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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生活科技課程教學評量 

林明志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所碩士班 

 

壹、前言 

教學（instruction）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的一種活動歷程。教師在預定的教

學目標指引下，運用各種方法，循序漸進，以期學生的學習行為能夠隨著教學的

進展而有所改變，達成既定的教學目標。而要知道教學結果是否達成預期的目

標，就必須針對教學效果實施客觀而又正確的評量。因此，教學評量便成為教學

歷程中重要的一環。（余民寧，1997） 

自教育部頒佈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以來，國中生活科技課程產生了許多現

象與問題，新課程的內容與教學，除了面臨授課時數的壓縮（黃麗真、汪巧玲，

2003），課程內容由科技系統的次領域轉為兩大主題「生活科技」、「創造與文

明」與九項次主題「食品」、「材料」、「機械應用」、「電及其應用」、「訊

息與訊息傳播」、「居住」、「運輸」、「創意與製作」、「科技文明」。九年

一貫課程綱要（教育部，2003a）強調「能力指標」，並據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

效。因此，依據課程綱要中各學習領域的能力指標檢視教學活動並進行評量，成

為每一位教師必備的專業能力。但如何運用各種評量方法來評量學生學習結果是

否達成能力指標呢？ 

本文擬探討課程教學與教學評量的概念，並針對九年一貫生活科技課程教學

與評量，參考美國科技教育的評量方法提出幾點淺見，供各位科技教育先進與位

於教學現場的教師做為參考。 

 

貳、生活科技課程教學 

    「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裡有明訂出各領域教材的內容要項，說明各主題

及次主題。不過這些主題及次主題並不代表教材的順序或名稱，在編寫教材時僅

做為參考，教師得自行重新安排組合。而在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中有關生活科技

教材細目（教育部，2003b）如下: 

次主題 410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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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了解溫度、壓力與烹製食物的關係(例如悶燒鍋、壓力鍋)。 

4b.了解醃製、脫水、真空包裝，進行食品加工的原理。 

4c.透過實驗、參觀或蒐集資料了解食品(例如酒、醬油、醋、優酪乳)的釀製

及發酵原理與油脂的精煉，並能應用所學的化學知識檢測食物中的成分

(例如醣類、蛋白質、尼古丁、咖啡因、維他命)。 

次主題 411 材料 

日常材料的特性應用 

4a.認識以下各種人造材料的特性、簡單的製造過程及其在生活上的應用：(1)

石化工業產品，(2)衣料纖維(例如聚合物)，(3)清潔劑，(4)常用金屬製品，

(5)玻璃與陶瓷，(6)新的科技產品(例如液晶、魔鬼貼、精密陶瓷、微波爐

等)。 

4b.了解改變材料形狀的方式。 

4c.了解改變材料材質的方式。 

4d.了解材料表面處理的方式。 

4e.了解材料接合組裝的方式。 

次主題 412 機械應用 

熱機工作原理 

4a.由氣體體積、溫度與壓力的關係，知道熱機的工作原理。 

簡單機械的原理 

4b.知道簡單機械(槓桿、滑輪、輪軸、齒輪、斜面)的工作原理，並能設計實

用的裝置或玩具。 

光學儀器 

4c.知道很多光學儀器都是透鏡成像的應用。 

次主題 413 電及其應用 

用電安全 

4a.了解電力供應與輸送的大概情形，知道如何安全的使用家用電器。 

發電機與電動機工作原理 

4b.製作直流電動機及由電動機反向操作，製發電機。 

次主題 414 訊息與訊息傳播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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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知道利用超聲波可作測量。 

