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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乃針對北一女中多元環境探索課程之規劃與實施進行評鑑，下文將依續說明本計畫

的研究目的、進行研究的方法，包括評鑑的架構、資料取得的方法和確認評鑑品質的努力。接

著，說明評鑑至今的部分成果。最後，提出對評鑑的檢討，與對課程研究計劃的建議。 

一、研究目的 
北一女中之多元環境探索課程整合研究計畫，以「教師成長」作為創新課程研發的起點。

因此在第一年的計畫執行中，參與研究人員在教師成長上投入了大量時間，其次是課程目標及

主要內容的選取，另外子二和子三各有一些探索性的學生活動。 

本評鑑計畫的第一年的研究目的，即是： 

（一）評估北一女教師的成長活動（包括專業知識研習、定期會議和讀書會）的成效 

（二）評估課程設計階段的成效 

（三）協助編製問卷評估探索性學生活動的成效，作為課程發展之參考 

二、文獻探討 
課程評鑑是課程發展與實施過程中的重要元素（高新建，民91）。發展課程時所進行的評

估，可找出課程的優點與價值、判斷課程實施的成效，以隨時且適切地提供改善課程設計與實

施的重要資訊，作為瞭解課程問題及修訂課程的重要參考資料。課程評鑑，不但可以發現問題、

檢討修正、改進缺失、並可確保課程品質。 

本課程評鑑研究計畫，是從課程設計階段就開始參與的評鑑研究，可以由較「客觀」的角

度，在課程成形的過程中，幫助發現問題、給予意見及修正。 

上述的課程評鑑研究的目的，正好符合了「背景輸入過程成果模式」（即CIPP模式）的基

本觀點。CIPP模式是一種執行並報導評鑑的綜合架構，其模式的基本觀點：「評鑑最重要的目

的不在証明，而是改進」（Stufflebeam, D. L., 1983）。因為上述目的，這個模式非常重視利害

關係人（亦即包括意圖使用評鑑發現者、可能受評鑑影響者，期望對評鑑有所貢獻者）參與評

鑑過程的重要性，因為在一個不斷改變的過程中，利害關係人的參與，會增加其接受歷程的成

果（如評鑑報告），並據此行動的可能性。評鑑者可將CIPP評鑑模式視為協同利害關係人共同

改善方法、計劃及服務運作的一種工具。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以CIPP模式進行北一女多元環境探索課程研發之評鑑架構，增加研發

課程人員對於評鑑的參與程度，豐富評鑑報告之可利用性。 

三、研究方法 
前述所提的「CIPP評鑑模式」是一個如何執行和進行報導的綜合架構，為了進行分析，必

須要取得資料。以下將根據第一年的預計達成的目標（整理自原計畫書，如下表），分項敘述

研究方法如下： 

計劃

預定完成事項 
子計畫一 
未來教室 

子計畫二 
地球環境 

子計畫三 
衛星觀測 

研習 教師研習參觀訪問 教師進修研習 教師研習 教師

成長 組成知識

社群 
跨科合作知識共享 跨科合作機制溝

通與討論 
建立教師對話平台

準備   學科統整概念分析

內容  選擇適切專題素材

課程

設計 
訂定目標 蒐集教材建立指標 

跨學科合作設計

統整課程 建立學習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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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師成長部分 

