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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次研習，希望回答的問題

•總結性評量是否對應到主題或單元(素
養)學習目標?

•素養的養成是否透過學習脈絡的鋪陳，
來鷹架學生的學習?

•總結性任務的設定是否合理?學生的表
現是否能對應到素養目標?

•規準能否用來檢視學生的表現？

•規準怎麼設?

•基準怎麼設?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主題統整教學與
學習評量怎麼做?

•看看教科書的主題設計，和九年一貫
課程的教科書內容，有些什麼異同?

•這學期三個版本都有的主題：春天的
校園

南一：「美麗的春天」

康軒：「大樹小花我愛你」

翰林：「美麗的春天」



康軒版「大樹小花我愛你」
•單元一：大樹小花點點名
1.討論在校園樹下活動的經驗與發現、2.到校園觀察大樹(不同
角度、樹的外型與朋友、拓印樹幹) 、3.討論與製作介紹樹朋

友的方式、上台介紹、4.觀察校園裡的花，並做紀錄

•單元二：大樹小花的訪客

1.討論觀察到的校園植物的朋友、2.根據探討的小動物改編歌詞

並配上拍手與踏腳歌唱、3.製作掀頁畫，表達動植物的關係

•單元三：護樹護花小尖兵
1.討論在大樹下與小花旁從事的活動、2.角色扮演大樹小花不見
了的活動、3.討論愛護樹與花的方式、4.生活實踐與反思



翰林版「美麗的春天」

•單元一：拜訪春天

1.討論並覺察春天的現象、比較春天與冬天花草樹
木的不同、2.到校園裡找春天的小動物、3.發表最
喜歡的春天動植物、4.討論春天的舞會要扮演的角
色、製作頭套舉辦、演唱「春神來了」 、舉辦春天
的舞會

•單元二：迎接春天

1.欣賞韋瓦第四季-春、觀察春天天氣的多變現象、
2.分享觀察記錄、討論照顧自己的方法、 3.探討春
天人們從事的活動，規劃春天的家庭郊遊活動



南一版「美麗的春天」

•單元一：發現春天

1.討論春天天氣變化的現象、2.到校園裡找春天
的蹤跡(先觀察植物，再動物)

•單元二：在春天裡玩

1.以肢體展演出對校園的動植物觀察、2.製作動
植物圖片、3.以圖片編故事、練習說故事、製
作道具、上台說故事、4.用春天圖卡玩桌遊、
創造新玩法、5.討論春郊活動與歌曲演唱



素養的培養

•透過發展

•透過課堂中教師的鷹架協助，不斷的
累加深化某些素養



生活課程的素養導向教學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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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兩個主軸～

•自主學習能力– 注重學生的
學習歷程&方法策略的使用

•學習成效—重視學生的學習
表現&學習評量的品質



主題學習目標 (康軒)

