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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Evaluating	Students	(學生評量)	

分數是量化學生學習成果的一種方式，也是衡量學生在教育目

標所付出的努力與成果展現最常見的方法。教學上常用的各種評量

方式可提供建設性的回饋給學生，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學習表現及改

進之處；還可以協助教師檢驗自己的教學方法，判斷學生的表現是

否達到預定的教學目標，進而作為學生是否符合學位授與之依據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Fredericton, Canada）。因此，在「教」

與「學」的過程中，『測驗』無疑是用以衡量學生學識能力最主要

的方式，而如何打分數則是所有教師都要學習的課題。評分是一種

心理學、人性以及教師個人哲學的反映。新進教師在初任教職時通

常會特別嚴苛，以證明他們給分並不隨便；有的教師則因擔心打擊

學生的自信心或唯恐導致學生的疏離感，而在給分上較為寬容。不

過即使是對於分數的掌握已恰如其分，評分依然是教師們最感棘手

的一項工作。不可諱言現在的大學生常為分數所苦，他們多半是希

望在考試中得高分而學習，如此的學習態度不但失去了學習的熱

忱，還可能因對分數不滿意而引發師生間一連串的不愉快。姑且不

論你個人對分數的看法為何，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評分標準對學

生而言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 

在此，請諸位先想想，當我們在給分數時，我們評量的是學生

的什麼？是否有一套客觀的標準？是否公平？相信每位教師皆有不

同的看法。然而分數代表的不外乎是學生對該課程所付出的努力、

學習成效及其總體表現的綜合評量，既然考試是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最常用的一種評量方法，如何以考題公平檢核學生是否達成你所預

訂的教學目標，在試題或作業的設計上顯得格外重要。簡言之，倘

若課程目標只是期待學生了解一些基本概念、事實或定義，那麼簡

單且清楚的選擇題即可滿足你的需求；反之，若期待以這種傳統方

式來評量學生舉一反三與應用的能力，不僅令學生大失所望，也無

法公平地評量他們的學習成效。針對以「學生表現」為主的評量方

式（課堂報告、成果發表、成果展示），務必向學生清楚地說明你

的評分標準及相關細節，最好搭配前人的佳作加以說明，讓學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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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體的了解，如此一來，不僅學生能更了解該課程的要求，他們

也更能展現自己的實力。此外，評分項目如包含學生對該課程的投

入程度，務必在開學第一堂課向學生說明清楚，並告知學生如何證

明他們對該課程的貢獻 (例如，利用課業討論時間討論課程相關問

題、與 TA 一起複習功課、修改論文計畫、參與所有課堂會議、在

課堂上發表意見等…….)，由於這些活動本身並無一套標準，許多

教師深信以此評量學生是不公平且不精確的，還可能導致學生養成

只重活動不重上課的習慣，總之，無論採行何種方式，務必建立一

套明確的標準。 

Strategies for fair and conflict-free grading 
- 擬定公平的評分策略 

 Create a grading plan --擬定評量計畫 
首先，擬定評量策略，並確實遵守自己訂下的原則。在設計課

程時，評量就應一併納入規劃。如果該課程有搭配的教學助理或其

他教師，請記得找他們共同討論後再決定該課程的評量方式。其次，

要訂定學生每次作業、小考如何評分，百分比為何，同時要訂出期

中缺考、不及格、作業遲交等相關細節的規定，例如，訂定寬限期，

只要學生自認有需要，選擇寬限期內繳交作業，不需任何理由，也

無任何罰則，這種做法一方面可建立你的權威，另一方面還可給予

學生一些彈性。 

 Communicate your plan to students --與學生討論評量計畫 
當所有評量的標準及相關作法都已明確訂好後，應儘早將該課

程之評分方式、程序以及期望清楚告知學生，向全班同學說明你將

如何評估他們的學習成果。有了事前良好的規劃與清楚的說明，可

避免事後學生對於自己的分數有所疑慮，甚至感到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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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records --成績存檔 
保存每學期所授課程所有學生的評量結果，確實記錄每位學生