4b.了解訊息編碼的處理方式。 

4c.了解訊息解碼的處理方式。 

4d.了解訊息儲存的處理方式。 

訊息傳播 

4e.了解訊息傳送的處理方式。 

4f.了解訊息接收的處理方式。 

4g.了解訊息取出的處理方式。 

4h.設計將資料含在訊號中，用特殊方式傳遞。 

網路應用 

4i.應用網路查詢資料。 

4j.應用電子郵件傳遞訊息。 

4k.製作個人網頁。 

4l.設計一主題，嘗試由各種管道獲得相關資料。 

次主題 415 居住 

4a.察覺住屋環境(通風、陽光、衛生、地基安全… )。 

4b.了解住屋的結構(例如樑柱、樓板、牆、門窗、樓梯… )。 

4c.了解住屋的維生系統(例如供水、供電、瓦斯安全… )。 

次主題 416 運輸 

4a.認識陸上、水上、空中、太空等各型運輸工具 

4b.知道各種運輸工具的功能及其應用 

次主題 530 創意與製作 

4a.製作模型。 

4b.規劃製作程序。 

4c.測試與調整。 

4d.改良技術。 

次主題 531 科技文明 

4a.了解科技與社會的關係。 

4b.了解現代社會與科技相關的職業。 

國民中學階段自1997年開始實施生活科技課程，生活科技是以思考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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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學，採用問題解決的教學策略，評量以學生為中心，兼顧形成性與總結性評

量，不一定會有具體的作品。生活科技課程內容以科技系統之次領域如資訊傳

播、能源與動力、運輸科技、營建與製造為主。如今，九年一貫課程中的生活科

技內容則以上述九項次主題為內容，若依科技系統分類仍不外乎這四大類，但也

納入了新的食品主題。九年一貫課程的生活科技強調以學生合作學習為主，透過

學生討論、發展及實驗的過程中學習科技的程序，教師教學時應顧及學生的個別

能力發展，生活科技教師在進行課程教學時內容應不僅侷限在選用的教科書版本

上，更應發揮我們的特色，進行多樣化教學設計並善用媒體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此外，與其他領域課程相比較，生活科技的課程變革也遠比其他課程來得顯著，

面對此一挑戰，生活科技教師更應主動吸收新知並積極參與課程研習活動。目

前，多數的自然與生活科技版本教科書所列內容不外乎上述九項次主題，其所列

課程內容如知識、情意、技能部份之評量方式可參考本文所探討評量方式，並依

各生活科技教師實際教學所安排內容及學習活動做調整。 

 

參、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是依據教學目標，運用科學方法，對學生的學習結果，從事研究和

分析的一系列活動（簡茂發，1984；引自郭生玉，1999），評量之後不但可以瞭

解教師所用的教材教法是否適當，而且又可分析教學目標是否達成。其在教學歷

程的重要性可從圖1的教學模式看出來。（Glaser，1962；引自余民寧，1997） 

 

從圖1的教學模式來看，整個教學歷程包括四大部份；教學目標、起點行為、

教學活動和教學評量。每一個部分都與教學評量有密切關係。根據郭生玉

（1999），教學評量對教師與學生具有下列各項的回饋作用。茲敘述如下： 

一、對教師的回饋作用 

（一）瞭解學生起點行為 

教學目標 起點行為 教學活動 教學評量 

提   供   回   饋 
 

圖 1 基本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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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教學有效，教學前瞭解學生的起點行為，是一件必要的事。配合