•以感官探索校園的大樹、小花和小動物，覺察
並記錄其特徵

•製作掀頁畫表達自己的想法，啟發想像力和感
受創作的樂趣

•透過體驗活動了解大樹的重要性，提出解決方
法， 並採取行動

•覺察人類與大樹小花間互相依存的關係， 願意
參與護樹護花



主題學習目標 (翰林)
•觀察大自然的景色變化，體驗春天蓬勃生長，一元復

始。

•透過「觀察」 、 「紀錄」 、 「製作」 、 「表演」 、
「歌唱」等活動， 加深對春天的探索與認識，進而培
養好奇心、主動與觀察能力

•激發學童探索的意願，在學校與社區環境中探索花草
樹木小動物所帶來的春天訊息

•音樂與春之舞扮演活動，以音樂的力量，創新角度觀
看大自然的景物

• 注意天氣變化，規劃一場「春之旅」到戶外享受春天
宜人的天氣與美景



素養導向生活課程常有的學習脈絡成分

➢感受與體驗

➢引發探究意識

➢使用探究方式與策略

➢解決問題

➢創作

➢發表

➢應用學習結果



<春天，和關埔有約>關埔國小生活

➢課程社群-林柏妤、吳冠廷、周良和、張
宇樑

新竹市關埔國小生活課程社群-林柏妤、吳冠
廷、周良和、張宇樑





主題學習目標
1.認識新校園環境中各種自然元素，感受自然環境的豐富性。

建立初步的美感經驗。

2.運用感官覺察體驗，發現校園自然環境裡的美感元素。

3.在校園中，感知春天季節的環境變化，懂得欣賞自然環境之
美。

4.探索自己在班級活動(野餐任務)中的角色，並展現適當行為。

5.願意在班級活動(野餐任務)中做分內該做的事，並負起責任。

6.理解班級活動(野餐任務)的活動規則訂定的原因，並願意遵守。

7.知道班級活動(野餐任務)任務目標，溝通與討論做事的方法與
規則。

8.遵守約定的規範，調整自己的行動，與他人一起進行活動與
分工合作。



唱與畫春天

討論野餐公約與規劃



票選野餐規劃很好
的地方

再次進行校園野餐
心得與日記



生活課程素養導向主題統整教學的特性

◆自主學習
✓ 小題大作、特定情境(教室、校園、學校附近、家庭)＋

特定行動 （探索、體驗、探究、創作、解決問題、溝
通、合作……等）

✓ 喚起學習目的（問題意識）、探索特定問題、參與不同
類型的學習活動、學習探究事物的方法、解決問題、表
達、創新、練習（運用）與應用

而且，情境是連結的， 能力(素養)是累加的

◆成效達成
✓ 看見學生學習、 導向學習目標(形成性評量) &檢核學習

目標的達成(總結性評量)



「我和我的椿象朋友」主題學習目標
1.深度觀察椿象，了解其外觀特徵、生活習性、運動方式、

成長過程與變化等。

2.透過飼養活動，負起照顧責任及解決飼養時遭遇的問題，
建立與椿象之間的情感，能善意對待小動物。

3.在飼養椿象的準備工作與飼養過程中，反思捕捉與飼養的
行為對於椿象生活的破壞與影響，進而更能愛護動物。

4.在編創椿象長大歌、椿象律動、飼養箱創作與感知藝術等
活動中，表達想法並提升多元表徵能力。

5.以小組合作方式，共同完成飼養活動、歌曲編創、飼養箱
創作及音樂律動等活動，享受一起工作的樂趣與成就。

6.在學習歷程中，感受學習樂趣，表現好奇與求知探究之心。



主題統整教學，以生活課程為例

「我和我的椿象朋友」—宜蘭縣輔導團



教學實施

我和我
的

朋友

飼養行動展開 飼養箱與觀察記錄本 椿象長大歌

清理飼養箱

仔細觀察

模仿椿象討論椿象的樣子練習介紹椿象送椿象回家

創作飼養箱

舞動椿象

為客人解說椿象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策略，包括--

➢活化教學 (學生學習歷程、使用策
略與方法、表現)

➢撰寫素養學習目標

➢掌握學習成效之「以終為始」+以
對應學習表現與學習目標的總結性
表現任務逆向回推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與教案發展是兩股力量
相互調整的歷程

•從教學活動開始 (發散與創意) 掌握教學歷程
五個元素，導向學生自主學習
需含有學習情境、任務、策略

•從學習目標開始 (收斂與檢視) 將知識目標擴
展為素養目標，具體化學生的總結性任務表現，
導向素養與能力遷移
需掌握對應目標的總結性任務，往前鋪陳學習活動



學習起點 學習終點

主題/單元名稱
學 習
目 標

總結性
的表現
任 務

反思與
調整

反思與
調整

素養 學 習 重 點
( 表 現 + 內 容 )



教學實施

我和我
的

朋友

飼養行動展開 飼養箱與觀察記錄本 椿象長大歌

清理飼養箱

仔細觀察

模仿椿象討論椿象的樣子練習介紹椿象送椿象回家

創作飼養箱

舞動椿象

為客人解說椿象



評量說明

我和我的
朋友

形成性評量 總结性評量

素養導向的學習評量並非僅評量知識層面內涵，
而是評量學生應用及實踐知識的方法、能力與態度。

表現評量：為客人介紹椿象

統整對椿象外觀、習性的認識，
透過口語、圖像，展現學習表現情形。

以學習單、圖文日記、發表、表演、
實作、教室觀察記錄等方式，了解

學童學習進展的情形



生活課程素養導向學習評量設計

•閱讀椿象的教案

•你看到教學與評量有什麼關係？



系統性的規劃教學與評量~閱讀
椿象教案



建構一個素養導向統整主題課程
(含評量)的初步內容

一、選擇一個主題 (可根據學習表現、想達成的學習目標或素養、
教科書、過去的教學)

