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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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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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C1

C2

C3

1

國立臺北大學名譽教授 劉 慶 剛

十二年國教課綱

國民小學標準本位評量
素養導向評量與教學：分析與應用

聽力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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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與英語教學

核心素養與國小英語評量

國小英語的學習表現與標準本位評量

實作與範例說明

聽力命題教戰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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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之定義

核心素養 Core Competence (ASK) 原始定義：

係指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及未來挑戰，所應具備
的知識(knowledge)、技能(skill)與態度(attitude)。

國家教育研究院 (NAER) (p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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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更細緻化的定義

核心素養應包含能力、態度、行為習慣三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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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 (Maximum performance)

包含概念/知識 (concept/knowledge)、

認知運作 (cognitive process) 和

實作技能 (skill)，彼此交互影響。

全人教育目標 (Typical performance)

師大心測中心陳柏熹主任 (2018)

能力的培養
(了解正確的跑步方式)

價值、態度的建立
(體認跑步對健康的重要)

行為習慣的養成
(每週定期跑步健身)

Maximum 

Performance

Typic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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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領域課綱與英語教學及評量

把定義轉換到英語領域教學：

核心素養應包含能力、態度、行為習慣三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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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能力：

英語教育目標：

實作技能
Skill

概念/知識
Concept/

Knowledge

認知運作
Cognitive 

process

能力
培養

價值
態度
建立

行為
習慣
養成

溝通互動能力
獲取新知能力

二、重視語言溝通互動的功
能性，凸顯其獲取新知
的工具性角色。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基本理念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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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領域課綱與英語教學及評量

語文(英語)

Developing the tool

第一階段
?

第二階段
能聽、能說
能讀、能寫
(limited)

第三階段
能聽、能說
能讀、能寫
(limited)

第四階段
能聽、能說
能讀、能寫
(barely 

enough)

第五階段
能聽、能說
能讀、能寫
(enough?)

Using the tool

二、重視語言溝通互動的功能性，凸顯其獲取新知的工具性角色。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基本理念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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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英語的學習表現與標準本位評量

如何讀懂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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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 (analytical) 與整體概念 (holistic)

第二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1-Ⅱ-1 能聽辨26個字母。
1-Ⅱ-2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基本的組合。
◎1-Ⅱ-3 能聽辨字詞是單音節或多音節，並辨識重音的音節。
◎1-Ⅱ-4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Ⅱ-5 能聽辨課堂中所學的片語、句子及其重音。
◎1-Ⅱ-6 能聽辨句子的節奏。
◎1-Ⅱ-7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Ⅱ-8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語。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1-Ⅱ-10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整體概念 (holistic)

能聽辨26個字母之外，還聽得懂
簡易的生活用語及教室用語，能
分辨語句的節奏及語調，也知道
學過的字詞是單音節、雙音節、
多音節，也了解其音節之組成與
結構。

(一)語言能力 (聽)

紅字代表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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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言能力 (聽)

第三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1-Ⅲ-1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不同的組合。
◎1-Ⅲ-2 能聽辨字詞是單音節或多音節，並辨識重音的音節。
◎1-Ⅲ-3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Ⅲ-4 能聽辨課堂中所學的片語、句子及其重音。
◎1-Ⅲ-5 能聽辨句子的節奏。
◎1-Ⅲ-6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Ⅲ-7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語。
◎1-Ⅲ-8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1-Ⅲ-9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Ⅲ-10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1-Ⅲ-11 能聽懂簡易歌謠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1-Ⅲ-12 能聽懂簡易故事及短劇的主要內容。

*1-Ⅲ-13 能辨識簡易句子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1-Ⅲ-14 能了解簡易歌謠、韻文的節奏與音韻。

英語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 (analytical) 與整體概念 (holis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1. 聽得懂簡易的生活用語及教室
用語，能分辨語句的節奏感及
語調，知道學過的字詞是單音
節、雙音節、多音節，也了解
其音節之組成與結構。

2. 能聽懂簡易的生活對話，也能
辨識說話者的情緒與態度。

3. 能聽懂歌謠、韻文、故事短劇
等之內容及其節奏與音韻。

紅字代表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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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語言能力（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涵蓋兩種以上語文技能）

第二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5-Ⅱ-1 能正確地認讀與聽寫26個字母。
◎5-Ⅱ-2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5-Ⅱ-3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5-Ⅱ-4 能運用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讀出英文字詞。

能認讀、聽寫26個字母；能以正確的
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
子。碰到不會讀的字，則可運用字母
拼讀規則協助讀出讀音。(如學生發音
不正確但仍可達意，教師應先鼓勵、
培養其表達之能力，再求其正確性。)

各種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 (analytical) 與整體概念 (holistic)

紅字代表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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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語言能力（聽說讀寫綜合應用能力，涵蓋兩種以上語文技能）

各種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 (analytical) 與整體概念 (holistic)

第三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5-Ⅲ-1 認讀與聽寫國小階段字詞。
◎5-Ⅲ-2 在聽讀時，能辨識書本中相對應的書寫文字。

5-Ⅲ-3 能聽懂、讀懂國小階段基本字詞及句型，並使用於簡易日常溝通。
◎5-Ⅲ-4 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語句，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5-Ⅲ-5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子。

5-Ⅲ-6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或吟唱簡易歌謠韻文。
5-Ⅲ-7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對話。
5-Ⅲ-8 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度朗讀簡易故事及短劇。

◎5-Ⅲ-9 能運用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讀出英文字詞。
*5-Ⅲ-10能運用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拼寫英文字詞。

