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能力評量表 (Rubrics)

之需求及設計

王光復

台灣師大工業科技教育學系講師

壹、教學與評量的關係

對於教學和評量的關係，我們可

不可以先別採用說理，而改以比較生

動的例子來描述呢?我們試看下面的

例子:如果說，教學像是開飛機，而

評量就是不時的看一下儀表，沒有看

儀表，我們不但不知道自己開多快多

高，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朝向正確的

方向前進。沒有評量，我們的教學也

將遭致同樣的後果 (不知道教的怎麼

樣?學生到底得到什麼?同時也根本

無從修正改進)。

在上面的例子之中， I看儀表」

的行為是「評量J '而「儀表」就是本

文所將要討論的「評量表」。

教學評量是範圍較小的教育評

量，主要針對學習成效，而且主要是

針對學生。

一般而言 ，教育的評量可大略分

為對事及對人。對事的評量，主要是

對課程、教育機構，或各類教育班別

(學程， ,ePprograms ) ，而對人的評量 ，

主要是指對學生的評量 ( 因為學生是

教育的對象)。 對事的評量容易 (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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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 ) ，而對人的評量較難(由於人多

變，情境複雜，及人的某些特質不易

測出)。

或許仍有人把「評量」和「考試J

或「打成績」三者混淆，這是一定要

澄清的。評量是為了掌握教學(想了

解:學到多少了，到底如何能教得更

好?學的更好? ) ，並不是以打成績為

目的。評量想測的是 I真正的學識

能力，觀念態度J '其目標是獲得回饋

以提昇教學成效，考試通常只能考出

知識技能，打出成績，境界不同。

教育評量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

其實精確度遠比自然科學低，但是雖

然不精確，不容易數量化，但仍然得

採用。理由是唯有符合科學的教育研

究法，才能把人類帶離對權威的迷

信，及對偏見的堅持。

去年底教育部頒布了新的課程標

準，其中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是

一門新課 ，這個新課，對不論是科學

教育的背景或科技教育背景的教師來

說，都是一項嚴峻的挑戰。

在新頒之課程標準的暫行綱要

中，所列出的「分段能力指標」未能



明確的說明「技能標準J '由於教師僅

能「分段能力指標J '無法清楚認知到

底希望把略生知識技能教導提昇懿什

麼狀態，在這種情況之下，教師很難

掌握教學，更難的是不知該如何去許

。

本文想揉討的就是在當前情況

下，從科技教實教師的角度來看，

教好活門課據該真有什麼樣的評量工

具，龍且這樣的評量工具慮如何設

。

所讀連謂的那最工其及評量

法，都應該是不詢盤式，只求效果

的。其要求是只要能鉤有效演出教學

效果，能夠顯示出封底論對學習間標

了沒有?連到了什廢程度?譬如:餘

了傳統的紙讓潤轍，我的可以採用觀

察的方法，來審視他的舉習廳程及活

動情形，或可以審查學生所寫的報

，或對舉生作業作品展示給予評分

，這些都是可行的評量方法。

既然許蠶方法應該多樣性的，但

是為什憑本文聽筒偎在討論「評蠶表j

呢?理由是，喜事黨表在實用上功用最

大，可以用來評口旗鼓書闊的報告或

展示，可以較客觀的評「作業彙編

( Portfolios汀，也可以用來許各種學習

活動及解決問總能力等等，因i此本文

只選擇這個工具來探討，綿不是說評

量我是唯一的許量工具。

f需求」導教 f劉站趴在我們沒

有進一步討議評蠶表之階，先著一看

我們科技教育教學對評援工具的需

求。

戰、科校能力之韓輩表之幣求友聽類

故無教育部民關八十九年頒布的

f 圈民中小學九年…質課程暫行顯

要J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是七大學習

領域之…。雖然依照規定:在一、二

輛年級時是與?社會J 及「餐諧與人

文J 合{并為「生活J 來授課，其餘三

年級組主Ij九年級，都是編有專門課堂

來教學。

當與「社會J 及 f藝術與人文 j

蘭大學習餾域合許攪課時，其課程…

「生活J 之學哲成效如何東許麓，由於