二、羅列可能的教學活動

三、加入學生學習歷程與方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整出初步學
習脈絡

四、撰寫主題(素養)學習目標

五、界定總結性的表現任務

六、以終為始，調整學習活動與整列學習脈絡

七、對應學習重點

八、對應核心素養

九、系統的規劃學習評量，區分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十、檢核素養導向教學要素(脈絡化學習情境、任務、思考與討
論、方法與策略策略使用、行動與反思)，持續調整



總結性表現任務

「總結性表現任務」的意思是，老師鷹架學
生的學習到某個程度時，鋪排一個較總結、
較綜整的任務來讓學生展現所學能力或可
能已發展的素養，因為是在評量的脈絡裡
談，所以就把它稱作「表現任務」。在這
個表現任務中，老師可能可以對學生的某
些表現進行總結性評量或決定它只是形成
性評量。



總結性表現任務

•在設計表單中多出這個欄位，是用來提醒
大家在做教學設計時，更細緻地解析出教
學活動設計與評量的對應關係(如果不要這
一欄也是可以的)。當初使用「總結性表現
任務」是因為這些任務都是對應學習目標
的，而我們在素養導向以終為始、逆向回
推的教學設計中，掌握對應學習目標的總
結性表現任務是較容易的。



總結性表現任務的敘寫

•總結性表現任務通常是將所學在(真實)
情境任務中應用出來

通常的寫法：學生在XX(任務)中，應用
XX，完成XX。



這個主題教學有哪些素養導向教
學的特徵?

•要達成哪些素養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與學習目標是否相互呼應?

•教學是否以學生探究為主要取向?

•是否漸進安排學生探索、探究、表現
應用的程序?

•是否檢核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習起點 學習終點

主題/單元名稱學 習
目 標

總結性
的表現
任 務

配合教學，系統性的規劃學習評量

素養 學 習 重 點
( 表 現 + 內 容 )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的特性

➢學習成效＝歷程+結果

➢評量＝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形成性評量＝注重學生學習的歷程，
促進學生學習

➢評量是教學系統的一部份

➢教案中學習活動與評量活動應該相
互呼應

➢學生的素養透過一次次的教學活動
中的表現與評量回饋而調整與增長



系統性的規劃素養導向學習評量

•形成性評量：在學習歷程中，對學童的
各種導向目標的表現所進行的評量，以
促進學生的學習

•總結性評量：針對學習目標是否達成而
對學童表現的好壞程度有所評斷而進行
的評量

~ 吳璧純



能力與素養教學中的兩種主要評量類型

對學生學習成效而言~

➢總結性評量=蒐集資料來推論學生學習的
成果或未來的潛力

➢形成性評量=所蒐集的評量資料關聯到幫
助學生學習

➢形成性/總結性評量不是從評量任務或工
具來看，而是要系統性地從學生學習脈
絡來看

Paul Black & Dylan Wiliam (2018)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 (Wiliam, 2011; Moss &

Brookhart, 2009; 吳璧純，2009  )

➢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 又稱作「促進學習
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是在主動且有意圖的學
習歷程中，教師與學生連續且系統性的蒐集跟學習目標有關的
資料，以協助學生改善學習成就，關注學生自我調節(自主)的
歷程(在學習歷程中，對學生的各種導向目標的表現所進行的
評量)

➢總結性評量(summative evaluation)=又稱作「學習結果
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課程或單元結束時為了瞭
解學生學習達成目標的程度，可用來做為成績評核或證書取得。
(針對學習目標是否達成而對學生表現的好壞程度有所評斷而進
行的評量)



素養導向學與學習評量設計，需掌
握學生的「學習脈絡」
•由學習活動所連結而成，每個學習活動
需描述出學生在特定情境完成任務歷程所
使用的策略與方法，以及所學習的知識、
技能與情意。

•透過不同學習活動的這些成分的描述，
整出學生學習活動的脈絡。可以了解學生
學習是否有所接續？以及看見素養發展的
軌跡。

功能：能夠有助於教師調整與掌握學生學
習表現與素養深化的軌跡



「學習脈絡」如何設計？

•學習脈絡=導向總結性任務 (某一素養表現)
的相關學習活動 (導向素養目標的學習活動
接搭程度)