學生起點行為教學，不致使教學過於艱難，或過於容易。在教學前，老師

可以運用各種測量工具，如性向測驗、成就測驗或診斷測驗，分析學生的

起點行為，以決定教學的起點。在教學之後，亦可透過評量結果，瞭解學

生是否具備學習下一個新單元的起點行為。瞭解學生的起點行為後，老師

又可協助學生建立適合自己的學習目標。 

（二）瞭解教學的效果 

     根據教學目標選擇適當的教材教法進行教學之後，預定的教學效果是     

否達到？教學是否有缺失？教學評量的結果可以提供此項回饋的訊息。利

用回饋的訊息，老師可以評鑑教學過程中的每項活動，如教學目標是否切

實可行？教學方法和教學材料是否適當？教材的組織是否合理？如果教學

未能達到預定的目標，就必須依評量的結果，調整教材和教法，或修改教

學目標。 

（三）暸解學生的學習困難 

         學生的個別差異很大，在學習過程中，誰有學習困難？困難發生在那

裏？評量的結果不但可以顯示個別學生的優缺點，而且，也可以看出團體

的優缺點，這些回饋可以使教師針對學習的困難，適時採取補救教學的措

施，或者改進自己的教材教法。尤其，當評量的結果和學生討論時，至少

獲得診斷困難的線索。評量的資料貴在提供分析學生學習困難的回饋，而

不在做為判斷學生成績的高下。然而，一般教師的作法常與此背道而馳。 

二、對學生的回饋作用 

（一）增進學生瞭解教學目標 

      教學評量是以教學目標為依據。因此，無論在教學中或在教學後所實

施的評量，均有助於學生更清楚瞭解教師所強調的教學目標。如果在評量

之前，讓學生瞭解教學目標，有助於提高其學習動機。 

（二）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有效的教學評量適合提供回饋給學生，使他們知道自己的進步情形。

如果獲知自己進步了，其努力的行為就得到增強，如果知道自己退步了，

就會檢討反省，力求改進。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評量內容與方法必

須適當，避免使學生有太多的挫折感和失敗的經驗，而導致學習信心的喪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四年 三十七卷 第八期 

 45

失。因此，教學評量應盡可能做到使學生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成

就感。 

（三）增強學生的自我瞭解 

       評量結果的回饋，有助於學生瞭解自己學會哪些？哪些尚未學會？自

己的長處是什麼？自己的短處是什麼？以及有哪些觀念是誤解需要加以修

正？運用這些資料做為客觀的依據，學生可以擬定自己的學習計畫和選擇

升學的方向。例如，教學評量的結果顯示，應用原理原則的能力是自己的

弱點，此時，就必須擬定一套學習計畫，針對自己的困難，逐步改進。總

而言之，評量的結果在於幫助學生瞭解自己，進而發展自己。 

教學評量可以提供教師、學生回饋，幫助兩者改善教學與學習以達成教學目

標。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以能力指標做為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教師進行教學

時應檢視其教學能否達成能力指標。 

 

肆、科技課程的教學評量 

  一、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評量 

教師在進行評量時，必須超越以往標準化測驗或紙筆測驗的單一模式，採取

多元化的評量方式。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針對教學評量有以下列幾點敘述（教育

部，2003b）： 

1.評量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學習實況，以做為改進教學、促進學習的參

考。 

2.評量應具有引發學生反省思考的功能。導引學生能珍惜自我心智的成長、

持平的面對自己的學習成就、察覺自己學習方式之優缺點。評量要具有敦

促、鼓勵的效果，使學生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或更加專注，定能獲得更好的學

習成效。 

3.教學評量應以課程目標為依歸，考查學生是否習得各階段之基本能力及學

習進步情形。教學評量應伴隨教學活動進行之。 

4.教學評量不宜侷限於同一種方式，除由教師考評之外，得輔以學生自評及

互評來完成。其型式可運用如觀察、口頭詢問、實驗報告、成品展示、專案

報告、紙筆測驗、操作、設計實驗及學習歷程檔案等多種方式，以能夠藉此

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來調適教學為目的。例如，教學目標若為培養學生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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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決能力，則可採用成品展示或工作報告的評量方式，而非純以紙筆測驗

的方式做評量。 

5.在選編教材時，常為了培養學生分析、推理的能力，提供相關的圖表資料 

供學生參考，這些圖表資料未必在課程綱要的範圍之內。評量時仍應提供這 

些資料以供學生參考，不應要求學生記憶。 

6.教師對於自己的教學工作如教材選編、教學策略的引用、班級管理等，能

時常參考評量的結果並做自我評鑑及調適。 

7.評量的層面應包括認知、技能與情意。 

8.評量的時機應兼顧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 

9.評量的結果應用於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學習的優缺點，藉以達成引導學生自

我反思與改善學習的效果。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課程之學習以探究和實作的方式來進行，強調手腦並

用、活動導向、設計與製作兼顧知能與態度。由上述幾點，科技教育的教學評量

應強調多元評量，並且包括認知、技能、情意三方面。傳統教育使用紙筆測量，

如：是非題、填充題、簡答題。通常這些測驗是在課程或單元結束後，評量學生

對事實或概念的了解。這種測驗的主要問題為，所評量的是較低層次的認知技能。 

近來的評量改革，採用各種不同評量工具來測量較高層次的認知技能，像解

決問題、探究、傳達、以及人際溝通間的技巧。這個多樣化的工具以各種不同的

形式出現，如圖2的多樣評量系統（Reynolds, D., Doran, R., Allers, R., & Agruso, 

S.,1996；引自林曉雯，2003）所示。 

 