三個子計畫第一年度在教師方向的目標，皆是「新興科技之教師研習」與「建立跨科溝通

對話機制」。教師研習以問卷進行調查研究，了解研習成效；而「跨科溝通」的團隊運作過程，

則以參與觀察和教師所撰寫之心得為分析來源。 

調查研究因應研究主題不同，而以自編問卷進行資料收集。問卷編製程序為：收集研習主

題相關資料形成初稿後，與主辦研習的教師討論、修正，最後在研習進行前定稿。而實施程序

為：研習當天於於報到處發問卷，請參與者先寫前測（包括基本資料、參加研習原因與期待、

對研習主題的了解程度評估），而後測於研習結束後再填並當場回收。問卷資料以統計軟體SPSS
進行分析。 

目前已進行問卷調查的的研習如下（N為參加人數），問卷範本請參見附錄一。 
–教學方式研習 –新興科技研習 

•2006/11/27：CPS（創造力問題解決） •2006/8/21-8/25：衛星觀測研習（N=14） 

（N=21） •2006/11/15：自導式實察研習（N=14） 

•2006/11/28：PBL（專題導向式學習） •2006/12/13：全球氣候變遷研習（N=33） 

（N=22） •2007/1/17-1/19：IDL研習（N=10） 

 •2007/4/14：環境議題與多元智慧教學（N=6）
 •2007/5/15：河川教育研習（N=20） 

 
評鑑研究助理參與每個子計劃和總計劃的討論會議，做觀察紀錄，總計參與了總計劃會議

（11次）、未來教室子計劃（18次）、地球環境子計劃（工作會議16次，讀書會7次）、衛星觀

測子計劃（14次）。 

（二）課程設計部分  

三個子計畫第一年都在課程設計階段，主要的工作在於「訂定課程目標」和「選擇課程內

容。評鑑子計劃約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專家評鑑會議，由心理和教育專家，與各子計劃之主持人、

共同主持人面對面交談，協助澄清課程發展的目標，掌握課程發展進度，並完成各子計畫的課

程目標檢核表。 
開會日期 討論主題 

1、2006/09/12 課程三面向（課程統整、 環境教育 、問題解決能力）

2、20076/12/27 進度報告與專家建議 

3、2007/04/12 課程目標檢核表修正  

4、預計2007/06/28進行第一年度第四次的評鑑會議 

 
（三）探索性學生活動 
協助教師編製問卷，收集探索性學生活動之資料，並協助分析。目前已進行問卷收集之活動有 

1、衛星觀測子計畫：2007/1/23：NSPO（國家太空中心）參訪（N=38） 

2、地球環境子計畫：2007/4/19：淡水河下游踏察_大稻埕（N=45） 

2007/5/26：淡水河上游踏察_坪林金瓜寮溪（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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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論 

（一）結果 

根據研究方法所取得的評鑑資料，以「CIPP評鑑模式」作為報告架構，進行脈絡評鑑（Context 
evaluation）、過程分析（Process evaluation）和產出評鑑（Product evaluation）（Stufflebeam, D. 
L., 1983）。 

1、脈絡評鑑（Context evaluation） 
脈絡評鑑的定義，乃在某特定的情境中，評估需求、問題、有利條件（assets）與機會。 

在本評鑑計畫正式實行時，方案的目標與經費已通過國科會的審核，因此進行「脈絡評鑑」

的目的，在於澄清目標的層次，以導引出「執行此研究方案」所需投入之資源（即定義需求），

接著分析有利條件與機會所能夠提供的資源，最後可總結出「未能被滿足的需求」，即欲達成

目標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所在 

分析北一女高瞻計畫團隊的目標，最重要的，即是希望造成「學生」的改變，這需要研發

新的課程及帶入「非講授式」的教學法，而新的課程內容必須由「教師」進行研發及施教於學

生，教師要突破現狀，必須投入額外的時間參加研習及參與研發團隊的討論以增進個人成長。

也就是說，學生的改變是最終目標，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由教師的成長來啟動（見下圖）。 

執
行
研
究
所
需 

資
源(

需
求)

 

學生需要 

1、新的知識取得方法 

（問題解決能力和知識統整）

2、關愛土地的意識 

（環境教育） 

新課程內容和新教法 

教師的成長 

1、學科知識整合 

2、新教法 

學校的行政支援 教師的投入 經費挹注 

目
標 

專家指導 

 
研發團隊設定第一年的目標是教師的成長，是非常適宜的目標。而為了達成教師的成長，

則必須有「學校的行政支援」、「專家諮詢指導」、「經費挹注」，以及最重要的—教師的投

入。 
因北一女的聲譽卓越，又與台大、師大很近，在地緣上的相近，使得教師們不論是專家諮

詢或是研習，資源都很豐富；國科會科教處，給予四年的經費挹注，更是有助於目標達成。 
校外資源包括「專家指導」與「經費挹注」皆可滿足執行研究的需求；但校內資源是否滿

