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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核心素養概念

技高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原則

技高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設計

技高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領導

核心素養主題（單元）課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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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問我的夥伴們:「你為什麼想成為一名廚師?」，不是為了出名，不是為了
有幾千人來按讚；應該是為了料理出一道道美好美味的料理時帶來的快樂，而且透
過成為一個專業廚師的重要過程，成為一個更好的人。此刻，我很驕傲地看著
Restaurant ANDRE的每一位夥伴都成為「誠實–熱情–創意–靈活–還有正面積極的
獨立個體」。”—江振誠(聯合報報導)

「我的初心是什麼？」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



核心素養概念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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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是什麼？

學科素養（科學、語文、數學素養、群科專業能力、職能）是什麼？

素養導向是什麼？

為什麼需要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技高課程如何融入核心素養？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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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OECD Core Competency: what do children have to learn? 

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The aim of the project is to help countries find answers to two far-reaching questions: 
What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will today's students need to thrive and shape their world?
How can instructional systems develop these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and values effectively?

Source：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E2030%20Position%20Paper%20(05.04.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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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http://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 7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8

歐盟八大核心素養(Key competences)

1. 母語溝通（Communication in the mother tongue）
2. 外語溝通（Communi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s）
3. 資訊與溝通科技（ICT）
4. 算數及數學、科學、科技（Numeracy and 

competencies in ma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 企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
6. 人際與公民能力（Interpersonal and civic 

competencies）
7. 學會學習（Learning to learn）
8. 一般文化（General culture）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9

不要執著於知識，當你能像個科學家一樣思
考，自然會在人生中累積到需要的科學知識；

不要執著於答案，懂得問問題，才是區分你
和機器人的不同之處。

--OECD教育與技能主席史萊賀（Andreas Schleicher）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學校教育應善誘學生的學
習動機與熱情。

開展與自我、與他人、與
社會、與自然的各種互動
能力。

願意致力社會、自然與文
化的永續發展，共同謀求
彼此的互惠與共好。

願景—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

十二年國教課綱願景與理念

自發

互動

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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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
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識、能力（技能）與態度

「核心素養主要應用於國民小學….及高級中等

學校的一般領域/科目，至於技術型…高級中等

學校則依其專業特性及群科特性進行發展，核

心素養可整合或彈性納入。」（總綱，p3）

終身
學習者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Ｑ：技高專業科目可以不用素養導向教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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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為廣義的 competence，為非特定學科（subject-independent）、

跨域的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ies）

共通能力的特色是不與某一知識領域特別有關，而是可應用在許多學科領域

或情境。歐盟強調，通用能力在終身學習的脈絡下更顯重要，因為經濟、政治、

社會環境不斷變化，個人有必要更新其基本知能，以因應新的要求

（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15）

核心素養具有共通性、跨域的特性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12



transferable skills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 

team work, planning…

（explain clearly design ideas

listening to customer needs)

通用能力特定領域能力

Job-specific skills

Hair stylist expertise：

(hair cutting, coloring techniques)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Generic
skills

Occupation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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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項目的養成，不限於某一特定學科領域
可透過不同科目，以不同形式來促成

以「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在動力機械群課程中為例

「應用力學」：動機-專-應力-3 分析與系統思考探索物體受力作用時，所產生之物理現象。

「引擎實習」：動機-實-引擎-4 應用系統思考，執行引擎保養與主要零組件分解組合、檢

修及更換，以解決相關問題

「地理」：地 3a-Ⅴ-1 根據地理系統與地理視野的觀點，利用地理技能的方法發掘各種社

會及環境問題。

地 3a-Ⅴ-2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

Ｑ：每個科目教學都要素養導向教學嗎？

Ｑ：每個科目/領域，都要呼應全部九項核心素養嗎？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14



技高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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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原則

整合知識、能力（技能）與態度

結合貼近學生生活或職場實際的情境脈絡，使學習產生意義

重視學生學習的歷程、方法與策略

提供實踐力行的表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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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知識、能力（技能）與態度

教學須兼顧該學科的學習內容與歷程（學習表現），促成學生在知識、技能與態度三
面向的完整學習

以「Ｃ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為例，不只強調認識、理解不同國家文化與國際議題
（認知），也包括具備跨文化溝通、競爭與合作能力（技能）、及尊重與欣賞不同文化
的態度（情意）

