由課程目標可以判斷整個課

程方案達成其宗旨的程度，作為修訂課程內涵的參考，而課程有其預定

的教育目標，可以引導課程評鑑及學生學習評量的進行。根據學習者能

力所擬訂的課程目標，設計有意義的課程內涵，而後選擇適當的教學策

略，以便於課程的實施與進行，至於該如何得知學習者是否達到課程目

標呢？就得依靠評量的回饋。評量工具設計時，得緊扣課程目標，根據

課程目標檢核學習者的學習歷程、及學習結果是否達成預期的規準，而

這種規準，是可以經由教師或課程設計者事前預測與事先規劃的。而教

師或課程設計者可進一步加以設計學生的「學習經驗」（learning 

experience），以達成一套預期的學生「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黃

光雄 & 蔡清田，1999）。由此可得知，課程目標與評量的密切性，精確

的課程目標，有助於評量標準的確訂，而學生的學習歷程與學習經驗，

協助評量標準的細部設立。 

此外，在現今建構主義思潮之下的課程，將逐漸地變為更開放多元

地設計模式，除了從教師或課程設計者的角度來發展課程，更得考量學

習者的參與與其需求，使學生學習經驗能夠循序漸進、逐步由探究—建

構—統整課程中所傳遞的知識，達到教育目標。 

 

 

 

 



26 

二、檔案評量與課程 

國內翻譯有兩種：檔案評量或是卷宗評量，其實兩者皆是對 portfolio 

assessment的翻譯，因此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意思，不應有迥異的解讀。 

（一）檔案評量 

下列分述國內外學者對檔案評量的看法與解釋： 

1.檔案的類型 

（1）主導式檔案（ownership portfolios） 

主要是由學生收集哪些可以說明他們在學習歷程中成長的不同資

料，學生具有主導者及作者的雙重身份，而且主要的觀眾也是學生

自己。學生透過這種檔案資料的收集的過程來促進本身的主導權概

念。 

（2）歷程檔案（Process portfolios） 

是一有目的的收集整理學習證據的資料文件，可真實反應學生的表

現，記錄學生的學習歷程，幫助學生做有意義的學習。也可稱之為

作品集檔案（collections portfolios），這種檔案包括學生每日的課堂

作業，例如：作業草稿、素描作業、修改中的作業、最後成品等，

它不僅呈現了學生的學習結果，也展現了學生的學習過程（楊式美，

1999）。評量的重點有二：1蒐集檔案資料之歷程的開始和結束。2

學生的反省對學習改善或進步的程度。 

（3）陳列式檔案（showcase portfolios） 

這種檔案是將學生最好的作品及表現收集在檔案夾當中，展示給家

長或是給校方看。這種檔案的缺點是僅僅呈現學生的學習結果，而

忽略了學習過程（楊式美，1999）。 

（4）評量式檔案（assessment portfolios） 

這種評量是有系統地收集學生作品、學生的自我評鑑以及教師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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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學生和教師是採用相同的規準來評量。 

從以上的介紹中，只要是與學生學習歷程和結果有關的作品均可內入

「檔案評量」。作品包括作業、報告、圖片、晤談記錄、測驗卷、學習單、

筆記……等。檔案評量的資料大致可分三類：（1）長時間連貫的作品；（2）

廣泛類別的作品；（3）自我省思的註解。從長時間連貫的作品上，我們可

以瞭解學生在同一能力上的成長情形；從廣泛類別的作品上，我們可以瞭

解學生的學習向度；自我省思註解，是對檔案資料的說明，學生說明作品

的構想、表現及待改進的地方，讓學生瞭解自己的成長，學習如何可以做

得更好！本研究試著整合以上多種檔案收集方式，選取各個方式與本研究

訴求相符之處，予以調整。因為本研究想觀察學生學習歷程的變化，學生

在學習經驗中的進步、努力和成就等，而歷程評量正可依特定目標收集有

計畫、有系統地收集學生資料與作品，可能是一個主題的檔案、系列核心

的主題檔案、或整個學期、學年學習成果的檔案。本研究所屬的為系列核

心的檔案，以「認識台灣」為主要學習核心，複合了不同階段性的主題目

標，分段蒐集檔案資料。而本研究由於在第二階段課程實施之後，尚有個

案訪談的計畫，對於學生自我省思及主導式概念，研究者相當有興趣，因

此也希望在有兩種版本的檔案夾，一為歷程檔案，可將所有課堂中的資料

置入，一為經由學生自行挑選過的主導式檔案夾。 

評量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檢視使是否達成教學目標，而為使評量工作

更加客觀化，是故本研究採取評量檔案的法則，教師依照教學或評量目標

來設計教學內涵與評量標準，例如課程中使用的學習單，係依課程目標發

展而成的，而評量目標則待第一階段試探性課程結束後，整理學生資料、

及整合教師預想的標準訂立的。 

 

2.檔案評量的理論依據 

評量方式的變革，或是教學方法的轉變，通常來自於學習理論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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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將關於認知與學習的不同說法，從情境社會歷史觀點（The Situative 

