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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課堂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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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的教育改革，亦多方鼓勵學習評量方式的改變，而大力倡導多元評量的

實施，以期能改善傳統紙筆測驗對學生學習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但在強調改變評

量形式、提升學業成就之餘，卻往往忽略了學業成就與實質的學習是不同的概

念，也未能真正理解評量的多樣態本質，更遑論透過評量來促進學生的學習了。

畢竟，評量和學生的學習有密切的關係，基於「促進學習的評量」是當前極為重

要的新興評量概念，有必要釐清其概念本質與相關推動策略，使之能融入課堂教

學過程，有效地獲得相關資訊，來改進教師的教學與幫助學生的學習。因此，本

文首先將從學理的觀點重新探討學習與學業成就間的差異，釐清評量與學習的關

係(包括 assessment of1eaming, assessment for leaming, assessment as leaming )及評量對學

習的影響，進而從理論與實務的雙向觀點，來檢視課堂上有助於學生學習的形成

性評量策略(諸如:提問、回饋、同儕評暈、自我評量、建立學習檔案及形成性

地運用總結性測驗等)。文中，除了對相關研究文獻進行議題探討分析外，亦將

在實務推動策略層面，舉例分享作者在 2005 年參訪英國學校的參觀考察心得。

關鍵詞:促進學習的評量、形成性評量、評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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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for Learning: 
Concepts and Strategies 

Hsiao-Lan Chen 0 Professor, Depa川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inding new methods of leaming assessment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urrent educa

tional reform. Altemative assessment techniques are needed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students of pencil-and-paper tests. However, the emphasis on changing evaluation 

formats as well as raising standards, often ignores the complex nature of assessment and its 

crucial importance for leaming. In order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relatively recent notion of As

sessment for Leaming,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of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1 wi11 first reexamine the difference be

tween achievement and leaming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ssessment and 
leaming. 1 wi11 do this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s of “assessment of leaming,"“assess
ment for leaming" and “assessment as leaming," and by discussing the impact of assess

ment on leaming. Then, based on the rethinking of theory and practice, 1 will explore some 
applicable strategies for the assessment for leaming in actual classroom practice, such as ef

fective questioning, feedback, peer-evaluation, self-evaluation, portfolio assessment, and for
mative use of summative tests. 1 wi11 also share what 1 leamed about “assessment for 

leaming" 仕om a visit to a high school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05. 

Keywords: assessment for leam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assessment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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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對學生所造成的學習壓力，常常為眾人所詬病，卻叉彷彿是教育過程中「必

要的惡 J 雖不喜歡，但無法推翻、擺脫之。長久以來，不少研究丈獻和報章雜誌

的輿論，都對傳統評量所造成的學習競爭、考試主導教學等現象提出許多的批評，

認為學校升學成績掛帥的風氣，造成了學生只為應付考試而學習、只會記憶背誦而

不會活用知識。就此，教育界也常反省，希望透過一些改革政策來改進學校的評量，

諸如推動多元入學方案，以舒緩升學壓力:大力倡導「多元評量」的實施，以期能

改善傳統紙筆測驗對學生學習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推動實施多年以來，效果似乎

不彰，不但學生的考試壓力有增無減，而學習情況也未見顯著的改善。因此，還是

有必要來重新思考學習評量的定位與意義，尤其特別需要從學生學習的角度，來重

新檢討學習評量的實施方式，若是學校教育的目的是要「帶好每個孩子 J (no child 

left behind; every child matters) ，學習評量自然也負有相當的責任，學校教育工作者

實在需要有一番新的思維與新的作為，使課堂上的學習評量成為有助於促進學生學

習的動力，讓學生從中獲得學習成長的機會，而不是成為學生每天揮之不去的夢魔，

剝奪了學習的趣味，甚而阻礙學習的發展。

面對當前許多評量改革政策，不難發現許多的倡導與呼籲'重點大多在強調改

變評量的運作「形式 J (formats) 與提升「學業成就 J ( achievement )等，其相關主

張背後，卻往往忽略了學業成就與實質的「學習 J (leaming) 其實是不同的概念，

也未能真正理解評量的多樣態本質 (manifold nature) ，更遑論懷有一份透過評量來

促進學生學習的理念思維了。畢竟，評量和學生的學習有密切的關係，在當前各種

新興的評量概念中，以「促進學習的評量 J ( assessment for leaming )最為引人注意，

雖然不是甚麼大理論，卻將評量與學習緊密相扣，提出了許多具體幫助學生學習改

進的主張，英國教育當局中負責各類評鑑與國家課程發展的機構QCA (Qualification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更是從學校教學政策層面大力推動之，甚至將「促進學

習的評量」列為各校課堂教學實踐的核心，要求所有的教師將「促進學習的評量」

視為一項重要的專業技能( a key professional skill) 。因此，當各界在重新評估學習評

量的定位與運用方式之際，勢有必要釐清「促進學習的評量」的概念本質、核心精

神與相關實施策略，使之能融入教師課堂教學的過程，進而有效地獲得相關評量資

訊，來改進教師的教學、幫助學生的學習。

基於此，本丈重點在分析促進學習的課堂評量，首先將從學理的觀點，重新探

討「學習」與「學業成就」間的差異，試圖釐清評量與學習的關係(包括assessment

of leaming, assessmentfor leaming, assessment as learning等)也將根據相關丈獻探討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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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評量對學習的影響層面及其影響要素;接著，將從理論與實務的雙向觀點，來檢