融入在設計群「色彩原理」科目中「 E.色彩認知」主題時：可透過呈現有關各國（文
化）的色彩嗜好、色彩聯想、色彩意象等媒材（學習內容），引導學生尊重與欣賞不同
國家文化對色彩流行與約定成俗的社會現象與民族文化、宗教性意涵、語言與生活差異
（學習表現）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17



結合貼近學生生活或職場實際的情境脈絡使學習產生意義

培養學科/領域內的功能性知能

教「觀光餐旅業導論」

教生活／職場中的「觀光餐旅業導論」

教不同生活脈絡／職場情境中的「觀光餐旅業導論」

教不同生活脈絡／職場情境中用得到的「觀光餐旅業導論」

內容導向

素養導向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18



重視學生學習的歷程、方法與策略

教學與教材設計，除了學習知識內容外，更應學習獲取知識與運用知識的方法和

策略，使學生喜歡學習、學會學習及主動學習。

以「A3規劃執行」為例
在土木群的「測量實習」：土建-實-測實-2 具備應用測量儀器完成測量作業之能力，
並能以系統思考，進行測量的規劃與執行（距離、水準儀、角度…綜合應用測量）

如食品群「生物技術實習」：可在食品發酵單元中（食品-技-檢析 III-F-c乳酸菌
之發酵培養），培養學生觀察、提問、收集證據、回應不同觀點、資料檢核、驗證、
解釋因果、提出解決方案等探究歷程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19



提供實踐力行的表現機會

教學設計要能提供學習者活用與實踐所學的機會，並關注學習者的內化以及

學習遷移與長效影響。

以社會領域教學為例：
除了教材中的知識學習外，應培養學生具備對社會公共議題的思辨與對話，以
及進行探究與實作，發展如民主溝通互動、團隊合作、問題解決、社會參與等
公民素養，透過實踐力行將所學應用於生活情境各種問題。

以「專題實作」為例：
展現各群科課程及技能領域課程之學習成果，透過問題本位學習、合作學習等
方式，培養學生課程學習統整能力、團隊合作分工、文書處理、成果展示、口
頭報告與表達、問題解決、團隊創新、實務結合之能力。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20



技高素養導向教學設計程序

Ｑ：什麼是「素養導向教學」？「非素養導向教學」？

學習內容規劃—教學活動設計—學習評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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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養導向學習內容規劃—教學活動設計—學習評量發展

選擇課程主題（單元）

檢視主題（單元）與整體課程的關連

選擇適合的核心素養

擇定學習重點、檢核與核心素養的呼應

設定學習目標

融入重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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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發想課程主題（單元）

目的：擇定課程主題

資源：總綱、群科課程綱要

技高群科課程手冊

學校課程計畫書

教科書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23



2. 檢視主題（單元）與整體課程的關連

目的：了解主題（單元）與科教育目標、職場人力需求、學生圖像之關連

資源：課程計畫書（科課程地圖、學生圖像、學校願景…）

教師在設計課程內容時，除了需考量學生起點行為之外，也需提高視野，檢視本課
程單元在科整體課程架構中的位置，思考本單元與科目、群科課程的關連，及所欲
培養的核心素養與群科對應產業人力需求、學生圖像、學校願景之連結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24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25



「蟲視」（worm's eye）與「鳥瞰」（bird's eye）

見樹又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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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適合的核心素養

目的：決定適合本單元培養之核心素養

資源：總綱、技高一般科目課綱、專業群科課綱

教師挑選本單元課程所欲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需和學習目標、學習表現、學習內容環環相扣。

同一單元挑選不同的核心素養，教學設計方向就會有所不同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27



各領域/
科目綱要

總綱

核心素養

各教育階段
核心素養

各領域/科目
核心素養

各領域/科目
理念與目標

各領域/科目學習重點
(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發展

對應

發展

資料來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教育部，2014

素養課程的發展：核心素養的轉換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28



留意

素養在各教育階段、領域／科目／群科間的轉換

找出
總綱三面九項核心素養

技高教育階段（V-U）核心素養

各領域／科目／群科核心素養的對應關係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29



4.擇定學習重點、檢核與核心素養的呼應

目的：透過學習重點，使課程設計與核心素養相呼應

資料：群科課程綱要、技高群科課程手冊、學校課程計畫書

教師可透過雙向細目表，呈現學習內容、學習表現的對應關係，

再與學習目標或核心素養進行來回檢視

學習重點由「學習表現」及「學習內容」二個向度組成

學習表現：認知歷程、情意、態度之學習展現

學習內容：該領域/科目之重要事實、概念、原理原則、技能、態度
與後設認知等知識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0



