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學學習的評最理念

一、考試與教學的瞬係，敵乎?友乎?

張蔥博* 黃文吟州

*體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系

州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考試領導教學」難聽老生常談，可是，這樣的現象究竟是好是壤，是值得教育工作

者聾軒審慎思考的問嘩。其實，評章對於教學的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亦可能是奧麗的。

再好的課程、教材、教材內容，倘若缺合適的許畫畫方式與內容，即無法等!導學生舉到他

(她)們所應該知道的。例如:教師過度便用選擇題，間學生對於實作或動手解決鶴題的

學習，耶路於失去興趣與動機。容鑑於傳統蓋平量不足以獨出學生真正的學習成果，採用另

穎的評黨方式，可以彌補傳統許最主式之不足，亦可提與所有與許最有關之關係人之間的

良性互動，道是提算教學與學習成憊的重要課聽。本文~I]哥!介幾種男類的許蠶方式，起括:

貫作評主義 (performance-based 臨時ssment) 、真實性評量 (authentic asse給ment) 、歷程檔案

(po口folios) 等等，介紹其墓本理念:與特性，並藉以反省科學課程改革之時，評蠱的觀意:與

作法亦已各主的自攜並進之處。

二、評置聽您的演變

近年來，的於建構主義派典的興起，有關成就讀1I驗/評麓的理念，已從哪驗文化 (testing

culture) 轉移姆評量文龍(的sessment culture) ( Birenbaum & Doc旬， 1996) 。道聞單取冉的主

要差異，在於蔚者較主義視觀和學習的成果/鑫出 (product) ，濟驗的規賣rr與臨行過程中，受

試苦苦總是處於撥動以及無選擇權力的情勢下接受潮驗。而近代的評主義取向真守主設觀主令評室設與

學智攝程蜜切結合，在進行評麓的過程中，接評囊者可蛤演主動參與的角色，並在溫程中

分享權力。

根據 Birenbaum (1 996) 的說法，成就湖驗/評盞，可依其敢肉之不悶，分為傳統的標車

灘驗仰aditional standardized test) 與男類評最 (alternative assessment) ，二者叉各包括許多

不闊的測驗/評蠶形式，如轉統的標單獨驗有標準發照輯驗與常模參觀測驗，荷另巔評最則

是許多野黨方式的總稱，其中較為常見的如:檔案許蠱、實作許量、真確評暈、直接評還

(direct assessment) 、與購構式的評童(constructive 諮詢ssment)等。

轉蟬的禪讓化溜揖受對兩個基本理愈的影響頗深，其一是把教學觀為概念:傳遞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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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認為知識可綿的讓報練習或背誦而得。另一方面，叉特別崇尚心理淵蠶 (psychometric)

傳統下對客觀、依不與機踹|設的學要求。例如，以色列學者f Tamir (1 990) 

的問題，雖還要安許多機關的批評，然而，其仍被廣泛的使用，特別是在英國，

1在短的瀾驗時問擻，容許滿蓋較廣泛範圍的題材 D

2.它可用

4qu 

，也自If:仁， f言~較高 o

'也可使用機器評分。

，卻堅丟不接書寫，吾吾遭受許分上的本科 o

6.y.轄區?照榮;對于工露自分析， J;J.了解窮學題呂太容易，或還於要長難，

無詣，傳統式(以艾麗擇題或瀏驗輯)諾驗，軍然有省詩、省議的獲點，

習容易混於詣，攏，學生缺乏觀對真實憤填的解決問題之經驗與學習等缺點。而峙，

視概念學習的結果/擺出，以及為達客觀與公平要求市予標單化的觀蠶模式，其觀驗結果

往往順理成章的成為據以排學生學習或教師教學成效的重要(或唯一)資料來源。然楞，

這樣的測盤棋式雖可攏到高俏皮水準'但因其標準化的結果，往往忽略 、語

宮、認知偏好等方闊的混典 (Birenbaum， 1996) .而且，無法皮映教竄襯3塔爾的教學實況。

三、另類評麗的態湖與糟類

另賣聲評置講求的則是多元的、真確的反映學生的學習貫況。

訊持代，教育的目標臨繼舟多元發展。另額評量的特住在於與教學過程嚮切結合，

準與方式的多元化，轉讓學生為一能自我讀館 (self-reεulation)

