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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科問題導向教學活動的多元評量：
以世界體系中學習單元為例
Multi-Assessment of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Teaching Activities in
Se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 Taking “the World
System” Unit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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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func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blems with different
evaluation tools used in competency-based teaching activities of se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ourses. The
study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f multi-assessment and competency-based tests. The “world system” unit of the
Geography Required Curriculum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in this study. The action research used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 to desig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multi-assess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lementing rubrics-based evaluation can effectively examin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aspects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internalization of learners. However,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practice such as insufficient time, uneven division of labor and varied levels of involvement between
learners. In addition, teachers need to improve the validity of the rubrics. In terms of written tests, due to the
emphasis on the assessment of personal cognitive abilit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ssessment
performance of the learners between the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method and the traditional lecture.
Therefore, multi-assessments can examine the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in different aspect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f teachers can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PBL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implement evaluations depending on course progress and students’ proficiency, they can better enable the
learners to achiev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competence-based teaching, multi-assessment, rubrics, geograph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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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顧多元評量的相關理論，以及素養導向試題的相關論述，以地理科部定必修「世界體系」
學習單元為例，藉由問題導向學習法進行教學活動設計，並針對教學設計多元評量進行教學實驗研究。
目的在探討高中地理科素養導向教學多元評量實踐的功能，及其可能面對的問題。研究成果顯示以評
分規準進行實作評量能夠有效檢視學生不同面向的學習表現，更能了解學習者的學習內化狀況，但施
作上仍存在實作時間不足、學習者小組合作參與度落差與教學者需提升評分規準有效性的問題。以紙
筆測驗而言，因著重個人認知能力的評量，問題導向學習法與傳統講述法教學對於學習者在評量的表
現上並無顯著差異。故多元評量能有效檢視學生不同面向的學習表現，本研究建議現場教師若能在教
學進度與學生素質考量下，適時適度提高問題導向教學活動與實作評量比重，更能使學習者達到不同
構面的學習表現。
關鍵詞：問題導向學習法、素養導向教學、多元評量、評量規準、地理教育

前

言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揭櫫的素養導向教學對於教學現場帶來莫大的影響，各學科皆在設計符合素養
導向的教學模式，地理科以問題導向學習法（problem-based learning）作為主要的教學法取徑，藉以整
合認知、情意、技能的教學目標。問題導向學習法以結構不完整的問題引導學習者進入問題情境，在
教學者的引導之下協助學習者定義問題，並由學習者主導擬定解決問題的策略與工具、蒐集相關資料，
整合自身知能與自我學習以解決問題。地理科問題導向學習法著重在小組合作、重視學習者的學習表
現，包含高層次認知能力、溝通互動能力、問題解決能力等的特性，引導出了一個重要的論題——「地
理科問題導向學習法該如何進行教學評量？」
過去傳統講述式的教學活動或是地理科整合的教學模式，主要的教學評量是以紙筆測驗為主，在
新課綱素養導向的影響之下，紙筆測驗也逐漸「素養化」
。由大考中心持續精進宣導的新型學測，也提
出了「試題素材情境化」、「跨學科、跨領域的主題」、「考察整合運用能力」、「強化表達說明能力」四
個命題重點，發展所謂的「素養試題」
。在此，開啟了一個子論題—「紙筆測驗是素養導向教學或是問
題導向學習法合適的評量方式嗎？」強調學習表現達成與否的素養導向教學，要如何藉由紙筆測驗評
量溝通互動與問題解決的相關能力？此為本研究子論題之一。
第二、以小組合作學習的問題導向學習法，往往需要小組共同完成相關作業、海報展示、口頭發
表等學習成果，這些學習成果的評量該如何進行？形成本研究第二個子論題——「實作評量是否是素
養導向教學或是問題導向學習法合適的評量方式？」這樣的評量方式能否正完整的檢視學習者的學習
成效？而延伸的論題涉及如何建構妥適的實作評量歸準以利教學者檢視學習成效，或是讓學習者相互
評分？此為本研究子論題之二。
第三、前述兩種評量方式皆著重在認知能力與表達能力的評量，若以多元智能論進行教學評量的
思考，可能提出第三個子論題—「軼事紀錄是否為素養導向教學或問題導向學習法合適的評量方式？」
藉由教學者在教學歷程中的觀察與紀錄，進而對學習者的多元能力予以評價，這樣的評量方式是否更
能掌握學習者學習成效的多元面向？此為本研究子論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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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論題，本研究將先針對教學評量與地理科評量發展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整理各種評量方
法的特性，進行問題導向學習法合適評量方法的討論，並以高中地理科部定必修課程「世界體系」項
目為例，進行教學活動與評量設計，並實施相關的教學評量，以檢視不同的評量方式反映教學成效的
特性，並針對評量規劃進行討論與建議，作為後續教學者採用問題導向學習法進行教學之參考。
本文研究預期成果針對地理科問題導向學習的多元評量，著重於素養導向試題與學習表現行為檢
核歸準。以紙筆測驗的素養導向試題，藉由情境化試題檢核高層次認知能力的教學成效；以實作評量
與口語發表評量為主的探究活動，搭配學習表現觀察歸準讓教學者可藉由行為觀察進行歷程性評量，
檢視學生能否達成教學目標設定的學習表現。本研究針對地理科教學活動在新課綱素養導向的轉變之
下，教學評量如何更加準確檢視教學活動的有效性提供建議與案例。

文獻回顧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強調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的主軸，
「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了適應現在
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教育部，2014：3）
。核心素養在課綱中主要區
分為三大面向與九大項目（圖 1）
，作為統整各教育階段與教學領域的教育目標。

圖1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從核心素養對應到各教學領域的課程，轉化成各學科的學習重點。領域綱要中說明了，學習重點
包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二部分，提供課程設計、教材發展、教材用書審查及學習評量的架
構，並透過教學加以實踐（教育部，2018：6）
。學習表現可以說是素養導向教學活動的目標，而學習

26
內容則是教學活動的學習情境，因此在學習評量的部分，便著重在檢視學習者能否具體達成上述學習
表現（表 1）。
表1
構面

項目

社會領域學習表現的構面與項目

理解及思辨

態度及價值

實作及參與

覺察說明

敏覺關懷

問題發現

分析詮釋

同理尊重

資料蒐集與應用

判斷創新

自省珍視

溝通合作
規劃執行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6）
。
針對素養導向教學活動的學習評量，目前的發展主要著重在紙筆測驗的素養試題與問題探究的實
作活動上，以下將針對上述兩者進行探討。

（一）地理科教學評量發展
過去的地理教育學者反思傳統著重事實記憶的教學模式，認為地理科的教學應為一個整合的教學
模式，在教學過程上整合教學、教學活動與教學評量，也逐步改變教學現場的教學實施（施添福，1989：
22；王彥妮，1986）
。在教學評量上，取徑布魯姆對於認知教學目標的分類，一方面更能系統性地檢視
教學目標與教學評量試題的層次，得以檢視是否周全而平衡；另一方面可以著眼在讓教學者不再只著
重在知識的灌輸，而注重學生其他認知能力的發展（施添福，1989：69-70；陳英豪、吳裕益，1991：
39）
。依循前述教學理論的指引，地理教育學者也逐步精進地理教學評量，發展出「地理科題型與命題
原則及命題注意事項」
（施添福等，1993），其中慣用題型如下：
1. 客觀選擇題：是非題、選擇題、配合題、填充題、簡答題
2. 整合測驗題：閱讀式、圖表式、地圖式、情境式
3. 論文題：限制反應題型、擴展反應題型
地理科教學評量發展主要依循布魯姆的認知教學目標分類，雖然此教學目標分類曾修訂（圖 2）
，
但其實並未大幅改動整體認知歷程向度，仍作為各學科教學目標與教學評量的重要指引（李坤崇，
2009；陳豐祥，2009；曹博盛，2012）
。其修訂的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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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Bloom 認知教育目標原架構與修訂架構的結構比較
資料來源：李坤崇（2009：5）
。