足需求？在執行了9個月後，發現了問題如下： 
(1)學校的行政支援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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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必須利用監考時間才能進行較長時間的研習，但學校要求參與研習的教師「補監考時

數」，對於研發課程教師的精神和體力都是很大的負擔。另外，排課的結果無法讓子計畫三

的參與的教師有共同時間討論，對於團體形成與研發進度頗有影響。 
(2)教師的負擔過重：授課時數無法減少，此為制度的問題。 

總言之，教師的熱忱投入使得研究頗有成效，但是制度問題和學校實質上的支援不夠，教

師未來是否能持續投入？此為未來之隱憂。 
2、輸入評鑑（Input evaluation） 

輸入評鑑係評估「滿足需求的各種替選途徑」，以作為「規劃方案」及「分配資源」的手

段。計畫書的內容，其實就是經過「國科會專家審查」後的產物，而國科會的審查，就是「輸

入評鑑」，因此本報告中將不進行輸入評鑑的分析。 
3、過程評鑑（Process evaluation） 

定義：係評估計畫的實施，以引導活動，隨後並協助評鑑結果的解釋。過程評鑑的本質，

乃針對計畫執行、過程的文件以及包括改變計畫某些程序的動大失誤或不良操作部份，進行持

續性的檢核。在本計畫中，過程評鑑即是觀察與記錄子計畫成員「如何」達成教師成長（包括

研習和組成知識社群以進行跨科統整）和課程設計的目標。 

在教師研習部分，子計畫二和子計畫三皆根據該計畫之需要，舉辦了3-4次相關知識的研

習，而子計畫一則略顯不足。跨科整合部分，各子計畫每月至少進行一次例會，在討論課程的

過程彼此對話交流，溝通的平台已建立。 

在課程設計部分，研發團隊由檢視目前課綱開始，扣緊各子計畫環境相關議題，已選擇了

未來課程發展的大致內容。而「課程目標」訂定，在評鑑團隊的要求下，由二月底開始，各子

計畫進行內部討論，擬出涵蓋「課程統整」、「環境教育」和「學生問題解決能力」的課程目

標檢核表初稿，經過4月份的評鑑會議討論、修正後，皆於5/19前完成第一階段內部研發人員的

施測（檢核表見附錄二）。未來將要求各子計畫進行外部專家的審核，確保課程目標的適切性。 

4、產出評鑑（Product evaluation） 
定義：目的是測量、闡釋並判斷一個企業體（enterprise）或計畫的成就表現。主要目標乃

確定「受評領域」在滿足所有合法受益者需求的程度。故產出評鑑應就評估方案「預期與非預

期的結果」，以及其「正向與負向的成果」。在本計畫中，產出評鑑即是評估教師成長的成效

與課程發展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在教師成長方向，分析結果顯示，每場研習自認在知識方面有增加的教師皆超過80%，在

與環境議題相關的研習中（如全球氣候變遷），認為該議題應該讓學生瞭解者約80%，且本身

願意有所行動者則大於70%。顯示研習達成其預定目標，讓教師在專業知識上有所成長。此外，

評鑑團隊正編製「教師期末自評量表」，內容包含團隊運作情況、個人在「課程統整、環境教

育和問題解決能力」上相關知識能力的增進，成果將於完整期中報告中呈現。 

在課程發展方面，經由課程目標檢核表的形成與施測，各子計畫成員達成了對未來課程目

標的共識。此份檢核表將是未來設計教材內容和外部專家進行審核時的重要標準。 
 
（二）討論 

1、評鑑工作成果自評 

本研究執行內容與原計畫相符，亦達到預期的目標，為課程研發計畫收集了許多資料加以

分析並提出建議。另因本研究者採取CIPP評鑑模式，所以評鑑的立場明白的以「改進」方案品

質為主，協助研發團隊根據研究目的澄清並設定自己的目標，而非「標準的設定者」。 
本研究經過將近一年的執行，發現CIPP評鑑架構的確有助於釐清問題、管控執行過程及進