1.能聽懂日常生活應對中常用
語句，並能作適當的回應。

2.能以正確的發音及適切的速
度朗讀簡易句型的句子、簡
易故事及短劇、吟唱簡易歌
謠韻文。(如學生發音不正確
但仍可達意，教師應先鼓勵、
培養其表達之能力，再求其
正確性。)

3.碰到不會讀的字，則可運用
字母拼讀規則協助讀出讀音。紅字代表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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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 (analytical) 與整體概念 (holistic)

（六）學習興趣與態度

第二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6-Ⅱ-1 能專注於教師的說明與演示。
6-Ⅱ-2 積極參與各種課堂練習活動。
6-Ⅱ-3 樂於回答教師或同學所提的問題。
6-Ⅱ-4 認真完成教師交待的作業。

對學習內容感興趣，因而熱
衷參與 (包含討論及作業)。

第三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6-Ⅲ-1 具有好奇心，主動向教師或同學提出問題。
◎6-Ⅲ-2 樂於參與課堂中各類練習活動，不畏犯錯。

6-Ⅲ-3 主動預習、溫習功課。
6-Ⅲ-4 會在生活中或媒體上注意到學過的英語。
6-Ⅲ-5 樂於接觸課外英語學習素材。
6-Ⅲ-6 在生活中接觸英語時，樂於探究其意涵並嘗試使用。
6-Ⅲ-7 樂於參與有助提升英語能力的活動（如英語營、歌唱、朗讀、說

故事、讀者劇場等活動）。

1.對學習內容感興趣，因而
熱衷參與。

2.進而主動注意周遭與英文
相關的學習、應用機會，
並勇於嘗試使用學過的英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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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習方法與策略

第二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7-Ⅱ-1 善用預習、複習強化學習效果。
7-Ⅱ-2 能妥善運用情境中的非語言訊息以幫助學習。

用各種方法學習英語。

第三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7-Ⅲ-1 運用已學過字詞之聯想以學習新的字詞。
7-Ⅲ-2 能用字典查閱字詞的發音及意義。
7-Ⅲ-3 在生活中能把握機會，勇於嘗試使用英語。

*7-Ⅲ-4 對教師或同學討論的內容能舉出示例或反例。

1.用各種方法學習英語。
2.把握機會嘗試使用英
語，表達自己的想法。
(了解使用語言犯錯
是正常的，所以不怕
犯錯)。

各種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 (analytical) 與整體概念 (h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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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文化理解

第二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8-Ⅱ-1 能了解國內外基本的招呼方式。
◎8-Ⅱ-2 能了解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習俗。
◎8-Ⅱ-3 能了解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習俗。

了解如何與不同文化的人以適當的
方式打招呼，了解國內外不同之節
慶與習俗。

第三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8-Ⅲ-1 能了解國內外基本的招呼方式。
◎8-Ⅲ-2 能了解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內主要節慶習俗。
◎8-Ⅲ-3 能了解課堂中所介紹的國外主要節慶習俗。

8-Ⅲ-4 能了解外國風土民情。

了解如何與不同文化的人以適當的
方式打招呼，了解國內外不同之節
慶、習俗與風土民情。

各種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 (analytical) 與整體概念 (h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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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邏輯思考、判斷與創造力

第二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9-Ⅱ-1 能夠將所學字詞做簡易歸類。 歸類。

第三階段英語文的學習表現 (analytic) 整體概念 (holistic)

◎9-Ⅲ-1 能夠將所學字詞做簡易歸類。
9-Ⅲ-2 能將事件依故事的發展加以排序。
9-Ⅲ-3 能綜合相關資訊作簡易的猜測。

歸類、排序、猜測(推
論)。

各種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 (analytical) 與整體概念 (ho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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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能力的學習表現細目與整體概念

為什麼有了學習表現
還需要標準本位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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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難道大家過去努力研發的試題
都無法測出學生的學習表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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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讓我們
回顧一
下我們
目前常
見的英
語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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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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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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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目前的英語試卷

學生的英語能力
聽 = ?
讀 = ?
寫 = ?

整份考卷測驗的
結果，無法協助
教師明確分辨學
生的英語能力

在哪些部分

有哪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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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
們應該思考是否需要

另一種評量思維？
或研發出

多一種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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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這就是為什麼有了學習表現
還發展了國民小學學生
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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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生學習成就標準本位評量

關於評量，我們想做的只是

評量 =檢驗學習成效

類似
體檢 =檢驗健康情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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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本位評量標準 = 體檢值之參考標準

呆媽抽血檢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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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本位評量標準 = 體檢值之參考標準

呆爸抽血檢查結果

全世界一致的檢測參考值
這個參考值就是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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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本位評量標準 = 體檢值之參考標準

結論：評斷呆爸、呆媽誰比較健康，不是比較誰得分高
、誰得分低；而是看誰的數據在參考值之內，誰
就比較健康

也因為不同項目有不同的參考值，醫師就可評斷
呆爸的健康在哪些部分亮了紅燈

參考值 = 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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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本位評量標準 = 體檢值之參考標準

英語學習表現的等級描述 評量參考值

評斷阿滴、阿妹誰的英文表現比較好，不是比較
得分的高低；而是看誰的成績符合不同的表現等
級描述，誰就是屬於A、B、C、D、E等級

也因為不同等級有不同表現的描述，老師就可評
斷阿滴、阿妹的英文表現在哪些部分有進步空間

評量參考值 = 檢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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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習階段的表現等級描述(PLD)

評量參考值
就是各學習階段的表現等級描述(PLD)
是全國一致的英語能力評量參考值

全國教師可依據這個參考值在課室中採用多元方式進行評量

也因為聽、說、讀、寫不同程度的表現各有不同的表現等級
描述，老師就可評量阿滴、阿妹的英語在哪些部分表現優良
，哪些部分需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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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評量標準」的表現等級描述 (PLD)

現在我們來看看
「英語評量標準」的
表現等級描述 (P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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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評量標準」的表現等級描述 (PLD)

由於課綱學習表現中沒有呈現各種能力等級描述

所以

如果要評量並判斷出學生表現程度有何不同，需要另
外制定評量標準，對各能力等級的學生表現加以描述，
即所謂的表現等級描述：

Performance Level Descriptors (P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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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等級描述 (PLD)是如何訂定的?