若檢視大學入學考試地理科試題，以目前的學科能力測驗為例，主要的試題類型以單一選擇題為
主，其中尤以整合測驗題做為檢視上述教學目標的代表，藉由整合題的不同類型題幹提供資料，編製
認知層次由簡而難的試題，讓受試者需要經由理解及高層次的推理才能得到正確答案，逐漸擺脫過去
事實記憶為主的試題類型。研究指出，自 1990 年代起，理解和高層次思考的試題，已成為地理科入學
考試的評量重點，1996 年學科能力測驗的試題統計理解和高層次思考的試題已佔 81.25%、記憶佔
18.75%；2011 年理解和高層次思考的試題提高到 95.83%、記憶僅佔 4.17%；2016 年理解和高層次思
考的試題提高到 100%（陳國川等，2020：473）。故可得知，地理科評量試題逐步以整合式題型，結
合圖表照片著重測驗學生的基本概念和主要技能，取代過去記憶背誦的題型。若回到素養導向教學，
過去地理科教學理論與評量原則是否適合作為素養試題用以檢視學生的學習，後續則針對大考中心自
107 年起針對素養試題的相關研究與轉變進行討論。

（二）素養導向試題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變革，除了素養導向教學的討論之外，在大學入學考試也開啟了素養導向試
題的討論。依據大考中心揭櫫的大學入學考試 111 學年度起的命題方向，主要包含四個命題重點（大
學入學考試中心，2020）
：
■試題素材情境化：素材引用生活情境或學術探究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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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整合運用能力：考察學生是否能夠整合運用知識與技能以處理現實世界或學術探究的問
題，如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圖表資訊判讀、證據應用等。
■跨領域／跨學科的主題式試題設問：考察學生是否能夠融會貫通，善用不同領域或學科所學
來處理跨領域或跨學科主題的相關問題。
■強化評量層次及表達說明能力：以混合題型或非選擇題題組設計較為結構化的設問，藉由同
一題組內不同評量層次的試題，引導或深化學生對問題（或主題）的理解，並強化評量其表
達說明能力。
根據上述四個命題重點，可以歸納以「試題取材」與「試題類型」進行討論。試題取材著重在生
活情境或學術情境，整合知識與技能，與過去地理科教學評量的整合測驗題類似，唯在跨學科主題式
試題上，學科能力測驗朝向跨科試題的設計，不論是兩科合科（歷地、歷公或地公）或三科合科都佔
有一定配分比重。另一方面，試題雖仍以選擇題為主，但逐步加入混合題型的比重（約 20%～30%），
題型上混以選擇題、作圖題或非選擇題，可以理解為整合測驗題加入作圖題或限制反應類型的論文題
進行試題設計。
若以學科能力測驗為例，比對新課綱社會領域綱要的學習表現與大考中心公告考試說明的測驗目
標（表 2）
，可以發現大考中心社會領域地理科素養試題的測驗目標多與學習表現第一構面（理解及思
辨）對應，在教學目標中也對應上認知領域目標的分類層次，含括了理解、應用、分析、評價，甚至
是綜合，著重理解與高層次認知能力；除此之外，第三構面（技能、實作與參與）部分，則側重在「a.
發現問題」與「b. 資料蒐整與應用」兩項目上，尤其是資料蒐整與應用的條目，強調各式資料的判讀
與解析，屬於技能操作部分。
表2

測驗目標與學習表現的對應（擷取地理科部分）

測驗目標

學習表現對應

一、掌握社會領域學科基礎知識與技能以覺察說明社會現象的能力
G1 分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意義。

地 1a-V-1

G2 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地 1a-V-2

G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地 1b-V-1

二、運用社會領域學科知識、技能與方法以分析詮釋社會現象的能力
G4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分析地表現象的內涵。

地 1b-V-2

G5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地 1b-V-3

G6 判讀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及文獻、實驗、田野實察等資料，解析其

地 3b-V-1

與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三、根據社會領域學科知識、技能與方法進行判斷、反思與評鑑的能力
G7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地 1c-V-1

G8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地 1c-V-2

G9 整合相關知能，反思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提出看法或解決策略。

地 1c-V-3

四、整合社會領域學科方法進行探究的能力（合科部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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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目標

學習表現對應
歷 1b-V-2

S1 整合社會領域學科基礎知識與技能詮釋歷史、環境與社會問題。

地 1b-V-3
公 1b-V-1
歷 1c-V-3

S2 從跨學科的視野反思或評論社會相關議題。

地 1c-V-2
公 3a-V-1
歷 3a-V-1

S3 從社會領域的觀點，分析議題的形成背景與內涵。

地 3a-V-1
公 3a-V-1
歷 3b-V-2

S4 使用社會領域的知能，根據主題進行資料整理與評估。

地 3b-V-2
地 3b-V-3
公 3b-V-2
歷 3d-V-2

S5 從社會領域的觀點，針對問題進行探究並提出可能策略。

地 3a-V-2
公 3d-V-2

資料來源：大學入學考試中心（2019）
。
大考中心所稱的素養試題，從命題原則與測驗目標觀察，可以發現地理科的教學評量趨勢並未改
變，仍以理解與高層次思考能力試題為主要方向，測驗以地理基本概念的運用以及主要技能的使用為
目標，主要是在題型上加入非選擇題形成混合題型或單純非選擇題型，這類論文題被認為更能夠評量
高層次思考的學習表現（陳英豪、吳裕益，1991：169；林聖欽、劉臻，2016）
。
故素養試題可以理解成提高過去紙筆測驗的認知領域目標層次，增加思考表達能力的題型。但若
縱觀社會領綱中地理科的學習表現，在第二構面（態度與價值）
，包含的「a. 敏覺關懷」、「b. 同理尊
重」、「c. 自省珍視」三個項目，皆不在測驗目標之中，以及第三構面中「c. 溝通合作」與「d. 規劃
執行」其實皆不是紙筆測驗在一定測驗時間中所能檢視的教學目標。素養試題可以著眼在認知與技能
操作面向的教學目標上，藉由試題設計提高其閱讀理解、邏輯推理、歸納說明等思考層次，但學習者
整體「核心素養」的評量還需要其他評量工具的補足。

（三）問題探究的實作評量
針對素養導向教學活動的評量，除了前述素養試題外，也著重在課程綱要中「學習內容」設計的
「問題探究」條目上。藉由「問題探究」的情境，讓學習者更能完整運用知識與技能，也能在情境中
發展出情意與參與行動的態度，進而達到「學習表現」
，作為一種學習歷程的實作評量 1。實作測驗的
性質如諸多文獻所指，是一種介於認知結果測驗與將學習結果應用於真實情境的測驗形式，強調知識
運用與技能實作的技能，提供教學者藉以評量學習者的學習歷程與學習表現成果（陳英豪、吳裕益，
1

本文所稱之「實作評量」、「實作測驗」或「實作作業」概念皆指涉強調學習者實作表現（Performance）且非以紙筆
方式進行的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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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88；王振世等，2009：282）
。尤其是實作評量中，溝通合作的面向是紙筆測驗所無法測驗的部
分。
檢視社會領綱學習表現部分，尤其是第三構面的四個項目：
「問題發現」
、
「資料彙整與應用」
、
「溝
通合作」
、
「規劃執行」
，等同於一個問題探究的歷程，在評量上更適合以實作評量的方式進行教學目標
的檢視。實作評量的操作會因教學者所設定情境的限制性有所區別，可以分為兩類型的端值：限制式
反應與擴展式反應（王振世等，2009：283-287）。限制式反應實作評量關注學習者是否能夠掌握具體
明確的操作技巧，擴展式反應實作評量則強調學習者是否能統整知識與技能進行問題解決，屬於較為
複雜思維的學習結果，而多數的實作評量都介於兩者之間，視教學的目標而有所不同（圖 3）
。
限制式反應實作作業