 

 

 

 

 

 

 

 

 

多樣評量系統 

選擇題 

填充題 

問答題 

短文/日誌 

書面報告 

小組視察 

教師觀察 

訪談 

檔案 

檢核表 

操作技巧 

實驗實作 

課後研究 

方案計劃 

概念圖 

V形圖 

關係圖 

口頭報告 

學生書寫的形式 老師參與的形式 實作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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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多樣的評量系統 

而慣用的紙筆測驗轉換為其他更開放，更能反映評量學生真正理解、進步的

情形的其他評量形式，例如可將學生平日學習的成果抽取集結成一份檔案。可包

含此單元中： 

1.學生動手操作的學習情形。 

2.相關的文件，大綱，讀書報告以及一些說明性的、創造性的、敘述性的文

件。 

3.學生學習中相互幫助的事實，例如：學習過程拍攝的相片、影片、錄音。 

4.口頭報告的書面資料。 

5.實際操作的步驟及結果所展示作品。 

6.學生參考實際標準所進行的自評。 

7.以壁報、圖表、或圖解方式說明此單元的內容。 

8.學生在學習單元的學習成就或評量的結果。 

9.學生和老師一同規劃下一次的學習內容。 

10.評估檔案品質的評量基準。 

二、美國中小學科技教育課程教學評量 

美國中小學的科技教育常為國際科技教育人員所稱許，且對於全球科技教育

發展的影響甚鉅。隨著時代潮流的變遷，美國全民科技教育專案（Technology for 

All Americans Project,TfAAP）將美國的科技教育發展帶入另一個嶄新的階段，並

成為現行美國科技教育的典範（林坤誼，2003）。因此，其科技教育的評量方法

可做為發展適宜台灣科技教育的評量方法。在美國全民科技教育專案（TfAAP）

中介紹的評量方法如下： 

1.學生訪談：學生訪談如同職務訪談一般，應包括規劃好的一系列問題。 

反之，學生討論會建議學生與教師兩者能一起討論分享觀念。 

2.檔案：檔案能以許多形式如利用相片描述經由一段時間完成作業後，學生 

的成長或所瞭解的專業電子期刊以蒐集學生正式或非正式的作業。 

 3.專題/產品：採用多樣限制其時間、資源與想像之形式。 

   4.績效任務：包括提供學生技術性任務或專題藉由觀察、訪談其解決方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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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來評量他們實際知道及可以做的部分。 

 5.示範/呈現：學生透過表達解釋他們知道的重要觀念、概念、原理及呈現、 

    技巧、技能的能力。 

 6.非正式觀察/討論/會議：運用個別化或小組內觀察來評量、蒐集學生知道 

    的概念、學習傾向、能力、小組努力。 

 7.學術性提示：學生能運用寫作或表達開放式陳述或問題。例如：我們嘗試 

解決的科技問題為何？接下來你需要什麼來完成？這是唯一的可能性或答 

案嗎？ 

 8.其他證據：例如：觀察、作業範例、對話。 

 9.學生反思/評量：學術性提示常用來鼓勵學生仔細地專注所學習的部分。 

要求學生寫下在小組中有關問題的影響。如：當我與小組一起時，我對⋯ 

感到滿意。在小組合作之後，我現在可以藉⋯改善⋯。或當我們一起合作 

時，我們需要⋯。 

10.電腦化評量：有些電腦化評量的商業套裝軟體。而且，這些電腦化評量 

可以自行發展及使用做為蒐集學生態度、觀念、正式問卷或對一般學生給予 

評論如：當…時，我常放棄。當…，我很意外。有時候當我開始進行專題時， 

 我不知道我該做什麼。在小組內，我寧願單獨進行因為…。 

 

 

 

 

 

 