英語文課綱之學習表現

語言能力 (聽)

語言能力 (說)

語言能力 (讀)

語言能力 (寫)

英語文課綱之學習內容

語言知識

溝通功能

文化與習俗

思考能力

國小英語文 標準本位評量

主題 次主題

聆聽能力 語音聽辨、音訊理解

口說能力 發音朗讀、口語表達

閱讀能力 字詞、文句

寫作能力 字句抄寫、字句表達



33

表現等級描述 (PLD)是如何訂定的?

2. 各表現等級描述 (PLD)，為該能力等級最低之表現 (門檻)，均以正面文字描述之，
謂之評量參考值描述，學生達到該等級描述之能力，即代表具有該項能力。

A B C D E

優秀 良好 基礎 不足 落後

國小英語第三學習階段評量標準 (閱讀)

主題 次主題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閱讀
能力

字詞

能力表現同B等
級。

能依字意對字
詞做歸類。

能在句中指出對應
的關鍵字詞。

能依字意對字詞做
簡易歸類。

能指出對應的字詞。

能依字意對字詞做簡
易歸類，偶有錯誤。

僅能有限地依提示
指出對應的字詞或
依字意對字詞做簡
易歸類。

未達
D等級

表現描述分五個等級：

1. B、C 等級表現描述以「質性」描述為主，D等級則加入「程度」副詞 (如：僅能有
限地)，E等級一律以「未達D等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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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參考值描述 (PLD)是如何訂定的

國小英語第三學習階段評量標準 (閱讀)

主題 次主題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閱
讀
能
力

字詞

能力表現同B等級。

能依字意對字詞做歸
類。

能在句中指出對應的關
鍵字詞。

能依字意對字詞做簡易
歸類。

能指出對應的字詞。

能依字意對字詞做簡
易歸類，偶有錯誤。

僅能有限地依提示指出
對應的字詞或依字意對
字詞做簡易歸類。

未達
D等級

文句

閱讀與個人相關、生活化、情境單純、語句簡短的文本內容，如簡易句子或對話、短篇敘述、圖畫標示等。

能指出明確敘述的訊
息，並能整合訊息推
知隱含意思。

能指出明確敘述的訊息，
並能整合訊息推知隱含
意思， 偶有錯誤。

能指出明確敘述的訊
息，或能從單一訊息
推知局部隱含訊息。

僅能有限地指出明確敘
述的訊息或從單一訊息
推知局部隱含訊息。

未達
D等級

學習表現
表現描述分5等級

在兩個次主題中，分別描述期望學生在各等級的表現程度；從A
等級到D等級採正面描述同一學習表現之高低能力層次。

搭配領域課綱閱讀領域各階段之學習內容：檢測學生知道什麼與能做什麼。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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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項目 第三階段學習內容

A. 語言
知識

b. 語音 ◎1. 子音、母音及其組合。
◎2. 單音節、多音節，及重音音節。
◎3. 片語及句子的重音。
*4. 句子的語調及節奏。
◎5. 所學的字母拼讀規則。

c. 字詞 1. 校園內簡易的英文標示。
◎2. 簡易的教室用語。
◎3. 簡易的生活用語。

4.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

d. 句構 1. 簡易標點符號。
2. 簡易、常用的句型結構。

e. 篇章 *◎1. 簡易歌謠、韻文、短文、故事及短劇。
*2. 繪本故事、兒童短劇。

第三階段聆聽能力之學習內容與PLD的基本架構

B. 溝通功能
1. 自己、家人及朋友的簡易介紹。
2. 國小階段所學字詞及句型的生活溝通。

C. 文化與習俗
1. 國內（外）打招呼方式。

◎2. 國內外主要節慶習俗。

D. 思考能力
1. 所學字詞的簡易歸類。
2. 故事發展的排序。
3. 依綜合資訊作簡易猜測。

表現描述 (PLD)
主題 聆 聽

次主題 1 語音聽辨

所含學習內容 字母、語音、音節、音調

次主題 2 音訊理解

所含學習內容

句意、對話或短文

(聆聽或觀看與個人相關、生

活化、情境單純、語句簡短

的內容，如簡易字句、日常

對話、短篇故事或敘述、歌

謠或韻文、短劇、短片、簡

易公共場所廣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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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聆聽能力之學習表現與PLD的對應關係

主題 次主題 學習表現 表現描述(B等級)