擴展式反應實作作業

較結構化、施測時間短

測驗複雜技巧、施測時間長

評分較為容易

評分較為困難
圖3

實作測驗的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實作評量雖然著重在學生學習歷程，有利於從複雜的學習成果檢視教學目標的達成，但也有其限
制。常見的限制是因著實作測驗結構化程度的高低，導致施作時間拉長，結構化越低越開放的實作，
雖然更能檢視學習者複雜學習成果，但十分費時。另外，實作評量的評分若未建置適切的評分規準與
操作定義，會因為教學者主觀因素導致評量降低可信度與公平性。故發展高品質的實作評量來針對素
養導向教學活動，需有以下設計上的注意項目（王振世等， 2009：289-290）
：
1. 將焦點放在需要複雜技巧和學生實作的學習成果上。
2. 選擇或發展兼具內容和技巧的重要學習成果。
3. 將實作作業中與測量目的相關性低的技巧減至最少。
4. 提供學生必要的鷹架，以了解作業內容及預期目標。
5. 撰寫清楚的作業指導語，使學生的作業清晰明瞭。
6. 依據評分規準清楚說明實作的期望為何。
由於實作評量著重在程序與作品的學習成果，常見的評分工具為檢核表與評定量表，皆可以作為
實作評量的評分工具（郭生玉，1989：309 陳英豪、吳裕益，1991：197；王振世等，2009：292）
。檢
核表與評定量表皆是用以評定特定行為或特質，檢核表結構化的程度較高，直接以步驟或條列方式檢
核學習者有無達成評定目標，而評定量表則針對評定目標的行為或特性，劃分其程度加以評量，量表
多設計為三項至六項的評分等第進行評分。進一步討論評定量表的評分規準，則可區分為「分析式評
分規準」與「整體式評分規準」（王振世等，2009：292）
。
「分析式評分規準」藉由清楚界定學習者實
作表現的不同層面與特質，以評量來分析學習者不同面向實作的能力，這類評分規準常見於各科教學
活動之中，將學生學習成果或表現，分條列點並加以配分，可藉以觀察學習者不同能力的優缺差異。
另一種「整體式評分規準」著重評量學習成果的整體呈現，藉由整體描述的層次差異給予評分，多用
於作文評比、表演、影片等強調整體性、統整性的學習成果。評分工具與評分量表類型的取用，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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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教學者的教學目標而採用，視不同學科教學目標、實作測驗類型、學習成果形式採用適當的評量
工具。若以地理科問題探究的實作評量進行思考，教學者須考量學科教學目標（以學習表現為主）
、實
作活動類型（問題探究的操作步驟）與可能的學習成果形式（口頭報告、書面報告、其他形式等）進
行評分規準的設計。評分規準的描述須明確陳述學習者的表現事實用以判斷，並規劃適切的評分等第，
以利評量能夠重複施作，提高評量工具的可信度與公平性。

（四）多元的評量觀點
教學評量除了要配合教學目標外，更須兼顧學生全面的發展，考量各種評量發展的特定功能與局
限性，教學者在評量方法上的選擇應具有彈性（郭生玉，1989：303）
。在此意義，多元評量也並非廢
除紙筆測驗，而是因教學目標採用多元化評量，不限於紙筆書寫，讓教學目標能以最適當的方式進行
評量（李坤崇，2006：6-7），讓評量工具多元的檢視學生的學習狀況。
前述討論了兩種評量工具作為檢核地理科學習表現的途徑，但學習表現中溝通合作歷程仍難以從
學習成果中評量，仍需思考朝向更多元的評量方式。如同多元智能論下的評量方式，認為「觀察」是
真實測驗學生能力展現的重要途徑，可以藉由各種方式記錄學生的表現，如軼事紀錄、人際互動紀錄、
錄音帶、照片等，來觀察學生的多元智能（李平，2003：172-175）。也有學者提出了對多元評量的反
思，多元評量除了是多種評量工具的應用，更須從課程、教學、評量間的關係去定義多元評量，若回
到教學活動與教學評量之間，可能存在「評量學習」與「評量即學習」的可能，學習者可以藉由評量
檢視自己的學習狀況，也可能評量本身就是對於學習者的一種學習途徑（吳毓瑩，2003）
，呼應了多元
智能論以觀察作為評量的重要途徑。
故綜合以上討論，素養導向教學活動的目標在於培養學生適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
的知識、能力與態度，在評量上更須有多元評量的思考，不論是紙筆測驗、實作評量或是觀察紀錄，
考量其評量特性皆可以是教學評量的選擇，視教學活動的目的選擇適切的評量方式搭配進行設計，以
觀察學習者的多元學習表現。

地理科實作測驗類型與評量規準設計
（一）地理科的多元實作評量
地理科的教學活動正式生活情境或學術情境中的學習，故隨著學習目標的差異，也對應出多元的
教學活動與實作評量（表 3）
。在目前高中階段，地理科教學現場的成果樣態已演變至多元，若依據成
果主要的呈現方式分類，大致可區分為五大類型：觀察記錄類、論證說明類、敘事創作類、企劃製作
類、參與行動類。
■觀察記錄類：強調不同形式學習歷程、探究歷程或觀察的紀錄。
■論證說明類：強調不同形式論點的陳述，對資料需要進行分析、整理與展示。
■敘事創作類：以各種形式的敘事或創作呈現成果，強調對特定觀點的表達傳遞。
■企劃製作類：強調實物、空間配置或是流程的企劃，作品本身須針對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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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行動類：著重以各種形式與人即時互動的成果呈現。
表3
成果類別
觀察紀錄
Discover
論證說明
Study & Explain
敘事創作
Create
企劃製作
Practice
參與行動
Participate

社會領域探究活動學習成果類別與樣態

探究活動樣態
學習紀錄、田野實察調查紀錄、紀錄影片…
地理專題報告、小論文、手繪主題地圖、GIS 主題地圖…
影音創作、繪本創作、表演藝術/戲劇、平面媒體設計、報導文學…
地方深度遊程規劃、文創商品小物設計、實境遊戲企畫、模型製作(地形/建築)…
社會環境行動方案、環境議題策展、地方走讀導覽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 2彙整。
對應到如此多元的評量方式，教學者如何避免主觀性、整體性的評分，藉由建立合適且能夠回應
學科核心學習目標的評分規準進行評分則甚為重要。以下則藉地理學科中心提出的地理學科教學本質
進行評量規準的發展，也冀望能藉此建構屬於地理科教學實作評量規準。

（一）地理科評量規準設計與操作
地理學科是一門綜合的學科領域，藉由科學的方法探討人類社會與環境的交互關係、現象的空間
關係，整合分析區域特性形成與區域間差異，進而應用發展，涵括到人文或環境資源經營管理、空間
規劃等，皆是地理學科的應用領域。藉由培養學習者地理學科知能，進而培養延伸的認知運用能力。
故學生的學習不僅只是地理知識本身，而是在地理的教學活動中，學習到「公民實踐的素養」
、「系統
邏輯的思維」、
「宏觀統整的視野」
、「環境倫理的培養」
、「溝通表達的方法」
、「解決問題與完成任務的
策略」
，具備其未來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的素養 3。
地理學科中心以此六個主要學習目標發展出地理學科的教學本質（圖 4）
，其中包含：
「系統思考」
主要著重在地理學中空間互動關係、環境系統與人地關係的學習面向；
「環境敏覺」主要著重在自然環
境或社會環境變動的觀察與敏感度，能夠察覺變遷、轉型等不同尺度的動態現象；
「問題意識」主要著
重在地理學的問題發現上，諸如空間思考、人地互動因果、區域差異比較或是實察中的問題發現等；
「統
整視野」主要著重在地理學科綜合統整的視角，強調跨越不同尺度、跨越各種影響因素的統整探討區
域特性與區域間差異；
「符號運用與表達」主要著重在資訊的呈現，包含地圖、統計圖表與其他空間資
訊等，藉由視覺化方式呈現；
「價值判斷與決策」著重在情意與實踐面向，藉由地方感的培養、環境永
2

