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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成就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 

研究發展與推廣計畫 

壹、 依據 

行政院 100 年 9 月 20 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函核定，教育部十二年

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方案 5-1「研發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及實作程

序」。 

貳、 前言 

此計畫緣起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心

測中心）於民國 98 年執行之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國中基測轉型」研究計畫，

根據民國 99 年 12 月 27 日教育部「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諮詢會第一次

會議決議，配合推動「國民中學教學正常化、適性輔導與品質提昇計畫」專案，

針對研擬及開發「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及實作程序」提出相關計畫，以奠

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年國教）實施之重要核心基礎。 

依據十二年國教課程綱要（以下簡稱課綱），茲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

展之主軸，希望培養學生具備適應現代生活及面對未來挑戰的知識、能力與態度。

核心素養應包含能力、態度、行為習慣三大成分，並期待學生能將這些素養實踐

於生活中的自我、人際與社會參與各層面。在評量方面，與此變革攸關的國中教

育會考，以及與學生核心素養培養攸關的課室評量，應有妥善的素養導向評量配

套規劃，以落實課綱目標的達成。為此，心測中心自民國 100 年起始研發國中學

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以下簡稱評量標準），並自民國 104 年起開始著手研發國

小第三學習階段之評量標準，即在提供與課綱相對應的評量標準，以作為教師教

學評量的參照依據。透過評量標準的建置與推廣，期能提昇教師教學評量品質和

專業能力，進而發揮評量支持教學和學習的功效，藉以提昇學生學習動機和學習

成就；並有助於教育主管單位了解歷年國中小學生的學習能力表現水準，評估適

當的學力監控機制和充分的補救教學措施，進而達到維繫基本學力、縮減學習成

就落差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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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宗旨 

為改革我國評量系統使國內評量概念及系統與國際趨勢接軌，心測中心著手

研發與課綱相對應的評量參照依據，也就是評量標準。此套評量標準可提供學生

學習成就評量之藍圖，指引教師評量的範圍以及評定學生獲得不同等級應具備的

表現。教師若充分理解內容標準和表現標準，將更能落實課綱的內涵，並加強「課

程－教學－評量」三者之間的連結度，教師可透過學生表現情況，瞭解其不足之

處，進而調整教學；期能提供教學回饋，達到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以及發揮學力監

控的功能。 

另一方面，在十二年國教課綱核心素養的概念下，本計畫將持續發展能評量

基礎概念及高層次能力之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工具，大致包含兩大特點，說明

如下： 

1. 強調能力、態度或行為習慣之多元呈現：配合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設

計整合概念、知識與技能的評量工具，評量學生應用及實踐的能力、態

度或行為習慣，以培植學生轉化為生活的能力與素養。 

2. 更強調多元取材，幫助學生產生學習遷移行為：配合系統脈絡化的教學，

以更多元的評量方式，確實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以期學生能學以致用，

解決生活問題。 

本計畫期能將素養導向評量方式，透過多元評量示例的公告、與領航學校合

作研發、種子講師培訓，以及全國分領域增能研習，逐步將概念推廣至全國，幫

助學校發展符合校本精神以及素養導向的評量工具，瞭解如何實作及相關配套措

施，讓全國教師熟悉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藉以因應十二年國教課綱之變革。 

肆、 計畫目標 

國小已完成第三學習階段標準初稿，並著手蒐集研發示例的學生表現資料。

第二學習階段也正在進行制訂中，待標準完成後持續研發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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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國小分領域增能研習辦理方式 