教學目標較廣，暫持辦除，而不到於

本文的討論範圈之內。

至於關民中小舉三年級到九年級

的 f 自然與生活科技J 之教蟻，由於

課程內容是創「科學教育j 及「科技

教育j 兩種課程合許桶成，各有不闊

的教育目標，甫盟間種教餌之培腎，

迄今話是主要由悶不時科系來負責。

換替之，當前盟內的教育界及學衛界

並沒有「自然與生活科接j 這樣的科

系，友講樣的學衛紐蟻，或這樣的數

宵暉論，更沒有道樣整合的教育目標

(閥組教育專家各自把教育目標合併在

一起，只算妥協在一餾框樂中，宿根

本不是聽合)。

自此，為今之計，只好站在內尋

技教育」的角度，為「生活科技教育J

及「工業科技教育」斯培育出來的教

師們，也就是說為鋪蠶「科拉教育思

想J 的教師祠，探討當他們早後在教

「借然與生活科技J 這門課時，如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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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這一部分教得非常好。

前已述及，評量必須與教學相結

合，從評量的角度來說，至少，我們

應該發展出根據最新課程標準的評量

工具，才可能把教學工作做好。

在最新課程標準「自然與生活科

技」課之八項分段能力指標之中，第

四項(科技之發展)和第八項(設計

與製造)本來就是科技教育之核心課

程(可參考國際科技教育學會2000年

科技素養標準) ，至於第六項之「思考」

能力，則是「科技教育」和「科學教

育」兩者教學目標有所重疊之處。譬

如思考能力之中，其中之「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 和「創造性思考」

(Creative Thinking) 能力本來就是科技

能力的內涵，所不同的只是:科技教

育的目標不只在於會思考，還更進一

步的包括連用各種資源，採取行動，

把問題完整的解決，或是把「創意」

完整表現出來。另外其他各項思考能

力，如「批判思考 J (Critical 

Thinking)' I綜合思考J (Systematic 

Thinking) ，和「推理思考J (Reasoning 

Thinking) 也是在解決問題過程中，所

不可或缺的。

因此，為了教好此三大能力，至

少應該發展出三個評量表來用:

1. I科技發展」學識能力之評量表，

(課程標準，分段能力指標四)

2. I設計與製造」之學識能力評量

表， (課程標準，分段能力指標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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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思考 J 能力之評量表(課程標

準，分段能力指標六)。

但是，上述三大項能力在課程標

準裹，又各細分了幾個細項，對於各

細項的教學，也因此需要個別的評量

表:

1. I科技之本質」之學識能力評量

表。

2. I科技之演進」之學識能力評量

表。

3. I科技與社會」之學識能力評量

表。

4. I設計」之學識能力評量表。

5. I製造」之學識能力評量表。

6. I創造性思考」能力之評量表。

7. I解決問題」能力之評量表。

8. I批判思考」能力之評量表。

9. I綜合思考」能力之評量表。

10. I推論思考」能力之評量表。

以上第一到第十三項為完全依照

課程標準，來評量學生們對教學內容

所增長的學識能力(這類評量工真，

強調所評量的是內涵，而不是表現的

技巧)。

我們都知道，學生在學習時，常

採分組來學習，其學習成果(作品或

作業)也常採口頭報告、書面報告、

作業彙編，或採用多媒體(如網頁)

來展示他的構想或學習心得。在評量

時，有時不免會疑惑於到底是真的有

內涵，還只是包裝的好?這時候，教

師們就想要一種評量工具，能夠區別

出「學識能力」和「表達能力」。另外



在教學實務上，有時告會想能夠{臣民

讀出，其表現技巧或團隊合作態度或

能力等。 譯詩誤，教師們鼓續要下期

評蠶工具:

1. r 口頭報告J (Oral Presentation) 

能力之評覽表。

2. r露面報告J (Written Report)能

力之評蠹表。

3. r專題製作J (Projects) 能力之昌平

。

4. r IJ\紐蟹體合作J (Group Work) 