•學習脈絡=由體驗到表現的探索或探究學習
活動鋪陳 (情境任務的接續性)

•學習脈絡=活動是否圍繞在一、二個意義主
軸上 (某意義主軸的學習活動安排與鋪陳)



實作任務I ：選擇春天或大樹主題的一個學習
目標，鋪陳相關的活動，完成下圖



主題學習目標的寫法

•根據主軸與探究活動的內容來建構

•從學習表現說明來修改



孩子的生活課程圖像~十二年國教生
活課程七個主題軸1-4

一、悅納自己：透過自己與外界的連結，產生自我
感知並能對自己有正向的看法，學習照顧與保護
自己的方法

二、探究事理：藉由各種媒介，探索人、事、物的
特性與關係；學習各種探究人、事、物的方法並
理解探究後所獲得的道理

三、樂於學習：對生活事物充滿好奇與喜好探究之
心，體會與感受學習的樂趣，並能主動發現問題
及解決問題，持續學習

四、表達想法與創新實踐：使用不同的表徵符號表
達自己的想法，並進行創作、分享及實踐



生活課程七個主題軸5-7

五、感知與欣賞事物的美：感受生活中人、
事、物的美，欣賞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
體會生活的美好

六、表現合宜的行為與態度：覺察自己與他
人和環境的關係，表現合宜的角色以及適
切的行為;體會生活禮儀與團體規範的意義
並願意遵守，愛護生活環境、尊重他人及
關懷生命

七、與人合作：能與人友善互動，願意共同
完成工作，展現尊重、溝通以及合作的



•每個主題軸下有學習表現與學習表現
說明

•共有30條學習表現， 74條學習表現說
明



根據學習表現(說明)來修改，例如~ 悅納
自己

•覺察生活中的變動，對自己可能造成
的影響，並學習適應的方法。

比較小學上廁所的方式與幼兒園有所
不同，覺察生活中的變動，探究上廁
所的意義、禮儀與方法，學習適應國
小生活。



又如~ 與人合作

1.願意耐心聽完對方表達意見。

2.感知及關注他人傳達的訊息。

3.遇到不清楚的訊息，能以適當的方式
詢問。

在小組討論時，能夠專注聽懂別人的
意見，聽不懂時能用合宜的方式， 進
行詢問



檢核學習活動的鋪陳後，加以調整~

•檢視學習活動是否具探索與表現之脈絡

•檢視學習目標的主軸意義或特定素養是
否透過學習活動在累加深化



實作任務II ：為每一個學習活動，填寫相
對應的評量活動，並標註形成性(形)或總結
性(總)



問題討論

•總結性評量通常與打學期成績有關

•生活課程可以以課堂中的總結性評量取代定
期評量

•每個主題或單元可以有一到數個總結性評量

•形成性評量可以打態度與進步分數

•打分數的基準分數可以視促進學童學習動機
的功效而調整

•……



預告下次研習的內容~

•中央團老師分享兩個教學與評量系統
規劃的案例

•為總結性評量編製評量基規準，並完
成評分規準表



學生的表現如何評分？

•使用評分基規準

•Rubrics (評量指標、評分規準表、
評分標準表)

•因為學生的表現有品質上的不同，
需做品質好壞的判斷



愛護椿象的表達

基
準

活動/工作任務描述要評的表現向度或要素

不
同
等
級
的
測
量
尺
度

不同等級表現的描述說明(規準)



•為了評估工作成效(一個表現或是作品)以
及為了給予回饋，所制定的一組基準，一
般都是以X軸呈現表現規準向度，Y軸呈現
評估量尺。

什麼是「評分指引」、「評量(分) 基
準表」、「評分規準」 (rubrics)



•創造共同的評量架構與語言

•提供學生清楚的期望以及要達成的標準，讓學生
表達出最有意義的訊息

•增加評量表現、產品以及理解的一致性與客觀性

•提供學生如何學習成功的訊息 (回饋給學生)

•讓教學能聚焦在最重要的地方 (回饋給老師)

•給予學生自己和同儕評量，學習如何思考與評量，
並改進學習

使用評分規準的目的 Utah University；

McTighe, J. (2016)



•當老師與學生關注以下兩問題時使用評分
基規準:

1.我們希望學生知道什麼或要做什麼?