行最後的成果評估，即達成課程評鑑的形成性功能（診斷、修正與預測需求）和總結性功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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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確定目標達成與否）。但目前國內與CIPP模式相關的文章只見「概念介紹」，少有實行的

敘述或相關經驗的分享，本計畫未來可以與進行課程評鑑分享使用此架構的經驗。 

另外，本研究使用大量的問卷進行教師研習成效調查，以「前後測」的對照，分析專業知

識上的增進，使成效的評估更加可信。 

2、課程研發計畫總評 

由評鑑結果來看，北一女的教師們認真的執行計劃，對教師本身及學校都非常有幫助。各

子計畫的研究成員形成激盪創意、相互支持的團隊，跨科目的組成，讓教師有機會聽到本科以

外的觀點，增加反思的觀點。這群老師持續的自我學習，舉辦的研習也歡迎非高瞻的伙伴參加，

為學校帶入新的資源，也期待學習風氣能不斷累積而發揮更多影響。在整合研究第一年，因主

要是課程的研發，所以對「學生」的影響在尚未出現，但試探性的活動，讓學生有機會走出校

園，認識我國的科技發展（NSPO參訪）與生活環境（看河系列活動），亦為正面影響。對未來

想嘗試設計或實行創新課程的教師，本整合研究計畫提供了形成研究團隊的方法、組成、及可

嘗試的方向。 

在計畫時程安排上，本研究認為，第一年以教師成長為主，是非常正確的決定。要做課程

統整，教師之間必須要有交流、對話的空間與時間。若馬上開始教學，不過是各科自行其事。

唯有在教師研究社群形成後，有相互激盪的場域，課程內容的設計與執行才有實質的創新。 

另外，北一女研發團隊中，有具有科學教育背景的教師、有對「課程發展」過程熟悉的教

師，可以在平常討論的過程中，提供許多背景知識和即時的回饋，增加與專家對談時的效率。 

五、建議 
（一）評鑑之威脅感與因應 

「評鑑」對於課程研發人員所造成的威脅感來自兩個部分：第一，評鑑人員在場，課程研

發人員就自然感覺自己被「監督」而不自在，較無法以開放的心態討論與溝通。第二，過去對

於「評鑑」的刻板印象，覺得「評鑑資料」就是要告訴人家自己做了什麼「豐功偉業」，不可

以把「不成熟」、「還在嘗試的過程」拿出來給「長官」看，因此對於評鑑研究人員收集資料

時，感到抗拒。 

這類尚在發展中的研究計畫，執行的過程本來就是不斷的調整與修正，研究人員解決問題

的努力與方法，正是資料可貴之處。因此評鑑人員（特別是參與現場觀察的人員）心中必須要

有認知是：評鑑不是最後審判，而是在過程中，幫助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意即，評鑑是為了

「改進」而存在。當評鑑人員有此認知，在研究的現場較易與研究人員培養出互信的基礎，前

述所說的第一個問題會因信任感增加而逐漸消弭。 

對於第二個問題，評鑑人員持續表達傳達「評鑑的意圖不是証明，而是為了改進」的訊息，

但研究人員不知國科會是否能接受看似「沒有具體成果的東西」，因此對於「評鑑」還是懷著

恐懼感與不確定感，而造成評鑑人員收集過程資料之不易。直到4/3在麗山高中舉辦的研習，傅

麗玉老師進行「科學課程評鑑」的演講與對話，對於「評鑑」的抗拒才減少。研究者建議，類

似的演講應該在期初就進行，並鼓勵所有的成員參加，可有效的幫助評鑑人員與研發團隊建立

互信基礎，而達到課程評鑑的功能。 

（二）給校方的建議 

前述的分析指出，校方的行政支援仍有加強的空間，針對問題，以下有兩點建議： 

1、關於排課：無共同時間進行討論，對於團隊的形成與運作有很大的影響。建議，至少要排兩

至三節可以共同討論的時間 

2、關於監考：對老師來說，研習不能抵監考時數，對體力和精神來說都是很大的負擔，建議校

方應另覓監考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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