/Pragmatics-Sociohistoric View），以 Dewey、Mead、Vygotsky為代表。其

強調學生在學習探索過程中的參與與瞭解，並將評量實務及評量進行時的

脈絡，一起視為一個整體，這一個觀點代表性評量，就是檔案評量（吳毓

瑩，2001）。 

檔案評量之所以受到重視的原因，最主要是符合教育和學習理論，茲 

說明理由如下： 

（1）建構主義理論： 

檔案評量著重在學生學習概念的形成過程，注重學生整個學習歷程及

個別差異的問題。 

（2）注重形成性評量： 

檔案評量著重於學生必須參與評量過程，蒐集學生作品，瞭解學生整

個學習過程。針對學習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施以補救教學，故是一種

形成性評量。 

（3）實作評量： 

檔案評量是一種表現評量，測量學生的實際操作表現，以瞭解學生的

學習成就（湯清二，1997）。 

 

3.檔案評量的定義 

Hennung(1987)較早解釋檔案評量是運用在教學上的一種質化評量

的技術，經由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共同參與的一種持續性的描述與教學

經驗的檔案記錄。Donald H. Graves(1994)則為檔案評量下了一個較簡

單的定義，他認為「檔案是選擇性的收存學生作品的一個地方」。Low和

Eckes（1995）則認為一般人對檔案的定義僅限於它是任何學生作品的一

種收集，他們更進一步地引用Paulsen等人對檔案的定義做為說明，即

檔案是有目的地收集學生作品，藉此說明學生在一門或多門學科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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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進步和成就。而De Fina（1992）及Wolf和SiuRunyan（1996）則

歸納出五大特性：選擇性(selective)、多元性（diverse）、持續性

（ongoing）、反省性（reflective）和合作性（collaborative）。基於

這五項特性，檔案才能真實地（authentic）反映出學生在一段時間裡每

日的學習活動，且其內容能與課程、教學相結合（楊式美，2000）。   

Linn(2000)認為一個檔案的收集，必須是每段時間的各種作品中，

最好的作品或範例的收集，也意味著，檔案收集並非盲目地將所有資料

都併入，而是有目的有意圖地篩選。本研究將檔案評量定義為：檔案為

「一個有系統提供個人知識與特質、技巧與學習歷程憑證的資料夾，而

這些資料皆是經由持續時間蒐集篩選、經過自主性地省思與選擇而得

出」。而檔案評量則可從檔案所蒐集的資料，觀察到學生的學習經驗、學

習變化、選取資料的自主性與內省、學生在學習歷程中的自我調整、與

他人的合作與回饋；從以上觀察的向度，進行評量。 

 

4.檔案評量的目的 

檔案評量應具備基本目的 

（1）檢視學生在某一段時間的成長。 

（2）發展學生的過程式評量。 

（3）開創學生自我評鑑的不同方式。 

（4）幫助學生發展主導權及自省的能力。 

（5）提供學生檢視自我學習歷程變化的資料。 

（6）提供學生真實生活的學習機會。 

（7）觀察學生語言發展。 

（8）評估和發展符合學生需要的課程。 

（9）瞭解教學方法之效能。 

（10）幫助學生發展主導權及自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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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會因其目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模式，因此教室裡所建立的檔案模式

能顯示教與學的過程中是持續的、多元的、互助的將評量內容與課程、

教學和學習緊密配合。 

 

5.檔案評量的內容 

在檔案的建立過程中，不論任何年齡或年級的學生都可藉此學習如何選

擇放入檔案中的作品項目，同時也可學習為自己在選擇作品時建立一套

規準（criteria）。他也建議檔案的內容必須是以學生的期望和作品收集

的目的為首要考量條件，而此類作品集所包含的內容可能屬於不同形式

的成果，例如：試卷、學習單、書單、閱讀心得報告、字彙檢核表、書

面報告（含草稿與定稿）、信件、票根、筆記、個人檢核表、教師意見、

同儕互評、家長觀察與意見、親師懇談會的紀錄、個人重要事蹟、作品、

錄音錄影等音訊資料等（楊式美，2000）。 

 

6.如何進行檔案評量 

該如何進行檔案評量呢？將各專家學者建議匯整如下： 

（1）評量目標之確立 

（2）解說與教育評量策略、目的與內容 

（3）示範與決定 

（4）建立評分策略 

（5）考慮環境因素 

（6）組織 

（7）確立時間表 

 

7.檔案評量的優點與限制 

檔案評量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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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一種動態、真實的表現完整的評鑑： 

檔案包含長時間與不同類型的資料，真實完整地呈獻學生的學習。 

（2）尊重學生的個別差異： 

學生是和自己先前的表現作比較而非和他人。因此，學生的個別差異

受到尊重，減輕壓力並增加學習樂趣。 

（3）注重過程和結果的評鑑： 

檔案是動態的方式長時間的學習記錄，可提供教師對學生學習過程與

結果的評鑑，提升學習效果。 

（4）資料來源廣泛化： 

檔案資料蒐集包括學生所有的學習任務、情意表徵及認知行為，非單

一紙筆測驗能獲致的結果，評量更具完整周延性（曾吉雄，1999）。 

（5）可觀察學生的學習歷程： 

由於檔案的蒐集是持續一段時間，可從這個有系統地篩選的資料中，

觀察到學生學習過程的變化。 

（６）學生能學習自主性與內省等能力 

    學生除了是主動的知識建構者外，甚至應學習建構自己的學習經驗。

Wiggins(1998)認為評量不應是學習結束時的稽核（audit）工具，它應

能有系統地培育學生「自我修正」（self-correct）的能力。而檔案評量

正是學生學習經驗的憑證，而在選取什麼資料該放進檔案夾的過程，

也正學習如何自主與省思的好機會。 

檔案評量的限制： 

（1）增加老師批閱的時間，工作負擔重。 

（2）檔案評量的製作必須投入較多經費，宜考量學生的經濟負擔。 

（3）檔案資料的評量標準訂立困難，不易客觀化。 

（4）檔案評量易受學生語文程度、表達與組織能力影響。 

（5）評量的信、效度不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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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與檔案評量 