中聽予學生選擇的擁力，立主教學語討議協輯的合作方式以評估學生的表現 n

要自難了磚饒的紙擺棋毒發蚱，這:可褒罵觀察(observation) 、聽說 (interview) 、悶響

何問stionnaire} 、使用日記議記鋒(diary/record) 、實培羈試 (field or pilot test)或鼓聲懇、

(think-aloud) 等等方法。評選時， J;J.學生為中心，持積立皂

的解決問瓏的方案?能否提出多元的觀點?以及是否能合理化他們的樽思?教館亦可以知

道學生在學習溫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進步的情影和建成多少學習問轍等等。教師稱

有意進行有別於傳統的研黨，最為有傲的方法是從其教聖改變做起。根據 Shavelson 與

Baxter (1992) 的說法﹒一位以動手躁作為主，或是探究教學為主的教師，

的經驗與能力亦較怯。 j蓬樣的教師比起以講述法為主的教師，對於寶{乍評麓的命題興實施

較能得心應手。然而，不間於傳統測驗主甚至可以機器代勞的詩十分方式，另嫻許鐘幣仰賴人

力決定學生的學留成槃究資為何，因此，男額評量方式溫常是耗廢時間典人力的。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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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幾睡不問另穎蓋率蠶形式之內輝與特性，分別說明知?是:

盟黨單身體:足以展現頓生學習過程與進步的任何形式的資料，例如:書面議是利姆錄

音、錄影等視聽跟體的形式等等，都可成躊 portfoli俗的內容物 (Popham， 1995) 。在建立檔

黨的過程中，學生有選擇其所欲位舍的內容輯之自由，甚至2可以聽他人的作品，亦或跨學

科的。但豔要的錯，學三位必讀巖現出對每餾內容物的自我反省與統整能力。檔案許提囡Jl;七

具有其確的、機動鈞、持續的、多元的、互動的與聾裔的等特性。評斷學生學習擋寞的價

實時，除了各項資料聽到的許議之外，也有聲要轉到隨意整體協鸚灑貫性的農蹺， Birenbau孤

立宣提供靜囊盤體面向的今日頭(參考 Birenbaum， 1996) 。

聶璧聾.:是露自學生完成某特定作業 (task) ，來都囊其學習狀況的一纜途禮。這樣

的評量方式，能帶動學生組學習為自己的責任，而不是老師的，因此，學生能投入更多的

心力來學習。但是，當指定的課業輯由學生能力斯及，也將使學生放黨完成{任務。

面需注意的是，實作蓋率室主通常話蓋較少的作業，容易造成為湖驗而訊線 (coach to the test) 的

情說，思甜酸易影響其結果效黨 (consequential validity) 。所謂結果效度是指許量結果的撞

騙與使陽之有效程度 (Mes討惚， 19紹; Popham, 1995)' 俱如，教臨倫利用大多數的詩間教

授測驗的內容與概念軒在美少提及測驗之外的賄題，這嘉定辦及結樂效度的問題(Linn， Baker, 

& Dunbar, 1991) 0 易當之，有些教學，自著重於學生艷於測驗內容的背諧與記盤，對於舉

生的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的發展，並沒有Ø}]錢。因此，即使學生考得萬分，也不能說學生