的出席率、課堂參與、課外討論以及所有作業及小考成績，將來不

論是否有學生回過頭來質疑你的給分，或請你幫忙寫推薦信時，都

可以原始留底文件作為參考依據。 

 Consider the distribution of grades --善用成績分佈圖  
利用一些套裝軟體，畫出每次考試或作業的成績分布圖，可有

效率地記錄所有成績，並分析每個區間學生的分布狀況，這些統計

資料對於關心自己在班上排名的學生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從

成績分佈亦可看出評量方法的好壞，如果你的評量結果每次都產生

不平均或嚴重歪斜的曲線，表示該評量方式可能有問題，需加以檢

討並改變，以設法改善學生的學習表現，同樣的方法也可用於記錄

每位學生的成績。妥善保存這些考試紀錄，可做為學期成績的依據，

也可當作日後開課或供其他教師參考。 

 Responding to grade challenges --回應學生對分數的質疑 
再公平的考試也免不了有學生會質疑老師所給的成績，此種情

況下，耐心傾聽學生的聲音是必要的，沒有人能保證自己絕不會出

現加錯分數、漏閱或因學生字跡潦草而給錯分數的情形。即使你堅

持分數沒有問題，多數學生也會希望知道分數如何產生，得到一個

合理的解釋，因此，保留的資料愈詳細就愈能為自己給的分數辯駁。

就算必須重新審查所打的分數，也會比較簡單。總之，若你不打算

讓那些虎視眈眈的學生有機會挑毛病的話，不妨先詢問學生對於分

數的計算是否有任何問題，如此一來不僅讓你有機會重新檢視自己

的評分，還能藉機讓學生冷靜一下。 

Testing – 考試  

對教師和學生而言，考試不僅可測驗學生到底學到多少，還具

有補充教材的功能，從而要求學生以新的思維或應用所學來發展更

進一步的學習。因此，試題設計首重符合課程目標，並應涵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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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部份。如果你開的是一門新課，別忘了先仔細研究一些考古

題，參考該課程的出題重點及內容，以作為自己未來出題的參考。 

無論採用何種考試型態，最好在開學第一堂課就讓學生知道該

課程的評量方式，並主動將一些考古題發給學生參考，幫他們迅速

找出該課程的重點。此外，考試的性質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讀書

及準備考試的方式，當然也會影響學習內容及份量多寡。舉例而言，

假如學生認為試題強調的是資訊的記憶，那麼他們比較不可能花時

間去鑽研一些觀念的理解或相關內容的整合，在考試的準備上容易

產生抱佛腳的心態，也較無法形成長期記憶；相反地，如果試題型

態要求學生必須針對某些觀點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他們無形中會逐

漸培養這樣的習慣與能力。再者，密集的考試也有助於學生累積資

訊及建立相關的概念，進而提升學習效果，因此，改完考卷後發還

給學生逐題檢討更可發揮這種密集考試的效果。 

Choosing an exam format - 選擇適合的考試型態 

測驗是由各種不同類型的問題所組成，依據問題的屬性及評分

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的題目皆有所謂正確、標準的答

案，評分過程十分客觀；第二類的題型沒有唯一標準答案，由學生

針對題目表達自己的看法與意見，因此評分過程較為主觀。前者主

要有「選擇題」、「是非題」及「配合題」三種類型；後者則有「簡

答題」及「申論題」兩種。每種考試型態都有其適用情形，教師應

依據所期望的學習成果而採用適合的考試類型：  

 「選擇題」適用於測試學生的基本概念及應用，此種試題每

個題目都有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搭配數個錯誤選

項，原則上除正確答案外其餘選項應為似乎合理、可信的，

以避免學生一眼就看出答案，失去了思考的歷程。這種題目

要出得好並不容易，因此若決定採用，最好趁腦海裡課程內

容條理分明時先將題目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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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題」最常見的方式是利用陳述性的說明讓學生判斷