在郭靖的武術學堂

「降龍十八掌」這門課在上什麼？

1. 亢龍有悔

2. 飛龍在天

3. 見龍在田

4. 鴻漸於陸

5. 潛龍勿用

6. 利涉大川

7. 震驚百里

8. 或躍在淵

9. 雙龍取水

10.神龍擺尾

11.突如其來

12.時乘六龍

13.密雲不雨

14.損則有孚

15.龍戰於野

16.履霜冰至

17.羝羊觸藩

18.笑言啞啞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9）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1



內容與表現的兩個向度（郭靖學堂）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能演練
基本招式

能演練
進階招式

能靈活流暢
使用招式

能結合內功
來使用招式

能因應情況
變化招式

降龍18掌
亢龍有悔
飛龍在天
見龍在田
鴻漸於陸
潛龍勿用
利涉大川

….

打狗棒法
惡狗攔路
棒打雙犬
斜打狗背
撥狗朝天

....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9）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2



倘若我們說高中歷史足以培養「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則應有相關的「學習內容」或「學習表現」來支持

在下表中，對於所宣稱的領域核心素養（最右欄），

應能對應「學習內容」或「學習表現」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9）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學習重點」不是從「核

心素養」直接推衍而來的；

「核心素養」也不是「學

習重點」直接推衍而來的。

兩者是相互呼應、

增刪修正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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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定學習目標

目的：結合挑選的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具體化學生認知、情意與技能的學習目標
產出：列出3-5個學習目標（含認知、情意、技能）

資源：核心素養發展手冊

教師依學習目標格式，寫出認知、情意、技能三個項目的學習目標

(主詞) ＋ 動詞 ＋ 受詞
（學生） （認知、情意、技能） （學習內容）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4



各單元學習重點與學習目標

單元名稱 學習重點 學習目標

單元一

飲食習慣大作戰

學習表現

1a-III-3理解促進健康生活的方法、資源與規範。

2a-III-2覺知健康問題所造成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3b-III-4能於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運用生活技能。

4a-III-2自我反省與修正促進健康的行動。

一. 理解促進健康的飲食原則。

二. 關注兒童及青少年的飲食問題，覺察不良飲食行為對

健康所造成的威脅。

三. 能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運用作決定的技巧選擇健康

的食物。

四. 透過飲食習慣的自我反省，檢視並修正不良的飲食行

為以促進健康。

學習內容 Ea-III-2兒童及青少年飲食問題與健康影響

單元二

食品廣告追追追

學習表現
3b-III-3能於引導下，表現基本的「決策與批判」技能。

4a-III-1運用多元的健康資訊、產品與服務。

五. 覺察食品廣告對飲食消費的影響，並在引導下表現分

析與批判媒體的技能。

六. 運用多元的健康資訊，選擇有益健康的食品。

學習內容 Eb-III-1健康消費資訊來源與媒體影響

單元三

食在愛地球

學習表現

1a-III-2描述生活行為對個人與群體健康的影響。

2b-III-1認同健康的生活規範、態度與價值觀。

4b-III-3公開倡導促進健康的信念或行為。

七. 描述日常生活飲食對地球溫室效應的影響，理解低碳

飲食與環境的關係。

八. 認同綠色消費、公平貿易等概念的重要性。

九. 能落實低碳飲食的生活方式，並公開向他人倡導低碳

飲食的信念及行為。

學習內容 Ca-III-3環保行動的參與及綠色消費概念

學習
重點

發展
概念

學習
目標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9）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5



學習
重點

發展
概念

學習
目標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6

領域核心素養：

健體-U-B1具備掌握健康訊息與肢體動作的能力，以進行與體育和健康有關的經驗、思

想、價值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理心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健體-U-C2具備於體育活動和健康生活中，發展適切人際互動關係的素養，並展現相互

包容與尊重、溝通協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2c-V-2展現相互包容與適切的人際溝通互動之技巧。