視課堂上有助於學生學習的形成性評量策略(諸如:提問、回饋、同儕評量、自我

評量、建立學習檔案及形成性地運用總結性測驗等) ;最後，將特別針對實務運作

策略層面，舉例分享我在 2005 年參訪英國一所高中的相關觀察心得，希望能藉此幫

助理解「促進學習的評量」的價值，激發教育實務工作者願意嘗試從自己的課堂、

自己的學校開始改變，透過不再一樣的評量來促進學生的學習進步。

貳、學習評量概念的再思

一般而言，學習評量既可以是評量學生的理解與心智過程，亦可以是評量學生

的學習表現。過往，或有許多人將「學習成就」與「學習」視為同義，常常將二者

混為一談，以為透過成就測驗( achievement test) ，便可以評量學生的「學習 J 焉

知，兩者間雖然相關，卻是有所差異的，絕非同等的概念。雖然大家都關心學生的

「學習成就 J 但測驗的結果，絕對不能全然代表或反映學生實質的「學習」。當

今心理學界普遍認為學習乃是一種主動的心智建構(mental construction )與意義形塑

(sense making 過程，涉及了內在認知結構的重組 (reorganization of cognitive structu

res) ，學習的發生是由個人的經驗、主動的知識建構與資訊處理而產生的結果，可

以是由內在所啟始的，如個人的反省、思考;也可以是由外在所導引的，如教學結

果、與其他學生互動等(Ciz此， 1997 )。正因為如此，有關「學習」的評量，就必須

是多元的，不能單從「學習成就測驗」的角度，來「測量」或「評價」學生的「學

習」。即便在「教育測驗事業」相當蓬勃的美國，雖不斷加強測驗的信效度，亦極

盡各種努力來提高標準、提升學生學業成就表現，但是卻有學者大聲疾呼「評量的

危機 J ( assessment crisis ) ，認為由於缺乏促進學習的評量願景，多年來把注大量資

源的各種標準化測驗方案( standardized testing programs ) ，並沒有真正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就表現或促成學校的改進，因而主張應該重新思考學習評量的定位、功能與做

法( Stiggins, 2002 )。男有學者則建議應該使學校評量成為「公共教育議題 J (public 

education agenda) ，像英國一樣從政策層面來強調課堂形成性評量在有效教學中的關

鍵角色( Shepard, 2000 )。

學習評量其實具有相當多樣態的本質 (manifold nature) ，就其概念運用層面而

言，似乎assessment一詞，並沒有標準的釋義與用法，在不同的脈絡中，存在著各種

不同的用法與各種不同的目的。而相關評量的形式，其分類方式亦有所不同，或有

按方法、功能、實施時間或結果的分析方式等層面來區別者，而最常見的，便是兩

極的形式對照比較與討論(參見Harris & Bell, 1996, Wra路， 1997)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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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 infonnal) 

形成性( fonnative ) 

過程 (process)

標準參照( criterion referenced) 

著重個人( individual focused) 

持續的( continuous ) 

學生判斷的( learner judged ) 

內部的( intemal) 

正式( fonnal) 

總結性( swnmative ) 

成品 (product)

常模參照( nonn reference ) 

著重團體( group focused) 

最終的 (end point) 

教師判斷的( teacher judged ) 

外部的( extemal) 

作業( course work ) 測驗( examination) 

若就概念定義層面來看，根據Cizek (1997: 8-9) 的分析，當代有關於「評量」

丈獻的討論，至少反映出四種不同向度的定義內涵:對一些教育人士而言，評量指

的是收集學生學習成就相關資訊的新「形式 J (fonnat) ，如「檔案評量 J (portfolio 

assessment )對其他教育人士，評量是收集相關資訊的新「態度 J ( attitude ) ，即

相較於標準化測驗而展現出較寬厚、溫和的評量態度;另外，評量也代表一種新「風

潮 J (ethos) ，譬如「增權益能 J ( empowennent) ，透過評量設計與實施來提供教

師和學生所需要的資訊;最後，評量則被用來代表一種新「過程 J ( process ) ，帶

有一些醫學和心理學的含意，如同醫師和諮商師收集、綜合分析一個人的相關資訊，

以便進行診斷和治療的相關作為。而這些不同的定義向度，多少也呈現出當代對學

習評量的新認知與新期許，認為評量應是幫助教學( serve instruction) ，而不是主導

教學( drive instruction) ，而且評量應與追求每個學生福祉的教育過程相結合。換句

話說，無論學校進行學習評量的目的為何，諸如評價學生學習成就、瞭解學習進步

情形、甄選學生、學生能力的診斷、改進課程與教學、或評價教師教學續效等等，

最主要的目的都應該是提供教師與學生「回饋 J 讓雙方知道甚麼是已經習得的，

又還有些甚麼是尚未被清楚理解的，進而調整教學活動或學習策略，來幫助學生的

學習。因此有不少學者 (e.g. ， Earl, 2003; Stobart & Gip阱， 1997) 便試圖說明「針對學

習的評量 J ( assessment oflearning )與「促進學習的評量 J (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 

的差異，藉以強化透過評量來促進學習的目的與功能，甚而進一步闡釋「評量即學

習 J ( assessment as learning )的概念( Earl, 2003) ，以期加強學生在學習評量中角色

的重要(參見表 1 )。茲簡要比較不同學習評量概念的主要差異:

(→)針對學習的語單 (Assessment OF Learning) 

學校中最具主導性及最普遍實施的評量概念與途徑為「針對學習的評量 J 其

主要目的多偏向於教育的經營管理層面(managerial purposes, Stobart & Gip阱， 1997) , 

基本上是屬於「總結性」的評量，焦點關注常常是在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通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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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間學習評量概念對照表

助於教師教學決定之相關資訊 |外部鏢準或期望

自我監溯及自我修正或調整

資料來源: Earl (2003 : 26) 