3

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資源平臺提供高中地理教育工作者課程綱要指引、教學與評量取徑與相關教學資源。（網址：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Geography，瀏覽時間：2021/10/5）
課程規劃研修小組陳國川副召集人在其 2018 年 9 月 26 日「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素養導向學習活動的設計」演講簡報
中提及，社會領域地理教學的學習重點，以「怎麼學」、「學什麼」、「學以後」加以論述，此處為引用「學什麼」
部分。（網址：http://etweb.tp.edu.tw/fdt/fle/frmfleget.aspx?CDE=FLE2018092615203712L，瀏覽時間：202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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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價值的強調，讓學習者逐漸成為關注世界各種社會環境議題的全球公民。

圖4

地理學科教學本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依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繪製。
據此，本研究將上述六大面向的教學本質，結合社會領域綱要中地理科學習表現面向與參考陳佩
英等人發展的「核心認知與社會技能評量規準彙整表 4」
，擬定以下地理科實作評量規準表（表 4）。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教授、劉秀嫚副教授、李哲迪副研究員擬定，作為教學活動評分規準之參考。（網址：
https://learningima.org/download_file?file_id=14，瀏覽時間：2021/2/3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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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面向

A. 系統思維

B. 整合分析

C. 資 料 整 理
與分析

D.環境敏覺

E. 問題解決

技能

具體表現

1. 記憶與分辨

能記憶或分辨重要的地理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意涵

2. 理解與應用

能理解重要的地理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並加以應用於現象說明

3. 分析與評價

運用重要地理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分析地表現象並加以評價

1. 人地關係統整

針對地表現象能整合其自然與人文因素，加以分析解釋

2. 尺度統整

針對地表現象能整合其不同尺度的影響因素，加以分析解釋

3. 區域統整

能以區域做為整合各種影響因素的空間單元，加以分析解釋

1. 資料獲取

能運用適當的方法，觀察重要的地理現象並獲取地理資料

2. 資料處理與歸納

能處理與歸納地理資料

3. 分析、展示與論證

能分析地理資料、展示地理資訊並加以論證

1. 察覺改變

能敏銳察覺社會及環境的變遷

2. 體認關聯

能體認社會及環境變遷各種現象之間的關聯性

3. 釐清歷程

能釐清社會及環境變遷的內涵與歷程

4. 判斷系統與轉型

能釐清社會及環境變遷的意涵，判斷其運作系統或系統的轉型

1. 界定問題

能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脈絡，並以地理概念或理論描述問題

2. 規劃流程

能規劃解決問題的流程與步驟

3. 方案研擬

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或策略

4. 評估觀點與效益

能評估不同解決方案或策略的觀點與效益

1. 立場解讀

能解讀地理議題中不同的觀點與立場

F. 價 值 判 斷 2. 價值判斷
與行動

地理科實作評量規準表

能省思地理議題不同立場的意涵，並進行價值的判斷

3. 選擇與決策

能自省地理議題中不同的價值觀點，加以選擇或決策

4. 社會參與與行動

關懷與自己具有相同價值選擇的社會或環境事務，並願意付諸行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研擬。
此實作評量規準表針對六大面向進一步延伸出對應技能，並描述技能的具體表現，成為觀察學生
行為加以評分的依據，藉此讓地理學科教學目標與評量規準一致。地理科實作評分規準一方面作為教
學評量的參照，另一方面也作為課程實作測驗安排的指引。
以單次實作評量活動來說，教學者在進行實作評量時，並非所有的評分規準皆能適用，應於評量
規準表中選擇適合評量的規準項目進行評分。以整個學期或學年來說，教學者可於不同的實作評量活
動選擇不同面向的規準項目，例如整學期實作評量，活動分別著重於系統思維面向、問題解決或價值
判斷與行動面向等，使學習者在實作評量過程達成不同面向的實作技能表現，也避免讓學習者重複進
行類似技能為主的實作測驗，作為實作評量活動安排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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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體系教學活動與評量設計
上述多元評量相關文獻探討與地理科評量規準的討論後，以下為多元評量實施的教學實驗研究，
以地理科部定必修課程「世界體系」教學活動進行相關設計，以問題導向學習法進行教學，並以實作
評量、紙筆測驗加以評分：

（一）實施對象
教學實驗實施對象為國立臺南一中學生，其學習者素質屬學習成就較高且學習自主性較強的群
體，為避免特定班級風氣影響教學實驗結果，故教學實驗班級數皆以三個班已上進行實驗設計，以下
為具體實施年級與人數：
1. 高中二年級自然組學生，共計五個班（一班約 38 人，每班按座號分成 6 組），總計學生樣本數約為
190 人。
2. 高中二年級自然組學生，共計四個班（約 150 人）
，以傳統講述教學，僅進行紙筆測驗。

（二）教學活動設計（三課時）
依循問題導向學習歷程設計教學活動（謝承霖，2021）
，以主要核心問題進行教學引導，對應到學
習內容中世界體系項目與相關學習表現涵括以下條目（表 5）
。提取學習重點後，擬訂「世界體系」教
學活動的學習目標有四：
「連結世界體系的系統概念，分析世界各區域間的互賴關係」
、
「理解世界體系
系統運作的形式及其對區域發展的影響」、
「以世界體系的觀點討論世界各區域的發展與環境議題，並
提出自己的看法」
、「能夠體會在世界體系運作下各區域的發展議題背後的全球關聯」。
表5

世界體系教學活動對應學習重點

核心問題

世界各區域間發展差異如何產生？

學習內容

解決問題所需的技能（學習表現）

Bg-V-1 區域互賴與不平等交換

地 1b-V-3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

Bg-V-2 擴散與反吸

內涵。

Bg-V-3 核心－半邊陲－邊陲體系

地 1c-V-3 跨領域/科目整合相關知能，反思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

Bg-V-4 探究活動：區域發展的反思

並提出看法或解決策略。
地 2a-V-2 連結地理視野、地理系統的概念，體認生活中各種現象的
全球關連。

資料來源：本研究研擬。
依據社會領綱的課程時數建議為 3－4 節課時，故在教學活動的設計切分為三個階段（圖 5）
：第
一階段為學習問題情境的引入作為教學活動的引起動機、第二階段為問題情境中重要內容與概念的發
展活動，解釋問題代表的意涵、第三階段則藉由探究活動引導學生進行特定議題的討論，最後進行實
作評量作為教學活動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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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世界體系教學活動教學流程