一、目的 

延續 106 學年度國小分區增能研習，辦理分領域增能研習課程，幫助與會教

師瞭解各領域評量標準與評量示例研發情況。 

二、參與對象 

1. 中央輔導團及地方國教輔導團團員(每學科至少 2 位)。 

2. 所屬國小各校行政代表及教師代表 1~2 位。 

3.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業務承辦科室主管及承辦人員。 

三、辦理方式 

1. 於北區與南區辦理兩場次，為連續兩週半天之研習課程，教師可依專長

及授課領域自行選擇參與，依實際出席情況核發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

核發 6小時研習時數。辦理時間與地點如表 1。 

2. 課程內容為十二年國教課綱對於素養的定義，以及在此定義下如何發展

標準本位評量，並透過示例呈現讓教師理解學習表現、學習內容、核心

素養與標準本位評量在課室評量的應用。增能研習課程內容與授課時數

安排如表 2 及表 3。 

3. 開放報名時間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至研習前七個工作天截止；取消報名

時間為各場增能研習辦理日前七個工作天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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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小分領域增能研習辦理時間與地點 

場次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人數上限 報名截止時間 

北

區 

第一週 
107/10/24(三) 

13:30-16:35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會場 B1 演講廳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500 10/12 晚上 12 點 

第二週 
107/10/31(三) 

13:30-16:35 

國家圖書館文教區會場 B1 演講廳及

3 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700 10/19 晚上 12 點 

南

區 

第一週 
107/11/7(三) 

13:30-16:35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 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 

700 10/26 晚上 12 點 

第二週 
107/11/14(三) 

13:30-16:35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1 樓國際會議廳及 B1 音樂廳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 142 號) 

1000 11/2 晚上 1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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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國小分領域增能研習課程內容與研習時數 

國小分領域增能研習課程 課程內容 時數 

第

一

週 

如何發展符合素養導向標準本位的評量 
說明十二年國教課綱對於素養的定義，以及在此定

義下如何發展標準本位評量。 
0.75h 

評量標準內涵與示例說明-國語文、英語

文、本土語文及數學
註 

簡介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及數學領域之評量

標準以及評量示例，並透過示例呈現讓教師理解學

習表現、學習內容、核心素養與標準本位評量在課

室評量的應用。 

2h 

綜合座談 0.25h 

第

二

週 

評量標準內涵與示例說明-社會、自然科

學、藝術、健康與體育、生活課程及綜

合活動
註 

簡介社會、自然科學、藝術、健康與體育、生活課

程及綜合活動之評量標準以及評量示例，並透過示

例呈現讓教師理解學習表現、學習內容、核心素養

與標準本位評量在課室評量的應用。 

2.75h 

綜合座談 0.25h 

研習時數總計 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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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小分領域增能研習授課時段安排 

第一週授課時段安排： 

研習時間 研習課程名稱 

13:00-13:30 報到 

13:30-14:15 

(45 分鐘) 
如何發展符合素養導向標準本位的評量 

14:15-14:45 

(30 分鐘) 
評量標準內涵與示例說明-國語文 

14:45-15:15 

(30 分鐘) 
評量標準內涵與示例說明-英語文 

15:15-15:20 休息 

15:20-15:50 

(30 分鐘) 
評量標準內涵與示例說明-本土語文 

15:50-16:20 

(30 分鐘) 
評量標準內涵與示例說明-數學 

16:20-16:35 

(15 分鐘) 
綜合座談 

第二週授課時段及教室安排： 

研習時間 教室 1 教室 2 

13:00-13:30 報到 

13:30-13:50 

(20 分鐘) 

上

半

場 

社會 

藝術 
13:50-14:10 

(20 分鐘) 
自然科學 

14:10-14:30 

(20 分鐘) 
健康教育 生活課程 

14:30-14:50 

(20 分鐘) 
體育 綜合活動 

14:50-15:00 

(10 分鐘) 
上半場綜合座談 上半場綜合座談 

15:00-15:05 休息 

15:05-15:25 

(20 分鐘) 
下

半

場 

藝術 

社會 

15:25-15:45 

(20 分鐘) 
自然科學 

15:45-16:05 

(20 分鐘) 
生活課程 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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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5-16:25 

(20 分鐘) 
綜合活動 體育 

16:25-16:35 

(10 分鐘) 
下半場綜合座談 下半場綜合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