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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力檢測機制，落實即時補救教學 
廖俊仁 

國立新竹高工教務主任 

 

為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

後，可能產生學生異質化擴大的現

象，教育部發布之新聞稿指出：為因

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社會

各界對教師專業發展之企盼及師資培

育白皮書的推動，教育部擇選教師專

業發展作為 102 業務年度之重點，推

動「教師專業發展行動年」，以「形塑

師道文化校園，強化教學實務知能」

為主軸（教育部，2013）。教育部強調，

為推展教師專業發展，將分為「推動

活化教學培力增能系列，強化教師專

業成長內涵」，及「建置教師專業成長

支持系統」等兩部分進行（教育部，

2013）。在活化教學培力增能部分，又

分為（一）五堂課 18 小時的「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教學專業

能力研習五堂課」；（二）把每個孩子

帶上來的「差異化教學增能方案」；

（三）教室裡的春天之分組合作學習

等三個方案（教育部，2013）。 

其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等

學校教師教學專業能力研習五堂課」

（即五堂課 18 小時）之課程主題，包

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與實施

策略」、「領域（學科或群科）有效教

學策略」、「差異化教學策略」、「領域

（學科或群科）多元評量理念與應用」

及「適性輔導」，協助教師做好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即將上路的準備（教育

部，2013）。雖然教育部宣示了一整套

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教師增

能及支持教師專業成長的計畫；但從

基層教師的觀點來看，除「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教學專業能

力研習五堂課」外，多數教師對「教

師專業發展行動年」的主要計畫內

容—「形塑師道文化校園，強化教學

實務知能」，多數毫無所悉。不過，對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

教學專業能力研習五堂課」相對了

解，但並不是受到計畫內容的吸引，

而是不論利用暑假或課餘時間，教師

都必須利用時間完成這 18 小時的五堂

課，因此基層老師戲稱「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研習五堂課」為 518 事件。 

教育部重視教師的專業成長，規

劃一系列的進修研習，原本是良法美

意；但若良法美意沒有對準教師的實

際需求，則良法美意不但無助於教師

的專業發展，反而可能影響教師正常

教學。由教育部辦理相關研習資料可

以發現，「領域（學科或群科）有效教

學策略」主要在談多元的教材教法，

並希望藉由教師教學媒體的準備，提

供學生自主學習所需教材。「差異化教

學策略」則是強調，針對同一班級之

不同程度、學習需求、學習方式及學

習興趣之學生提供多元學習輔導方案

的教學模式（陳美芳、洪儷瑜，未登

載）；期盼由教材、教法、評量、資源

與支援、分組及時間等安排，協助不

同需求學生達成學習目標。「領域（學

科或群科）多元評量理念與應用」係

強調，依據教學目標研擬適切的評量

方式、評量內涵、評量人員、及評量

時機與過程，並呈現多元的學習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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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提供更適性化的教學來增進學