11.檢核表：定期運用許多形式來報導進步的情形。 

 12.概念圖：教師蒐集有關學生的迷思概念，利用網絡圖來描述。 

13.績效評量：包含所指出學生所需要的技巧與能力並檢核其績效層級。 

14.紙筆測驗：如問題或測驗。 

15.個別與小組作業 

16.評量表：利用採用內容標準參照，於完成的階段安置重點或文字。這個

方法提供學生有關其作業的重要分類的回饋，並能讓家長與行政人員知道學

我不善於運用

科技完成事情 
我善於運用 
科技完成事情

現在，請做記號在你相信你是屬於哪一部分

在下列量尺做記號，你認為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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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成績表現。這個評量表範例設計來評量學生在活動中因「什麼」與「何

時」達到標準。 

 以上評量方法可做為發展九年一貫生活科技課程評量之參考，此外在美國科

技素養的精進：學生評量、專業發展和學程標準（Advancing Excellence in 

Technological Literacy：Student Assessment,Professional Development,and Program 

Standards,AETL）中，其學生評量方面：教師用以評量學生學習的標準，共有五

個主題而評量主要目的為改善教與學（the primary purpose of assessment should be 

to improve teaching and learning），這與九年一貫課程教學評量所強調為同。 

  三、多元評量的類型 

 不論美國或我國的科技課程皆強調在實際進行學習評量時，除了紙筆測驗之

外，教師應視各學習領域之特性，適切運用各種多元評量。評量方式多元化方面，

較常用的方式有紙筆測驗、實作評量、軼事紀錄、口語評量、檔案歷程評量、闖

關評量、動態評量等。（楊銀興，2003；引自教育部，2003c）因本文的限制未

完整敘述其評量方式的意義及編製的要點或應注意的原則，如讀者需要請參考國

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教師手冊。 

 此外多元評量的概念除了評量方式多元化外，尚有幾點幾方面概念延伸： 

(一) 評量內容多元化：應包含認知、技能、情意三方面，不應著重於較易評 

量的認知、技能方面。 

(二) 評量過程多元化：評量過程可分教學前、中、後三階段，並可採用預備 

性評量、安置性評量、診斷性評量、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三) 評量人員多元化：依據評量時機及內容可由教師、自我評量、同儕互評、 

    行政人員、家長等人員協助評量。 

(四) 多元化：過去傳統評量強調常模參照評量，容易造成惡性競爭，且未顧 

及學生個別差異，應兼採標準參照評量及學生自我的比較。 

(五) 評量成績報告多元化：成績紀錄方式應兼顧文字描述及量化紀錄。文字 

    描述應依評量內涵與結果詳加說明，並提供具體建議。 

 不論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列教學評量要點、美國科技教育評量方法或學者建

議的多元評量方式，都支持教師在進行教學評量時採納多元的概念，充分發揮學

生的潛能，並發展學生多元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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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之後，各學校實施生活科技課程之方式不同，有些是與自

然合科教學，有些則是將生活科技課程獨立，以每週一節的方式行之。前者由於

將科技與自然視為同一學科，因此科技教師與自然教師均是以班級為單位教授自

然與生活科技「一科」，科技教師教導自然課程或有障礙，但自然老師教導科技

課程能否將科技教育所要傳達的觀念完整的呈現，則有待研究；而後者則使得科

技教師在教學時每每因為時間不足，無論是評量或教學皆無法平順地達成。在此

種情形下，科技教育之教學評量是否能確實實施，則又是另一個問題。（李博宏、

王薰巧，2004） 

 在現實面，語文、數學、自然、社會課程實施常有考試壓力，在教學評量採

用多元評量常僅做為紙筆測驗的輔助工具。反之，科技課程較一般課程缺少考試

壓力，教師若能善用教學計畫，在教學進度各個階段，採用不同的評量方法對於

學生十大基本能力的培養具有正面幫助。此外，若能將生活科技課程教學成果定

期舉辦大型展示、競賽、觀摩活動，如台北市、高雄市定期舉辦的國中生活科技

競賽，倘若能聯合其他縣市共同籌畫舉行全國性活動，對於提升生活科技課程的

地位更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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