能力之評量表。

5. r作業擴攝J 能力之評量裁。

6. r 多媒體作業 J (Multimedia 

Projects) 能力之評議衷。

最後，如果教師或學校想要知

，當學生學了這麼多年(臀如園中

三年級的學弦) .當他們要畢業時，主自

盡整體「科技能力 J (科技棄養)增長

到什麼程度了?這時候，就可以期

內尋技素麓J (technological literacy) 盤

體純力評量表這個評援工具來頭露。

按1 Brinkerho作所提評蠶模式

學、數學辭靈表之般對黨理

以上探討了對 f科技能力 j 評童

工具的需求，以下則討論我們應該如

何來滿足這個都擺書求。

首先我們慧、該正本清輝的思考:

「為什麼要許蠶? J 及 f許蠶什麼 ?J

部於教星接評量是為了滿足教學需

求，因此宣誰?教育訓練的需求J 的

角度裹著番。譬如Brinkerhoff (1983) 

用擺出的評蠶模式(如表1)，他主張

先轎為什慶要辦教背訓練?是誰要受

教?還留教背或觀[線的目的，是希望

能的知臘、技搓、聽度產主k什麼樣的

改變?當能受完教宵割據之撓，在工

作關位之上實際獲摺所學時，將麗生

的 f行為改變j 又是什麼?色的學習

(受教幫會rr練) .對他位報務單位及鷗

讓鞋會又會廳生什接異體好曬?

以上的評量模式，是專門F趕來發

腰出一完整的評量工具(當然tf!，可以

發展揖評暈表)。我們不妨一起東續用

評麓的六大階段 主要思考的問題

1.設定目標 書11練之需求(目標)為何

2. 設針舉程 那…插言11纜(教學)課程及方法最能達對話標

3. 實施教舉 有沒有能夠依照原訂教學計割來有效實施

4. 學習心得評蠶 有沒有能勢達封學習目標

5. Jifi舉之蠶刑之評量 體後，對工作崗位能否意期(施展) J酹學

6. 單11練之總成效許最 經i能會I[練教學，對底有沒有違章什慶改變(差別〉

資料來濃: Robe成 Brinkerhoff' s Model for Evaluating Training,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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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模式試試看，我聽眾發展一個

供全屬盟中礦業生(盟主，九年級)

護自讓其整體科技能力的評壘衷。

我們要在醫民中小學階段發展科

技教育，希望我們的學生能在

後、成為一個遍存於棋技社會、能

解科技，善用科技的人。那麼，對一

髓攝中三年級學生，我們鼓題按分析

出希望(也在知識、技能、態夏之1.i醋

各產生什聽樣的改變?當他受完教宵

寄自練之後，在高中高輯或工作罷f立之

上實際應用所學嗨，又將產生長的行為

改變又是什麼?對他本人，對他家

庭，艷ftl!閱遭社會又會帶來什麼好

處?這類的問聽要能完全分析清楚，

才可能發展出一聶嫂的評盤工具。

這蛙完全都分析出來，就是教學

及課程中的「教學自擇J (也就是我揖

科技教師轉正要教的) ，也正是許靈工

(如評量表)中要針艷它來評審的

評審項目。還控，我們會在下一節中

來進一學討論。

f靜蠶原理J 或?都蠶之設計原理J

的觀念中，會有一重要觀念，不能不

介紹，那就是 f對評蠢的齊聲J ' i遣一

點可以分成三部分，那(1)對許聾

計單之都麓， (2) 對群最工作進度及

實施現況的許囊， (3)對評量總結果

(總結報告書)體體之評聾，混個觀念

請參考有聽 rMetaevaluationJ 方闊的

文章(眼於篇蝠，不在本文討論範謂

之內)。

韓、教學吾量表足飯量?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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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是接自璟研究清黨之後，接下