在教學單元結束、學期結束、或教育階段(小學、初學、高中)結束時實施，大都

採紙筆測驗或考試的形式，來瞭解學生對學習材料和教學內容的理解與熟悉程度，

而其評量結果則多以分數或等第符號來認可學習(白的fy learning) 的程度，然後透

過學習成績單將之回報給學生和家長，讓學生和家長透過常模參照與其他學生學習

表現進行比較，藉以瞭解學生在學校的學習進步情形。男外，教師和學校行政人員

也常藉之來判斷教學的績效，或進行學生的能力分級、學習安置或入學篩選等。換

言之，針對學習的評量所獲得的評量訊息和結果，大多用於課堂之外，較少回饋到

課堂內的教與學。

(二)促進學習的聲量 (Assessment FOR Leaming) 

相較於傳統的學習評量操作方式 r促進學習的評量」則提供了不同的學習評

量觀點，而將評量焦點更多轉向「形成性」的評量運作，使之能更多滿足教師教學

的專業目的 (professional pur仰ses， Sωb甜& Gipps, 1997) ，也就是說學習評量可以發

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任何時刻，教師透過所獲得的各種評量訊息，回饋到課堂中的教

學活動，來促進學生進一步的學習。根據Black等人( 1998, 2002, 2∞3) 長年以來所

倡導的相關理念，促進學習的評量可以是任何評量形式，只要其設計與實施是以提

升學生的學習為首要目的，因此，促進學習的評量有別於以績效( accountability )、

排名 (ra血ing) 或能力認可(闊前ifying ∞mpeten臼)為目的之評量設計 o 而欲使評量

有助於學習，相關評量活動必須能提供訊息讓教師和學生做為回饋，來進行自我評

價、相互評估及修正教與學的活動，而這樣的評量通常是「形成性」的，其所獲得

的評量證據，則多是用來調整教學以滿足學習的需求。

(三)聲量開學習 (Assessment AS Leaming) 

延展「促進學習的評量」的理念 'Earl (2003) 則進一步倡導「評量即學習」概

念，希望藉之強調學生在評量中的角色，以擴大形成性評量對學習的助益， Earl認為

學生不僅僅是評量和學習過程的參與者，更是兩者間的「批判性連結者 J (critical 

ωm自tor) ，當學生成為主動、投入的批判評量者，便能更多理解相關評量資訊、

將評量的內容連結到先備的知識及精熟所需具備的相關知能，因為唯有學生親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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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所學，並且運用自我監測( selιmonitoring) 來調整和修正個人的理解，才能產生

學習上相當重要的後設認知 (meta-co伊ition) ，來促進個人的學習。因此 r評量即

學習」乃是學習評量的最高目標，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最好評鑑者。

當然，讓學生成為自己學習的最好評鑑者，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最高學習評量目

標，當代許多強調「但進學習的評量」的研究丈獻中，雖然未特別申論「評量即學

習」的概念，卻也都明確指出學生自我評量的重要，而將之納入重要的評量原則與

策略，或多或少都含涉了「評量即學習」的理念。因此，本丈的討論重點以「促進

學習的評量」為主軸，因為其不僅含涉當代學習評量概念的「多元」形式、「為學

習負責任」的態度、師生相互「增權益能」的風潮及「隨時診斷即時治療」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針對改進教學提升標準的目標而言 r促進學習的評量」是每一位教

師在自己的課堂中「必須」要做到、而且是「能夠」做到的專業實踐。而鼓勵「促

進學習的評量」理念的推動與實踐，並不是要否定「針對學習的評量」的價值，也

不是要以形成性評量取代總結性評量，因為事實上也不可能如此，只是要強調學習

評量並不只是教師教學的目的 (ends) ，更是幫助學生學習的手段 (means) ，因為

唯有兼顧手段與目的、過程與成果，平衡「促進學習的評量」與「針對學習的評

量 J 才能發揮評量在教學上的最大功能與價值。

參、評量對學習的影響層面及其影響要素

評量對學習的影響極大，不但評量的目的與形式，可能導出不同的學習習慣與

學習成效，或停留在淺層的記憶背誦學習，或進入到深層的思維判斷;而評量結果

的使用，也會造成不同的學習效應，或可以積極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強化學習知

能、建立學習的自信，卻也可能負面地給予學生標籤、讓學生失去學習信心、喪失

學習的趣味與興致、甚至放棄學習等等。很多人相信評量可以引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強化學習的效果，卻也有很多人批評評量造成學生學習的壓力、讓學生失去學習的

興趣。究竟評量與學習的關係為何?是矛盾對立 (con仕adictory) ?抑或是相益互補

( complementary) ?其關鍵往往在於所進行的評量活動向學生傳遞了怎樣的訊息?

溝通了些甚麼?學生從評量學到了甚麼?不論教師和學生對評量所傳遞的訊息是否

有一致的解讀，無可否認地，好的評量不只是方法和內容上設計得合宜適切，能夠

確實、有效地評量學生所學，更重要的是還能夠在形式和本質上，深一層地激發學

生的學習黨略與學習興致，對學習的影響有其不可抹誠的價值。

基本上，好的評量對學習的助益，可從短期的與長期的兩個影響層面來看:就

短期的學習幫助而言，評量有助於學生專注於學習，幫助學生掌握學科內容的學習

實98聲叫訓時峙草棚



促進學習的課堂評量 概念分析與實施策略

重點，提供學生機會練習相關知能，幫助學生整合學習過的知識，並且有助於引導

進一步的教、學活動;而評量可能產生的長期影響，則包括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

影響學生對個人能力的認知，其有助於溝通、強化教學目標和預期的學習表現標準，

影響學生學習策略、技能、學習風格的選擇與發展，甚至還影響到學生後續的課程、

活動及生涯的選擇與規劃等等。 Stobart和Gipps (1997 )就曾指出評量對學習的影響

包括四大層面:學習動機、學習選擇、學習如何學習、自我學習效能判斷，並且還

針對不同的影響層面提出了產生影響的方式，茲列舉如下:

評量影響學習的四個主要方式:

1.評量提供學習動機

一透過給予學科學習上的成就戚(失敗則可能削弱學習動機)

一透過給予學習上的自信

2. 評量幫助學生(和老師)決定學些甚麼

一透過強調學習內容中甚麼是重要的

一透過回饋肯定學習過程中的成功經驗

3. 評量幫助學生學習如何學習

一透過鼓勵主動的或被動的學習風格

透過影響學習策略的選擇

一透過教授自我監測的技能

一透過培養在不同脈絡中保有和應用知識、技能及理解的能力

4. 評量幫助學生學習刻斷個人的學習成妓

一透過評價既有的學習

一透過結合或轉化既有的學習

一透過強化新的學習 (Stobart & Gipps, 1997: 13-14) 

然而，評量能否能帶出積極、正向的學習影響，決定於教師如何進行評量、如

何使用評量結果、如何給予回饋、如何融入學習輔導及如何幫助學生進行自我評量。

針對教師如何善用評量來促進學生學習方面 'Earl (2003) 則進一步分析了有助於促

進學習的課堂評量特質及有礙於學習的評量因素，教師或可藉之來反思個人所實施

的課堂評量，究竟是有助於學生的學習，抑或是妨礙了學生的學習。

1.促進學習的課堂評量特質:

潛藏在教師對教與學觀點的核心

一與學生分享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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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焦於幫助學生知道並覺察他們所要追求的標率

一提供回饋來引導學生覺如他們下一步要做甚麼及怎麼做

一有足夠的信心認為每一個學生都能進步

一教師和學生雙方都能對評量資料有所反省

2. 妨聲學習的課堂評量因素:

一教師傾向富于量作業和展演發表的「量 J (中antity) 而非學習的「質 J (quality) 

一較多的關注是在評等第和打分數(許多評分常降低T 學生的自尊)而非提供

學生如何進步的建言

一非常強調學生闊的相互比較，打擊到功課教差學生的士氣

一教師給學生的回饋是用來滿足社交與管理的目的而非幫助學生更有效地學習

一教師不清楚學生的學習需求 (E祉， 2側3:44)

若結合分析Earl所提之正向評量特質與負面評量因素，不難發現其實教師個人的

教學信念及其對學生的認知，才是各種課堂評量樣態背後最大的關鍵影響要素，不

但影響到許量的關注焦點、回饋的方式，更進而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改進機會。若期

盼課堂的評量能夠對學生的學習有更多正面的影響，必得要教師先檢棍、調整個人

的教學信念，清楚認知教學絕對不能簡化為講課、出作業和考試，因為深知教師所

身負的任務絕對不是趕進度、改考卷、交成績而巴，而是對學生的學習員有告知、

啟發、訓練、評量和鼓勵的使命，因而顧意將促進學習的評量納為教學的重要一環，

並且深信每一個學生都能進步，樂意透過不同的管道"來理解學生的學習、與學生

分享學習的目標和標準'並且指導學生學習改進的方法與自我評量的技能。畢竟，

課堂評量若運用得當" &，能為學生搭建一套有利學習的鷹架(所謂品sessment犯affol，也

learning) t Earl. 2003; Shepard. 2'側0) .教師確實有~\要審慎計畫、靈活運用課堂學

習評量簾略，以有殼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並藉之調整教學活動，有意義、有系統

地輔導學生學習，促進學習的發生與進步。

肆、促進學習的課章評量原則與策略

在各種有闢「促進學習的評量」的討論中，似乎以英國的QCA牌位進學習之相

關課堂評量原則興策略陳述得最為清楚具體(可參見 QCA 網站) .而Black 等人

(2002) 根攝相關研究發現所出版的小冊子: {黑箱內的作為:在E進學習的評量》

(Wo放血g ìn side the black恥Ix:Ass臨咽咽tfod咽由ngìn伽c1的sroom) ，亦對相關概念、

作法興反思有非常筒潔扼要的介紹，幾乎成為許多英國學士接師資培育學程(閱CE)

這!?l凹〕這T 申等教育恆捨iU島時1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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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必讀的文獻。為了鼓勵教師善用課堂評量來促進學生的學習，英國教育當局QCA

甚至要求各校將「促進學習的評量」列為學校的重要教學政策 (t側恤.g policy) , 

並且清楚地規範了「促進學習的評量」十大原則，來提醒教師有效課堂評量的精神

與要領，包括: (一)必須是教師有效教與學計章中的一部份; (二)必須著重在

學生如何學; (三)必須被認知為課堂實窮的核心; (四)必須被視為教師的一項

重要專業技能; (五)必須真敏銳度與建設性，因為任何評量都有情緒上的影響;