1. 第一階段：學習問題情境的引入
「世界體系」教學活動的主要提問為「世界各區域間發展差異如何產生？」
，在教學活動的設計上
以世界銀行 2015 年人均國民所得的統計地圖做為學習素材，設計小組討論的資料判讀教學活動，引導
學生觀察出世界各區域間發展不均的現象，並以此作為問題情境。在第一階段的教學活動，學習者藉
由世界各地發展差異作為問題情境進入，主要運用先備知能進行觀察、分析、歸納，建構學生探究問
題動機，並達成小組合作學習的學習表現。
2. 第二階段：解釋問題代表的地理意涵
延續前一階段的主要提問，第二階段主要為教學者提供相關重要概念的發展活動，教學者並非直
接講述概念，而是提供解決問題所需的相關概念與理論，引導學習者討論問題並解決問題。所以教學
活動仍緊扣核心問題：
「為什麼世界呈現這樣的特性？如何解釋世界經濟發展不均的現況？」，教學者
以直接講述法引導學習者認識到世界各國或各區域的發展差異多受到國與國或區域間互動的影響，並
介紹地理學中針對區域互動相關的理論與概念，包含「區域專業化」與「依賴理論不平等交換」等概
念，並提出進一步問題：「根據自身的學習經驗和相關資料，上述兩種解釋何者較為合理解釋？為什
麼？」
，目的在從核心提問延伸到進一步因素探討與互動關係解釋的提問，形成問題相互串聯的探究循
環。
學習者在分組探討地理相關理論與概念的解釋後，教學者再以直接講述法引入另一層次的概念，
說明「在不同空間尺度中」的區域互動關係會逐步形成一種世界性的核心－半邊陲－邊陲體系，連結
學習者前述發展活動得到的理論概念，進一步再引導新的問題討論：
「哪些國家是核心國家？哪些國家
是半邊陲國家？哪些國家又是邊陲國家？請搜尋實例說明」。學習者需尋找新的概念或資料來解決問
題，進而累積新的知能。在此學習者已能達成教學活動設定的「連結世界體系的系統概念，分析世界
各區域間的互賴關係」
、「理解世界體系系統運作的形式及其對區域發展的影響」學習目標及對應預期
達成的學習表現。
3. 第三階段發展解決問題的知能
前述教學活動引導學習者自身學習應有的知能後，第三階段的探究活動著重於問題情境中所學知
能的應用，並聯結至情意目標。故在教學活動第三階段的設計上，扣合課綱地理學習內容的條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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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發展的反思」
，以及對應的學習目標：「以世界體系的觀點討論世界各區域的發展與環境議題，並提
出自己的看法」
、
「能夠體會在世界體系運作下各區域的發展議題背後的全球關聯」
，設計情境化的問題
探究活動。
藉由世界貿易中巧克力（產品）與可可豆（原料）的生產與銷售作為主題，以其對應世界各國進
出口的數值作為材料，設計兩個層次的探究活動：第一層次，藉由教學者引導，讓學習者進入巧克力
生產與貿易的問題情境，並運用其學習到的知能，進行問題討論：
「巧克力與可可豆的生產銷售何者較
具價值？觀察巧克力與可可豆進出口國資料，兩者主要進口與出口的國家為何？這些國家在發展程度
差異又是如何？」
。藉此具體討論特定產品生產與貿易中各國或各區域間的互動關係，進而回應重點內
容「世界核心－半邊陲－邊陲體系」的概念。
第二層次的探究活動，則是藉由影片引導學習者進入更小尺度的生產關係，聯結情意目標中體會
全球關聯與價值判斷與陳述的部分。藉由可可豆農夫日常生活生產的影片進行探究活動設計，引導學
習者討論：「可可農如何看待可可豆（現實）與巧克力（想像）？什麼樣的互動關係導致？」，藉由分
組的討論預期學習者在探究活動過程中，體會可可農對於可可豆在經濟上的依賴，說明了世界體系運
作下在各國或各區域產生的發展議題；以及藉由可可農對可可豆與巧克力的特殊想像，體會巧克力生
產在小尺度區域的生產關係，因產銷關係與自身日常生活經驗產生聯結，意識到世界體系下的區域發
展議題是具有全球關聯。
歸納兩個層次的探究活動，進一步提出的問題是「世界巧克力生產如何造成國家間或區域間發展
的差異，以及這樣的互動關係有沒有翻轉的可能？」
，藉由具體事實的解釋延伸到議題的價值判斷，引
導學習者分組討論後，並製作簡報說明各組對世界區域發展的看法與行動策略，作為實作評量。在第
三階段中，學習者已能達成教學活動中設定的四個學習目標以及相應的學習表現。整體實際課時的安
排為第一節課進行第一與第二階段，第二節課進行第三階段，第三節則為第三階段的成果發表與評分。

（三）教學評量設計
教學評量設計部分依循多元評量的思考，區分為三個部分：紙筆測驗、實作評量與社會互動紀錄
面向。
1. 紙筆測驗：
設計 20 題，滿分為 100 分的評量試卷，其中傳統命題佔 50%，依循大考中心素養導向試題原則
之混合題型佔 50%。試卷設計之測驗目標以教學活動對應之學習表現設定，用以檢視學生是否達成該
有的學習表現（表 6）
。本次教學活動主要設定的學習表現為 1b-V-3、1c-V-3、2a-V-2，其他相關學習
表現則視為是學習者先備知能。紙筆測驗於教學活動結束後實施，問題導向教學班級 5 個班與傳統講
述教學班級 4 個班，共計 9 個班進行評量。紙筆測驗評量成績佔整體成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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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第一構面
測驗目標
(學習表現)

第二構面
第三構面

總計

紙筆測驗試題測驗目標

傳統命題試題

素養導向試題（選擇）

非選擇題

1a-V-2 (2)

1b-V-1 (1)

1b-V-1 (2)

1b-V-2 (2)

1b-V-3 (1)

1b-V-2 (1)

1b-V-3 (2)

1c-V-3 (1)

1c-V-2 (1)

1c-V-1 (1)

-

-

3b-V-1 (1)

3b-V-1 (1)

3b-V-2 (2)

3b-V-3 (1)

9題

8題

2a-V-2 (1)
3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研擬。
2. 實作評量：
問題導向教學活動第三階段對應學習目標為「以世界體系的觀點討論世界各區域的發展與環境議
題，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
「能夠體會在世界體系運作下各區域的發展議題背後的全球關聯」
，教學班級
需製作簡報說明對世界區域發展的看法與行動策略。此處實作評量之操作性定義為學習者口頭報告的
實作表現，對於到社會領域探究活動學習成果類別屬於「論證說明」類型。教學者針對此實作評量對
應的學習表現選擇適合的評量規準進行評分，所採的評分規準如下：
A. 系統思考

→ 記憶與分辨、應用與理解、分析與評價

B. 整合分析

→ 尺度統整

C. 資料整理與分析 → 資料獲取、資料處理與歸納、分析展示與論證
D. 環境敏覺

→ 體認關聯、釐清歷程

E. 問題解決

→ 界定問題、方案研擬

F. 價值判斷與行動 → 立場解讀
教師根據上述規準的具體表現，以三等第方式評分，優良者得 5 分、良好者得 3 分、待加強者得
1 分，教師實作評量評分佔整體評分 40%。另外，學習者各組間針對實作評量進行相互評分（含自評
部分）
，參考規準為論點陳述的合理性、資料佐證的可信度、報告的呈現方式、口語表達技巧，以整體
式評分方式進行並加以記錄說明，學習者組間互評佔整體評分 10%。
3. 社會互動紀錄面向：
參考多元智能論觀點，著眼於學習者於觀察成果製作過程中社會互動能力的展現，故設計學習者
各組組內社會互動能力檢核評分表，主要檢核項目如下：
■

能積極引導組內討論，是天生的領袖。

■

清楚陳述自己的看法，使他人容易理解。

■

願意傾聽他人發表的意見或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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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妥善分配組內成果製作時的各項工作。

■

能參與討論並配合組內成果製作的事項。

■

他人有疑問時能夠給予協助。

學習者依檢核項目符合與否給予 1 分（不符合）至 5 分（符合）的分數，並於檢核評分表後設計
開放式問題：「你認為這份成果製作，誰的功勞最大？為什麼？」，用以檢視學習者間對於任務分配與
執行看法的觀察，作為社會互動紀錄斟酌加分的參考資料，加分上限以整體評分 10 分為限。

（四）課後問卷設計
整體教學活動與相關評量實施結束後，將進行問卷調查，問卷結構主要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份
為教學活動內容部份，主要著重在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掌握與應用的看法，計有 6 題（5 題封閉式題目、
1 題開放式題目）
；第二部分為教學活動設計部份，針對學生對於教學活動設計的看法，著重了解教學
設計能否提升學習動機、溝通互動、歸納推論等學習表現，計有 6 題（5 題封閉式題目、1 題開放式題
目）；第三部分為教學評量部份，著重在學生對於多元評量方式的看法，計有 6 題（5 題封閉式題目、
1 題開放式題目）
，最後則設計參與心得表達，讓學習者表達更深入的想法。本研究問卷採匿名方式進
行，總計發出 189 份問卷，回收 176 份，回收率約 93%。問卷依回收順序編碼，例如第 176 份問卷，
編碼為 S176。

教學實施情形與評量結果分析
（一）教學實施情形
問題導向教學活動設計於高二共五個班進行教學，每班按照座號分組，每組 6~7 人。第一堂課依
設計進入課程流程的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在介紹課程評分規準後，進入情境引入與問題對應的地理
意涵，解釋相關學習重點。第二堂課則進入第三階段，以巧克力生產與貿易作為解決問題發展相關知
能的問題主軸，並給予報告架構與指導可能的資料來源。第三堂課則為學生分組報告，小組間自評互
評，並且組內需要進行社會互動的互評，教學者依規準評分並記錄相關細節。第四堂課則進行紙筆測
驗，測驗時間 30 分鐘。內容涵蓋傳統題型、素養混合題型，其中混合題型有非選擇題，由教師評閱以
維持相同評分規準。
教學實施過程學習者對教學內容概念的理解、應用與分析，學習過程中閱讀理解的培養，擷取相
關訊息理解概念、解讀資料意涵，以及在感知生活議題的全球關聯面向皆呈現正面回饋（表 7）
，也達
成四項教學目標預設的方向。

40
表7

學生問卷分析─教學活動內容部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極不同意

%
1.

