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 108年正式上路的新課綱，依據《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適性揚才」

之願景，欲以「核心素養」教育，培養學生探

究、參與、實踐、反思及創新的能力，成為新

世代公民。所謂「核心素養」是指一個人為適

應現在生活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

能力與態度，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

為限，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透過實踐力

行而彰顯學習者的全人發展。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核心素養係強調培養

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包括「自主行動」

(學習意願 )、「溝通互動」( 學習方法 )、「社
會參與」(活用學習 )三大面向，並發展出九大
項目。

以核心素養概念發展的素養教育，分為「教

學」與「評量」兩部分，具備以下特色：

核心素養導向評量設計原則
圖片提供／達志 Shutterstock

為何發展素養教育？Why
一、客製化

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考量不同背景(包括文
化、族群、城鄉、性別及身心特質等)學生
的多元生活經驗，提供自主學習空間。 

二、彈性化

顧及不同地區、族群及學校類型的特色，提

供課程發展之彈性。 

三、統整及轉化

(一) 統整
透過不同主題或形式的探究與實作活動，提

供本領域中各科目的協同空間。

(二) 轉化
教師需轉化教材，教學設計融入情境化、脈

絡化學習過程，系統性引導學生邏輯思考，

培養解決實際生活情境中的各種問題。

四、多元化

評量也是學習的歷程，藉由多元評量來檢視

學生的學習成效。

5

教學現場

108(1)社會新鮮報10月號_內頁.indd   5 2019/10/8   上午 11:57:16



臺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主任陳柏熹指出發展

核心素養導向評量的目的除了檢驗學生所學到

的學習內容或學科知識，更希望評量到學生從

學科知識或學習內容所延伸出來對知識概念的

判斷、應用或生活問題的解決能力。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產出素養

試題前，必須先熟悉 108課綱，以利發展出符
合課綱並能測驗學生素養能力的試題。課綱中，

三個關鍵要素為「核心素養、學習表現、學習

內容」。其中，學習表現包含「理解及思辨」、

「態度及價值」和「技能、實作及參與」；學

習內容則依據國中階段的歷史、地理、公民與

社會三科分別發展出不同學習主題，詳細內容

可參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

的內涵。

核心素養導向試題有下列幾項特色：

什麼是核心素養導向評量？What

一、 題目情境主要以解決真實生活問
題為主。

二、 題目閱讀量高，也常配合圖表或
數據資料來描述問題情境。

三、 題目不只是單題，也常以題組，
甚至非選擇題形式出現。

未來的考試，讓學生不再是背就有分，要會

思考事件因果與影響，平時應增進圖表判讀轉

譯能力、隨時關心時事、觀察生活周遭、思考

與應用習得的知識。但也必須注意素養試題≠

閱讀素養，題幹冗長並不等於素養試題。讓學

生學習處理複雜訊息、判斷重要資訊、篩選正

確訊息以解決問題，才是素養試題的目標之一。 

▲核心素養的滾動圓輪意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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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設計社會領域核心素養導向評量的步驟與範例。

測驗學生對於「性別平等與公平正義」知識理解與應用分析的能力。選定：

1.核心素養： 社 -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2.學習表現： 社 1a-IV-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社 1b-IV-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3.學習內容：公 Ba-IV-5 國家如何介入以協助建立平權的家庭和發揮家庭職能？
 公 Cd-IV-2家務勞動的分擔如何影響成員的個人發展與社會參與？
 公 Da-IV-1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公不公平」有哪些例子？

找到「家庭勞務分工、育嬰假」等談論家務分工與不公平處境的相關文章，並重新整合撰寫，

千萬不要全篇貼上，擷取希望讓學生閱讀並判斷的資訊，以免原始文章資訊過於繁多，反而讓

學生無法聚焦判斷。並設計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情境，例如：「小丸子為完成暑假的專題作業，

針對日本的家務分工現象做了一份報告，根據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試題設計步驟及範例How

近年，日本出現一個新詞彙叫「イクメン」(ikumen)，
它是 ikemen(帥哥 )結合 ikuji(育兒 )的字首，意思就是「育
兒帥爸」。源於西元 2010年，日本政府啟動「袋鼠爸爸計
畫」及修訂《育嬰及家庭照料休假法》，希望透過「帥氣

猛男」(ikemen hunk)形塑袋鼠爸爸的形象，鼓勵男性請育
嬰假，跟妻子一起分攤育兒責任。西元 2017年，日本男性
獲准請育嬰假的比率創 20年新高，已達 5.14％，但仍與女
性育嬰假的 83.2％相比差距甚大，此與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意識有關。