(六)必須考慮學習動機的重要性; (七)應該促進學生對學習目標的投入度及對

相關評量標準有共同的理解(八)學生必須獲得有建設性的輔導知道如何改進學

習; (九)必須發展學生自我評鑑的能力好讓學生能夠自我反省與自我管理;及

(十)必須覺察所有學生的各項學習成就 (QCA， 2006) 。當然，這些原則似乎叉再

次反映出影響學習的各種課堂評量特質，反覆不斷地強調「學生」及其「學習 J 是

教師進行課堂評量的核心與目的。

基本上 I促進學習的評量」並不牽涉到複雜的設計流程或實施技術，其關鍵

點乃是在於教師對評量理念的轉變一一將之對焦於架構學習鷹架、促進學生主動參

與學習，然後從日常課堂上的評量活動「重新」做起。因為課堂中教師對學生學習

表現的評量其實是相當頻繁而自然的，特別是每天經常有的非正式互動評量方式更

是不可勝數，諸如點頭微笑、皺眉搖頭、口頭嘉許、譴責懲戒、寫字筆畫或拼字造

句的糾正、問問題要求學生回答等，若運用得當，都可以產生幫助學習的效用。當

然也有不少半正式的評量，如隨堂測驗、單元小考等，以及按照學校規定而定期所

舉行的段考(期中考)、期末考等正式測驗評量，但無論形式如何，也都可以透過

建設性的回饋，使之轉化成為有助於學生學習的評量活動。然而，在各式各樣的課

堂評量活動中，教師無論採用正式或非正式、持續的或總結性的、作業或測驗、紙

筆書寫或口頭報告、個別的或團體的評量方式，其最重要的思考問題就是:評量甚

麼? (What is assessed?) 因為所謂的「學習」是相當多層面的，包括知識與理解層面

的事實資訊、概念、名稱、標記符號、想法、理論、應用、連結、類比、關係、結

構及信念，技能層面的技術、身心敏捷度、特定能力、專門技術、人際能力、知識

統整能力及知能的結合，關於學習、行為、信念、學科知識、人與社會方面的態度

與價值觀，以及有關社會關係、個人特質、執行力、自我實現潛能方面的行為表現

等 (Wra路， 1997) ，教師在決定評量方法與形式之前，都需要先釐清所要評量的學

習焦點是甚麼，才可能做出適切的策略選擇，也才能透過課堂評量活動逐步為學生

架構出有意義的學習鷹架。

至於在「促進學習的評量」的真體實施策略方面，根據相關研究丈獻 (Black et 

al.. 2002. 2003: Black & Wiliam. 1998: Harris & Bell. 1996: Klenowski. 2002: Wi1iam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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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堂已
2004) 及英國 QCA (2006) 的政策宣導內容來看，提問技巧、提供回饋、分享學習

目標、同儕與自我評量等四項策略為共同推薦之有效策略，另外，則有學者進一步

鼓勵透過學習檔案 (learning portfolio )的建立 (Klenow函， 2002) 及形成性地運用總

結性測驗( formative use of summative tests, Black et 祉， 2002) 策略來促進學生的學習。

因為相關的研究與討論非常豐富，以下茲就各項策略的潛在功能與運用要領簡要說

明之:

J 、運用有妨挺胸技巧

有效的提問技巧不但可以幫助教師瞭解到學生的認知理解程度，也可以藉之發

現學生的迷思概念，以便立即給予適當的教學指導，更可以刺激學生的批判思考，

幫助學生習得高階的分析、判斷與理解能力。因此，教師課堂上的提間，不能只是

停留在簡單事實知識的問答，更不能只是用來做為班級經營管理的手段，而是要能

夠稍稍挑戰學生的心智，讓學生有機會多多思考「為什麼 J (Why) 及「如何」

(How) 的問題，並且要能夠促成學習上的「承先啟後」作用，藉以幫助學生連結、

整合己學過的知識或已有的經驗，預備學生展開新的認知與新的經驗。當然，課堂

上提問的問題可大可小，通常在提問較高層次問題時，應避免用搶答比速度方式進

行，反而是要提供足夠的候答時間(wait time ) ，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思考問題與答

案 (Black et al., 2002) ，而教師也需要發揮好的追問技巧，來鼓勵學生產生深層的思

考、提出新的可能。因為課堂上的提間，應是用來診斷學習和幫助學習，而不是用

來考倒學生或比賽計分，不妨多多鼓勵學生相互支援、彼此幫助，有時亦可透過腦

力激盪( brainstorming )或分組討論方式來鼓勵主動參與，好讓課堂上的提問創造出

豐富多元的教與學「對話 J ( dialogues ) ，來激發學生的學習發展。

二、提供建設性國饋

回饋是幫助學生學習進步的要素。不少研究指出課堂評量中教師給予學生的「評

語 J ( comments )遠比「評分 J (marks or grades) 更具意義、更能夠幫助學生有效

地投入學習改進。無論是書面的或是口頭的評語，只要不是虛應故事的空洞勉勵(例

如只說了「加油」、「再努力點 J 卻沒有指出加油努力的方向) ，或使用過度抽

象的形容用語(例如批閱作文常使用的「文情並茂」、學年成績單中常出現的「晶

學兼優J ) ，而是針對學生實際學習表現所給予的建設性回饋( constructive feedback) , 

包括對優點的肯定、缺點的具體改進建議及相關學習策略的提供等，都能夠讓學生

感受到教師的個別關注與期望，而願意更積極地投入學習。在給予回饋時，最重要

的是要奠基在學生個人原有的基礎上，讓學生瞭解到自己在相關學習上的長處與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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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已有的學習進展及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而不是與他人比較、刺激相互的競爭，

即便在糾正錯誤時，也要特別注意到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與自信。有效的學習回饋，

是真有「學習鷹架」的功能 (Shep紅d， 2000) ，能夠幫助學生產生學習反省和進一步

的思考，教師確實是需要多花一些心思與時間來與學生溝通學習上的「期許 J 不

但需要對學生的學習發展投入持續性的關注，也需要透過「支持性學習環境」

( suppor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的營造，來建立師生間的信賴感，好產生雙向的溝