課程結束後，我能掌握世界體系的基
本概念、運作形式與對區域發展的影

21

51.7

22.7

4.5

0

20.5

52.3

23.3

4

0

26.1

42.6

27.8

3.4

0

24.4

46

25.6

4

0

29

45.5

20.5

4

1.1

不同意

極不同意

響。
2.

課程結束後，我能應用世界體系的概
念分析國家間或區域間的互動關係。

3.

課程中，我能夠蒐集各式資料，並從
中擷取與解決問題相關的訊息。

4.

課程中，我能從各類資料中分析其關
聯性，並嘗試解讀資料代表的意涵。

5.

課程結束後，我能體會到生活中的各
種現象是具有全球關聯性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8

學生問卷分析─教學活動設計部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

1.

本次教學活動有助於提高我對這個
章節的學習動機與興趣。

2.

本次教學活動有助於提高我與同學
間的溝通討論與合作學習。

3.

本次教學活動有助於培養我對資料
觀察、歸納以及分析推論能力。

4.

20.5

33

33

10.2

3.4

28.4

36.4

27.8

5.7

1.7

26.7

42.6

27.3

2.8

0.6

21.6

29

37.5

9.1

2.8

22.7

31.3

35.2

9.1

1.7

整體而言，我認為這樣的教學活動相
較於一般的上課方式，更有助於提高
我對課程內容的理解。

5.

整體而言，我認為這樣的教學活動相
較於一般的上課方式，更有助於提高
我對課程內容的學習興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在教學活動設計上，問題導向學習在培養學生學習態度與相關知能的培養方面，可以發現學
生在活動中，對於「提高與同學間的溝通討論與合作學習」以及「培養對資料觀察、歸納以及分析推
論能力」的面向，呈現正面的回饋（表 8）
，在質性回饋中亦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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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組討論相互分享構思，且於課最後以小組報告，發表己見，也吸收他組成見，加深自己
對課程學習印象。…(S131)
透過小組討論能更有效吸收知識，一班的上課方式所用的抄筆記較枯燥。…(S002)
說明問題導向學習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有利於溝通互動與整理分析相關學習表現的培養。但針
對學習動機興趣與課程內容的理解上，較不具正面回饋，部份學習者亦提出了不適應與對概念理解不
夠深入的問題：
還是正常進行填鴨式教育就好，我們從小就已經習慣了，到了高中突然要改上課習慣，令人有
點措手不及，我認為要改應該從小學就開始，才能習慣這類型的上課模式。…(S081)
在資料量(細節的要一直背的那種東西)上比較不充實，但體會很深刻。…(S047)
說明了問題導向教學活動設計，雖有效讓學習者藉由問題的解決習得相關知識與技能，並培養情
意態度面向的學習表現。但由於所學知識多圍繞在待解決的問題上，使概念的學習無法如傳統講述法
完整說明概念的整體架構與內涵。部份學習者習慣了傳統講述的學習模式，因此出現不適應的現象，
亦有部份學習者指出問題導向課程宜有但不宜多的建議。

（二）實作評量與互評
1. 教師評分部分
以下將針對學生實作評量評分狀況進行相關分析，實作評量依所選評分規準進行評分，教學者藉
由六大面向每一技能項目的具體表現為準，每個技能以三等第方式評分，優良者得 5 分、良好者得 3
分、待加強者得 1 分，再依各大面向各個技能計算總分，依學習者得分計算得分率轉換為百分等級。
舉例而言，此次實作評量所選的評分規準共計有 12 個，故總分為 60 分，若某組獲得 50 分，則該組得
分為 50/60*100%=83.3 分。
經實作評量顯示評分規準可以有效指引教學者觀察學習者不同面向的學習表現，多元觀察學生學
習表現，提高教學者評分的客觀程度。藉由不同面向指標的得分高低，教學者也能掌握各組間不同技
能的優缺情形，能夠呈現組間的差異性，進而作為後續指導該組實作之參考。對應到教學活動設定學
習者欲達到的學習表現，明確的指標項目更能掌握學生在學習表現上達成的情形，也作為後續實作評
量設計方向之參考。
比對學習者對「下列哪一種評量方式最能夠完整呈現你的學習成果？」的看法，59.1%仍選擇紙
筆測驗作為主要的評量方式，39.8%選擇口頭報告實作評量（圖 6）。根據問卷填答，選擇實作評量作
為主要評量方式的學習者表示：
用口頭呈現自己對內容的掌握，因為有在上課不一定代表吸收了內容；唯有真正完全了解，才
有辦法口頭用自己的話說出。…(S096)
較能了解個人對整件事情的看法及找查資料、資料判斷的能力，但給予時間期限需延
長。…(S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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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學習者最適評量方式選擇意向圓餅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習者贊成實作評量認為實作評量較能真正有效評量各方面學習表現，需要確實理解與思考、統
整資料的意涵才能進行口頭表達。也因如此，偏向擴展式的實作評量也呈現了需時較長的問題。反之，
若觀察選擇紙筆測驗作為評量方式學習者的意見，多數無意見或簡短回覆：
因為學習成果得以用分數量化，較客觀。…(S101)
報告會有人躺分。…(S093)
兩者搭配使用比較好，一方面訓練製作和表達能力，一方面驗收自己有無吸收。…(S095)
紙筆測驗多為現階段學習者熟悉的評量方式，加上以量化分數呈現較為客觀的評量，應為多數學
習者選擇的原因。從其他的回饋意見也可看出，實作評量因評分具主觀性亦受到挑戰，再加上在教學
現場多是以小組合作方式進行，容易出現分工不均、未做事就得分（躺分）的現象。
歸結上述分析，此次實作評量呈現了需時過長與客觀性的問題，就教學者的評分操作來說，明確
的評分規準指引教學者觀察更多元的學習表現，其實是有效提升客觀程度，需思考的問題是如何讓學
習者明確知道評分規準的意義，並習慣這樣的評量方式。另外，在此次操作上教學者因所需觀察的評
分面向多元，也出現來不及紀錄的現象；以及學習者因學校活動外務而請公假，在小組討論或口頭報
告時缺席，導致實作評量的評分難以進行，公平性也被挑戰。
2. 同儕組間互評部分
學習者各組間自評互評時，多依照公告的參考規準給分，在同學報告完後根據四項規準給予整體
式評分，並且針對該組表現記錄優點或建議。這樣的評分方式呈現的優點是學習者需認真聽取別組報
告內容並加以記錄，藉此得以學習簡報內容、簡報製作與口頭報告技巧。報告組別亦可因別組的回饋
知道自身的優點與需改進的方向。組間的自評，也可讓學習者反思自己與他組在實作評量表現的差異，
進而給予自己分數。
反觀問題是因時間有限、報告組別眾多、組間時間較少，導致同組學生多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充
分的意見交流與討論，也出現部分組別倉促或來不及評分的現象。此外，學習者對於評分規準的掌握
度不一，導致部分組別以較嚴格方式檢視別組報告，呈現評低分或是過高分的現象。
由於學習者的評分部分可視為是教學者評分規準的簡化，故以下藉由兩方評分狀況進行比對，來

