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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 (evaluation) 有非正式評鑑

及正式評鑑之分，正式評鑑是在某一

特定目的之下有系統地探究某種事務

的價值和優點的活動歷程，因此正式

評鑑需包含下列三大要項: (1)確認

規準; (2) 蒐集資訊;和 (3) 判斷

價值。教學評量 (measurement) 則是

有系統地蒐集有關學生學習行為的資

料，加以分析處理後，再根據預定之

教學目標給予價值判斷的歷程，一般

可區分為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

通常評鑑的涵義範團較廣，可涵蓋評

估、評量、考試、測驗等所有項目。

學校教育的核心是各種學程

(program) ，學程的核心是課程，課程

的核心是教學，而教學的核心是學生

的學習。當課程目標、教學和評鑑三

者符合一致時，學生才能獲得最大的

學習。課程是學生在學校安排輔導下

所經歷的各種計劃和經驗，而學程可

視為課程和各種相關資源的組合。是

以，九年一貫科技課程是學校教育體

!可

系中的一個課程領域或學程。因此，

本文之「評鑑」是指以學校本位

( school-based)之科技教育學程評鑑;

而「評量」則是指以教室本位

( classroom-based) 之科技學習活動評

量。

據此，以下僅就評鑑規準及評鑑

模式兩個層面，分析並鋪陳九年一貫

科技課程之學程評鑑模式及規準，以

及學生科技學習活動之評量規準、策

略及方式，以供做為學校本位課程發

展和科技教師改進教學之參考。

貳、評鑑規準

規準是一種供作比較、判斷、裁

決的標準。此種標準可為量的，可為

質的，也可為原則性的。標準則是一

種通常為專家所接受、贊同而可指引

或用於評鑑中以評估其價值或晶質的

原理方針。標準來自於知識和價值，

價值是決定性的判斷因素，然價值結

構則是動態的，常隨時間和環境而改

變。因此，評鑑規準的建立必須考慮

到下列四項評鑑要求 (Joint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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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1) : (1)效用性; ( 2)可行
性; ( 3) 合宜性;和 (4) 精確性。

是以，本文所指的「規準」有兩個層

面: (1) 學校層面一用於判斷學校

本位之科技教育學程計劃執行成效的

標準; (2) 教師層面 用於評量班

級本位之科技教學活動成效的標準。

一、建構科技教育學程評鑑規準

學程目標指引著學程執行的方

向，以及希望達成的成效，因此學程

目標是評鑑學程成效和判斷學程品質

的架構，為了評價需要，目標確定之

後必須決定連成這些目標的表現標

準，而標準則是評鑑的基礎。

科技教育的目的在建立全民之

「科技素養 J '一個具備科技素養的人

要能了解科技的本質，適切地使用科

技裝置與程序，以及參與對科技課題

的群體決定。所以科技教育是一種廣

泛性以行動和實踐為本位的教育學

程，其功能在於協助學生: (1)知道

和領會科技的重要性; (2) 安全和有

效地運用工具、材料、程序方法及技

術概念; ( 3)發現和發展個人的天

賦; (4) 運用解決問題的技術; (5)

連用其他的學科知識; (6) 運用創造

思考能力; ( 7)面對影響未來的衝

擊; (8) 適應變動中的環境; ( 9 )

成為較明智的消費者;和 (10) 做出

知性的生涯選擇 (AIAA， 1985 ;見李

隆盛，民82) 。

學程是一種有特定目標的操作性

計畫方案，包括課程、教學人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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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設施、行政支援和經費等所有資源

的組合，以表現或達成某種事務的需

求。生活科技在九年一貫課程中雖然

與理化、地科、生物等學科統合為

「自然與生活科技」此一新的學習領

域，且課程內容亦略有變動，然其師

資、設備與設施卻都承龔自原有之資

產與包袱(舊有之工藝科教師和工藝

工場之設備與設施)。因此，學校進行

學程規劃時應考量現有之結構狀態、

未來之需求發展以及促成學程目標之

重要因素。是以，優質的科技教育學

程應包含下列之指標: ( 1)有效的機

制; (2) 明確的目標; (3)合宜的

內容; (4) 以學生為中心; (5)有

力的支援; ( 6) 積極的教師專業發

展; (7) 完善的設施、設備與材料;