聆聽
能力

1. 語音聽辨

1-Ⅲ-1 能聽辨英語的子音、母音及其不同的組合。
1-Ⅲ-2 能聽辨字詞是單音節或多音節，並辨識重音的音節。
1-Ⅲ-3 能聽辨句子的語調。
1-Ⅲ-4 能聽辨課堂中所學的片語、句子及其重音。
1-Ⅲ-5 能聽辨句子中的節奏。
1-Ⅲ-6 能聽懂課堂中所學的字詞。
1-Ⅲ-7 能聽懂簡易的教室用語。
1-Ⅲ-8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1-Ⅲ-9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1-Ⅲ-10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對話。
1-Ⅲ-11 能聽懂簡易歌謠和韻文的主要內容。
1-Ⅲ-12 能聽懂簡易故事及短劇的主要內容。
1-Ⅲ-13 能辨識簡易句子語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1-Ⅲ-14 能了解簡易歌謠、韻文的節奏與音韻。

能指出子音、母音
及其基本組合。
能指出字詞是單音
節或多音節，並指出
多音節字詞的重音節。
能指出句子的語調
及重音。

2. 音訊理解

能指出句中關鍵字
詞片語的意義。
能對聽到的語句做
出適當的回應。
能指出明確說出的
語音訊息或從單一
訊息推知局部隱含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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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學習內容取材範圍

國小英語第二學習階段評量標準 (閱讀)

主題 次主題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閱
讀
能
力

字詞

能力表現
同B等級。

能力表現
同B等級。

能指出26個印刷
體大小寫字母。

能指出對應的字
詞。

能指出26個印刷體
大小寫字母，偶有
錯誤。

能指出對應的字詞，
偶有錯誤。

能指出26個印刷體
大小寫字母，但時
有錯誤。

僅能有限地依提示
指出對應的字詞。

未達
D級

文句

閱讀生活化、情境單純、語句簡短的文本內容。

能指出明確敘述
的訊息。

能指出明確敘述
的訊息，偶有錯
誤。

能指出明確敘述
的訊息，時有錯
誤。

 僅能有限地指出
明確敘述的訊息。 未達

D級

聽 讀

第二
學習
階段

聆聽或觀看與個人相關、生活化、
情境單純、語句簡短的內容，如
簡易字句、日常對話等。

閱讀生活化、情境單純、語句簡短
的文本內容。

第三
學習
階段

聆聽或觀看與個人相關、生活化、
情境單純、語句簡短的內容，
如簡易字句、日常對話、短篇故
事或敘述、歌謠或韻文、短劇、
短片、簡易公共場所廣播等。

閱讀與個人相關、生活化、情境單
純、語句簡短的文本內容，如簡易
句子或對話、短篇敘述、圖畫標示
等。

取
材
依
階
段
加
深
加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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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指引撰寫原則

1. 評分指引是針對某特定一次評量，訂定各能力等級之表現級距標準

2. 評分指引需針對該次評量內容的難易度，再決定如何撰寫評量細節
及判定可以評量到哪些等級

3. 出題人先說明作答原則，自行寫下參考答案或範本，參考答案須儘
可能涵蓋學生各種可能的回應

4. 評分指引避免照抄「評量標準」的內容，例如：E等級評分指引也
需詳細撰寫，不能照抄「未達 D等級」，這樣會不夠精確，也無法
得知該學生因何原因只達 E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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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 vs. 評分指引

評量標準與命題：

如何根據評量標準的表現描述PLD命出題目，期望學生能從這
些題目中呈現教師預期的表現。

如何評分：
如何根據教師對學生期望值，依PLD之描述，訂定不同的表現
等級。這個評分的方法或原則或規則，稱之為評分指引。

以下以六年級聆聽之語音聽辨 (子音與母音) 為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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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 vs. 評分指引

先看評量標準與表現描述 (PLD)：語音聽辨 (子音與母音)

內容標準 國小英語第三學習階段表現標準聆聽 107.12.19

主題 次主題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聆聽能力 語音聽辨

能指出子音、
母音及其
不同組合。

能指出子音、
母音及其
基本組合。

能指出
子音及母音。

僅能有限地
指出子音或
母音。

未達
D級

A等級 4 題；B 等級 5 題；C 等級 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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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 vs. 評分指引

語音聽辨 (子音與母音) 命題範例

請仔細聽單字的發音，再選出與單字發音相對應的字母。

C 等級： 1. ( ) __ar (1) b (2) f (3) d

2. (     )  h__t (1) a (2) i (3) o

B 等級： 1. (     ) (1) fig (2) pig (3) wig

2. (     ) (1) map (3) mop (3) met

A 等級： 1. (     ) (1) catch (2) brush (3) strange

2. (     ) (1) rings (2) bees (3) teens

主題 次主題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聆聽能力 語音聽辨

能指出子音、
母音及其
不同組合。

能指出子音、
母音及其
基本組合。

能指出
子音及母音。

僅能有限地
指出子音或
母音。

未達
D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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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標準 vs. 評分指引

再依據不同表現描述 (PLD)的題數製作評分指引：

內容標準 國小英語第三學習階段表現標準聆聽 107.12.19

主題 次主題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聆聽能力 語音聽辨

能指出子音、
母音及其
不同組合。

能指出子音、
母音及其
基本組合。

能指出
子音及母音。

僅能有限地
指出子音或
母音。

未達
D級

A等級 4 題；B 等級 5 題；C 等級 6 題

主題 次主題 A (優秀) B (良好) C (基礎) D (不足) E (落後)

聆聽能力 語音聽辨

共答對
12-15題

共答對
8-11題

共答對
5-7題

共只答對
2-4題

共只答對
0-1題

15*.8 = 12 A (1)

B (3-5)

C (4-5)

至少答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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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每一份考卷都能測出A、B、C、D、E五種能力呢?