2.這個學習期望的學生表現看起來像什麼樣
子?

用一般的語言來說~



想一想~

•將學生在這個任務的不同規準上，會
有怎樣的表現，羅列下來

•這些表現可以依品質做多少分級?

•列表描述



評量規準表的成分

➢ 活動/工作任務描述

➢ 活動或作品的向度

➢ 不同等級的測量尺度

➢ 不同等級表現的描述說明

➢ 製成表格

-- Stevens, D. & Levi, A. (2005). Introduction to 
Rubrics. Sterling, VA: Stylus Publishing



基準：與同組夥伴討論，並使用工具材料
製造出聲音

100 (1) 90 (2) 85 (3) 80 (4) 70 (5)
能主動且積極
的與同組討論
並提出自己的
想法

能與同組夥伴
討論，並提出
自己的想法

能參與同組夥
伴合作討論，
經由同組夥伴
的協助引導下，
說出自己的想
法 。

能參與同組
夥伴的討論，
並經由老師
的引導下，
說出自己的
想法。

能聆聽他
人的想法。

能使用至少五
項素材製造聲
音

能使用至少三
項素材製造聲
音

能使用至少兩
項素材製造聲
音

能使用至少
一項素材製
造聲音

能在別人
的協助下
製造聲音



編製Rubrics的步驟

•步驟1：從整體型Rubric或分析型Rubric中，選
擇適合你課程的類型

•步驟2：反思教學目標與學生最後應該要表現
出來的能力（確定基準）

•步驟3：就應有的表現能力（基準）建立定義
清楚的評分規準

•步驟4：蒐集並羅列學生在每個規準上的不同
表現方 式或程度

•步驟5：針對每個規準決定三或四個不同程度
等級，如：不佳、普通、優秀

•步驟6：訂出每個等級的分數範圍
•步驟7：製成表格



整合型的評分規準

在一個評分等級中同時包含多個基準



分析型評分規準

在一個評分等級中，只有一個基準



如何分辨整合型與分析型評量規準

•整體型：一個描述中包含好幾個基準(標準)

•分析型：一個基準(標準)一項，撰寫規準等
級描述



分析式與整合式建議的使用時機

什麼時候使用分析式的評量基準表:
•當有許多向度需要仔細考量時
•當每個向度分數的權重不同的時候

什麼時候使用整合式的評量基準表:

◼ 作快速判斷且佔評量比重較輕時

◼ 表現基準很難分開時

◼年紀小、不須很精確



寫下基準~ 要能根據目標指認出學
生在某項任務上的具體表現

◆例如:

•學生在閱讀文章段落時，能圈出形容詞的
修辭

•學生在短文書寫時，能適切地使用形容詞

•學生能使用圖像與文字表達所觀察的小昆
蟲

•學生能在探討家人關係的重要性後，畫出
有創意的家庭圖像

•……



羅列評量項目中學生的可能具體表
現內容

•有學生只寫出所知道的一項事情、表達不
完整、清楚很有條理……



制訂規準歸類與並給定規準之名稱
與等級
(可從最高的一級、中間級或最低的一級開始敘寫)



編製規準時，可以參考使用的等級名稱

➢精熟、優良、可接受、尚待加強
➢優秀、良好、尚可、待努力
➢超出期望、符合期望、邊緣、不佳
➢專家、精熟、發展中、生手
➢精熟、完成、發展中、剛開始
➢進階、精熟、達成基本要求、低於基本
要求

➢非常好、很好、滿意、待改進、不滿意
➢表現優異、表現良好、已經做到、還要
加油、努力做到

➢……



如果使用分數表示，就可能有0分的
等級

0分：未選答案A。

1分：選答案A，但未給理由或理由全不相
干。

2分：選答案A，理由部分正確、部分錯誤。

3分：選答案A，理由雖不夠充分完整，但
沒有錯誤觀念。

4分：選答案A，理由符合概念原則，且充
分完整。



繪製表格

•將歸類與給予的名稱變成規準名稱

•給每一個規準表現定不同的等級描
述

•列為雙向表格



有效的評分規準怎麼編? 用來檢核的問題
University of Texas, Faculty Innovation Center

•評分規準是否編得好的檢核表(參考)~



實作III：編製評分基規準

＊可以使用：
1.自己發展的主題教學案例
2.課本的一個主題
3.延續春天或大樹的主題

＊步驟：
1.選擇一個有總結性評量的單元
2.寫下相對應的素養學習目標、總結性表現任
務、累加學生素養的學習任務

3.參考表件格式，在海報上寫下目標、基準與
規準表



實作任務III：編製評分基規準

先寫下目標，接著寫基準(通常就是總結性任務+表現)