43
檢視學習者評分是否與教學者評分呈現落差，以討論評分的有效性。為確認教學者與學習者評分之間
的相關性，將五個班的師生評分狀況以統計學相關係數分析，相關係數約為 0.496，是為中度相關（圖
7）
。師生評分的相關性高，部分說明學習者在評分上與教學者相對一致，加上比對評分建議紀錄，更
可說明評分依據。

圖7

學生互評與教師評分之相關性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歸結上述分析，學習者組間互評部分與教學者有一定的一致性，教學者應可多加引導對於依規準
評分的熟練程度，也可適時提高評分比重。回應教學者評分時間倉促問題，師生評量規準也可以以分
工的方式進行，如學習者互評較為基礎面向、教學者評量較高層次表現，以解決時間不足評分或記錄
的問題。此舉學習者可以增加評分參與程度，更可藉由學習者評分與記錄檢視有否有教學者未注意到
的具體表現；但也有學生素質的考量，若是評分項目過多或過於抽象，導致學習者無法操作而評分無
效，故需要針對學習者的屬性進行更縝密的評分設計。
3. 組內社會互動記錄互評
原先評量設計組內社會互動評分表時，預設能藉由組內評分的過程，看出學習者在溝通互動面向
的多元表現，並轉化為量化分數作為評量的加減分項目。在實際評分結果中，明顯發現組內會有 1-2
位學習者具有領導特質、對於實作評量的規劃與製作貢獻較多，相關質性記錄也說明為什麼該學習者
貢獻最大；同時，也可以發現部份未有貢獻或未參與討論的學習者，在評分上呈現比較低分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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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社會互動記錄能夠協助教學者更加具體掌握學習者在小組合作中的互動細節。
但在量化轉換為評量加減分部份，由於學習者互評的差異過大難以量化，不同組別、班別的評分
狀況皆不同，故雖然可以看到組內個人社會互動不同的表現，但難以轉化成具體加分數。另外，再收
回評分表後，仍會發現部份組別的學習者把整組的付出程度，都打一樣的分數，甚至在小組貢獻最多
者，填上「每個人」、「大家」、
「沒有人偷懶」等敘述。學習者也表達了這樣的意見：
要改很難，更何況要進行互評，我們從小接受的就是「保守」的教育，會為了同學間的情誼而
給予高分，那豈不是失去了互評的核心價值。…(S081)
這種每個人貢獻度相同或是基於同學情誼不願打真實評分的現象，也導致此社會互動記錄無法達
到評量或記錄的效果。
4. 實作評量問題檢討
其中第一個面向是教學活動設計問題，問題導向教學活動要求學習者進行口頭報告實作活動，自
實作活動開始到彙整進行口頭報告僅一課時（第二課時實作、第三課時發表）
。部分學習者表示成果製
作時間太短，尤其當某班連續兩天皆有地理課時，教學活動進度仍按設計進行，壓縮學習者在不到 1
天內自行討論、分工並完成報告，導致準備時間不夠充裕的問題。反之，但有些班級第一堂上完課後，
卻遇到校內活動或放假，使得該班製作報告時間超過一週，就成果製作的基準上，不同班級存在不同
的時限條件。
另外，有學習者表示教學者可以鬆綁待解決的問題主題，讓學習者自行搜尋有興趣探究的主題，
也讓各組主題有所區別：
很棒。但分組報告可以讓同學們試著報告不同主題，以避免報告的內容重複性太高。…(S079)
少數學習者也表示引導資料查詢太過侷限，應讓學習者自行搜尋資料。有學習者除了透過教學者
引導查詢的網站外，額外蒐集資料來佐證論點，也指出該網站可信度與資料豐富程度皆不錯，對報告
製作提供足夠的資料。這個部分都說明了教學者在進行實作評量，皆需視學習者特質在限制式反應與
擴展式反應實作評量間，反覆檢視並修正教學活動的設計。
其二、是學習者課程參與問題。學習者其實是此教學活動的受體也是主體，故學習者的參與情形，
不論是出缺勤或是參與的積極程度都會影響教學活動的進行。由於教學活動各階段相互承接，每堂課
皆有小組合作與討論。因此當有同學因故請假，就可能導致與同學的討論、成果貢獻程度與其他人有
所落差，報告製作或報告發表時若是缺勤，更會導致組間自評互評、組內互評無法評鑑該生，進而影
響評分。
除此之外，在問卷的回饋意見或教學者的觀察都發現，許多溝通互動項目，如整理統整、分派工
作、人際協調等，若同學間缺少規劃與配合，報告確實難以完成。當小組合作進行時一定會有相對懶
散、無法積極投入的學習者，對於成果並未付出足夠的努力，卻與同學獲得相同的分數，被詬病為不
公平的結果，同儕稱為「躺分」現象。對此學習興趣問題於教學活動設計部分問卷也呈現學習興趣在
問題導向教學活動中沒有明顯提升，後續如何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積極程度，尚待其他研究提
供更好的見解。就本研究而言，透過組內社會互動互評量表的方式，可以呈現學習者間的互動，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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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學習者的實作貢獻，對於區隔努力付出與躺分的學習者具有其功能。
其三、評量設計問題。在實作評量評分規準中，有部分評分規準具有重複性，導致學習者在特定
表現做不好，可能導致兩項評分都低分的現象，主要是系統思維面向的「分析與評價」與資料整理與
分析面向的「分析、展示與論證」
，兩個技能指標都指涉分析技能的具體表現。就此，本研究檢討修正，
修改該面向與技能為「資料整理與運用」面向的「展示與論證」技能。
另外，溝通互動的歷程是學習者認為實作活動重要的學習，本研究以學習者組內互評的社會互動
量表進行記錄，雖然可以觀察學習者間溝通互動的差異，但存在難以量化評分的問題，本研究暫以加
分方式與評分結合。舉例而言，具領導能力、善於溝通與能夠妥善配合的社會互動特質，是種學習者
的差異並非能力的高低，難以量化衡量。

（三）紙筆測驗結果分析
在教學活動結束後，進行問題導向學習的五個班與傳統講述教學四個班皆進行同一份紙筆測驗，
以下則針對整體得分狀況進行討論。試題一命題理念區分為傳統限制反應題與素養導向混合題型，混
合題型中又以情境中選擇題型與非選擇題型區分，觀察不同類型試題不同教學法學習者的答題情形（表
9）
。
表9

不同教學法學習者紙筆測驗得分情形

依命題理念分
屬性

問題導向
學習班級

班別

依題目類型分(素養)

傳統試題

素養導向試題

選擇題

非選擇題

得分率

得分率

得分率

得分率

A

0.728

0.78

0.747

0.81

B

0.651

0.767

0.711

0.74

C

0.713

0.806

0.76

0.78

D

0.663

0.762

0.716

0.73

E

0.661

0.763

0.709

0.762

a

0.646

0.79

0.72

0.79

傳統講述

b

0.71

0.78

0.74

0.81

教學班級

c

0.698

0.78

0.743

0.72

d

0.62

0.8

0.703

0.814

按：40 分以下為極端值，已在數據統計上排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中數據顯示，不論是傳統試題或素養導向試題得分率，在問題導向學習班級與傳統講述班級
並沒有顯著的差異。若觀察素養試題中的選擇題或非選擇題，亦無明顯差異，學習者答題的狀況不論
何種教學途徑，答題的方向與內容也大同小異。在進行紙筆測驗前，本研究假設學習者會因為教學方
式不同而有不同的學習表現，例如推測問題導向學習班級因強調合作統整歸納的學習表現，在非選擇
題的答題狀況可能較佳。但測驗後並無此現象，推論素養導向的非選擇題，其測驗性質本為藉紙筆形
式測驗高層次認知思考能力，問題導向學習藉由合作討論與問題解決可以達成高層次認知思考，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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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學習亦可藉由學生深入學習後內化而達成。此外，問題導向學習習得其他的技能表現，實也無法
以紙筆測驗加以評量，因此答題的差異性並不顯著。以下擷取四張學生答題的狀況說明，為非選題第
17 題（學習表現 1c-V-3）與第 20 題（學習表現 2a-V-2）：