一份試卷全部答對，並不代表學生能力一定達到A等級，端看

題目設計時，預期能讓學生呈現出的能力表現為何。

如一份試卷中，所有的題目都只能測出 B 或 C 等級的能力，學

生答對再多題，也無法得知其能力是否符合A等級描述。

教師在命題時，應考量學生的英語能力來設計不同等級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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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評量工具的使用原則

1. 評量方式不限於紙筆，力求多元評量

2. 使用時機可以在課程的任何時段

3. 考量時間因素、評量工具未必要整份一次使用，可分次、
分大題、在不同課堂上使用

4. 學生之聽、說、讀、寫能力可藉由分批測驗之累計成果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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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學習表現與評量標準能力等級之對應關係

A B C D E

評量標準分五個表現等級

素養導向
標準本位評量

教學 課程/教材 評量

診斷扶助 教學回饋

課程綱要

優
秀

良
好

基
礎

不
足

落
後

課綱的學習表現≒評量標準 B(良好)-C(基礎)等級

通過 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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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一定要心懷評量標準
及評量目標

素養導向評量設計
更需依循全國一致的

評量標準
以呈現學生課堂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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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基本宗旨是要適才適性、因材施教 v.s.

要有一致的評量標準以達到有全國公信力的評量

1. PLD 不是只用在紙筆測驗。

2. PLD 主要是評量學生的英語能力在應用與溝通上的最佳表現為何，而不是評量
他們「如何」或「因何」達到該能力表現的。如果發現學生的表現不如預期時，
才需要回頭尋找補救的原因和方法。(如果班上表現兩極或多層次，則須考慮
差異化教學。)

3. PLD 要靠教師靈活應用才能發揮評量效果，如學生朗讀不佳，不一定口說能力
不佳，必須要多角度觀察、檢測才能真正了解學生的能力屬於哪一等級。

4. PLD 等級之判定、需依據長時間、多元、多角度評量之資料，再根據這些資料
調整後續之教學材料/內容、原則、策略及步調，才能適才適性、因材施教。



聽力命題教戰守則

(適用:聽力、閱讀、開放式題型、選擇題)

原創性

公平性

適切性



命題原則(原創性)

(適用:聽力、閱讀、開放式題型、選擇題)

 1、試題是原命題者獨特之見解，不能抄自參考
書籍、測驗卷或其他測驗等。

2、題型應多元富有創意，且配當適切。
3、試題不應該在任何考試中出現過。



命題原則(公平性)

(適用:聽力、閱讀、開放式題型、選擇題)

 1、試題中應避免出現任何歧視或褒揚特定性別、
種族、省籍、宗教、地區、政治傾向的用字
與敘述。

2、試題中的訊息不宜是某種群體，例如種族、
性別、居住地區或省籍所特別熟悉或比較陌
生的，以免造成測驗上的不公平。

3、考生答對試題的機會，不應受到該題學力指
標以外的因素所影響，例如設備或環境等。



 聽力 vs  閱讀

語音訊息

即時接收

無法重複檢視

文字訊息

可來回重複檢視

認知複雜度較高



錄音稿/題幹/選項

-句子較短

-句構較簡易

-訊息不宜繁複/迂迴/隱晦/零碎



錄音稿
M: I want two apples. How much are they?

W: 50 dollars. 

M: Good! And how about a banana? 

W: It’s 10. 

M: OK. I want two apples and one banana. 

Q: Where are the man and the woman?

請簡答 (用中、英文作答皆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句子長度及結構簡短單純



錄音稿句子太過複雜

 In a movie theater.
 In a hotel.
 In a drink shop.

Q:Where are the man and the woman?

錄音稿:

W: May I help you?
M: Yes, I want a bubble milk tea with no ice, a red tea with  half sugar,

and a coffee without sugar.
W: A bubble milk tea with no ice, a red tea with half sugar, and  a coffee without sugar.
M: Yes, please.
W: And that’s for here or to go?
M: For here.
W: O.K. That’s $100. Enjoy your drinks.

NG



Watching TV.

 To be a soccer player.

 Playing soccer.

錄音稿:

M: I am John. My favorite sport is soccer. But I always get excited

watching sports games.

Q: What is John’s hobby?

錄音稿訊息太過隱晦不明

NG



錄音稿:

M: You look angry.  You don’t like hiking?

W: Yes, I do. But look at all the trash over there! 

Question: What is the woman angry about? 

(  )  The trash.  The man.      Hiking.

錄音稿具隱含可推論之訊息

OK



•唸出聲音

•即時接收

無法重複檢視

聽力？記憶力？

敘述、故事、對話、日記
、書信等

 (認知負荷不宜太高)

海報(非連續性文本) NG

菜單(非連續性文本) NG

字詞需加註中文(無法於音
訊中呈現) NG

 etc. . . . 

聽力取材考量



錄音稿:

M: Excuse me,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o the Art Museum?
W: Let me see…oh, yeah, you can take bus number 17 and get off at the train station.

Then transfer to bus number 72.  That goes to the Art Museum.
M: 17 to the train station, then 72. OK, I got it.  Thanks a lot.
W: You’re welcome.

Q:  How can the man get to the Art Museum? 

*transfer 轉換

 He has to take a train first.

 He can take bus 15 or bus 62.

 He has to transfer buses.

錄音稿訊息不宜繁複及出現中文註解

NG



錄音稿:

M: What’s this?
W: It’s you.

Q: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錄音稿訊息不宜模糊及考代詞指涉

A picture.

A doll.

A gift.

NG



題幹問法

明確聚焦

避免廣泛模糊

避免問「未提及」的內容



問題明確

OK What does Sue usually do after lunch on Sundays?