5獲得學習﹒這樣的評議，就缺乏結果按度。所以，實作許章也辛苦可能灑致傳統護自驗的命聾，

畢生覺思為記憶或熟練器館前獲得高分，並不聽獲得學習的成說，即所攘的湖驗污染 (test

pollution) 。為避免屁…情況發生，群量者要特別扭意過程的詩囊，以及學生對整備學習混

程的自我反省 o 為了解決此一闖關， Shavelson 與 Baxter (1992) 即主張購進行課程程投入的

(Curriculum.品nbeded 的時ssments) ，亦郎，許量是與課程的進行搭配的，評擺不是鶴

…島之。為了獲得對於學生較真攏的了解，甚革可還是行長連一年期的評麓，以接得較大的

樣本的評釁。如此，應可獲得較有質文度的都囂。

事實上， Shavelson, Carey，與 Webb (1990) 1'1P曾指出，不少科學家都會問蔥，倘意欲

棚主義學生真正的了解，最好的方式，應是將學生體於嘗嘗轍情壤，提快題題，再由親生利用

實驗望將資源去解放開題 o 科學家會認為，在教學中，黨教導學生有關探究的控龍，這是

在轉統紙筆胡驗中荒無法演得的。在探究歷程中，學生將會接得科學事實知識與科學方法

的練習。囡此，對於傳統方法的測驗不足之處，即成為科學教育工作者，戶丹憨態考與解決

的問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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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好， Shavelson 與 Baxter (1 992) 赤曾指出欲編擺一蠢與教親活動相互妻子輝、匹配的實

作評壘，是耗時、也調要投入棋當多的科學、技諧的智慧與方法。換言之，發展…套有品

質的實作測驗工具，讀藥先通i晶舉生的試驗，~直接得舉三色的想法及故護意見，才能鑫臻完

全。反之，秒接徑的結果，聽會論成構想不住及結構不良的許盤工作，惡性攤環的結果，

將很可幌導致本良的教學，棋擂，影響及以探究、活動為取向的課室教學。 Shavelson 與

日axter (1 992) 也指出，當一旦完成實作評量的工具編擬時，辛苦自餾問題就會被提出:

1這份靜量是否能提供有捨麓的詩蠶? (事實上，都量的效度應讓於信躍)。

2.這份評置是否能與學生的學習經驗站匹配?亦郎，許量的內容是否為學生所被教過

的?

3諧的這樣的評囊，所獲得的成就之訊息，是否有民於傳統方式的聲聽? (實作評畫室主義

否真能瀾的智生的學習?應是最讓耍的琴鍵)。

5.實作許蠶fj丹欲言辛量的，是否可經由其它方武來護自?擎的?

懿述這的個問蟬，確實錄在設針實存辭靈所應注意的， ~尚能合宜的還到這盤要求，實

作許童工具的編攤，才有其意蟻。

畫畫聲最: Wiggin草(1 989) 當先寄:升覓一概念，它具有下列四1麗特哇，一、是真正與

相關現場發生關聯，或說是在報鵲現場取得資訊苦苦完成的實{乍聽現。之二、特別投注1[.\力在

思考如何對教與學掙多有準。豆、相較於傳統測驗， f言我評擺在此扮演著要史最陀麓的角色。

閥、過程中，舉常被要求公關展示他們的作品，並為自己的作品辯護，以確器龍們專精

的程度。

實作與真確言平盤有頗多共遇之處，有哼，甚至很難聽它們眩分開來。也有學者會以真

實的貫作評畫畫 (authentic 僻的rmance assessment) 輯之 oHill 與 Ruptic (1 994) 指出，這去著

眼於作業的選擇與實際競活有關聯，諾不當是以學校的世界為範關時，我們會以其確評盤

來稱呼。 Black (1 998) 由指出實作佳評麓的特教如下:

1.你(妳)不僅錯了解舉強學至5什麼，讓能知耀他們是如何舉習。

2耀生必幣嘗試轉自較合性的知識去評位接雜的作業。

3.舉生們為荒草成新知識與出前提受挑戰。

4.f乍樂反映了在課程種進行實地研究的課業之真貨狀誤。

5.作業完成的時問可般可短。

6.作業與課程間接進行，而評盤臭豆是舉真實學習經驗的改灘，並非虛擬營造的。

7.f守主黨情境的安排，持學校活動與真實世界的總驗聯絡在一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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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六、七語種特性，是囑於真確評黨所獨有，其他的特徹，捧為質作體評矗所有。

四、 r全美科學教育標準 J 中的教學與許聾基準

一九九六年，全美研究基金會胎版了「全美科學教育標準」一番，對於主要圈中小學科

學教育，建立了目標、基建星與評鑑的標準'難較科學教育的實錯，應手言引導、提昇的作用。

雖然，英國攝爾與搏統和我輯有很大的不同，可是，美國「全美科學教育棟準 J (NRC, 1996) 

應、可作為盟內進行諜報改革與評聾峙的參考。茲引路其「科學教學標單 J 與「許量標車 J

技藉此皮息關內科舉教學與許量應注意之處 G

(…)科學教學棟準 A (科學揉究取向的操起)

i跨學生發展一聲年的學程梨構與短程岳標 o

2.選擇科學教材，改攝與設計課程，以符合體生的興韓、知識、理解、能力和經驗。

3.選擇教學與評聾的策略，支持學生理解的發展，以及培續科學學習者的社群 e

4.與跨學科和螃年級的教師同工。

面艷九年一黨新課程，科學教都噩濃重新製構其課程，所以，此一掏度，可以用來評

鑑教師在這方麗的表現。

(二)科學教星發標違章 B (幫鵑學生學習的行動)

1.與學生互動時，著重並支持探究活動。

2.對於科暫的想法引起學金熱烈的討誨。

3.讓學接受興面對學習的實在。

4 

5.懿懿4勸與建立科學操究的技能及科舉的特質:冷自好乎奇d舟L-'能坦然接受新的想法與數據，及

懷疑。

在幫助學三位面對新課程時，學生也需要學習如何學，上述的標激再用來做為教師教擎

的參考。

(主)科學教學課準 C (教學與學習的評盤)

1.利用多還是方法以及有系統的對學生之理解與能力等收集資料。

2.分析評量所得的資料，以引導教學少

3.指導學生進行自我評暈。

4.藉由學生資料‘教學觀察、以及質問學的互動，進行反省，投據以改進教學。

5.使用學集資料、教學觀療、以及與間事的互動，對學生、教師、家長、決策者及社會

大泉，報導學生長的成就與其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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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i惱顯然已輯過傳統的評量觀點與方法，教師宣努力總習，

的問酬。

D (學習環境)

的時間，使學生能夠從事深入的研究。

2跨學生開軒一輝有變通及有聽於科學探究的環境。

3.擺棋安全的工作環壤。

、材科、媒體，以及學生容易取得的技措資囂。

5.確認及科罵校外的資提 c

;其在我們的教育，鶴棄在館人，或競爭式的學習，事實上，著重環境與社會，請蹺，應

E (續習社群)

問想法、技能、和經驗之尊重。

2.讓體古拉著參與有關工作內容情境的決定，並要求學生為其學習社群的所有人鼠負隸。

4.針對科學對話規則的了解之共識，安排與促進正式或非正式的討論 o

5.形成與鶴立科學課究的技能、態度和價值。

料是發知識的形成，常讀要經過科學社群的同意，同理，倘能建立學習社群，

，應有其大的神益。

FO十鑫與發展)

l.~十翻與發展學校科學學程。

2.發表與有關科學學程的時間與其他資源分配的決定。

自己及其悶薯，全力參與計輯與實踐專業展長和發，襲的策略 G

，有臨許麓的論點粥述如下:

A: 許蠶&;\續與其斯欲得知的決定一致。

畏的。

3.艷於評麓的決定與數據閉的罷課是清楚的。

'紙望會議5星發誰是評蠶的代名詣，其實，這是很不對的，因為其是否能真確的

A
且T

ζ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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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有說間的 o 所以，九年一貫的潤來，評量揮應改弦屬轍。

(二)許量撩鞏 B: 學習的成就與學習機會是必須評麓的。

1.無收集的成就之數據，是聚焦於對種生的學習是最為:還要的科學內容。

2.對於有機會要學習的數據收集，應聚焦於最喜效率的指標上 g

3.對於學生是否有機會主學習與擴生成就的評;最應是用等璽麗的。

我國的許量，當以考試代替 o 即使是考試，也常合學生有不知所措之驚思。因此，評

議內容釁與教舉內容有顧聯，甚至，應如何選擇重點，以進行評蠱，應是最為聽耍的課題。

(三)評量釀準 C: 用i位主義的數課之技諱:品質與嘉於其詮釋斯欲採取的決定與行動具有良好的

臣費己 o

1.所宣稱要獨聾的特攘，能真確的總得(效度)

2.評麓的作業是真確的( Authentic ) 

3.鋪到舉三住在工館或聽多的作業，顯示其智柏前的表現，還樣即可說明棚至立了鞭生的成

就觀相 (v設置)

4.學生有充分的機會去展現他們的成就 u

5.評變作業，以及豆豆現海佳作黨的方法所提哄的數據，具有足夠的譜是性，以致，即使

同時機使用，也能得懿梧間的結果。

評童工具或評量結果要真有信壞與效度，才能較真確地觀得學您的學習成就 o

(四)許鑫標單 D:

1.評聾作業品項受對一些游麓，類如:是否獨較印象?亦即，是否只反映某特定團體的

經驗或觀點?所使舟的語霞，是宮會曾犯至1某特定關聽?或者其組一些可能使學生自

其喜愛的作業上分心。

2.大混模的許鑑'須要使用競計方法以辨認可能存在按不同路群聞之鐘差。

3.為了顯應身體不便、學習能力較躍躍、或語雷能力不是的學生之需要，許麓的作樂必

須做合盒的修故。

4.評董仲業品須建立在各種不闊的情壤之中，傳具有不問興趣與賴驗的學生，皆能參與

學習，不能骰設為僅漿針對某一特定的性別、種族等 n

目前教育環境之下.{JJ有太多青少年的次文化不被了解與重視，尤其，在評童時題

，更是如此。舉例來說，學校常因作欒方便，舉行繞一考試，以致不向資質、興敵的學

生，皆須使瘖同…試卷，言宇量內容與其學習能力常不相配，

(五)詩靈標準記:對於學生成就與學習續會的辭靈之推論必須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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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艷於舉生壞就與華警科學的接會之許蠹數據作撞互會時，必接替員會、形成誰講姆斯依攘

的假設 e

五、許麓的跳眼與革軒

，有關另類評竄，特別是實作評暈，及以作業 (tasks) ，國外的文

: TlMSS (The Third l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 New 

standards (1995) ，成覺 Shavelson 等人(1 990) ，及 Ruiz-Primo 與 Shavelson Study (1996) 等

研究戒報告，皆有可賀學考的研究結果 o 然而，這樣的評麓方式，將無可雖兢地，必須作進

一步的研究，特別是對於舉枝、教師、學生等的影響。Ilt外， ~鑫報輯方式的評麓，是否亦

能鞠顯如心增測驗都鹼地擁辛苦信度與效度， t)讀1童學生對去會科學的了解?

'是否能提昇學生在學科學習方醋的成麓，遍認，揮舞:聽聽教育

的成果， 努力的課題。當然，在單向

已獲致一些成果。在中小學課程改革之際'

，如何落實於科學的課室教學之中，

，態、審議的研究其實撞方式與可行柱，

力群鑑或聽讀時的機會興地位，使學生與教師的知能與攤力都得以獲得更適鐘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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