傳統觀念造成日本男性面對下列困境：首先，他們獨自承受賺錢養家重擔。在「工作賺錢

養活家人才是男人」等觀念影響下，日本男性不太請育嬰假，照顧家庭與育兒的工作多由妻子

負責。其次，親子關係疏離。日本有句諺語用「地震、雷、火災、父親」來形容「可怕的東西」，

男性忙於工作疏於親子互動，影響親子的親密關係。

如今，街道、公園，愈來愈能看見父親帶孩子玩耍、購物的景象，日本政府正逐漸朝西元

2020年男性育嬰比率 13％的目標邁進。未來這群日本袋鼠爸爸，如何以酷又性感的形象，改變
日本家庭樣貌，值得繼續觀察。

1

2

設定評量目標 (選擇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

從生活情境出發，尋找相關素材並進行統整

Step

Step

公民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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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2015，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領域課程綱要核心素養發展手冊，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2.  教育部，2018，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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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3.  李京諭，「108新課綱系列──新課綱上路，心測中心主任陳柏熹：別急著送孩子去『補素養』！」(2019年 03月 )，《親子天下》，

https://reurl.cc/ZydXW
4.  程遠茜、許家齊、王韻齡，「108新課綱 -國中會考全科目分析：跨學科、領域，重知識應用，往 108課綱素養教學邁進」(2018年 5
月21日 )，《親子天下》，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77040-/?page=4

5.  楊竣傑，「『型男奶爸』顛覆傳統，日本創男性育兒比率新高：臺灣可以怎麼做？」(2018年12月03日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2403&page=2

根據目標設計問題

資料來源

問題一

根據文章內容，日本在解決家庭育兒責任分擔的作法，與下列何者相同？

(A)私立幼兒園增加托育人數
(B)企業鼓勵員工留職停薪育嬰 
(C)立法院三讀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 
(D)廠商推出「父親育兒幫手」等商品

參考答案 C

核心素養 社 -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學習表現 社 1a-IV-1 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

學習內容 公 Ba-IV-5 國家如何介入以協助建立平權的家庭和發揮家庭職能？

問題二

根據文章內容，傳統觀念為日本男性帶來哪些不公平的處境？請寫下你從文章中判斷

的依據。

參考答案

核心素養 社 -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學習表現 社 1b-IV-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學習內容
公 Cd-IV-2家務勞動的分擔如何影響成員的個人發展與社會參與？
公 Da-IV-1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公不公平」有哪些例子？

不公平處境

從文章中判斷的句子

不公平處境
1.獨自承受賺錢養家重擔。
2.親子關係疏離。

從文章中判斷的句子

1.在「工作賺錢養活家人才是男人」等觀念影響下，日本男性不太請
育嬰假，照顧家庭與育兒的工作多由妻子負責。

2.日本有句諺語用「地震、雷、火災、父親」來形容「可怕的東西」，
男性忙於工作而疏於親子互動，影響與孩子的親密關係。

評分規準：(滿分 3分 )
3分：正確寫出兩項不公平的處境，以及從文章中的判斷句子。
2分：僅能正確寫出一項不公平的處境，以及從文章判斷的句子。
1分：僅能正確寫出不公平的處境，未能完成從文章判斷的句子。
0分：未能答對上述任何一個子題。

3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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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學生對於「人地互動」知識理解與應用分析的能力。選定：

1. 核心素養： 社 -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社 -J-B1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  

 並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2.學習表現：地 1b-IV-2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社 3b-IV-3使用文字、照片、圖表、數據、地圖、年表、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  

 並解釋探究結果。

3.學習內容：地 Bi-IV-4問題探究：南美洲熱帶雨林的開發與保育。

找到「亞馬遜雨林開發」的相關文章，並重新撰寫，擷取需要讓學生閱讀並判斷的資訊，避

免原始文章資訊過於繁多，反而讓學生無法聚焦判斷。

1

2

設定評量目標 (選擇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

從生活情境出發，尋找相關素材並進行統整

Step

Step

地理

全球最大的熱帶雨林─亞馬孫雨林，正遭遇有紀錄以來最頻繁的大火，西元 2019
年發生了七萬多起大火，比西元 2018年的同一期間上升了 83％，也是自西元 2013年以來，
火災頻率最高的一年。專家分析，西元 2019年亞馬孫地區的降水量雖然稍低於平均值，
但此次大火多半是人為因素造成。例如：亞馬孫雨林地區的傳統農耕方式，農家會趁著乾

季放火整地，以種植農作物；政府砍伐雨林製造更多耕地與牧地。失控的大火，濃煙幾乎

覆蓋了半個巴西，甚至向鄰國祕魯、玻利維亞和巴拉圭蔓延，帶來不可逆的生態破壞。

拯救

亞馬孫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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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圖輯隊「我們不抱任何希望」 亞馬孫雨林七萬件大火破紀錄 https://dq.yam.com/post.php?id=11498

根據目標設計問題

問題一

請問下列哪個地形區的傳統農耕方式與亞馬孫雨林地區最為接近？

(A)伊朗高原 (B)德干高原
(C)剛果盆地 (D)塔里木盆地

參考答案 C

核心素養  社 -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學習表現 地 1b-IV-2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學習內容 地 Bi-IV-4問題探究：南美洲熱帶雨林的開發與保育。