通對話，有效地幫助學生學會反省自我的學習狀況、需求及尋求協助的方法。當然，

教師也可以進一步鼓勵學生同儕間的相互討論與回饋，將課堂經營成為一個學習社

群 (classroom as a learning community) .讓每一個學生都能在充滿「支持」與「支

援」的環境中，樂在學習。

三、分享學習目標

當教師與學生都對學習的內涵與目標有一清楚圖像時，學習會比較容易，因為

教師將能更有效地呈現要教導的概念與知能，同時學生也有機會發展後設認知上的

覺知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能夠依照學習的目標與標準( criteria ) .來規劃自

己的學習、評估自己的進步 (Earl， 2003 )。教師教學時，必須要清楚掌握單元的學

習目標，並且要讓學生知道相關教學活動的學習重點與目的，實施評量之前，最好

將評量標準透明化，使用學生能理解的語言，與學生清楚地溝通評量的判斷標準，

讓學生瞭解評量標準與學習目標的關連，幫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與方向，而評量之

後，則需要幫助學生瞭解到甚麼地方有達到目標、做得不錯，甚麼地方離目標還有

些差距、需要進一步加強;男外，也可以在課堂上透過對評量活動的過程與結果的

檢討，讓學生瞭解如何使用評量判準來評價他們自己學習。因為，知道了目標後，

也要懂得掌握方向、修正路徑，才能夠順利地達到目的地，更何況提供清楚的目標

與判準，乃是滿足評量「公平性 J (faimess) 的基本原則 (Shep訂d， 2000) 。

四、同儕與自殺誰量

學生主動參與學習過程的多寡，決定學習成效的高低。讓學生藉由同儕評量或

自我評量參與評量過程，將有助於學生更加理解學習目標、評量判準'及瞭解自己

的學習情形與需要加強的地方，學生也有機會瞭解到其他同學完成作業的方式，在

相互對照比較的過程中，學生當然就能學得更多，更能夠運用自我監測來調整和修

正個人的理解，使得學習發展提升至後設認知層級，知道如何更有效地來幫助自己

進步。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量是可以交相互補的，在自評 互評的過程中，除了可以

培養學生的合作態度與能力外，也可以讓學生建立有效評量的公正性與客觀性，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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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可以讓學生彼此學習、相互指導、一起成長。然而，實施同儕評量與學生

評量時，教師一定要從旁指導，適時地給予協助，培養學生具備相關的評量能力，

特別要注意同儕評量可能產生的相互比較、競爭的負面效應，以及學生的自尊( selι 

esteem) 問題( Black et al., 2002 ) ，要避免學生對他人進行評分，而是按照評量標準'

來給予他人友善的回饋與建議，並且對自己的作業進行反省，宜鼓勵學生提出所遇

到的問題，然後大家一起思考如何解決和改進。男外，教師在指導學生參與同儕與

自我評量時，一定要鎖定其最主要的目的與最大的效益，幫助學生學會「為自己的

學習負責任 J 成為獨立自主的學習者。

五、建立學習檔案

運用「檔案評量 J (portfolio assessment )的理念，教師在課堂評量過程中若能有

目的、有系統地蒐集學生在相關領域的作業，呈現出學生的學習努力、進步情形和

學習成就，將有助於學生「看見」自己的學習發展過程與努力成效，進而更能夠激

發學習。在學習檔案資料的蒐集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學生一起參與檔案內容的

選擇，讓學生決定如何展現個人在特定領域的學習，而檔案中所蒐集的資料一定要

能夠呈現出明確的內容選擇指導綱領、判斷優缺點的標準及學生自我反省的證據，

如此才能藉由學習檔案的建立過程，提供機會讓學生培養後設認知能力、對自己的

學習成長進行自我評量與反省。因為運用檔案評量本身便是一種教育過程( educative 

process) ，應該是課堂持續學習( ongoing learning )的一環(Klenowski, 2002 ) ，因此

學習檔案的建立具有形成性評量的精神與功能，是一種師生共同參與的發展性評量，

其目的並不是在蒐集一份完整的學習資料供他人參閱觀賞，而是讓學生在展現學習

的過程中發展有助於後續學習的洞察力、知能、策略、習慣與理解。教師在實施過

程中，焦點不應放在蒐集精美整齊的作品，而是需要多花心力提供更多的回饋給學

生，不僅針對學生的作業表現給予評語和建議，而且還要對學生的反省內容給予積

極的回應，使學習檔案成為教師與學生甚至家長間的對話園地，讓每一份學習檔案

都具有個人意義( personal meaning ) ，允許更多、更廣的知識、技能與態度被記錄保

留下來，讓學生從中獲得啟示與鼓舞，不斷地自我激發學習的動能與潛力。

朮、形成性地連用總結性湖驗

雖然總結性測驗與形成性評量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但卻不可以過度二分對立，

因為各自有其目的與功能，都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有其意義與影響，不可以有任何

的偏廢。因此教師應該正向地看待總結性測驗，藉由形成性的運用總結性測驗，幫

助學生積極地投入總結性測驗的準備、考試、檢討過程，使學生於總結性測驗中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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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讓學生瞭解到測驗其實是有助於學習進步的，學生絕非測驗的受害者 (Black et 