問題不明確

NG Which is true? 

NG What can we know from the  dialogue? 

NG What is NOT talked about in the dialogue?

題幹明確



錄音稿:

M: Let me introduce a new friend, Emma, to everyone! 

W: Hello everyone.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I really hope to visit night 

markets again in Taiwan. 

Question: What does Emma like in Taiwan?

 Trees. 

 Food.

 People.

題幹未聚焦於語音訊息

NG



 a rabbit  an elephant  a zebra

錄音稿:

I like to eat grass. I am big and gray. I have a long nose. Who am I? 

題幹明確聚焦

OK



錄音稿:

Mike is in grade 5. He can’t paint well but he loves to dance and he 
can play basketball very well. PE is his favorite subject. 

Question: What subjects does Mike NOT like?

題幹不應有未提及的訊息內容

NG



錄音稿:

M: It’s 4 o’clock now.  Let’s meet at the park at 6 o’clock.   

W: OK.  See you.

Question: What time are the man and the woman going to meet? 

( )  4:00.        5:00.         6:00.

題幹問題是言談內容的重要核心訊息

OK



錄音稿:

M: I want to go to the zoo.

W: It’s not a good idea.  See?  It’s raining now.  

M: We can buy umbrellas.

W: Sounds great!  Then I can see tigers and lions!

Q：Will they go to the zoo?

( )  Yes.             No. 

答題線索不會只有一處(內有隱含訊息的高層次題目)

NG



適當利用語音特性設計情境及試題
(停頓、重複、使用填充語或自我修正、重音、語調、語氣、
連音、近似音等)

錄音稿:

W: I want to go to the City Museum.

M: Well… it’s not open today.  It is open from Tuesday to Sunday. 

W: Then let’s go there tomorrow. 

Q: What day is today?

It’s Monday. 
It’s Tuesday.  
 It’s Sunday.



錄音稿:

M: I want to go to the zoo.

W: It’s not a good idea.  See?  It’s raining now. (宜有下雨的背景聲音，讓情境更似真) 

M: We can buy umbrellas.

W: Sounds great!  Then I can see tigers and lions!

Q：Are they going to the zoo?

( )  Yes.             No. 

適當利用音效或背景聲音讓語音情境更真實



錄音稿:

M: I want to go to the zoo.

W: It’s not a good idea.  See?  It’s raining now. (有下雨的背景聲音，不會暗示答案 ) 
M: We can buy umbrellas.

W: Sounds great!  Then I can see tigers and lions!

Q：Are they going to the zoo?

( )  Yes.             No. 

音效或背景聲音不會暗示答案



1. 音效

讓語音聲調更真實，
符合題目內容情境

避免直接提供答題線索

OK

NG



避免學生不熟悉的口音

2. 口音

使用學生教材中熟悉的美式口音OK

NG



3. 聲音區隔

除了單人情境題，錄音需區隔不同人的聲音。

避免使用單一人聲錄製雙人以上的聽力對話。

OK

NG



M: I want to go to the zoo.

W: It’s not a good idea.  See?  It’s 

raining now.  

M: We can buy umbrellas.

W: Sounds great!  Then I can see 

tigers and lions!

Question:  How’s the weather now?

二個角色



OK



需清楚區隔不同的聲音

Bob: It is so cold today.

Candy: Yes, I think you need a coat.

Amy: How much is the coat?

Candy: It's six hundred and fifty dollars.

Bob: I don't have that much money.

Amy: Let's go to the flea market and find one!

三個角色， ? 種聲音
NG



4. 降低干擾

選答指令明顯

避免讓記憶力或英語閱讀能力干擾聽力評量

OK

NG







-欲評量何項能力???

-評量到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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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與範例說明

SBASA題目範例說明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試卷

79

C子音母音5題

B基本組合5題(1-5)  

A不同組合5題(6-10)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A等級表現-1

樣卷說明：
答案幾乎正確，顯示學生能清
楚聽辨子音與母音

80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A等級表現-2

81







樣卷說明：
•第一部份答錯第3、4題，是
關於字首子音以及長母音的
分辨

•第二部份第7題錯誤概念則是
子音、母音於單字內不同的
組合時發音所產生的變化

•共答對12題，能力達到A等
級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B等級表現-1

82











樣卷說明：
•第一部份第3題以及第二部份第3

題錯誤皆為字首子音分辨
•第二部份第5、7、9題為母音分
辨，學生可以分辨出基本母音和
子音，但對於子音、母音不同的
組合則無法清楚辨識

•共答對10題，能力達到B等級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B等級表現-2

83











樣卷說明：
•第一部份第1、2、4、5題為子
音和母音的基本組合題型

•第二部份第7題錯誤為不同子
音、母音於單字間不同位置之
組合

•共答對10題，評為B等級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C等級表現-1

84

✓

✓

✓

✓

✓

樣卷說明：
•學生僅能分別少數字母及其相對
應發音，無法分辨識不同子音及
母音的組合

•共答對5題，能力表現為C等級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C等級表現-2

85

✓

✓

✓

✓

✓

✓

樣卷說明：
•學生僅能分別少數字母及其相
對應發音，無法辨識不同子音
及母音的組合

•共答對6題，能力表現為C等級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D等級表現-1

86

✓

✓

樣卷說明：
•學生幾乎無法聽辨字母及其相對應發音
•答對2題，能力落於D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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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D等級表現-2