有意義的檔案評量，應是事先規劃好檔案夾應該收集哪些資料，這個

選擇的過程，是由學生和教師一起訂立規準，使用這些規準去篩選眾多的

資料。而這個蒐集檔案資料的規準，就本研究的認知為，應該與課程目標

密切配合，簡言之，想讓檔案夾當中的資料，皆是能反映學生學習與教學

的成效，而所謂的教學成效，就是指教師是否能讓學生理解所有課程目標

的程度，而學生的學習成效指學生達到課程目標的程度。因此若是蒐集資

料的規準，便緊扣課程目標，就如同先建立了第一層的濾網，將符合這樣

條件的檔案資料篩選出來，甚至連教師在設計所有教學活動所運用的教學

工具，也完全從符合課程目標著眼，對於有結構性、有計畫地收集檔案資

料，更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而如何訂立檔案評量的標準呢？有兩個方向可以思考，一是教師就先

由課程目標發展了評量標準，一切標準皆以達到目標為依歸。二是，學生

的檔案資料會說話，可以從回收的檔案資料，歸類整理出標準來。第一項

的缺點是，教師畢竟來是從自身觀點出發，所訂立的標準，可能並非學生

能夠勝任的，也常會出現在預料之外的資料內容，無法用事先訂的任一標

準評估。第二項便是完全以學生本位出發，可以彌補第一項的缺失，但也

因為比較無結構化，常會流於不知從何著手訂立標準的困境當中，而且學

生的檔案資料內容，也未必含括所有層次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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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藝術教育的檔案評量理念與策略 

一、藝術教育與評量 

（一）羅恩菲爾藝術評量論 

羅恩菲爾主張透過藝術來開展創造潛能與統整人格。因此在藝術教學

中，其所關心的是透過藝術教學活動，兒童的創造潛能與人格成長能有所

進步，所以其評量的目的：不在於評量兒童作品的好壞，而在瞭解兒童各

方面成長的特徵。透過這樣的瞭解，教師能更深層地發現兒童進步的原因

或是其所遭遇的困難，並幫助兒童排除障礙而繼續不斷地成長。 

    羅恩菲爾對於兒童之藝術表現主要從兒童的作品和其創作活動兩方

面來分析。評量標準又分為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兩大方向，在主觀標準的

評量中，分析的層面不僅涉及兒童的作品，同時也包括兒童的創作活動；

至於客觀的評量中則完全侷限於分析作品本身。 

      其主觀標準的評量以兒童七個層面的成長特徵來進行分析，分別

是：情感的成長、智力的成長、生理的成長、知覺的成長、社會性的成長、

美感的成長、創造性的成長，羅恩菲爾並提示兩個必須注意的觀念：第一

點是在藝術教育中，製作過程重於作品。第二點是以上七個成長特徵在不

同兒童身上，並非平均分配的，例如：一個在情感上十分奔放的兒童，在

創作方面卻可能十分缺乏創造力。而客觀標準的評量則從發展階段、技巧

與技術、作品組織三種不同角度去評量作品中的人、空間、色彩、技巧和

組織形式等不同的表現。 

    羅恩菲爾也對評量相關問題提出其獨到見解，例如：競爭、展覽和評

分等，就以評分為例，羅恩菲爾不贊成兒童藝術像其他學科一樣進行評

分，他認為只要將注意力從兒童身上轉移到其作品，不公正性必定會產

生，因此羅恩菲爾強調只要對兒童作品分等進行評比，無論如何排除主觀

因素的評分，它都會打擊兒童，造成模仿，卻不會提升他表現的自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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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慧，1996）。 

羅恩菲爾的七項成長層面主觀標準的評量準則，整體來說是不夠精

確，就一位教師實際進行評量活動時，這種範圍界定模糊，沒有定性評分

依據的規準，易使教師在評斷學生學習過程時流於主觀好惡判斷。而且其

一直強調評量兒童創作過程，一般而言，課堂中通常都是學生人數多於教

師，教師要如何仔細地觀察每一位學生的創作過程呢？基本上，重視兒童

創作過程勝於其作品結果，在精神上、理想上是可行的，但在實際上卻是

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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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BAE的評量論 

DBAE的目的是使學生從幼稚園到高中，能完整地瞭解視覺藝術，並

透過學習藝術創作、藝術史、藝術批評與美學達到其終極學習目標。DBAE

藝術教育範疇內的評量是一種改善學習與督導學生朝向完整瞭解藝數進

步的工具，DBAE每個領域的課程都已訂立，因此評量學生學習成效，應

當配合課程、教學策略與教育目標。也因為 DBAE的具體課程及具有程序

性、規律性的教學，因此其評量工具主要是依據藝術課程中明確敘述的學

習內容發展而成的。 

DBAE四項藝術學習的評量標準： 

1.藝術創作的評量 

DBAE藝術課程包含多種創作活動，從素材的實驗到技巧的學習，配合

年齡和發展階段運用概念去創作，每種創作工作均有特定而適當的標

準，因此評量可依這些標準為基礎，學生在課程中的進步情況就可一目

了然。藝術創作之評量要配合教學目標，教學目標應明確界定學生該學

習某種技巧，例如：學生是否能重疊東西以呈現空間。然而，並非所有

的藝術創作歷程皆可具體而明確地列出教學目標與評量的相關性，某些

探索性的活動，其目的是要求學生瞭解媒材之性質及其運用潛能，因此

這類活動最適合的評量方法是，觀察學生的參與程度、認真態度及學生

在過程中的發現。 

 

