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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綜合評核系統的建構

薛寶婦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本文首先關釋教學與評核的緊密關係，帶出欲建榕的萌發式故事闊論

理解綜合評核系統的重要性。按著，以Feldman ( 1994 )的非普遍性是里

論為基礎，配合Palincsar & Brown ( 1984) 的交互教學法為閱讀指導手

段，運用故事害和故事拔為評核工具，建構適用於評核幼兒萌發式故

事閱讀理解的概念模型。當考慮綜合評核系統的原授後，再按概念模

型發展出綜合評核系統實施架構，期望以此架構指導閱讀教學實驗。

最後建議利用 Messick ( 1989 )的統一建構效度理論，闡釋評鍛系統信

度和技度的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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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將智鵝，

萌發式故事教學與評核釋要

教學與評核的關靜、

近年來 r 對學習的評核 J (assessment of 1earning )和「促進學習

約評核 J (assessment for 1earning) 是教育界熱切討論的議題(參考

Assessment Reform Group , 2002) 0 r 對學習的評核 j 具有綴效的功

能，用以評核學習者在完成一件特定任務後的表現水平，或是教與

學的達成程度，評核的目的通常用於報告教學結果。 r促進學習的

評核 J 則在教與學的蓋章稜中發生，該Z核活動所得的望著訊能用於教與

學過程的改選。這兩種評核取向各有優缺點，如果加以整合，組成

一個兼具兩者優點的綜合評核系統( Integrated Assessment System, IAS ) 

( Birenbaum et al., 2006) ，這樣不很有區將教學與評核緊發綜合，還

能同時兼顧總結性評核和形成性評核的功用。

為此，研究員艱巨星建構一個適用於評核幼兒il}î發式閱讀理解的

綜合評核系統，喜事核區的就不是將幼兒分類為不同的閱讀水平，而

是喜車老宮前更能讓援幼兒現有的發展情況，以便因材施教(關於評核

幼兒閱發理解及閱讀環解策略，可參險為兢， 2001 ;練淑琴， 2001 ; 

策瑞軍事， 1997 ; F1ippo, 2003; Mariotti, 2005; McGee & Richge1s, 2004; Paris 

& Stah1, 2005; Sarroub & Pe削冊， 1998) 。礙於篇轍所限，本文只能集

中探討評核系統概念糢裂和實施架構的建立方法，而未能運用真賢

妻監管u幸誼會評核系統質施和效度評錄過綴。

根據 Birenbaum導人( 2006) 的分析，綜合評核系統有寫變體現

以下七項2基本原頭:

1. 學習者會參與普車核的過程，

2. ã平核楚情境化和Iill!ì壓學習者的需要，何時叉車日教學相串串;

3 綜合喜事核系統的靈點，並不在於學習者知識和/或學習表現的

不足之處，認應該是學習者所知道的，以及能夠做得到的;

4 學習的過程和結果，皆是可以被評核的;

5. 無論對學習者還是教師而言，喜事核的議員首都是顯而易見的;

6 學習者和教師，都能夠從學習成果中得到個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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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評核系統的關鍵臣的，更是讓教師和學勢者得知如何進一步

促進學習與發展，例如 綜合群核系統輩輩教師和學習辛苦能夠競

劉未來學習的路翔。

研究員期望透過建構以故事護和故事板為評主義工具約綜合評核

系統，幫助教師!聽架( scaffo1d) 幼兒，在課籃的情燒中學會聞自費預

測性的國害。此綜合評核系統需雙將研究員所推薦使用的閱章里指導

方法盤合( Jìn交豆豆教學法) ，使主主體現上述七項原理的精神，俾能

用於評核幼兒的放學閱讀發展水平。在本5平核系統中，幼兒的llJj發

式故事!竭盡質發展是用旦發脾來標示，標誌著幼兒的萌發'?~放毒草閑言單

是沿著特定路後發展，而各墨程碑之路是有辛苦蠻的不同，關 展示

研究員所建議採用約萌發式故事閑置費理解概念模型(鉤， 2007)