樣卷說明：
•學生幾乎無法聽辨字母及其相對應發音
•答對2題，能力落於D等級



擬定教學目標
依據課綱

進行教學活動

規劃教學內容

及策略

設計評量工具

評定學生表現

教學 評量 評量標準

88

可以是在教學過程中，
根據多元、多層次評
量標準的、多次的形
成性評量。

也可以是呼應所有評
量標準的總結性的評
量。

學生聽辨子音、母音及其基
本組合、不同組合的能力

I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
對應的課室評量PLD與評分指引(與教師教學、評量之間的關係)

學生的實際學習表現程度

教學內容與預期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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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聆聽~語音聽辨
1. 字母
2. 子音、母音、及其基本組合
3. 單音節、多音節、重音
4. 句子語調及重音



90



II-聆聽語音聽辨-對應的PLD與評分指引

91

評量標準的關鍵，也是命題的重點



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錄音稿

92



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試卷

93

C子音母音5題

A不同組合5題

C子音母音5題



II-聆聽語音聽辨-子音與母音-樣卷
A等級表現

94







95



96

表現標準的關鍵，教師命題的重點

1、包含連續或多句教室用語及指令、詢問、要求或活動步驟說明等。
2、包含作答、指出意思、表情反應或做出動作等。
3、簡易語句包含單一教室用語及指令等。



97



98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試卷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A等級表現-1

樣卷說明：
全數答對，故列為A等級。顯示學
生能對聽到的語句做出適當的回應
。

99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A等級表現-2

樣卷說明：
第2大題(3)作答錯誤，共答對15題。
雖有錯但因容錯率，仍為A等級。
顯示學生能對聽到的語句做出適
當的回應。

100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B等級表現-1

樣卷說明：
第4大題(1)、(4)作答錯誤，共答對
14題，為B等級。

101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B等級表現-2

樣卷說明：
第1大題(4)作答錯誤；第3大題(5)

作答錯誤；第4大題(2)作答錯誤，
共答對13題。

102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C等級表現-1

樣卷說明：
第1大題frog及tomato作答錯誤；
第2大題(1)、(4) 作答錯誤；第4大
題(1)、(3)作答錯誤；共答對10題

103



104



105

表現標準的關鍵，教師命題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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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音訊理解-言談-錄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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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音訊理解-言談-錄音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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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音訊理解-言談-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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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音訊理解-言談-試卷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A等級表現-1

110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B等級表現-1

111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B等級表現-2

112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C等級表現-1

113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C等級表現-2

114



115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對應的課室評量
PLD與評分指引

116

表現標準的關鍵，教師命題的重點

A整合(至少含二個訊息)*8           BC明確或簡易推論* 7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
第一部分錄音稿

117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
第二部分錄音稿

118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第一部分試卷

119

BC明確或(單一訊息)簡易推論*7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第二部分試卷

120

A整合(至少二個訊息)*8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A等級表現-1

樣卷說明：
全數答對，故列為A等級。顯示學
生能指出明確說出的語音訊息，
並能整合訊息推知隱含意思

121

✓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A等級表現-2

122







樣卷說明：
•第9題測驗的是關鍵字詞片語的語意理解能力
•答錯的第11及15題需要從對話語句中推知隱含訊息
•共答對12題，雖有錯誤，但仍達到A等級能力範圍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B等級表現-1

123











樣卷說明：
•第4、13題測驗的是關鍵字
詞片語的語意理解能力

•第11、14、15題皆須將聽到
的訊息整合並推論隱含的
意思，

•共答對10題，能力未達A等
級範圍，故評為B等級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B等級表現-2

124












樣卷說明：
•第5、7、11、15題皆須將聽
到的訊息整合並推論隱含的
意思

•第6、9題測驗的則是關鍵字
詞片語的語意理解能力。

•共答對9題，能力評為B等級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C等級表現-1

125












樣卷說明：
•第4、9題測驗的是關鍵字
詞片語的語意理解能力

•答錯的第5、7、11、12、
15題皆須將聽到的訊息整
合並推論隱含的意思

•共答對7題，能力未達B等
級範圍，故評為C等級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C等級表現-2

樣卷說明：
•第1、2、5、7、11、12、15

題皆須將聽到的訊息整合並
推論隱含的意思

•第6、9、13題測驗的是關鍵
字詞片語的語意理解能力

•答對5題，評為C等級

126

✓

✓

✓

✓

✓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C等級表現-3

127

✓

✓

✓

✓

樣卷說明：
•第1、2、5、7、12、14、15

題皆須將聽到的訊息整合並
推論隱含的意思

•第6、8、9題測驗的則是關鍵
字詞片語的語意理解能力。

•答對4題，評為C等級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樣卷
D等級表現-1

128

✓

✓

✓

樣卷說明：
•第1、2、5、7、12、14、15題皆
須將聽到的訊息整合並推論隱含
的意思

•第3、4、6、10、13題測驗的是
關鍵字詞片語的語意理解能力。

•共答對3題，評為D等級



擬定教學目標
依據課綱

進行教學活動

規劃教學內容

及策略

設計評量工具

評定學生表現

教學 評量 評量標準

129

可以是在教學過程中，
根據單一或多元評量
標準的，多次的形成
性評量。

也可以是呼應所有評
量標準的總結性評量。

學生能明確聽出語音訊息，
並能由單一及整合訊息推論

隱含的意思。

聆聽音訊理解-言談
對應的課室評量PLD與評分指引(與教師教學、評量之間的關係)

學生的學習內容與預期表現程度

教學內容與預期學生表現

評量標準(依據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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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能力例題 (第二學習階段)

題目 學習表現 (等級描述)
三面九項

(潛在素養)
難度 評分指引

請選出聽到的字母。

1. (聽到 S, S)

(A) X

(B) S

(C) F

學習表現
1-Ⅱ-1

能聽辨26個字母。

等級描述
能指出所聽到的字母。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B 至少答對80%

的題目

字母聽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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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能力例題 (第二學習階段)

題目 學習表現 (等級描述)
三面九項

(潛在素養)
難度 評分指引

請根據對話內容，選出問題的正確答
案。

1.