1d-V-2評估運動比賽的各項策略。

3d-V-1熟練運動技術的學習與比賽策略。

Hb-V-1

陣地攻守性

球類運動技

術綜合應用

及團隊綜合

戰術。

◎單元名稱：突破重圍

◎學習目標：

1.（健體-U-B1）能因應各種競賽組合，透過溝通解決各種運動情境的問

題。（2c-V-2、1d-V-2；Hb-V-1）

2.（健體-U-C2）能透過正規比賽，掌握肢體運動能力，並適時應用團隊

比賽策略中。（3d-V-1；Hb-V-1）

請詳參<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課程手冊>之「伍、素養導向教材編寫原則」



參考選定的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
從動詞表中挑選適當的動詞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7



Bloom新版認知領域分類

動詞的使用能確保課程設計可對應到學生的具體行動，可作為學習評量的參考

例如:將學習目標設成「能比較......」,
形成性評量為「可觀察到學生用某些方法呈現出中西式餐桌佈置與擺設間的異同」。

教學專業社群教師新課綱共作坊 38



6.融入19項議題
目的：思考可融入主題（單元）的議題項目及實質內涵

資源：議題融入說明手冊

議題是涉及人類發展與價值的社會課題。總綱明訂19項議題

部分已納入核心素養（如：品德、科技、資訊、多元文化、國際教育…）

部分單獨設立科目（如：生命、科技、生涯規劃…）

部分納入領綱學習重點（如：人權、環境、海洋…）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39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聯合國《翻轉我們的世界：2030年永續發展方針》
規劃環境、社會及經濟面等三大面向、17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稱SDGs)

40



安排教學活動內容

設計呼應核心素養的多元教學

學習內容規劃—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學習評量發展

41



７.安排教學活動內容

目的：參考學習內容與學習表現，規劃本單元的課前準備、引起動機、活動內容與總
結活動、學習評量等教學活動內容

資源：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手冊、學習策略融入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參考手冊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42

教學活動內容 時間 學習評量
一、課前準備

(一)學生：
(二)教師：

二、引起動機

(切合主題、連結學生的生活情境脈絡，引發學生學習動機)

三、活動內容

(運用各種教學法，呼應核心素養導向，依序具體說明活動內容)

四、總結活動
(以分享、歸納及複習本活動重點，並指派課後的學習任務)

(列出素養導向
的評量方式，應
使用多元評量，
並兼顧形成性與
總結性評量)



８.設計呼應核心素養的多元教學

目的：安排教材、教法或學習策略，有助於學生達成選定的核心素養

資源：素養導向課程設計手冊

學習策略融入素養導向教學設計參考手冊

靈活運用不同的教材、教法、學習策略（組織思考工具）
幫助學生養成核心素養

教學專業社群教師新課綱共作坊
43



核心素養
面向

核心素
養項目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可能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特色

A
自
主
行
動

A1
身心素質

與
自我精進

具備身心健全發展的素質，擁有合宜的

人性觀與自我觀，同時透過選擇、分析

與運用新知，有效規劃生涯發展，探尋

生命意義，並不斷自我精進，追求至善。

生活習慣、生涯探索、身心健康、生命意義與潛能的

探索、體驗式學習…..

A2
系統思考

與
解決問題

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

系統思考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

反思，以有效處理及解決生活、生命問

題。

學思達、公民行動方案、PBL（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系統性的科學/社會/人

文思考、設計問題解決的情境、概念構圖、提問討論、

高層次思考、六合法、ORID、批判性思考、啟發式教

學…..

A3
規劃執行

與
創新應變

具備規劃及執行計畫的能力，並試探與

發展多元專業知能、充實生活經驗，發

揮創新精神，以因應社會變遷、增進個

人的彈性適應力。

公民行動方案、探究式活動/課程、PBL(project-based

learning)、批判性思考、自主學習、訂定計畫、創造/

創意思考教學、建構式教學、…..

呼應核心素養的多元教學方法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7）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44



核心素
養面向

核心素
養項目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可能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特色

B
溝
通
互
動

B1
符號運用

與
溝通表達

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

理、肢體及藝術等各種符號進行

表達、溝通及互動，並能瞭解與

同理他人，應用在日常生活及工

作上。

語文符號、藝術符號、科學數理符號、小

組合作溝通、發表簡報等表達、 PBL

（presentation）、世界咖啡館、….

B2
科技資訊

與
媒體素養

具備善用科技、資訊與各類媒體

之能力，培養相關倫理及媒體識

讀的素養，俾能分析、思辨、批

判人與科技、資訊及媒體之關係。

資訊融入教學（ICT）、iEARN、程式編寫、

融入媒體閱讀批評或省思…..