2.藝術史的評量 

評量的方法與教師的教學目標、教學策略等要互相配合，例如：教學目

標是要學生辨識東方與西方藝術的特質，那麼評量要配合學生是否瞭解

這種普遍性特質的概念時，可以放映不同文化的作品，要求學生指出哪

些是東方藝術，哪些是西方藝術？若教學目標是針對特定而明確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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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評量方式就可運用傳統的目標模式，要求學生驗證某位藝術家某件

藝術品、某種風格、某個時期或某個國家的藝術品。此外評量學生對藝

術品之態度和偏好的方法也可以用來評估學生對藝術史的學習成就。這

些都能應用口述或書面的測驗方式進行評量。 

 

3.藝術批評的評量 

藝術批評是指學生對藝術的反應，在藝術批評學習活動中有些層面是明

顯而易於評量的，例如：學生是否能使用美感審視的概念和分類？學生

是否能以費德曼（1972）所發展出的四項批評步驟去描述藝術品？評量

時必須考慮學生的年齡和語言能力。上述的評量偏向藝術批評的技術和

方法方面，更重要的是學生是否對藝術之反應獲得更多的瞭解和滿足？

因此得輔以觀察與訪談等進一步的檢測評量方法。 

 

4.美學的評量 

學生能藉由語言的描述來表達他們的藝術經驗時，即已反應美學的概

念。美學層面的評量亦須根據教育目標和教學策略。教師可提供適當的

藝術品要求學生去思索藝術之本質和美感經驗等之有關問題。例如：為    

何某些東西是藝術品，而某些東西不是藝術品？學生可以運用美學家的

方式來探究和思考，而教師則根據學生對相關問題的討論與描述加以評

量（郭禎祥，1992）。 

上述 DBAE四個藝術學習領域的評量，試圖闡明評量應如何與目標

配合，已經將評量更加具體化，然而整體而言，仍偏屬「量」的評量，

雖然提及評量學生的描述與討論，但未能有效地立訂一套詳實的規準，

對於藝術教育中「質」性的學習表現，較難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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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isner的教育鑑賞與教育批評 

Eisner（1972）提倡教育鑑賞和教育批評，作為評量的變通方法，這

屬於「質」的評量。這樣的觀點並非從評量的領域出發，而是從認知的角

度著眼，他認為人類求知係運用各種感官系統，蒐集各種資料，形成經驗

和概念，再使用各種適當的呈現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若只使用單一感

官系統和呈現方式，概念的形成和表達都將受到限制。而教育鑑賞和教育

批評也是由藝術鑑賞與藝術批評轉化延伸而來的，藝術鑑賞，鑑賞是批評

的一部份，可說是批評的基底層，而無論是藝術批評或教育批評則可視為

整個解讀、判斷的方法。 

Eisner主張鑑賞是感知（appreciation）的藝術，而感知的意義是一種

覺醒、認知和理解，從而提供判斷的基礎。藝術批評所採用的方法，在提

升個人對藝術作品品質的知覺；批評的目的正如杜威所言，是對藝術作品

知覺的再教育。要達到此一目的，批評者需要兩種技能：第一，他必須發

展出極精細的敏感性，亦即他能看到構成整體的因素，及這些因素間的交

互作用與關係。甚至看到引起此因素的背後形成脈絡與原因。第二，他必

須能用任何表達形式將他的感受呈現出來，例如：使用語言或文字，讓他

人亦能感受；藝術批評的功能可分為解釋和判斷兩類，前者主要解釋藝術

品的內容，後者在評判藝術品的價值；要知道藝術品的價值，要先知道它

是什麼？所以批判性的批評，必須以解釋性的批評為證據。在藝術批評領

域，最著名的批評方法為四步驟：描述、分析、解釋、判斷。艾斯納的教

育批評包含了四個步驟：鑑賞、描述、解釋和評鑑。 

1.鑑賞：鑑賞的目的是認識與理解，也就是艾斯納所說的「感知」。鑑賞有

賴於成熟（認知發展年齡）和學習。批評：批評的目的是展露，即是表

達。批評是需要鍛鍊的，就如同許多藝術批評家所建構的批評模式，例

如Erwin Panofsky（1955）所提出的三個層次的鑑賞方法：圖像、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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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和圖像學。 