祉， 2003 )。教師不但可以在考試前，透過形成性的自我評量和同儕評量過程，讓學

生進行相關知能的檢核興修正、做好測驗的準備，也可以在考試過後，透過同儕評

閱測驗答案與團體討論，來幫助學生暸解問題、澄清概念、熟悉判斷的標準，讓總

結性測驗的結果的使用轉化為形成性評量的功能。當然，並非所有的總結性測驗都

能夠轉化為形成性評量的一環，教師在操作運用時，還是要有所判斷和選擇，並且

要積極介入指導，要先確認學生能夠掌握相關的評量架構、判準與過程，並且幫助

學生對焦於品質的判斷與自我學習表現的反省，最後，還是回歸到幫助學生瞭解如

何有效地來改進自己的學習。

伍、實例分享與推動建議

如前所述，-促進學習的評量」並不牽涉複雜高深的操作技巧，是每位教師在

日常課堂中都可以做到的，只要教師在理念上稍加改變、作法上稍加調整，就可以

透過課堂形成性評量達到促進學習的目的。以下就從實務運用策略層面，分享我個

人於 2005 年 11 月參訪英國倫敦近郊一所高中的相關觀察與訪談心得，希望有助於學

校行政人員思考如何讓「促進學習的評量」成為學校的教學政策，來擴大推動之。

基於英國教育當局QCA已將「促進學習的評量」列為中小學的學校重要教學政

策之一 'QCA甚至提供了有關「促進學習評量」的檢核表(參見附件一) ，要求教

師教學計畫中有其體的證據顯示「促進學習的評量」的落實情形，也提醒學校要改

進學校風氣來有效地推動「促進學習的評量 J 因此英國許多中小學也都確實將「促

進學習的評量」視為學校重要教學政策之一，甚至會對學生的作業進行抽查，以瞭

解教師是否給予學生充分的回饋，或提供機會讓學生進行同儕評量與自我評量等。

我曾於 2005 年 11 月前往倫大教育學院 (Institute ofEducation, University ofLondon) 開

會，並且透過安排參觀訪問了一所倫敦近郊的高中 (Seven Kings School) ，整個參

訪、座談過程，讓我有許多的學習，收穫相當豐富，有機會瞭解到英國學校推動「促

進學習的評量」的相關策略與成效。

該校有一千三百多位學生，學生組成族裔相當多元，以印度裔學生居多。原本

學校有不少學生有行為偏差問題，但自校長從事大幅度的教學改革，數年下來，在

「個人化教學」和「學生行為管理」方面有卓著的改革成果，大大地改善了學生學

習行為與表現，振興了校譽，獲得社區人士與教育界的高度肯定。參訪過程當中，

校長除了親自陪同參觀校園、介紹治校理念、課程與教學領導策略外，亦安排了與

教師和學生座談，瞭解整個學校的「教、學政策 J (learning and teaching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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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評量 J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實施情形，及校園透過電腦化來支持

個人化學習輔導 (Using data to support personalization) 的運作方式。讓我印象相當深

刻的是該校為教師所訂定的「教、學政策 J ( Learning and Teaching Policy) ，其中明

確地規範(一)必須教導學生如何學習以及如何反省個人的學習(二)必須告

知和評估學習目標三)呈現清楚的課程結構以促進學習(四)教師必須營造、

維持一個有目的的學習環境五)必須知道學生學習的成就並給予獎勵(六)

必須瞭解表現不佳的學生並給予挑戰。

男外，基於「促進學習的評量」政策的推動，該校亦相當重視多元學習評量的

實施，認為好的評量是促進學習的手段，因此主張(一)評量以形成性評量為主，

並將其結果用來促進學習的提升(二)學習評量的策略必須用來激發所有學生學

習如何學習( learn how to learn) (三)必須遵守「識讀素養的評定 J ( Marking for 

literacy) 的政策; (四)作業必須要有適當的計畫、要有區別、要明確、更要有意

義。無論是「教、學政策」的相關主張與內涵，或「促進學習的評量」的相關實施

要領與細節，學校都將其印製成教師教學手冊，讓每位教師人手一冊，做為教學上

的參考準則。在與老師座談時，老師們都表示，因為要求相當清楚、規範相當明確，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應該要怎麼做，在執行上並沒有太大的爭議。另外，大家也都清

楚看到過去幾年推動實施的成效，所以大家也就更願意積極配合學校的政策，將之

具體落實在課堂的教學中。為了讓評量發揮更大的功能，該校更建立了相當完整的

的電腦成績登錄系統，將所有學生的總結性測驗資料及教師對學生學習表現的評價，

記錄在電腦資料庫中，做為個人化學習輔導之用，讓相關教師可以隨時將學生的評

量資料調閱出來，在諮商輔導過程中，清楚地回饋給學生、給予學生學習指導與挑

戰，讓學生真體地瞭解其優點與需要加強的地方，以有效地幫助學生改進學習。

在與幾位學生座談的過程中，更是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學生的自尊、自信，及其

對學校推動「促進學習的評量」政策的肯定。從學生的說明及參閱他們所帶來的作

業中，暸解到學校所推動的多元評量方式，包括了教師回饋、同儕評量、自評等，

其實就是充分地與學生的課堂作業結合，在各科作業簿中可以清楚看見教師的評語、

同儕的想法、學生自我反省等紀錄，每一本作業簿也就是一份學習檔案，為學生留

下了清楚的學習成長軌跡。在言談中，學生都表示這種與教師、同儕間密切互動的

評量過程，確實對他們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不但讓他們能夠更認識自己的學習理

解情形，也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和瞭解到他人的想法，學生都一致認為學校所實

施的「促進學習的評量」方式，讓他們覺得學習評量過程是有趣、有意義的，他們

也都樂於參與，而且他們覺得透過參與的過程，他們覺得更加地自我肯定，建立了

學習興趣與學習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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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個參訪過程中，不但能從整個學校氛圍中，感受到校長改革的強勢與堅毅

作風，但其系統領導的高要求、高挑戰中，卻叉不失高支持與高關懷的策略運用，

以致能改革成功，讓所有參與者清楚看到具體的學校革新成效，不但獲得家長和社

區的肯定，學校老師和學生也都對學校「教、學政策」和多元「促進學習的評量」

給予極大的支持，在進步成長中，師生不但對學校建立了認同感與歸屬感，更深深

地以身為該校的教師和學生為榮。面對這樣一個成功的學校改革案例，確實讓我對

學校「教、學政策」的訂定以及「促進學習的評量」的實施，產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好的教學理念，諸如「促進學習的評量」等，若能從學校政策層面來大力推動，或