和( 8)良好的公共關係。緣此，九年一

貫科技教育學程之評鑑規準的建構，

建議根據上述之指標，採大領域、標

準參照 (criterion-referenced) 的陳述

方式，明列如表1所示。

二、發展科技學習活動評量規準

九年一貫課程建議採「主題式教

學J '強調教師是學生的學習促進者與

共學者，所以任何主題之建構必須能

涵蓋十大基本能力並達成應有之分段

能力指標。因此，教學評量應以課程

目標為依歸，考察學生是否習得各階

段之基本能力及進步情形。是以，評

量規準必須對準課程標準，並聯結教

學計劃。九年一貫生活科技課程之分

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關係如



表1 科技教育學程評鑑規準示例

符合程度

項 目 規 準 非常不符合4一一...非常符合

2 可 4 究

1.機制 1.1有持續更新和修訂課程的程序

1.2教師合作發展課程輿教學計制

2. 目標 2.1強調教導學生在當前及未來社會應用所需要的科技

2.2重視教導學生善用知輯、材料和機兵以解決問題

2.3透過專題的設對與製作學習科技知能與態度

3. 內容 3.1 根攝課程蝶準(讀鋼黨)及參考專業實輯發展內容

3.2著重當前及未來職喝上有用之科技

3.3容許學生嘗試新科技和新領域

3.4攝輩科接與社會的互動

4. 學生 4.1 所有學生都能接受生活科技教學

的主輯人數適合學生屬性(咧如特殊學生)和教學活動

性質

5. 支援 5.1有足夠的經費購置機具、設備和材料及改善設施，以

連成課程目標

5.2行政方面提供但進生活科技教育成員與發展的措施

6.安全與 6.1 教師教導適切的安全與衛生守則
可

衛生 6.2學生確知安全與構~守則

7.教師專 7.1 教師每學期至少參加一次專業研習活動

業發展 7.2教師積極參與和其他學科教師互動以提升生活科技教

育的活動

8.教學設 8.1~括科技教室反映課程的目標與需求

施 8.2使用的器材合乎時宜

9.公共關 9.1 師生的教學活動，保持高能見度

係 的學生熱切參與活動，支持生活科技教育

資料來源:李隆盛，民的，頁3-5 。

表2所示。

科技教育之學程和科目內容可以

協助學生發展出其對科技概念、程序

和系統之應用的識見與理解，透過實

作的活動，能安全有效地運用材料、

17

機具、程序和科技系統，強調「知行」

(know-how) 和「能行 J (ability to
do) ，以培養解決問題和作決定的能

力。因為科技教育強調創新興行動，

所以其主題規劃需兼重設計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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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九年一貫生活科技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的關係

基本能力 分段能力指標

1.了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4-2-1-1 了解科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4-2-2-1 體會個人生活與科技的E動關係

4~2~2-2 認識家庭常用的產品

4-2-2-3 體會科技與家庭生活的E動關係

2. 欣賞、表現與創新 4-2-1~2 認識科技的特性

8-3-O~3 認識並設計基本的造形

3. 生瀝規劃與終生學習 4-4-3國 1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職業

4-4-3-2 認識和科技有關的教育訓練管道

4-4-3-3 認識個人生瀝體和科技的關係

4-4-3-4認識各種科技產業

4-4-3-5 認識產業發展與科技的E動關係

4. 表連、溝通與分享 88.44".。0". 1 聞譚組合國及產品說明書
2 利用口語、影像(如攝影、錄影卜文字與圖案、繪圖或實物表

心

違創意與構想

5. 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 4-3-1-1 認識科技的分額

4-4-2-3 對科技發展的禮勢提出自己的看法
6. 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 444422.43 從日常產品中了解台灣的科技發展