提醒：主題統整生活課程學習評量
的特性

1.統整課程評量能力表現(含知識 情意 技能，包
過思考技能與方法)

2.銜接課程必須做適齡考量， 美國《0-8歲幼兒教
育課程的發展合宜實務》(NAEYC，美國幼兒教
育協會)有品質的評量必須要吻合兒童的年齡與
階段發展的特性，這些測驗或是評量工具必須
是高度重視學童知識或技能、情意的真實展現，
而非在紙筆評量上的表現

3.基礎課程的評量必須奠定學生的學習樂趣以及繼
續學習的動機與能力

4.重視歷程甚於重視學習結果



幼兒評量的原則（A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Southern Ear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

•有效的幼兒評量--
1.強調各個發展面向的生成與發展
2.關注幼兒的個人強項與獨特性
3.植基於幼兒成長與發展的良好原則
4.與課程相關連
5.跟教學相互交錯
6.表現、歷程與成品為本的
7.是持續進行且發生在許多情境當中
8.支持孩子不同的智能與學習風格
9.在給孩子最少壓力的情況下，獲得最好的成效
10.各方合作的（老師、家長、專家、幼兒）



生活課程重視素養形成的過程

1.教學通常是評量的一部份

2.評量進一步修正教學

3.素養透過一次次的教學活動中的表
現在調整與增長

4.在評量中可以看到孩子連續的成長
與發展

5.關注預期的素養是否能達成?



將學生的「學習」放在心上

•我要如何幫學生搭鷹架?

•學生在學什麼知識？能力?素養?

•學生自身透過什麼有利的方式在進行學習？

•在什麼環境條件下會學的最好？

•學生學習時遭遇了哪些困難？

•我要如何給予學生有效的回饋？

•我的教學需要改變與調整嗎？

•學生的學習有無趨向目標?



給予有品質的回饋，是形成性評量最重
要的功能

＊評語比分數等第更有助於學習

了解的欣賞是最佳的回饋--仔細看孩子
的作品後，告訴他你的感受，以及對
他作品的喜愛，勝過給他100分跟物質
的獎勵。



你怎麼給回饋?

•學生去校園觀察樹後畫出來的樹



孩子作品：畫樹
（第一次vs第二次）

你說什麼會讓學生的表現有進步?



你怎麼給回饋?

•老師要學生幫校園撿回來的樹做分類

孩子說：我把葉子照
年紀排隊

孩子為葉子畫上表情、取名字，做
創意造型的擺法，甚至有些孩子根
據他排的圖案講起三國演義的故事



設計學童可以表達回饋的方式或工具

•使用 O 或 X  手勢

•使用三根手指

•使用色卡

•使用姆指向上或下

•意見(做得很好/建議)



素養導向學習評量的特性

十二年國教課程之學習評量：1)學生學習成效、
素養養成；2)系統性 (學習歷程中的各項表現，
顯現出能力與素養的累加深化) ；3) 教學與評
量無縫接軌， 特別是在統整課程的主題教學中。

•形成性評量：回饋功能→目標 (素養之學習
表現)

•總結性評量：品質訴求→目標 (素養之學習
表現)



建構一個素養導向統整主題課程
(含評量)的初步內容

一、選擇一個主題 (可根據學習表現、想達成的學習目標或素養、
教科書、過去的教學)

二、羅列可能的教學活動

三、加入學生學習歷程與方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整出初步學
習脈絡

四、撰寫主題(素養)學習目標

五、界定總結性的表現任務

六、以終為始，調整學習活動與整列學習脈絡

七、對應學習重點

八、對應核心素養

九、系統的規劃學習評量，區分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

十、檢核素養導向教學要素(脈絡化學習情境、任務、思考與討
論、方法與策略策略使用、行動與反思)，持續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