許能產生更大的影響、獲得更大的效益。 Wragg (1997) 就曾針對鼓勵推動「全校」

評量方案叫‘whole school' approach) 層面，提出了一些推動原則，學校課程與教

學領導人員或可審慎思考之:

一、計畫 決定師生運用怎樣的正式或非正式評量方法、其運用的情境脈絡

及負責的人員。

二、學習 採取正向的步驟來確保學生從評量中有所學習，讓老師和學生能

清楚暸解評量在「教」與「學」中的定位。

三、批改評分一一決定主要、普遍的評分方式，並且確保學生繳交的作業會被

批閱評分並且固定期限內發還給學生。

四、紀錄 決定如何登錄學生的進步情形、學校如何保管個別教師登錄的資

料及相關累積的資料、及相關資料使用權限的規範。

五、報告一一校內對評量議題的溝通、與校外人士的溝通，如家長及其他有權

知道的相關單位等。

六、其他議題一一注意家長、建檔、評量偏見及公平機會等議題

陸、結語

評量不是學習的終點，乃是學習過程的一部份;評量更不是學生學習的目的，

而是幫助學生學習的手段。因此，教育工作者需要更多思考如何改變課堂評量，使

之與教學融為一體，成為學習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扭轉長久以來「為評量而學習」

(1eruτlÏng for assessment )的現象，藉由「促進學習的評量 J ( assessment for leaming ) 

的實施，營造出一種積極、正向的「課堂學習文化 (leaming culture) ，讓師生都能

透過持續性的互動、互惠評量活動，相互溝通期望、彼此增權益能，一起合作促成

學習的發展與進步。雖然「促進學習的評量」的相關理念與策略都是教師們耳熟能

詳的概念，也是每位教師都可以做到的教學實踐，但關鍵在於教師願不願意改變往

日「習以為常」的教學與評量作為，看重學生的「學習」勝於學生的「成績 J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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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多花一些心力，將「促進學習的評量」融入於日常課堂教學，藉之來改進個人的

教學並促進學生的學習。

面對評量所造成的各種困擾，教育實務工作者與其被動等待國家教育改革政策

來改變評量的實施方式，或持續困頓於批評檢討不當評量方式、卻叉無力改變現狀

的惡性循環中，倒不如重新掌握一些促進學習的評量要素，自動自發地嘗試從個人

的課堂中改變一些做法，說不定反而能實際地經驗到評量所帶給學生的實質學習影

響，與學生一起經驗「看見學習進步」所帶來的喜悅。當然，促進學習的評量」

的實施，亦可以自上而下，由學校行政人員從學校教學政策層面，來推動全校性的

評量改進方案，若有周全的計畫與完善的配套機制(如教師研習、獎勵措施、支援

系統等) ，教師也就不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應付心態，反而能夠透過

'{足進學習的評量」的全面推動，形塑新的學校學習文化，擴大影響到每一個學生

的學習機會與學習成效。畢竟，幫助學生學習與成長是教師的專業使命，課堂評量

的實施與改進也必須以'{足進學習」為首要目標。

本文修改自 2007/5/25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舉辦之兩岸四地教學理論研討會『優化課堂教學:教師發

展、夥伴協作與專業學習社群」特邀演講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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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學習的課堂評量 概念分析與實施策略

røft:~: r 促進學習的語量』檢核表(賣輛車輯 :QCA個站 :www.qωrg.uk)

促進學習的譚量是有婊駒，當學生能夠:

﹒呈現出在學習態度、動機、自尊、獨立性、自動自發和自信心方面的改變

﹒呈現出在回應問題、分組討論的貢獻、解說與描述方面的改變

﹒改進學業( attainment ) 

.提問適切的問題

﹒積極參與形成性評量過程，例如建立目標、顧及同儕與個人自尊、瞭解到自己

作業、能力、知識與理解的進步情形

有藏地運用健進學習的聲量，教師爺要:

﹒充分認識學生、知道學生為什麼會犯錯、能夠調整後續的活動與介入方式

﹒與學生分享教學目的，並用之來評閱學生作業、給予回饋與獎勵

﹒會自己、也為學生安排一些複習時間( review tÌme ) 

﹒提供襪會讓學生描述他們對學習目標的回應、他們為改進學習所運用的策略和

所做的調整，藉以鼓勵學生為他們自己的學習負責任

圖給予學生各種能力、態度、標準和品質的範例，做為學生努力的目標

圖分析學生在測驗中的表現，將相關資訊做為後續學習計畫之用

.對課堂實務有信心、有安全感

另外，教師的教學計畫需要含輯:

.對教學目的之強調，並與學生及其他教室中的成人分享之

﹒供回饋與評分、同儕與自我評量的評量參照標準

﹒課堂分組的方式(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groups ) 

.課堂複習時間與彈性時間

.需要額外加強幫助的學生之相關記載

.小組指導時間的安排，用以提供清楚地形成性評量機會

﹒相關調整的加強標示或刪除，說明那些有效、那些無效及為什麼有效或無效

有藏地運用促進學習的語量，學麓的風氣 (ethos) 必須:

圖重視對學習的態度並且提升信任關係( trusting relationships ) 

.鼓勵並建立自尊

﹒相信所有的學生都能進步，並且就學生原有的學業程度來進行測量比較，而不

是與他人比較

﹒運用價值附加( value-added )的資料

﹒提供教師支持、輔導及合宜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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