認輯科技發展的禮勢

7. 規劃、組織與實踐 8-4-C叫了解設計的可用資源與分析工作

88444.o剛4 設計解決問題的步驟
5 模擴大量生產過程

8. 運用科技與資訊 4-3-1-2 了解機真、材料、能源

4-3-2-1 認輸農業時代的科技

4-3-2-2 認韶織織實工業訊時時代的科技
4-3-2-3 代的科技

4-3.;3-1 了解社區常見的交通設施、休開設施等科技

8-3-0-4了解製作原型的流程

8-4-0~6 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9. 主動探索與研究 4-3-2-4 認識國內外的科技發明與創新

4-4~1-1 了解科學、技術與數學的關係

4-4-1-2 了解技術與科學的關係

4-4-1-3 了解科學、技術與工程的關係

10. 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 8-3-0-1 能運用聯想、腦力激盪、概念圖等程序發展創意及表現自己對

產品改變的想法

8-3-0-2 利用多種思考的方法，思索變化事物的機能和形式

資料來源:教育部，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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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與結果。因此，每一主題規劃或

學習方案皆須包括下列三項要點: (1)

成品一學生的設計作品; (2) 系統

一執行設計工作的一系列事件或活

動; (3)環境一學生所發展的執行

工作環境。據此並檢視九年一貫生活

科技課程之基本能力，按四個階段依

序發展出學習評量規準，如表3 、 4 、

5 、 6所示。

※(下)篇請參見35卷10期

表 3 第一學習階段(國小一、二年級)之生活科技學習活動評量規準示例

符合程度

項 目 規 準 非常不符合+一-+非常符合

2 3 4 5
1.發展與使 1-1.1能了解系統是由多個相關部份組合而成

用成品、 1~1.2能睡認系統中每個項目能被完成

系統和環 1-1.3能對需求的成果撞出說明的順序

境 1- 1.4能了解與製作簡單的結構模型

1-1.5能使用簡單的動力資源讀成晶移動

1- 1.6能確認與組織工作上應該要做的方法

2.使用材料 1-2.1 能探索與利用各種材料設計與製作成晶

1-2.2能了解材料的特性，以利在製作過程中能改變與掌

控之

1-2.3能了解多種材料的取得途徑、不同特性與應用在不

同成晶之工作項目上

1-2.4能用簡單的方法以連接材料

1-2.5能安全地使用材料與設備

3.發展與傳 1-3.1 能發揮想像力，應用自己的生活經驗能力，來酷釀

達理念 與探索設計理念

1-3.2能用繪閩、模型、口語、書面報告、材料運用等方

法來發展與演示設計理念

1-3.3能在設計與製作過程中，發現、排列、記錄有關的

資料

4.滿足學習 1-4.1能了解物晶的買賣、銷售與廣告知誠

需求與工 1 -4.2能了解資源取得的限制性並能選擇應用

作機會 1-4.3能評估最後產晶與原先不同之處

資料來源:李隆盛，民帥，頁23-24 。

、
.
F
戶

,‘l
2002年9月

生活科技教育35卷9期



表 4 第二學習階段(國小三、四年級)之生活科技學習活動評量規準示例

l 符合程度

項目| 規 準 |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

112131415

2002年9月

生活科技教育35卷9期 20



表 5 第三學習階段(國小五、六年級)之生活科技學習活動評量規準示例

符合程度

項 目 規 準 非常不符合‘ b 非常符合

2 3 4 5
1.發展與使 3~1.1能分析工作上的成分細節

用成晶、 3~ 1.2 能設定目標並確認資料來源與限制因素

系統和環 3~1.3能組織工作並車時完成

境 3- 1.4 能做出一份工作文件計劃

3-1.5能選擇機械結構以帶動改變或控制移動