以上兩者：鑑賞、批評與他所提的感官系統、呈現方式相連結。而以下的

三點：描述、解釋和評鑑，統稱為批評-- 

2.描述：必須是批判的，能展現教育現象的重要要素。除了得思考教育現

象之外，也應該去評析我們看待教育現象的慣性。 

3.解釋：必須找出這些要素在教育情境中的意義與功能。 

4.評鑑：需判斷所發現的教育現象的價值與重要性。 

整個教育批評，帶有很強烈的價值判斷成分，不像科學式評鑑重視價 

值中立。藝術所強調的是創造和個人獨特價值，藝術批評需要想像和進一

步的解讀，常使用譬喻、暗示、隱喻，經常採用各種多元而間接的手法，

正是與傳統教育中的評鑑，單一而制式化的評斷標準有很大的不同，艾斯

納採用藝術鑑賞與批評轉化成教育鑑賞與批評，替教育界拓展了新視野，

也彌補了從前教育評鑑所忽略的個人獨特性，然而進行鑑賞與批評，得視

個人鑑賞與批評能力的好壞，它又不若科學式評鑑有一定程度的規範，則

結果則會依評鑑者語言表達能力、人際關係互動或社會科學背景等變數影

響，其評鑑的信、效度不易掌控。而且也較花時間與精力，因此標準化測

驗、、統計分析等量化處理技巧若能與這種方式結合，相信必能相互輝映，

提供一個有成效的教育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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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eattie的評量理念 

目前在藝術與人文教育的職場上，急需探討教學與評量的策略理論，

用以剖析現況與發展未來。 

    事實上，教學與評量的策略理論係課程設計之一環，與學生之能力及

學習之課程內涵密切相關。具體而言，教學是有關於教師之教學的活動與

學生學習活動之間的互動，由互動而產生環繞在特定主題課程內容中的學

習；藝術評量策略可以與教學指導活動密切結合（Beattie，1997b），長久

以來，在藝術的學習中，較傾向於成果或作品的評量，較為忽略的是過程

評量，在呼籲多元化評量的教育政策下，藝術的學習如何結合傳統策略：

測驗、問卷、和視覺鑑別，與實作評量的策略：1.檔案資料夾（portfolios），

2.學習日誌（journals,diaries,logs），3.整合性的實作（integrated 

performances），4.小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5.展覽（exhibitions），6.

錄音和錄影帶（audio tapes and video tapes），7.電腦（computers）等（Beattie，

1997），將其二者彈性使用、融入教學活動，以發展並建構教學與評量的

理論與實務，提供教師明確的專業知識與執行策略，是本研究案首先必須

努力的部分。 

Beattie（1997b）揭示了十七點，藝術教育工作者在進行評量時，所應具備

的觀念： 

1.評量是學生本位和教師引導的。 

2.評量是複合分層的。 

3.評量是持續性的，及提供進行中的資訊。 

4.評量是有脈絡和具有真實性的。 

5.評量兼顧正式及非正式的雙重策略。 

6.評量注重過程和結果。 

7.評量提供學生在創作的過程及完成作品時校正及改變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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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評量是反應各種知識體系的樣式。 

9.評量能反映多元智能及創造力。 

10.評量能彰顯學生的先備概念與其誤解。 

11.對每個人而言，評量應該都是公平的。 

12.評量應立基於標準之上。 

13.評量應涉及規準並能比較學生學習的前後情形。 

14.評量能看出共同合作學習的狀況。 

15.評量提供教師判斷學生學習表現的依據。 

16.評量是述說清楚且系統化的。 

17.評量能展現藝術技法的優劣。 

Beattie（1997b）也提供了如何進行藝術評量的步驟： 

1.確定評量的目的。 

2.規劃好所有評量的範圍。 

3.發展評量策略和任務。 

4.進行評量活動。 

5.評分計畫。 

6.呈現評量結果。 

研究者對其觀點最感興趣的便是， 

1.評量注重過程和結果： 

藝術的學習，即便最終結果的精彩，但仍不及過程的動人，從發想、草

稿、定稿、製作到成品，之間的波折起伏，很難單就觀察作品而得知，

藝術最終作品的成敗，往往也不是許多藝術家所強調的，例如：行動藝

術、超寫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的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的「自動運作

論」，都是展現過程，不重視成品，也因此在藝術教育之中，未必每位

學生都能完成完美的作品，但是經歷創作過程的甘苦，將是最能粹煉他

們心性的良藥，而在藝術課程的評量，自然得將重點均衡地擺置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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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結果這兩個方向。 

2.評量提供學生在創作的過程及完成作品時校正及改變的機會： 

就如同藝術家觀看藝評家或美學家給予的評論，不斷地修飾及調整自我

的創作，在藝術教育的評量，教師除了可以擔任藝評家與美學家的工

作，也應將此權限開放給學生，讓其有機會自我檢視與反省。 

3.評量能反映多元智能及創造力。 

藝術智能為多元智能之中的一個，而藝術所著重的創造力，也是異於其

它學門，而多元評量正可以評斷出這種可貴的特質，也因此藝術是最需

要多元評量實施的一門學科。 

4.評量應涉及規準並能比較學生學習的前後情形： 

評量實施在藝術教育中最大的危機，便是規準不易擬定，因此藝術教育

工作者，也應盡可能地建立質化的標準，以使藝術學門的評量能更客觀

化。 

5.評量能看出共同合作學習的狀況： 

多元評量因為其評量方式多樣化，有機會蒐集到不同層次的資料，也較

傳統評量更能看出合作學習的狀況，即使小組一起合作，也因為評量工

具的分工精細，也使得個人的表現不至於被忽略，成為齊頭式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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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Gardner的「藝術推進」計畫（Arts PROPEL） 

「藝術推進」這個計畫是 Howard Gardner和美國教育測驗中心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以及匹茲堡公立學校在 1986年到 1991年間