B3
藝術涵養

與
美感素養

具備藝術感知、創作與鑑賞能力，

體會藝術文化之美，透過生活美

學的省思，豐富美感體驗，培養

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

構與分享的態度與能力。

藝術領域、各類人文與自然之美的欣賞、

藝術（音樂、美術、表演藝術）的欣賞、

體驗、創作……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7）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45



核心素
養面向

核心素
養項目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可能的課程設計與教學特色

C
社
會
參
與

C1
道德實踐

與
公民意識

具備道德實踐的素養，從個人小我到社會

公民，循序漸進，養成社會責任感及公民

意識，主動關注公共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

活動，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而

展現知善、樂善與行善的品德。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道德議題思辨、

議題導向式教學、公共議題討論與實踐、公

民行動方案、力行實踐、價值澄清教學、道

德意識建構、角色扮演…..

C2
人際關係

與
團隊合作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

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

己、社會參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學習共同體、各類團體活動、分組合作學習、

強調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

C3
多元文化

與
國際理解

具備自我文化認同的信念，並尊重與欣賞

多元文化，積極關心全球議題及國際情勢，

且能順應時代脈動與社會需要，發展國際

理解、多元文化價值觀與世界和平的胸懷。

多元的文化理解尊重與欣賞、國際元素、各

國比較、國際交流或合作、國際姊妹校、

iPBL(international)、iEARN……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7）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46



認知學徒制的六項教學方法(Collins et al. 1989)

教學方法 內涵

示範
（modeling）

包含專家工作的進行，以使學生能觀察及建立完成工作所需的概念模式，在認知領域

需要將內在認知過程及活動具體化，特別是專家對基本概念及程序知識運用時的捷思

法及控制過程。

指導
（coaching）

包含學生進行工作時的觀察，以及提供提示，鷹架、回饋、示範、提醒，也提供新的

工作以使學生的表現更接近專家，指導的焦點是透過互動、回饋、建議，在適當理解

的目標幫助下的技能統整，指導的互動內容是與學生試圖完成目標任務的問題有關。

鷹架支持
（scaffloding）

指教師提供學生完成任務時的支持，包含建議或協助，當教師提供鷹架時，需要教師

協助學生完成任務中還不能控制的部分，鷹架的必要條件是需要精確的診斷學生目前

的技能程度或困難，以及診斷在完成目標活動時需要的中介步驟，在提供鷹架的過程

中，淡出（fading）即逐步減少支持直到學生學會。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7）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47



認知學徒制的六項教學方法(Collins et al. 1989)

教學方法 內涵

闡明
（articulation）

包括使學生在領域中清楚地說明他們的知識、理由或問題解決過程，讓

學生在合作學習的活動中假裝是評論家或監督者，從而引導學生系統地

闡述與清楚表達他們問題解決與控制過程的知識。

反思
（reflection）

讓學生比較他們自己與專家及其他學生的問題解決過程，藉由「重播」

專家與生手的表現才促進反思。

探索
（exploration）

鼓勵學習者能自我偵測學習，不只是熟練如何解決問題的步驟，同時也

可以規劃處理問題的方式以解決問題。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7）教學專業社群教師新課綱共作坊
48



依據教學目的選擇不同教法

精熟學習

相互學習

小組成就區分法

認知學徒制

拼圖法二代

分享討論

配對學習

六六討論

腦力激盪

探究學習

共同學習法

團體探究法

問題本位學習

學習共同體

拼圖法

資料來源：林永豐（2017）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49



學習策略_組織思考工具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50
資料來源：愛思客團隊（2019）。



學習策略_組織思考工具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51
資料來源：愛思客團隊（2019）。



學習策略_組織思考工具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52

4F提問法



教學活動設計示例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53
資料來源：國教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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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方法設計示例:英文
翰林版B2L7 A Voice for All Girls  

帶領學生認識馬拉拉，以及她為世界各地女孩的受教
權起身奮鬥的故事。

課程引導學生使用Chromebook搜尋網路資源查閱相關
資訊，小組合作完成馬拉拉生平的線上心智圖，以瞭
解馬拉拉的生命故事以及回教世界女性所受到的不平
等待遇。



英文課堂討論
翰林版B2L7 A Voice for All Girls  

透過閱讀課文，從馬拉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得獎感
言裡，認識性別平等、女性受教權的重要性，並藉由
小組線上共編，賞析演講稿，以瞭解如何運用好的修
辭法，增進演講的感染力與說服力。