3-1.6 能知道使用動力以增進工作之方便性

3-1.7 能利用各種資訊已發展設計方案

3- 1.8 能用簡單物品測試並決定執行方案

2.使用材料 3~2.1 能保韓工作場所井然有序

3-2.2 能安全使用設備並了解意外之處理程序

3~2.3能提出所選擇材料之理由與特性

3~2.4 能結合不同材料以創遇更好之特性

3-2.5 能組合各種不同的材料

3-2.6 能考慮限制設備還作的因素

3-2.7 能利用媒體以闡像像化表違創意

3~2.8 能朝正確與演示的臣標邁進

3-2.9 能連揮過舍的材料與設備以完成工作

3-2.10能確認使用擴棋來執行工作方案

3.發展與傳 3~3.1 能調蓋既有之設計與新的科技解決方案

連理念 3-3.2 能課索多種可能的科技解決方案

3-3.3 能了解美學特性會影響消費選擇

3-3.4能利用電腦輔助教學表連設計理念

3~3.5 能用艦持與開放的胸懷以發展想法

3-3.6 能考慮蘆品之大小輿比例

4.滿足學習 3~4.1 能考聾廣告對消費者的影響力

需求與工 3-4.2 能確認市場對物晶的需求與服務，並能順應地臨之

作機會 不同需求的改變

3-4.3能調查設計與科技活動在環境上的影響力，並且能

利用環境的影響力

3-4.4能辨認消費者對物晶喜好的改變

3~4.5能了解經濟的、道德的、社會的、與環境的因素會

影響設計與科技活動

3-4.6 能了解個人與社會的需求可能會衝突

3-4.7 能了解科技活動沒有唯一且正確的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芋障盛，民間，頁2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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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四學習階段(國中一、二、三年級)之生活科技學習活動評量規準示例

符合程度

項 目 規 準 非常不符合‘一一..非常符合

2 3 4 5
1.發展與使 4-1.1能單備一份流程闡輿詳細的工作計劃以達成所設計

用成品、 的工作項目

系統和環 4- 1.2 能利用資訊以發展設計方案

境 4-1.3能於團隊合作時分派工作

4- 1.4 能評估操作系統的成本，是否需要依賴其他揖作系

統，並且能評估其效率

4- 1.5 能了解能糖使用的重要性並誡少其損失

4咽1.6 能分辨結構中不同種類部位的影響力

4- 1.7 能對擴械操作做最有效率的使用

2.使用材料 4--2.1能安全使用設備

4-2.2 能了解工作過程中安全與健康的重要性且要能負責

地尊重控之

4-2.3能讓材料永久固定的連接

4-2.4 能與組發展合與應用相關知轍，讓材料成型、鑄造、連接

4-2.5 能了解工作材料的特性

4-2.6 能節省並有敷率地使用材料

4-2.7 能了解工作材料成分興操作時之特性

4-2.8 直撥展品質管理的灘試的流程

4-2.9 能了解鞭攤帶以有多種不同目的之使用方式

4-2.10能了解體腦系統如何控制機揖設備操作

4-2.11能利用電腦系統來數計與製作

4--2.12能注意到工作的觀寶寶與其正確的據作

4-2.13能了解!有效的機輔操作要能選擇適當的材料

3.發展與傳 4-3.1能分析共攝的解決方法以產生更好之設計方案

連理念 4-3.2 能跟引使用者樂蛤據用所設計的產品、系統與環境

4-3.3能利用模型技法以傳遍設計理念

4-3.4能利用直覺與實驗過的資料以發展設計

4.滿足學習 4-4.1 能讓麓品或系統環境市場化

需求與工 4-4.2 能輔查各種解決方法，以發農起伸性的額外需求

作機會 4-4.3 能了解科技系統中之社會的、道德的、經濟的、與

環境的影響因素

4-4.4能了解人在系統設計中亦是一項蠶耍的考量因索

資料來源:李陸盛，民間，頁2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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