共同合作的五年研究計畫，這是一個針對初中和高中的藝術教育課程。「藝

術推進」的兩個主要目標包括：觀察初中及高中的學生如何學習藝術。及

設計增進學生學習與評估學習進步的評量方法。所謂的 PROPEL是由代表

在評量學生時，應該注意的事項：產品（production）、反省（reflection）、

知覺（perception）和學習（learning）（田耐青，1999）。 

    由此計畫的名稱便可得知其重點是藝術課程，尤其是視覺藝術、音樂

和想像力寫作。「藝術推進」計畫的重點也是在於評量，這套計畫想要發

展一套可以超越傳統標準化測驗的評量策略，以發掘學生的真實藝術潛能

與成就（張美玉，2000）。指導「藝術推進」評量的重要指導原則如下： 

1.評量應是長期的 

「藝術推進」建議教學評量應由學業成長的長期觀點出發，例如：檔

案夾（portfolio）就是一種可以對學生學習進行長期連續觀察的有效工具，

並可以鼓勵學生對學習作持續的反省。檔案夾可以為學生、教師、家長等

人提供學生在學習上與心靈上成長的證據，各可成為彼此溝通的橋樑（田

耐青，1999）。 

 

2.評量應是多向度的 

評量所著重的不僅是量化資料的獲得，對於質化資料的蒐集及分析，

更是不容忽視，畢竟，量化的資料只提供學習的某幾點面向，然而質化資

料，更能提供多元的學習面貌。 

 

3.評量為教學提供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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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的結果，對於教學而言，就是一面鏡子，反映了教學的成效，檢

核教學目標執行的程度，因此，從評量結果中可獲致，改進教學所需的資

訊。 

 

4.非正式的評量也很重要 

學生的學習成果，並非評量學生學習歷程的唯一依據，學習過程所有

大大小小的經驗，可藉由真實評量、實作評量或是檔案評量獲得。 

 

5.學生是主動的自我評量者 

在建構主義思潮衝擊之下，既然學生是學習的主動建構者，又怎麼能

在評量缺席？因此，學生應有能力評估自己的長處與短處，也能清楚說出

他們所學到的，並確立自己如何運用適當的思考與學習歷程。他們可主動

地用日誌、同儕評量、檢核表、展示會、非正式的師生討論或學習檔案等

方式，記錄並反省他們的學習（Boughton & Eisner & Ligtroet（ed），1996）。 

    「藝術推進」計畫發現除非學生學到值得評量的知識、技能與理解，

否則評量沒有什麼意義。因此，此計畫後來成為一個課程與師資教育的研

究方案，也同時是一套評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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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 

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綱要已正式定案，其中也特別針對評量，有

詳細地說明，茲分列如下： 

1.教學評量 

（1）評量的目的 

判斷教學活動是否達成目標，教師必須蒐集資料加以客觀評量，以正

確瞭解課程設計的適切性，以及評估每位學生的學習預備狀況、學習現

況、學習結果及學習遷移。評量所得，做為教師加強與補救教學的參

考依據。 

 (2)評量的範圍 

1學習成果的評量 

探索與創作的學習成果評量。 

審美與文化的教學成果評量。 

實踐與應用的教學成果評量。 

2教學品質的評量 

     教學前：教師針對自己選定教學單元，進行教材分析、技法示範、

準備工作、熟練媒體操作等工作。 

     教學中：教師自己必須熟悉教學目標，評估學生起點行為，引導階

段與發展階段之形成性評量。 

     教學後：包含教師對教學成效之檢討，學生作品、展演、學習遷移、

總結性及補救教學之評量等。 

3課程設計的評量 

領域課程設計之評量。 

各單元內容、技法、觀念等之組織，是否具有順序性、連續性、統

整性之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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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設計是否具有多元性、多樣性、活潑、生動之評量。 

   考慮學生的學習動機、興趣及能力上的個別差異，評量方式是否確

實、具體、可行性之評量。 

(3)評量方法 

本領域教學評量可併用「量」與「質」的評量，且可視教學目標、教

學範圍、教學方法、教學流程之需要，採取教師評量、學生互評、學生自

評等方式，並應用：觀察、問答、晤談、問卷調查、軼事記錄、測驗、自

陳法、評定量表、檢核表、討論……等方式評量，且可酌採相對解釋法與

自我比較法等彈性評量措施(教育部，1998)。 

綜觀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評量方法，鼓勵藝術教師採用多元評

量的方式，而其評量範圍也分為：學習成果、教學品質及課程設計等三項，

兼顧了學生、教師及課程，惟缺少大範圍的評量，例如學校政策、社區學

校合作等，因為九年一貫的精神之一為強調學校本位、社區本位的教學、

課程發展，新的評量方法又怎麼能不顧及學校行政及與社區互動等方向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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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術教育與檔案評量 