問題二

請在右圖中寫出受到巴西亞馬孫雨林大火，濃煙影響

的三個巴西鄰國國名。

參考答案

評分規準：(滿分3分)
 標示出祕魯、玻利維亞和巴拉圭三個國家，每標示出一個
國家得1分(錯字即錯)。

核心素養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

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學習表現
 社3b-IV-3 使用文字、照片、圖表、數據、地圖、年表、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

探究結果。

學習內容  地Bi-IV-4 問題探究：南美洲熱帶雨林的開發與保育。

問題三 試舉出一項亞馬孫雨林大火可能為地球帶來的生態破壞。

參考答案 生物多樣性消失、雨林物種滅絕、全球暖化更嚴重。

核心素養 社 -J-A2 覺察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學習表現 地 1b-IV-2歸納自然與人文環境互動的結果。

學習內容 地 Bi-IV-4問題探究：南美洲熱帶雨林的開發與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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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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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傳教士問道：要讓土著 (原住民 )歸順，並讓其改信基督教最好的方法是
什麼？

我們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奪取各村惡人的全部財產。我們藉此展現武力後，土

著 (原住民 )便會心懷恐懼，真正歸順我們。如此一來他們才會變得文明，在上帝
慈悲下，傳教才能順利。過去經驗證明，僅是善意無效。

評議會在詳加考慮後決議，等我們船隻從中國回航立刻攻擊目加溜灣，那個村

落最小，只有三百人。

測驗學生對於「大航海時期臺灣史」的知識理解與應用分析能力。選定：

1.核心素養：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 
 能促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社-J-C3 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 
  際社會的互動關係。

2.學習表現：社1b-IV-1 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歷1b-IV-2 運用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社3-IV-3 使用文字、照片、圖表、數據、地圖、年表、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並  

  解釋探究結果。

3.學習內容：歷Bb-IV-1 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各方勢力。
  歷Bb-IV-2 原住民族與外來者的接觸。

找到荷蘭在臺時期的相關文章與地圖，擷取需要讓學生閱讀並判斷的資訊，避免原始資訊過

於繁多，反而讓學生無法聚焦判斷。

1

2

設定評量目標 (選擇核心素養、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 )

尋找相關史料與古地圖素材，並標註必要資訊

Step

Step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福爾摩沙評議會議事錄
(西元 1629年 11月 17日 )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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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為霖英譯、翁佳音校訂，2017，「荷蘭時代的福爾摩沙」，臺北：前衛出版社

問題一

附圖為荷蘭在臺時期南部四大部落分布圖，請

判斷受荷人統治的麻荳社、蕭 社、目加溜灣

社與新港社，應是屬於哪一原住民族？

(A)泰雅族
(B)賽德克族
(C)西拉雅族 
(D)凱達格蘭族

參考答案 C

核心素養
社-J-B1 運用文字、語言、表格與圖像等表徵符號，表達人類生活的豐富面貌，並能促

進相互溝通與理解。

學習表現
社3b-IV-3 使用文字、照片、圖表、數據、地圖、年表、言語等多種方式，呈現並解釋

探究結果。

學習內容 歷 Bb-IV-2原住民族與外來者的接觸。

問題二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利用傳教士們向各部落的原住民傳教，並使其歸順荷人統治。根

據文章判斷，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認為向原住民推廣基督教最有效的方式為何？

(A)提供各部落糧食來源
(B)各地設立學校與教堂
(C)透過各部落長老傳教 
(D)以武力鎮壓反抗勢力

參考答案 D

核心素養
社 -J-C3尊重並欣賞各族群文化的多樣性，了解文化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臺灣與國際

社會的互動關係。

學習表現
社 1b-IV-1應用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解析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
歷 1b-IV-2運用歷史資料，進行歷史事件的因果分析與詮釋。

學習內容
歷 Bb-IV-1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各方勢力。
歷 Bb-IV-2原住民族與外來者的接觸。

問題三
圖中的原住民部落「新港社」深受荷蘭人基督教影響。請問此說法可以運用哪一個歷

史事蹟作為證據呢？請說明原因。

參考答案

新港文及新港文書。荷蘭傳教士為方便傳播基督教，以「羅馬拼音」教導當地居民拼寫西拉雅語

而成的新港文及新港文書，一直到清代還能傳承運用，說明荷人對於新港社在宗教及文化方面的

影響深遠。

核心素養 社 -J-A2察覺人類生活相關議題，進而分析判斷及反思，並嘗試改善或解決問題。

學習表現 社 1c-IV-1評估社會領域內容知識與多元觀點，並提出自己的看法。

學習內容
歷 Bb-IV-1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各方勢力。
歷 Bb-IV-2原住民族與外來者的接觸。

3 根據目標設計問題
Step

麻荳社

新港社

蕭壠社

普羅民遮城
熱蘭遮城

目加溜灣社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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