生成長；藉由專業多元、內涵多元、

過程多元、時機多元、情境多元、方

式多元、人員多元、計分多元、結果

多元及呈現多元等，以多元學習結果

評量學生的學習成就（李坤崇，未登

載）。整體而言，教育部希望經由「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教學

專業能力研習五堂課」提升教師的教

學效能，並且不論是班內分組或班際

間分組，期望教師具備實施分組教學

的能力，最後教師能以多元評量，多

元觀察學生學習結果，不要獨鍾考試

的成績。面對可能發生的問題，教育

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

師教學專業能力研習五堂課」的規劃

可謂用心良苦。 

雖然立意良善，但就如羅文基所

言，教學與考試在臺灣教學現場面臨

四項困境：「考試領導教學」、「考試宰

制學習評量」、「考試綁架教學」及「考

試代替教學」（羅文基，未登載）。因

此，不論有效教學、差異化教學及多

元評量，最後都要面對家長、社會大

眾對於教學效率與升學競爭的檢視，

絕非單純的理論傳遞或研習上課，就

能解除教師面對的困境。申言之，教

學現場所面對的是依據升學率高低，

論斷教師教學與學校辦學良窳的家

長，以及強調升學公平、重視績效主

義（即成績愈高錄取愈前端學校）的

社會氛圍；儘管教師專業自主已經喊

得漫天嘎響，但不論教學方式、評量

方式或差異化教學實施，教師都會在

維持公平的前提下「自我設限」。 

以筆者任教學校為例，兩年多前

筆者接任教務主任，推動辦理期中補

考，在與教師溝通相關辦法的過程

中，筆者建議經補救教學後學生補考

及格，期中考試成績即可以 60 分登

錄；不過，這樣的建議並未獲得多數

教師的支持，特別是導師認為，「繁星」

已成為學生進入前端大學重要管道，

任意調整期中考試成績，將打亂原有

班級成績排名，必定引發家長抗議。

最後，經討論為同時顧及公平與鼓勵

學生參加補救教學之意願，將參加期

中補救教學與補考學生的成績限定在

50 分以下，補考過後最高成績也以 50

分登記。由此可見，當教師面對補救

教學與可能的成績調整，教師思考焦

點還是在維持公平、避免家長抗議，

而這絕非要教師參與研習就能解決。 

再以差異化教學為例，當學校實

施差異化教學，則期中考試時要不要

分組分卷，若要分組分卷，成績登載

該如何處理？若不分組分卷，則差異

化教學的意義完全喪失？筆者曾思考

採行分組分卷，並說服家長、學生，

參加難度較低組之學生切結不參加

「繁星」排名。不過，在還沒說服家

長、學生前，就已經面臨兩個無法克

服的問題，第一、不是每位參加差異

化教學的學生，國、英、數都需參加

差異化教學，若學生僅一科或兩科參

加差異化教學，就要放棄「繁星」排

名，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再則，就

算學生、家長同意參加差異化教學，

並不參加班級排名，因為「繁星」排

名的核定不在學校，當參加排名的人

數減少，而百分之五十的比率固定，

將使可參加繁星的人數因部分學生放

棄參加排名而減少，進而影響未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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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化教學學生的參加「繁星」的權

益。因此，當差異化教學遇見「繁星」，

要考慮的不只是需要差異化教學學生

的權益，不需參加差異化教學學生的

權益也應同時被考量。 

不僅差異化教學如此，多元評量

亦復如此。相信所有人都同意教師不

能任意更改學生期中考試成績，所以

能多元的只有平時作業，基於對學生

多元智慧的尊重，學生不同面向的能

力都應該有展現的機會，因此這周的

作業也許是做海報，下周的作業也許

是上台報告，再下一周則是小組表

演，無論作業的形式怎麼變，總會適

合一部分學生，而不適合另部分學

生。因此，即使依多元能力評量，學

生也不會因作業形式的多元而使成績

突然提升；依筆者觀察，學生作業成

績與個人能力的相關性並不明顯，而

與學生的用心與努力的相關性較明

顯，即使由學生互評，最後還是用心、

努力獲得高分。從教學現場來看，不

論評量方式、人員、時機如何改變，

影響評量的關鍵還在於學生是否用

心、努力；然而，願意用心、努力做

作業的學生需要補救教學或差異化教

學的機會也相對較低。 

綜言之，面對十二年國教後學生

異質化的問題，不會因為教育部一聲

令下，要所有老師參加「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中等學校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研習五堂課」而解決。如果能做好各

階段學力檢測，同時要求各階段學校

做好及即時補救教學，理論上學生異

質化的問題本是不該出現的。目前出

現的異質化問題，其關鍵就在於沒有

完整的學力檢測機制，學生到了 9 年

級才一次算總帳，致喪失即時補救的

機會，讓學生間的差異愈拖愈大，最

後大到學生連參與補救教學的意願與

勇氣都消失無蹤。若推動 12 年國民基

本教育之目的係在落實教育公平，則

教育公平不該只限縮在學生究竟錄取

什麼學校，而該著重在學生學力是否

達到應達成的目標；亦即，學力涉及

學生生涯發展，學力差異將造成學生

生涯發展的障礙，是以學力差異所產

生的不公平，將更甚於錄取學校的差

異。 

承上，筆者認為落實教育公平的

關鍵在於建立完整的學力檢測機制，

與即時的補救教學體系。筆者建議應

建立 3、6、9、12 年級的學力檢測機

制，並要求學生都應參與學力檢測，

以期及早發現學生學力差異，並就學

力檢測未能達標學生提供及時補救教

學，避免學生到了 9 年級才來補救 5、

6 年級該學會能力。更不必如 103 學年

度，教育部一面宣示國中已建置了良

好的補救教學體系，卻一面又以一紙

公文，要求高中職為國中教育會考

（國、英、數）成績待加強（C）學生

提供補救教學；不但平白虛擲會考成

績公告後近三個月時間，而補教教學

的內容以國中課程為主，卻要完全不

了解學生學習背景、學習習慣的高中

職來做補救教學，無疑凸顯主管機關

對學生補教教學體系規劃倉促與不完

善。綜言之，藉由定期學力檢測機制

與即時補救教學體系，讓各階段學校

為該階段學生應達成的能力負責，協

助學生在各個學習階段，達成應具備

的能力內涵與學習目標，才是落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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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公平的真意所在。當前「學生異質

化」的問題，係因過去未建立學力檢

測制度，與對即時補救教學不重視所

致；面對目前的困境，絕非要求基層

教師參與 18 小時五堂課就可解決。對

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待加強學生，主

管機關應於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公布

後，責令各國中為成績待加強學生開

設補救教學課程，在一定時間後再就

會考科目待加強學生進行補考，以期

檢視國中辦理補救教學之成效，同時

彰顯會考的學力檢定功能。不能只把

會考成績當作學生超額比序的項目，

然後把差異問題推給下一階段學校，

再來說「學生異質化」越來越嚴重。 

最後，筆者要再強調的是，如果

各教學階段都清楚那些孩子能力未達

標，並且都能做好即時補教教學，學

生「異質化」的問題自然能消彌於無

形，更無須大張旗鼓的搞一堆對教師

現場教學毫無實益的研習。因此，建

立完整的學力檢測機制，落實即時補

救教學，確保學生在各學習階段都能

學到應學的能力內涵與學習目標；亦

即，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欲落實的

教育公平，應聚焦於學生學力的達

成，而不只是在錄取學校或志願上打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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