（一）藝術教育與檔案評量的相關 

Portfolio在的本義是卷宗、檔案或是紙夾，最早被應用在藝術家在向

人介紹他個人創作歷程或是其作品使用，這就稱之為檔案夾。這種檔案夾

的應用強調的是個人在某一段時間或一個時期的作品或表現，但是作品或

檔案資料的收集，是無結構性、無系統的放入，可能是畫家的任何素描、

手稿，與友人或畫作經紀人之間的書信往返，也放入檔案夾當中，而且除

了能完整集合一段時間作品及變化之外，當時畫家自己對檔案夾的訴求，

並未涉及如何去批判或解讀這些資料，也無訂立任何規準去整理分析此檔

案夾。除此之外，檔案夾也常用於商業職場聘用人才的參考，如同一份個

人完整的履歷報告書。 

然而檔案夾運用在教育上，成為一個評量策略時，就不只是檔案而

已，它應該是一種 process-folio歷程檔案，是有目的、有結構與計畫地收

集學習表現的一些訊息。這些訊息，教師可得知學生在學習歷程中，所付

出的努力、進步的情形，和可以達到多少學習目標。它是一種有實際根據

的、連續性的、多元面向的、可集合多重感知及合作方式的資料收集方法，

用以評估學生學習經驗、表現與成長。而藝術的學習，是一種多重感知的

應用，譬如學生完成一件藝術作品，得從最初的想法，結合自身的經驗，

咀嚼調整後，成為藝術創作的草創理念，而草創理念又必須經由媒材選擇

及試驗後修正，最後完成創作理念的定稿，而後依據創作理念定稿，開始

製作藝術作品，但一件藝術作品的創作歷程，並非只要依循創作理念的想

法就可順利達成，在創作的歷程中，因為媒材無法有效地呈現創作意念而

有所修正，是常見的事，因此在創作的過程中，會留下許多「痕跡」。除

了創作，在藝術鑑賞與藝術批評的領域中，更是一個層層建構的機制運作

下產生的結果，研究者將其區分為感知—認知—覺知三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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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知（sense）： 

由純粹視覺的接收---所見即所得的層面，從感官上獲得資訊或影像。 

2.認知（recognize）: 

複雜的知識結構運轉，我們從原有存在於腦中的資料庫去搜尋、連結，

找出一些相關性，或是約定俗成的答案。 

3.覺知（appreciate）: 

我們研究視覺物件的背景脈絡與歷史，再結合了自身的經驗、背景，進

而消化成自身獨特的解讀論點，甚至思考自我在這樣的過程中的變化，

批判既有的觀點與感知或認知的慣性，這便是研究者認為的覺知。 

在這樣的進程之間，我們可以使用任何型式的表達方式，來向他者傳

遞我們的想法，最常見的形式便是語言與文字。因此在這個區間，我們所

作所為，留下的任何隻字片語或是資料，都是將來藝術批評與鑑賞的依據。 

從以上所言得知，藝術學習是相當重視學習經驗、學習歷程的，而在

藝術教育領域，只能彰顯結果的總結式評量，很難評估整個藝術學習的所

有狀況，而藝術學習中最可貴之處，便是在於學生經由這種可充分運用各

種感官，例如：視覺、聽覺、觸覺等去體驗藝術，這個歷程對每個學生個

體而言，是真真實實地屬於他們獨一無二的經驗，每件作品，也都是這樣

過程產生獨特的結果，既然從一開始到結束，就是分屬學生個體的學習歷

程與自行建構的學習經驗，我們又怎能使用制式化、標準化的規準，去給

他們一個總結式評量結果呢？因此，新式評量觀念：多元化的評量和重視

過程的新式評量，是最能在藝術教育中發揮其真諦的評量模式，實作評量

或真實評量的確可以觀察學生在課堂上的所有表現，然而一位老師精力有

限，難以顧全所有學生的個別變化與成長。所以，檔案評量正可彌補這樣

的缺憾，因為檔案夾是人手一本，等於是個人成長全記錄，藝術教師可以

藉由這樣個別化的資料收集，觀察每一個學生個體的學習歷程，是故，本

研究對檔案評量在藝術教育的應用感到興趣，想知道檔案評量能提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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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怎麼樣的資訊，學生能透過檔案夾呈現什麼個人獨特地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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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檔案評量應用在藝術教育課程案例之探討—「Tar Beach」 

一、「Tar Beach」課程檔案評量策略實施之探討 

（一）課程背景簡介 

這本書是一個典型的課程實際實施研究呈現。緣起於佛羅里達藝術教

育協會FIAE（The Florida Institute For Art Education）與佛羅里達州立大學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一個課程研究計畫---涵蓋範圍廣博的評

量任務單元（CHAT）。 

他們使用 CHAT 的模式來建構課程。而 CHAT 的模式其實是脫胎於

DBAE(Discipline Based Art Education)，DBAE是透過四個學科：藝術創

作、藝術史、藝術批評和美學，來幫助學生思考、創作、整合學習內容，

其終極目標是，該如何將所學與生活結合。 

 

1.CHAT 

CHAT為Comprehensive Holistic Assessment Task（全面性的評量任務）

的縮寫，他總共有四大訴求：一為此計畫兼顧了教育與評量，二為藝術教

育和跨學科的課程，三為主題式與多元文化的內容，四為將現實生活融入

課堂中。 

（1）CHAT關切全球性普遍的議題。 

（2）CHAT 對學生要求主要的目標：能解釋與創作藝術品，並藉此瞭解自

己、別人與整個世界的意義與價值。 

（3）CHAT的單元中有三個重要的元素： 

都具備教學活動及評量。 跨科整合課程。 將真實世界的議題帶

入課堂。 

（4）CHAT 的單元分成兩個方面— 基本的單元設計。 進階充實的課程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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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AT的內涵： 