「對」與「錯」，以了解學生對基本概念的理解程度。為確

保學生是真正理解而非幸運猜對，除了標明「對」與「錯」

外，更進階的做法還可要求學生更正錯誤的敘述或關鍵字。 

 「配合題」的構思與選擇題類似，主要包含 2 個欄位：左欄

為一系列的問題；右欄則為各種相對應的選項，設計此類型

題目時需注意有足夠的選項，避免學生用消去法猜出答案。 

 「簡答題」主要測驗學生的記憶力及分析能力，和選擇題有

點兒類似，但學生不僅要懂得辨識答案，還要有分析、理解

的能力，此種題目應力求明確，讓學生清楚知道老師要問什

麼。 

 「申論題」主要培養學生具備批判、思考、組織及表達的能

力，也最具教育價值，但由於閱卷時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與體

力。所以，這種題型的考題同時也是最難評分的。因此，一

旦教師決定要考申論題，務必在考前與學生及閱卷助教充分

討論評分的標準及給分依據，以符公允。近年來有愈來愈多

教師讓學生把申論題帶回家寫，讓學生在更安定的環境中有

充裕的時間來思考問題，這種做法雖然符合人性，但為達考

試目的，仍有些小細節須留意：首先，為求公平起見，答案

應有字數限制；其次，是否允許學生彼此討論答案或查詢資

料(例如：上課或圖書館資料)，也應有明確的規範。此外，

考試地點不變，但將題目事先發給學生準備則是另一種作

法。 

Writing good exams - 設計一份好試題 

不論何種試題類型，都有其出題的基本原則，好的題目一定要

清楚、易懂、讓學生一看就知道你在問什麼，不需要用一些與課程

無關的技巧、知識或詞彙來修飾。題目範圍不宜太大、太廣泛，應

以學生可在考試時間內充裕作答為原則。此外，考試的相關規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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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部分的配分與比重需在考試開始前向學生充分說明，以便學生自

行掌握答題的時間及先後順序。 

有些以問題或個案為基礎的考試，該類題目通常需具有研究所

的程度，應設法利用課堂練習的機會讓學生熟悉所有的問題，並可

將一些概念或技術的具體應用融入問題中，讓題目更活潑。編寫試

題時需特別注意第一道題目應為信心題，不可太難，讓學生可以有

自信地寫出答案，以免一些情緒上容易緊張的學生在一開始下筆就

慌亂得不知所措。此外，題目間應避免有連鎖效應 (即前一題必須

要答對才可能完成下一題)。最後要提醒的是，千萬不要有過於冗

長、瑣碎的計算，考試的重點旨在測驗學生是否真正理解上課所學

的概念，而非考驗學生的計算耐力。 

無論是評量學生的記憶、翻譯、理解、應用、分析、整合或評

估的能力，都應在題目設計上加以斟酌。完成考題的雛型時，亦須

依問題類型加以分類。舉例而言，簡單的選擇題只要問法稍作改變，

思考方式即不同，可能因而更貼近課程目標。因此，盡可能捨棄傳

統判別對錯的方式，要求學生須依所知定義找出適當答案外，還必

須具備活用、比較專有名詞差異的能力。此外，試題的重點應平均

分配，一張試卷的重心多半在頭尾，中間部份很容易被忽略。 

題目出好後要留意試卷的編排，試卷頁面應保持簡潔，題與題

之間隔不宜過小，以免學生將試題空間解讀為該題答案的長度。 

不論任何題型的題目，完成命題後先請其他出題經驗豐富的教

師或教學助理檢查一遍，在別人幫忙校稿的過程中可以發現自己的

盲點。可能的話，自己先練習做一遍題目，正常情形下你應該只須

花學生 1/4 的時間就可完成，否則題目本身可能有問題。總之，對

學生而言，考試是件十分慎重的事，他們也相信教師都重視以該評

量來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果，因此，千萬別因語意不明或錯漏字等瑕

疵，使學生誤解題意，打擊他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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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ing exams - 批閱試卷 

無論是選擇題、是非題或配合題，雖然在考題設計上較為費

時，但也是最容易批閱的評量方式。選擇題已有相關閱卷軟體協助

教師進行評分，還可提供各種數據的分析，因此，倘若學生在某一

題的分數比一些特殊考題還低，那可能意味著該題語意不清，導致

學生誤解題意，此種情況下，應重新考慮該題的給分。至於其他類

型的考題，原則上應安排每位閱卷老師批閱相同的題目以維持評分

的一致性，並有助於老師找出學生答案的偏差模式。總之，無論是

哪一種考試型態，隨時要有接受其他答案的準備，無論你認為自己

的命題有多完美，都應給予學生提出重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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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 checklist（考試檢核對表） 

