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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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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考試形式 Test/Exam

總結性評估 Formative Assessment



促進學習的評估

持續性評估 
Continuous 
Assessment





自我規劃

自我監控

動機

自我評估

自我調整學習(SRL)

學生來做PIE





促進學習的評估

學生表現
Monitor 
student 

Performance
即時回饋 
Instant 

feedback

鞏固學習
Consolidate 

student 
learning

延伸學習
Extended 
learning

自主學習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學習差異
Learning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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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nOrVgz57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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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LrH0v5htr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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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習多樣性(學習差異)
Cater Learning diversity





學生表現 Monitor student performance

促進學習的評估

後測Post-Test

前測Pre-Test



學生表現 Monitor student performance

促進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了解學生成績分佈

學生表現 Monitor student performance



• 鞏固學生學習

了解學生於不同課題得分狀況

促進學習的評估

學生表現 Monitor student performance



學生表現 Monitor student performance

促進學習的評估

達標檢測 - 進展性評估
 (回饋和訂正)



學生表現 Monitor student performance

促進學習的評估

選取學生表現較差題目
進行討論



學生表現 Monitor student performance

促進學習的評估

了解個別學生作答情況



課堂討論 discussion

鞏固學習Consolidate student learning

促進學習的評估

點撥釋疑



即時回饋 Provide instant feedback

促進學習的評估



促進學習的評估

延伸學習 Extended learning

學生可於課堂後進行



促進學習的評估

建構自主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

學生可自主地安排學習進程



課後鞏固 - 重覆練習+即時回饋

Google Form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ormsisu.jpg




嘗新（引發學習動機)

   課前預習



嘗新（引發學習動機)

 課前預習

自我評估



嘗新（引發學習動機)

 課前預習

預習 - 翻轉課堂
- 安排課堂前觀看短片 
- 講解製作動畫技巧
- 時間3分鐘
- 老師親自拍攝

照顧學習差異
- 能力稍遜Ss重覆觀看       

(上課前後)
- 能力較高Ss先準備，       

課堂Ts可進行高階活動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gcaAjGD-o


溫故 (新舊知識鏈接)

   課前預習

- 重溫上堂學習內容

- 與即將學習內容鏈接

- 形式: 透過Google 
Classroom討論留言區
進行，老師引導討論

- 同儕間可以互相分享、觀
摩

老師已對學生有初步評估
了解學生能力





課堂教學：合作探究 （技能實習）

照顧學習差異
- 能力稍遜Ss重覆觀看       

(上課前後)
- 能力較高Ss先準備，       

課堂Ts可進行高階活動

翻轉課堂
- 安排課堂前觀看短片 
- 講解製作動畫技巧
- 時間3分鐘
- 老師親自拍攝

學生兩人一組，

利用FLASH軟件製作一段簡單動畫，

然後上載Google Classroom作分享



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探究的成果，

建基於學生的作品，老師在課堂給予回饋，作出修正和優化。

課堂教學:展示探究成果

評估



課堂教學:點撥釋疑

● 老師在Google Classroom 
提問

● 學生兩人一組討論

● 利用Google Classroom收
集學生表現，加強互動

● 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答案的
同時也展示思路，老師可依
照他們的思路給予回饋。

不斷的評估 → 了解學生能力 
                      → 修訂教學策略 
                         → 提升教學效能





課堂教學：知識建構
(知識的組織)

- 除老師提供教學筆記外，
學生需撰寫筆記

- 用自己文字記下重點 
- 用圖像方式幫助自己理解
- 加上註解或符號



課堂教學：知識建構
(知識的組織)



課堂教學：
知識建構
 (知識的組織和轉化)

Concept Map
學生運用圖像組織表現



課堂教學 - 展示所學

學生上載作品到Google Classroom
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作品，
建基於學生的作品，老師在課堂給予回饋，作出修正和優化。





課後鞏固 - 變式練習 (加深理解)

Concept Map 3 minutes Video

學生在課後經過組織及反思，
利用課堂製作的Concept Map作出自我修正和優化，
然後用錄製3 minutes video，整理和匯報課堂所學內容，
把作品上載Google Classroom，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作品。

達標檢測 - 反思求進 (自我評價和自我修訂)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QpNKSkixWQ&t=21




課堂教學：
知識建構
(知識的組織和轉化)

STEM

2L-智能馬桶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MB7wxSos_E






達標檢測 - 進展性評估
 (回饋和訂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5QpNKSkixWQ&t=30


學生表現
Monitor 

Performance

即時回饋 
Instant 

feedback

鞏固學習
Consolidate 

student 
learning

延伸學習
Extended 
learning

自主學習 
self regulated 

learning

學習差異
Learning 
diversity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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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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