讓學生循序漸進地由初階的認知，發展至成熟發現許多人、事、物

的深層意義。 

與實際世界相關連的單元設計。 

（6）CHAT三種評量方向： 

教師觀點。 學生觀點。 課程觀點。 

（7）CHAT組織系統： 

目前有八個課程設計，教學策略使用多元化。每個課程中皆具備以下的

細目： 

基本單元：平均6-8個課程。 

充實單元： 

活動。 概念。 教學資源。 

單元目標和教學流程。 

單元名稱。 

實施年級。 

實施時間。 

課程概觀。 

課程目標。 

教學資源、教材與設備。 

教學計畫及準備。 

教學實施與回饋。 

摘要與提醒。 

教學評量。 

（8）CHAT的學生能力指標 

根 據 美 國 教 育 活 動 及 藍 圖 2000(Education America Act and 

Blueprint2000)，及佛羅里達學生成就標準（Florida’s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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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Standards）所編寫。 

他們總共有從幼稚園到 12 年級的課程，大部分的課程都有跨年級的實

施區間，詳列如下： 

（1）Mother's Helper by Diego Rivera, K-2 

（2）Study for painting with White Border by Wassily Kandinsky, K-2 

（3）Shalako Mana Kachina a Hopi Kachina, K-2 

（4）Tar Beach by Faith Ringgold, 3-5 

（5）Great Wave Over Kanagawa by Katsushika Hokusai, 3-5 

（6）Still Life with Parrots by Jan Davidsz. de Heem, 3-5 

（7）Brooklyn Bridge by Joseph Stella, 6-8 

（8）Falling Water by Frank Lloyd Wright, 6-8 

（9）Mona Lisa by Leonardo da Vinci, 7-12  

而本研究選擇分析實施在 3-5年級區間的 Tar Beach，原因為僅取得這

個課程完整的資料，為 FIAE 實際將這個課程實施後發表了成果報告書，

其中有詳盡的課程設計介紹、教學策略、課程實施狀況、評量工具及標準

等。 

 

2.Tar Beach的課程 

選擇了一本繪本「Faith Ringgold’s Tar Beach」中的一張圖來發展 

十個課程單元。這張圖畫著一位非裔美國的家庭，晚上在公寓頂樓的情

形，從一個小女孩的眼光來看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所受到的挫折與不公

平的對待，而其中彰顯的關鍵概念為「自由」（free），而由一步一步往下

推衍的課程，學生能知道整體非裔美國人的歷史，從早期的奴隸生活到至

今社會上的種族歧視等議題，都散見於此課程當中，也引領學生從不同的

角度出發，省思不同世代對於「自由」真諦的定義及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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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課程，最令人振奮的是它是一個設計完備且真正去實施過的研

究報告，書中鉅細靡遺地寫出學生在所設計的教學活動與教學策略中，會

有什麼樣的反應回饋。而這個課程所建構的評量，也是令人吃驚，完備地

建立了檔案夾，規劃不同階段的課程所應收集的檔案資料，包含了學習

單、學習計畫書等。而附錄的部分，也詳細地列出細部的評量標準，有學

生作品的圖片，教師就作品的評分標準也詳列在旁邊。而所使用的教學資

料，若是書面資料，在附錄中也可找到。 

 

（二）「Tar Beach」的評量活動 

「Tar Beach」的評量活動最主要是學生的實作評量與檔案評量兩種，

然而就作品、學習單、學習計畫書等收集與評估，最終便置入檔案夾，因

此本研究所著眼的，便是這個部分。 

 

1.課程目標與評量 

在這個課程當中的評量工具，並非每一項都符合該節的課程目標，有

些學習單也只為了增進教學策略的強度而已，例如：在課程五當中，有一

份學習單，就希望學生能再回顧 Tar Beach的影像，寫下經過這堂課洗禮

之後，所衝擊出的新觀念和想法，但是在那堂課的課程目標，只針對學生

瞭解該節教師提出的另外兩件非裔美國人的藝術作品，作討論與學習而訂

立，因此，在這個課程中，並非硬性規定教師，只能使用與課程目標相符

的評量工具，而常有為了幫助學生對於整個大議題有更明確的瞭解，而會

加入不少補充性的學習單，以強化、聚焦學生的學習。也有一些額外的學

習單，是讓學生更清楚教師該堂課所要求的技能，例如：製作作品的技巧

提示。詳細地使用問題模式，順序性地引導學生檢視自己作品是否達到教

師評量的要求。但這也不在原本課程目標的列舉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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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量標準的訂立 

在這本研究計畫的附錄部分，相當詳盡地紀錄著每一課的評量工具，

包括了檔案資料、實作評量資料、教師自評表等，而且也替每一份評量工

具建立了相當細膩的規準，例如學生填寫某張學習單，問題為：請使用課

堂中所教的藝術之原理原則描述這幅畫？便詳列了：線條、色彩、均衡、

律動等，讓教師勾選，若是學生在作答這張學習單，達到了詳列規準的五

項，就可以得5分滿分，以下類推。除了將質性答案量化之外，在規準的

下方，也有一個開放空間，讓教師給予學生回饋。例如：做得真是太棒了！

下次再加油等語彙。 

 

3.評量的效能 

整體來說，這個課程評量應該是相當有效，而且給予學生的回饋不僅

僅是分數上的，甚至觸及心靈鼓勵的層面，而且教師在評斷學生作品時，

也不再像從前一樣，無任何標準根據，因為詳列了許多規準，但又保留了

一個開放空間給師生，畢竟我們教育的對象是人，再多的規準也難以將人

的表現與回饋涵蓋，我認為這個部分是值得本研究參考的。而教師自評表

的部分，也給教師一個機會，能夠反芻自己的教學，什麼部分可以改進，

甚至在教學中有什麼驚奇與收穫，這個部分對於課程的調整與教學方法的

修正，具有極大的價值回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