 Are students prepared for the exam? 
（學生是否已為考試作準備？） 

可能的話，請提供歷屆考古題，讓學生在考前清楚哪些為課程

重點，並讓學生練習考試上實際出現的問題。 

 Does the exam reflect your goals for the course? 
（考試是否足以反映教師的課程目標？） 

將考試資料與教師的教學大綱、課程摘要及教科書中重要主題

相互比較，以確保重點一致。 

 Is the exam of reasonable length?（考試時間是否合理？） 

自己先預作考試，你應該只需花費學生四分之一的時間即可完

成。並盡可能避免費時且大量數字運算之題目。 

 Are there directions and the format clear and well organized? 
（試題之型態及說明是否清楚且有系統？） 

請同事或教學助理讀一遍試題說明，協助你找出任何模擬兩可

或令人誤解的敘述。確保試題印刷清晰並留有適當空間寫申論題。 

 Is it clear how much credit each question is worth? 
（每個題目的配分是否清楚標示？） 

確認每個問題的配分皆已清楚，學生可依此決定每個題目的答

題時間。 

 Is there free of double jeopardy?（試題應避免雙重風險） 

學生是否需前一題之答案方可了解或解決另一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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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it begin with questions or problems that will build, rather than 
undermine, student confidence? 
（試題安排應建立學生的信心，而非打擊信心） 

請考量學生考試時的緊張情緒，應注意第一題題目對於有複習

的學生應要相對簡單。 

 Are there questions/problem interesting?（問題是否有趣？） 

設法加入有趣味性的應用或組合，突顯該考試的價值。要考驗

學生而不要困惑學生。                       

Essay exams - 申論題  

批閱申論題最困難的部份在於如何保持頭腦清晰、標準一致地

看完所有試卷。如果該門課為多位教師合授，改考卷時可相互協調、

分配工作，減輕彼此的負擔。若除了自己的部分外，還有共同的課

程內容，身為老師的你可能會希望批改自己學生的所有題目，藉此

了解其是否已理解你在課堂上所強調的觀念或主題，此種方式容易

造成偏袒學生，評分不公的結果，總之，為求公平起見，閱卷時所

有閱卷教師應共同討論出一套評分標準以為規範。  

假如每個教師在課堂上有自己的專題，在改考卷時最好只改自

己負責的部份，這種分工方式有助於老師維持給分的一致性與公平

性。然而考量老師可能必須連續看 200 份以上的試卷，導致身心俱

疲而影響評分之情形，建議能適時調整自己的速度，先挑自己有興

趣的題目，或先改別題都有助於避免精神疲乏。總之，參與閱卷的

教師應抽空相互檢討彼此閱過的試卷，維持一致的標準。 

改申論題本來就非常主觀，常因身體疲倦、感覺枯燥乏味、或

時間壓力等因素而影響自己的判斷，一般在剛開始改前幾份考卷會

最嚴格，之後隨著體力及精神的消耗而逐漸放寬。為避免產生上述

問題，請教師在著手改考卷前，不妨先略看幾份試卷，對學生所寫

的答案先有概略了解後再開始改考卷，一旦出現疲倦或精神無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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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感覺就暫時放下手邊的試卷，起身離開座位放鬆一下，然後再

繼續，要記得的是繼續改下去之前，先回頭看看之前最後改的那幾

份考卷，確認自己沒有改錯。 

After the exam - 改完考卷 

試卷閱畢後，與其他閱卷教師共同檢討閱卷過程中所發現的問

題並加以解決，之後進行分數加總並再次核對，確定無誤後畫出成

績分佈圖，並從中找出學生學習成效及該試卷的評量效果。 

除非你打算利用課堂時間檢討，否則基於對學生的尊重同時也

讓學生從考試中獲得最大的學習效果，老師應設法在最短的時間內

將試卷發還給學生，必要時可提供全班成績曲線圖供學生參考，讓

他們得以和其他學生比較，無論如何，每位學生的成績享有絕對保

密的權利，不得公開。 

考完試後將考卷發還學生，同時紀錄該次考試中學生最容易忽

略、最易混淆的部份，除了可做為下次出題的參考，還有助於了解

學生需要加強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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