圖8

問題導向學習學生答題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圖9

傳統講述教學學生答題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以圖 8 而言，問題導向學習者的答題狀況，對於運用教學活動所學之概念來推論未來發展的處境，
或從生活中觀察出相關現象，皆能有所掌握。以圖 9 而言，可以看出傳統教學學習者對於表達說明的
題型亦掌握良好，能活用教學活動所學的知識陳述己見，答題並無明顯無法作答或答題較差的狀況。
由此推論，對於不同教學法的學習者，在紙筆測驗部份的答題狀況落差並不大。
由於紙筆測驗主要著重認知面向的學習表現，對比多元學習表現的實作評量測驗目標實屬不同，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問題導向學習者在兩種評量的得分狀況進行比較。採用統計學相關係數分析方式，
計算出五個班的相關係數（圖 10）
，結果均屬於低度相關或無相關性（表 10）
，代表學習者的紙筆測驗
成績與實作表現並無顯著相關，其中不乏出現紙筆測驗成績中等但實作評量表現優異的學習者，亦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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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視為組內領導的現象；或是學習者紙筆測驗表現優異但實作評量得分偏低的現象。此結果與本研
究假設一致，說明不同測驗工具本就能夠檢視學習者不同的多元能力，在教學後若能以多元方式加以
評量，更能檢視其不同面向的學習成效。

圖 10

問題導向學習者不同測驗間相關係數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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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問題導向學習者不同測驗間相關性分析表

班別

A班

B班

C班

D班

E班

相關係數

0.1

0.1

0.0

0.1

-0.2

相關性

低度正相關

低度正相關

無相關

低度正相關

低度負相關

按：40 分以下為極端值，已在數據統計上排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據此回應目前大考中心推廣之素養導向命題部份，針對素養試題對於教學者實具有一定困難，尤
其是混合題型中的非選擇題，若以限制式反應題設計則難以測驗學生更深入的觀點與看法，若以擴展
式反應題設計，不僅評分規準的設計困難，學習者的答案容易過於發散、深淺不一，也會導致評分困
難。教學者若欲掌握同一評分水準，往往需要每個班考卷都收齊後，再進行一次大量批改，對於教學
現場的挑戰甚鉅，卻又深怕批改時間過長，導致評分不一致的狀況。
在整體教學評量部分，針對有效評量自己學習成果的評量方式，同意紙筆測驗的佔 55.1%、同意
實作評量的佔 52.1%、同意觀察記錄的佔 49.5%，其中眾數皆落在普通，多數學習者對評量方式並無
明確感受（表 11）
。僅能得知學習者對於評量方式的意向約六成偏好紙筆測驗、約四成偏好實作評量，
教師觀察記錄評量偏低的結果。
若觀察極不同意部分，對於紙筆測驗極不同意的比例也較其他評量項目為高，從部分學習者意見
也表示不喜歡考試或類似看法可以看出，學習者對於考試導向的學習感到反感，但又認為紙筆測驗的
評量個人能力差異最客觀的方式。
表 11

學生問卷分析─教學評量部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極不同意

％
1.

課程中，我能在時間內完成教
學活動的簡報製作與上臺報

27.3

33.5

31.8

5.7

1.7

27.8

38.6

31,8

1.7

0

17.6

37.5

34.7

5.7

4.5

18.8

33

40.3

5.1

2.8

18.2

31.3

42

6.3

2.3

告。
2.

課程結束後，我能夠在時間內
完成紙筆測驗。

3.

我認為紙筆測驗的試題設計
能夠有效地測驗我的學習成
果。

4.

我認為實作簡報與口頭報告
的評分規準能夠呈現我的學
習成果。

5.

我認為老師課程間的觀察紀
錄是能夠評量我的學習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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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地理科問題導向學習之多元評量研究，以實作評量、紙筆測驗與社會互動記錄觀察不同教學評
量的特性與比較。對於地理科教學活動在新課綱素養導向轉變之下，教學評量如何更加適切檢視教學
活動的有效性提供案例與建議。研究結果顯示實作評量切合地理科問題導向教學法的教學方向，藉由
評分規準的訂定能夠有效檢視學習者不同面向的學習表現，除了「理解與思辨」面向外，尤其適用於
「態度及價值」與「實作及參與」兩個面向。評分規準是實作評量的重要依據，需要在師生之間建立
客觀檢核歸準，於課程實施前針對評分規準進行釐清與修正，能夠有效降低評分時的主觀性。在實施
問題部分，實作評量仍然存在時間不足的問題，學習者需要更長時間進行分組討論與成果製作，此部
分亦會受到教學現場排課、學生活動、學習參與程度等影響，導致實作更加倉促或是小組無法順利合
作討論的現象；另外，實作評量設計上存在組間差異化的問題，教學者需要考量學生素質與差異，於
限制式反應與擴展式反應實作評量設計之間調整。
紙筆測驗部分，本研究結果顯示進行傳統講述法教學與問題導向教學的學習者，在紙筆測驗的表
現上並無明顯差異。一方面地理科試題的發展本就具備情境化的特性，與素養導向試題的命題重點相
同。學習者面對的試題情境多與教學情境不同，故不論哪種教學的學習者皆需要內化遷移。另一方面，
素養導向試題中的混合題型雖不同傳統試題有非選擇題的設計，但仍以測驗學習者個人的高層次認知
思考能力為主，其功能主要用以評量學習者「理解與思辨」面向，而問題導向學習合作討論與問題解
決的學習表現其實未能於素養導向試題中呈現。傳統講述的學習者藉由直接學習更加深入，學習內化
後在紙筆測驗的表現甚至更加優異於問題導向學習的學習者。因此，若考量學習者不同學習表現之達
成，教學者應打破以紙筆測驗為主的評量方式，視教學活動需要引入學習表現觀察檢核的評量方式。
針對多元智能的評量方式，本研究觀察到學習者的學習態度、學習歷程與社會互動等面向對於學
習者的學習具有重要的影響，但這些面向實是難以量化評分。學習者的多元智能呈現的是其個人特質
而非學習表現的優劣、非學習能力的高低，此重要的學習面向要如何與評量結合，以更適合的方式呈
現出來，需後續研究提出更好的評量設計。
針對多元評量而言，本研究就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建議。其一、在新課綱強調核心素養與學習者為
中心的思維，強調多元學習表現。在此次研究中，明確看出多元的評量設計可以測驗出學習者不同的
能力與特質，教學者應避免使用單一的評量方式評量學習者，例如三次段考加上平時考的評量方式。
紙筆測驗雖然相對客觀，但著重在個人認知能力的面向；實作評量雖然耗時、帶有主觀性，但更能了
解學習者學習的內化狀況。適時增加不同類型實作評量的比重，更能掌握學習者不同面向的學習表現。
其二、有關教學比重的建議，問題導向教學活動能有效讓學習者在問題解決過程習得重要的知識
與技能，但多數學習者在回饋意見指出這樣的教學活動與實作評量宜有但不宜多。適時規劃足夠的時
間與教學活動設計，能夠有效培養學生多元學習表現即可，部分學習者建議一學期一次或是一次段考
期間一次，皆可做為教學者參考。另外，實作評量的設計須由教學者考量學生特質，斟酌調整實作評
量限制式反應與擴展式反應的程度，以符應學習需求。
其三、有關實作評量配分比重的拿捏，教學者可視學生素質而定，本研究僅能就研究成果建議教
學者可以增減的部分。其中實作評量部分，在教學者妥善引導評分規準操作之下，可適時提高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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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間自評互評的評分比重，也可思考讓師生評分項目能有所分工，學習者針對基礎項目評分，教學者
則著重觀察較高層次學習表現。此外，組內溝通互動的表現其實是成果呈現重要的過程，建議組內互
評可以以評分取代行為量表，提高溝通互動的佔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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