Boy: Is this your hat? 

Girl: No. My hat is red, not green.

What color is the girl’s hat?

(A) Green

(B) Red

(C) Yellow

學習表現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用語。
1-Ⅱ-10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子。

等級描述
能對聽到的語句做出適當的回
應。

能指出明確說出的語音訊息。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A 至少答對70%

的題目

音訊理解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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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能力例題 (第三學習階段)

題目 學習表現 (等級描述)
三面九項

(潛在素養)
難度 評分指引

請根據對話內容，選出正確答案。
1.

W: What can we do this morning?

M: I want to go to ABC Museum.

W: Well… it’s not open today. How about 

going to the zoo?

M: But it’s rainy now, and we don’t have 

umbrellas.

W: Then let’s go buy umbrellas first!

M: OK!  Lion King, I’m coming!

Question: Where are they going?

(A) A museum.

(B) A library.

(C) A zoo.

學習表現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
活用語。
1-Ⅱ-10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
句子。
1-Ⅲ-13 能辨識簡易句子語
調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等級描述
能對聽到的語句做出適當的
回應。

能指出明確說出的語音訊息，
並能整合訊息推知隱含意思。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A 至少答對
70%的題目

音訊理解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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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能力例題 (第三學習階段)

題目 學習表現 (等級描述)
三面九項

(潛在素養)
難度 評分指引

請聽下列對話內容，選出問題的正確
答案。
1. 

Tom likes this animal very much. It 

has a long nose. It has two large 

ears, and it eats a lot of grass every 

day.

What is this animal?

(A) A cow.

(B) An elephant.

(C) A giraffe.

學習表現
1-Ⅱ-9 能聽懂簡易的日常生活
用語。
1-Ⅱ-10 能聽懂簡易句型的句
子。
1-Ⅲ-13 能辨識簡易句子語調
所表達的情緒和態度。

等級描述
能對聽到的語句做出適當的回
應。

能指出明確說出的語音訊息，
並能整合訊息推知隱含意思。

B1 

符號運用與
溝通表達
A2 

系統思考與
解決問題

A 至少答對70%的
題目

音訊理解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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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段之表現描述

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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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聆聽能力 (第二階段)

1.宜利用課堂觀察或活動等方式進行多元評量，亦可適度採行紙筆測驗。
2.子音及母音的基本組合，意指單字母子音及單字母母音的CVC組合，例如：cat或bed。
3.有別於閱讀篇章，聽力音訊還包含語調、語氣等語音訊息。
4.包含連續或多句教室用語及指令、詢問、要求或活動步驟說明等。
5.包含作答、指出意思、表情反應或做出動作等。
6.簡易語句包含單一教室用語及指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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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聆聽能力 (第三階段)

1.宜利用課堂觀察或活動等方式進行多元評量，亦可適度採行紙筆測驗。
2.子音及母音的基本組合，意指單字母子音及單字母母音的CVC組合，例如：cat或bed。
3.有別於閱讀篇章，聽力音訊還包含語調、語氣等語音訊息。
4.統整結合至少二個語音訊息。
5.包含主題、目的、歸類、預測、大意、結論及推論局部隱含訊息等。
6.包含連續或多句教室用語及指令、詢問、要求或活動步驟說明等。
7.包含作答、指出意思、表情反應或做出動作等。
8.簡易語句包含單一教室用語及指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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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口說能力 (第二階段)

1. 偶有不符母語人士慣用之處，如“tell a story” 說成 “say a story”、“table” 說成 “desk” 或 “There are five people in my family.” 說成 “ My family has fiv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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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口說能力 (第三階段)

1.除了適切的發音，也包含適切的重音。
2.以不超過10句為原則。
3.包含語用禮儀，如be quiet 與 shut up意思雖相同，但前者比後者符合社交禮儀。
4.偶有不符母語人士慣用之處，如“tell a story” 說成“say a story”、“table” 說成“desk”或“There are 

five people in my family.” 說成“ My family has fiv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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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閱讀能力 (第二階段)

1.此「字詞」次主題乃包含字詞與字母。
2.此「文句」次主題乃針對具備「情境脈絡」的各式語句文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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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閱讀能力 (第三階段)

1.此「字詞」次主題乃包含字詞與字母。
2.此「文句」次主題乃針對具備「情境脈絡」的各式語句文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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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書寫能力 (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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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英語領域第二、第三學習階段之PLD

書寫能力 (第三階段)

1. 包含符合語用禮儀及母語人士所慣用。語用禮儀如be quiet 與 shut up意思雖相同，但前者比後者符合社交禮
儀；母語人士所慣用如 “tell a story” 寫成 “say a story”、“table” 寫成 “desk” 或 “There are five people in my 

family.” 寫成 “My family has five people.”。



結語

標準參照的評量工具 SOP

PLD (導航) + Checklists (校準)

{命題 & 評分}

http://www.sbasa.ntnu.edu.tw

http://www.sbasa.ntnu.edu.tw/


http://www.sbasa.ntnu.edu.tw

http://www.sbasa.ntnu.edu.tw/


SBASA網站
Student-based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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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Based Assessmen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學生學習成就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