改寫自謝錫金、林偉草鞋、林裕E賢、軍口單單嘉恰 (2005 '資34)

國一 萌發式故事詞語喜獲解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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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發式故事閱讀指導與綜合評核系統的理論基礎

美信息教育部 (U.S. Dep肘tment of Educati凹， 1996) 摘的，零零豆豆八歲是

幼兒學習閱讀的靈重要階段，唯有在此階段幼兒學會間買賣，日後才有

可能從閑置費中學習。個謝錫金等人( 2005) 認為從 f 學會閱讀 J ~U 

f 從閱讀中學習 J 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違章發過程，兒蜜的閑置費發展

路餒，並非於九歲縛毅然鄧j分為育的愛悶倒階段 r學會關重重 J 和「從

閱讀中學習 J 兩者是不會一夜之鬧過渡，而是互有重星星星。然而，幼

兒畢竟年紀尚小，無論是發瀏j午還是需要文字，均處於萌發的狀態，

ltSl此研究員所草草建憐的綜合評核系統的焦點是幫助幼兒「學會閱讀 J

為未來的「從閱讀中學習 J 做好準傲。根據殺害菩萌發的觀點，在幼

稚國階段並不適宣:鼓接教導幼兒閱讀策略，而是引導他們建構，齊耳

助幼兒家援閱讀策略。考慮幼兒的認知水平及閱廢有限，建榕的策

略笈簡不靈繁。為此，研究處建議選用交豆豆教學法中的提閥、沒i育、

預測、總結的領閱買賣策略，協助幼兒進行閱讓策略的建構以途跋閱

讀理解(參閱昌平發鱗， 2006 ; Palincsar & Brown, 1984; Palincsar & Kle眩，

1992) 

隨一的萌發式故事閱重要繳解概念模毀，是以Feldman ( 1994 )的

非發遍性現論為理論2蓋亞聾。的ldman對於發展心灣學關於認知發展的

四個假設，有以下的看法

我們繼續接受順序性 (sequentiality) 和層級學合性( hierarchical 

m記gration) 作為發展領域的必要特性，但我們需要限制使用普遍性

( universality )和島發性( spontaneousness )作為最別不同發展琨辜

的準刑。 (Feldman， 1994，頁23 ) 

所謂順序傲，是指發展是循序向前進行約，不能逾越，亦不能

後向發展。所務灣級整合性，是指曲“您階段5寫下一個階段的發展，

會終過縣級性的累積與君主組。前一{閑階段立豈非只是下一階段的誕禮堂，

而是會終過整合與讓組，再轉換成為下一階段的一部分。所謂普遍

性，是指發展是全人類共逸的，不河文化的幼兒最終都能達致的共

同水平。所謂自發傲，是指發展是不受璞境影響而發您的，個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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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哥特定的認知功能和心璁操作是無論特殊環境的自己食，每 位兒童

無路特別的干預，都能通過所有的認知階段及做到基本的心理操作。

Feldman大體上接受上述關灣的第一和第三個假設，個認為有必

要限制第三王軍日第四餾假設的百意義與應蹄。在這個基在撞上，他提出人

類主蓋在一個連續體之上按不同~域自 r普遍的 J ~tl r j獨特的」路徑

逐步習得知識和發展能力。「普遍的 J ~tl r 獨特的 J 路徑蓋章初分為

至1餾隘域，後來加入 f泛文化的 J 區域(參看Feldman & Fowler, 1997, 

頁 196 ; Krechevsky, 1998, ffij' 2) 

國之 由普通到獨特的發展範嗎(轉引崗位echevs旬， 1998，質的

普遍的 泛文化的 文化的 基於學科的真總人夫娥的 獨特的

根據Feldm姐的觀點，協直覺是在文化環境中變得文化知識， ~屬於

文化的範略(見國之)。餘側孩子都被期待在上述選定的文化範隙

中能達致一定的精通水平，但不表示所有孩子都必須達致該範時擎的

撥弄若水平。此外， Feldman並米有刻劉文化及其他綴險的具體細節，

而是草草略地勾勒出自「是普遍的 J î主 f 獨特的 J 連指望發展的主裂主的呈

碑，以說明發展過程中的大致狀況。

研究員採納Feldman的觀點以概念化閑置蠻荒里解概念樣裂的學程髒:

( 1) 確立擬建構的許核系統涉及Feldman提出的連鎖線中一做重重要

給段，閱讀是在文化潑境中管得文化知識，屬於文化的總鵝。在選

取的文化綴險的學習路徑上，設Æ具體ffrïB有研究基礎的故事!謝鑽

舉程闕，以說明幼兒故事閑置費濯解的發展過稜，教學習EH學變得具

體， ffrï 1主能夠得以富起教都知道幼兒敘事隨鍍理解遼致的程度。
( 2) 採納順序傲的蓋章點。幼兇的I竭直觀理解，是會逐漸自主單程卿一向

E堂正卸車四發展的。此發展;;J;I凹的垃「學會闊懿J 到「從街買賣中學習 J

的發展是一倘不斷積星星的遼東變過程一樣，幼兒的問假閱讀磁解發展

里程碑，也是一個不斷積3麗的速綴過程 'SÌÍZB每個搓手里牌之間研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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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著麓的分別。 (3) 採納廢級軍在合性的綴點。叫做學教碑雖有哥哥

發展的先後順序，個各翎且主程蹲在幼兒發展的過程中會鼓動友補。

幼兒不一定要在單程撈一逮到精熟的程度，才能進入農發麟二，而

是!jH交掰一這致…JË基礎水平時，里程瞬之便可翱始發展，不過達

到的棕皮不同而已。 (4) 採納Feldman的自發悅和吾吾遍性觀點。幼

兒的發展幣2要環境配合，教師有需要為幼兒創設合宜的閱設環境。

同時，每{立幼兒都被期待能達致萌發式閱讀理解的最高水平，做這

並不表示所有幼兒在各個lIH卸車必須遵致同一水平。

在使用交IL教學法作為閱讀指導策略後，可被輩輩耳目的幼兒萌發

式故事閱讀理解星星程碑主要堅有四個

• !\程掰一 擷取文字和圖片的明顯意義。根據漿，為萌發的親點

和故事屋里響約特點，幼兒若能從文字和圖片獵取意義，那是海

解的翎始。以放著軍{小白兔送紅草草蓋章}為例，幼兒在看關脅時

育處認鑽出故事中人物名稱，例如:小白兔、紅蘿舊書;或說出國

片中的靈點，例如:兔爸爸、兔媽媽和小白兔一起用力把紅蘿

葡拔出來， ïiP，表示幼兒已逮到盟程碑一所要求的閱讀理解水平。

. 畏罪單單單:三 推論故事情節以獲取故事的情境意義。幼兒在擷取

文字就i圖片的明顯意義後，若能進一步推論故事情節，立宜將i學

纜的數張國片串連起來，藉此獲取故事的情境意義，即幼兒已

攀援這些故事情節海解的除錄。以{小白兔送紅蘿葡〉為例，

幼兒能運用故事板護構故事場景，立在根據自己的理解將其中一

個君主淺的情節îII述或讓演的話，即表示幼兒已能獲取故事的情

境意義，達到奧程碑二所要求的閱讀理解水平。

. 豆豆車間專三:哼哼順故事情節的發展及國泉路{系。以《小白兔;對在
蘿吾吾}為例，幼兒能還淘故事板的人物、場景、道臭，將故事

情節的發展按順序君主演，及簡略交代故事中的開始、經過和給

泉，以及當中涉及的劉果關係， llP表示幼兒已逮到里程將三所

要求的閱讀理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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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稜碎的 苦奮過交互教學法管得間總閑話要策略。此舉程碑;是務