來的工作敏是改寫成 f技能標準J (或

能力擦準， Performance Criteria) 。

為什麼呢?理由是 r學習目標j

不夠具體，它本身沒辦法較糟確的評

暈，所以我們品須藉助於較為精確的

「技能標準J 0 

舉日常生活實俱來說，著教學自

標是「爾開汽車J 0 ~護樣的教舉目標，

如何讓教緝客觀的靜聽呢?囡此，我

們就改提「技能標單h 可將之寫成

f能在十二分鑼肉，在指定場地完或平

行路過停車、晶線遊退、簡單位λ庸、

曲巷甜頭J '囡為道樣寫的技能舉習目

標，舉三位才知道老師希幫他完成什

靡，詣且老師也才能較客觀的許童學

贊成效。

其次，要做的工作是，要能罐定

「技能靜審要項 J ' t!!就是「審聳樣
的J 0 

一項權雜的技能，應該再試分割

成幾項可供分別審查的項臣，如此才

能更議…步的專門針對某一單項來許

審。譬如以上面的胡子來說，汽車驚

艷技能之詩審工作，其中的 f平行路

過停車、酋隸議混、個i車入路、曲巷

調頭J 就都是技能評審賽項。

闊的{凳子:如果我們要辭

蠶一個學生口頭報告的優劣，問口頭

報告技能或其成就的評審項目，一般

可分成下列丑嚷( 1 )內容

(Content)' (2) 出麗 (Resource針，

(3) 組織(Organization)' ( 4 )運用

媒體 (Presentation Aids) , ( 5 )展示



接巧 (Delivery) 0 

當「技能評審要明J 分析薩定好

了之後，就到了決定技能等級

(Performance Levels) 的階段。…般，

當把技能等級定爵王軍史問級，有的還

把各等級賦予試分數，譬起{肇異 :4

分，良好: 3分，持改進 :2分，不及

格: 1分。攏了鼓勵學習，言辛蠶之等

級，對欠佳的，一般均採用較正醋的

字眼來取代負詣的字暇(如 f差J '或

「船第J) 。也有的分成之三館等級(分點

是4分 '2分， 0分) ，但勾選時，規定

可勾還成五個等級(可還0'1'2'

3 '或4分)。

為了能使許分客觀，各嚀級技能

永樂的描洛至親麗大。不能樣用抽象

的形容諾(嘗嘗如最佳， {妾，尚呵，及

很好，相當不錯，表現良好........等) , 

間應該明確列出該等級的標單定義

(接該是具體，響額的，可量攘，可機

瀾的定義) ，務期(輝主要狀態是)任何

人來評，都可以評出相同的分數。

跟於篇蝠，以一攬單許分表(如

表2) 來做為本文之結束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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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學語聾眾之間佛(菜一指定作擴題盟之書面報甚}

樣審要明/技能 導報種與 (4分) 符合標準 (2分) 不及格 (0分)

內容(符合題意) 有間頁j丘上討論 有聽賢以上討論 討論主題的不趨過

主黯 三主題 爾賈

出處及對註 六個出處以上 二三至三五館出處 隔{撞出處以下

組織(合封器，自次，前 格式齊 :種缺一或一獎項 缺了不只觀禮賽項

，背景，問題定義，解決

方法之探討，發瑰，結論)

技間位問儕評語 兩位且容許甜 有兩位簽字 找一位或沒找

單時交響 露天交 該週交 想週才交

2002年2丹



performance. Thousand Oaks, Calif. 

Corwin Press, c200 1. / Judith Arter and 

Jay McTighe. 

Trice , A. D . (2000). A handbook of 

classroom assessmen t. New York 

Longman , c2000. /Ashton D. Trice 屯品

科技的顏色

2002年2月

自然界展的「監J Ã r 自」鑒和

「紅」花「綠」策已深入人心 。 許

多科扶產品採用銀裝色， 1果海重良

苦足色成為，科拔的重嬰晨3數之一 。

倒如棋彷雕像或機器人的斯頭人

體秀成家電肅店門口的促銷人員

會做銀裝色的裝妙 。 另外，探導

說科扶產品，匕的字待會用 i菜籃，

因為，像呆望和大海的深藍給人厚

，可麓的感覺 。

(李隆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