最後藉由延伸討論，讓學生們分組討論性別平等、受
教權等題目，並以影片形式錄影發表。課程除訓練學
生英文聽、說、讀、寫四大技能以外，也藉由閱讀全
球重要新聞與議題，達到與世界接軌，並反思自我的
生命經驗，以培養學生批判思考能力與表達力。

資料來源：高職優質化區域諮輔委員共識營（2020）。



設計表現任務

規劃評量方式與規準

學習內容規劃—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學習評量發展

56



9.設計表現任務

目的：對應學習目標設計表現任務，確保學生達成學習目標、協助學生連結學習經驗
與真實經驗，習得相關素養

表現任務：

1) 真實情境

2) 任務情境的描述

3) 任務步驟明確、具體、標準化

4) 師生都清楚標準

5) 評量與教學活動必須切實

6) 允許創意和想像力的表現空間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57
資料來源：愛思客團隊（2017）。



學習成果的評量

（Assessment of Learning）

改善學習的評量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評量即學習的一部分

（Assessment as Learning）

總結性的

形成性的

歷程性的

紙筆測驗、學習歷程檔案

多元評量(隨堂測驗、實作、檔案、
作業、觀察、問答…）

實作評量、真實評量、動態評量…..

10.規劃評量方式與規準
目的：依學習目標與評量目的規劃評量方式，以了解學生達到學習目標的程度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58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59

要素1：利用多元的評量標準

要素2：明確地讓學生了解評量標準，或共同訂定

要素3：保留歷程紀錄

要素4：引導學生透過學習目標建立自我評量

素養導向評量：
• 用以評估、回饋、引導並落實能夠培養學生「核心素養」和「領域／科目核
心素養」的課程與教學

• 結合「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解決真實情境脈絡中的問題

這門課在教什麼？

這堂課要培養什麼能力／素養？

培養不同的能力／素養，要問不同的問題？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核心素養應用在與化學有關的「生活情境」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2

隧道大塞車，主要原因是有一卡車發生火燒車，試探討隧道內為何較一般

道路易發生火燒車的問題。

1) 物質濃度與反應（火燒）速率關聯

2) 空氣溫度與反應速度的關聯

3) 如何避免火燒車？

生
活
情
境

核心
素養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環境汙染與防治

學習
內容

探究能力-問題解決分析
與發現；討論與傳達

學習
表現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示例一：以化學科為例

60資料來源：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2019）。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核心素養應用在與電子學實習有關的「職場情境」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小蔡欲規劃一間家庭劇院，請廠家設計音響設備及燈光，身為工程師的你，

該如何規劃執行並注意那些事項？

1) 基本工具及防護具使用

2) 規劃工作流程、電路圖及量測演練

3) 電子零件廢材回收處理

職
場
情
境

核心素養

具備手工具及電子相關量測
儀器之能力。

具備電子電路實習、測試、
調整及裝配之能力。

養成正確及安全的工作習慣。

學習內容

使用手工具與儀器設備，規劃與執行電路
系統基本檢查。

應用系統思考，執行音訊放大電路之實作
及解決相關問題。

體會工作中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
重視職業、工場安全及環保觀念之素養。

學習表現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示例二：以電機電子群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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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2019）。



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核心素養應用在與汽車保養有關的「職場情境」

A2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新車車主行駛5000公里後，開進汽車服務廠進行基本保養檢查及更換機油，

身為技師的你，該怎麼規劃執行並注意那些事項。

1) 基本工具及防護具使用

2) 規劃工作流程、檢查項目及更換機油

3) 廢機油回收處理

職
場
情
境

核心素養

機油與機油濾清器更換。

學習內容

使用基本工具與儀器設備，規劃與執行電路
系統基本檢查。

應用系統思考，執行引擎保養與主要零組件
分解組合、檢修及更換，以解決相關問題。

體會工作中互助合作精神，建立職場倫理，
重視職業、工場安全及環保觀念之素養。

學習表現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示例三：以汽車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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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職優質化工作小組（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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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8年國教署主題進階回流培訓研習

提供明確的評量規準



技高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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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化自我的素養導向教學知能
2. 形塑全校素養導向教學風氣
3. 組成教師素養導向教學專業學習社群
4. 提供教師素養導向教學資源與行政協助

教學專業社群教務主任新課綱共作坊 65

教務主任能做什麼？

成為一位見樹又見林的課程領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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