發式樹童醫理解的蓋章哥哥水平，生單位幼兒都被期待透過交互教學法

能習得四個達致閑話要理解約常用策略，即提閥、總結、澄f育和

預測，並能用以掏錢發測您的圈響。

透過使均交互教學法進行閑置費指導，期望老師能帶領幼兒在「學

會關讓 J 的過程中沿著星程掰一往Æ程碑三的路向發展。最終，在

長期的干預研究下，教串串能有效發揮交友教學法中責任轉移的特點，

幼兒成為熟練的言學者，無需教師的協助也可以獨自運用相闋的閱讀

策略閱臣費預測從闡發，從間達致盟程碑四月時期許的憶是實現解水平。

這四餾放著真閱讀理解發展里程碑，由精維所編織而成。水平約

一維是EI3 r篇章格局 J (textbase )和「情境模型 J (situation model) 

關編組成(參閱富麗錫金等， 2005 ' ffiï 34 )。本模型所指的 r篇章格

局 J 意論幼兒把故事中獵取的文字和劉片意義一 聯繫起來，最

終綜合成為連數的繁體，形成對故事情節的概念，這一端是屬於對

故事總裁的把握。另一端的「情境模型 J 是指幼兒能根據對世界

的認識，把獵取的文字和磁片主主義建構成有意義的故事情境，使放

著草成為一個可想像及推理的繁體。值得注意的是:同一個故事，不

問約讀者應該能夠鑽出一致的「篇章絡為 J 但卻又根據各自的理

解，建構也不蓋章相向的「情境模製 J 。模型中的Æ程碑一利;三，皆

是偏重於 r篇章格局 J 的感知;而單程瞬之單位四，則是偏重於「情

境模型 J 的構建。

垂直的一線是由「語言世界J 和 rJ草草聖彼界 J 兩端組成。幼兒

透過故事中的語言增加了對「其實世界」的瞭鱗，對「其實世界J

E會解的增加反過來也加深了幼兒置于「吾吾霄世界 J 的認議。模型在中約

旦千里掰一和二，靠近「語言世界 J 多於「其實世界 J 舉程碑三及

四 ilU靠近「真變世界 J 多於「語言世界 J 。在幼兒從「學會閱讀 J

走向「從閑置塵中學習 J 的發展旅途上，兇鑫會在這兩個世界來間往

復。

萌發式故事閱讀理解概念模型研簡述的的餾看進展中毒性的里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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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為研究員飲~眾的綜合評核系統奠定星星蟹的海論基礎，這概念

模~1!更是綜合評核系統的建橋效皮書干線所倚仗的瀑布。

綜合許核系統的架構

在教師能熟練地亞軍用交互教學法，透過對話與幼兒解釋及示給朋項

策略的還用，立史有系統地創設教師協助下的萌發式閱讀環境以協助

幼兒進行長期約閱讀指導後，教師開始在課堂的環境中對幼兒進行

評核。萌發式閱單單指導綜i'ì評核系統的質施架構共有四個步驟，各

有不同的E重點.

步驟一:

課堂觀草書。教師於閱讀指導課時，觀察數名不同學習能力的幼兒在

各教學環節約表現，以及將這些自樑幼兒的學習情況在研究員設計

的課堂觀察紀錄著壁上作出詳細的紀錄，教師同時寫跟進目標幼兒往

後步驟二、乏的5平核及步驟凹的行動研究。 5果Æ觀察紀錄表按教學

壞節分為八個部分，每部分的教師的評分紡織述攸紀錄兩部分給跤，

耳目教研針對幼兒在各教學環節的表現，以一至凹的評分評定幼兒表

現，立在以給;惑性紀錄說明幼兒喜事分的依據。由於時問及資源所限，

教師不可能間將對瓷碗幼兒進行詳細的觀察和紀錄，放此建議教師

選取竊、晰、{鼠不間能力的幼兒進行課堂襯察，以J!Ij綜合群核系統

日後逐步完善改良，更有可能適用吉普~機學生。

步驟二:

餘緣故草草草書評主義。教師根據評核指引，利用故事審對自樣幼兒進行

個別化的口頭評核。由於故事華書評麓的主變目的是評核全班爛額指

導餘的國標達成稜皮，自3此故事審訊Z主義紀錄音整會按照閱設指導課所

需菩達成的教學自樣設計。評核的項間有:民標1.。一-þ宮發幼兒的

閱讀興趣;自標2.1 能從故事議主tl函初步知道故事的東要角色

和內容，詞標2.2 一一能利用閥片加強對故哥軍內容及情節的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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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2.3 一一初步感知文字(例如:故事名稱)和口語(例如:放慕名

稱的含義)的對膝關係;目標3 。一一明白故事靈點，自標4 。一一

理解故事蓋在勛。 i吹著吾吾聲言平去量紀錄主賢以李克特 (Like吋)問點畫畫表哥fiE幼

兒發現，並以描述性紀錄說明評分的依據。在吉平核過程中，教師會

進 步對自標幼兒遂行閑言質指導，機保幼兒有機會對故學f宵節內容

遠致充分的磁解。許核過程會進行車接影，並典音草核紀錄 併存檔。

鑫於辭去量伶度和效度的考慮，除負責評核間標幼兒的教師外，選會

邀請兩位教師 同參與評核工作，方便將評核結果進行三角檢驗。

步驟三:

謀後故事板評壘。在目標幼兒對故吾吾吾聲有必定理解的前提下，教師

與幼兒這Effl故事板進行互動。教自否會稅幼兒表現提供廢架，協助幼

兒蓋章述和漢語電故事的關鍵情節，以及重1m錦故事。評核的重重點考慮，

更是如何透過故學板來展示幼兒對故事情節的臉解。故吾吾板辭去量紀錄

表肉機以李克特凹點益主聲音平定幼兒表現，立t以描述性紀錄說瞬評分

的依據。評核的項目有以下七項 J 項目 1一一參與1程度;環路2一一

材料利用;項目3一一的生互動;項自4一一表達能力項自5一一故

事結構先發候，有置自 6一一主題 致做須自7一一創造力表礙。評

核過程會進行錄影，方便吉平核紀錄與錄像一併府作檔譜宣言平核之用。

故事板評選紀錄是監會把合國一的萌發式閱巨資總解概念模型進行分析，

教師和研究員結合步驟一初步驟二所得數據，得以制定自標幼兒的

閑話聲理解進展分析表，以評定幼兒的閱懿理解水平。(其背景作法可

參考Kr它chevs旬， 1998) 

步驟四.

閑話要角行動研究。總結步驟一、二、三對幼兒進行簡直寶f待所遇到的

問題，在幼兒的最近發展Ifr[擬定行動研究方案，希躍在閑言費為處理

好幼兒在閑話費時遇到的向題， 1愛化閱讀效能，以及進一步促進幼兒

的語言發展。在軍實施步驟問時，首先根據故事讓許撞車日放蓋其板評蓋章

的過稜咐，教師悔沒有為幼兒提供膝架，以及辭靈的評分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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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幼兒閱讀效綴，並結合關一的萌發式故事獨鐘海解概念模裂，在

幼兒的最近發展1直擬定可行之行動研究方案。教師擬定行動研究方

案後，會與其他教師進行內部討論和協調，最後於閑置建角將行動研

究方案落蟹。行動研究過程會錄影存檔，供教師檢討和反思，以及

作為擬定新一串串的行動研究方案之用。

研究直是期巨星完成這個翎步驟之後，教師能夠 ( 1 )買主主主體地認

識幼兒的學習特徽; (2) 評輩輩君主班閱設指導餘的問樣遂成程度，並

確保詞標幼兒有機會對故事情節內容達致充分的理解; (3) 確保自

標幼兒有機會將這些海解顯而易見地展示出來; (4) 因荒草幼兒的學

習特點因材施教，優化幼兒閱讀效能。

以下是研究員所建議採煦的 f 萌發式閱讀理解綜合評核系統」

的具體實施架機:

閩三 觸發'<t獨龍指導結合評核系統重寶路架鱗

種J
靈數

教師觀察lid己綠
;不同學習能力的

幼兒在各教學環

飾的表現。

隘的
認哥華幼兒學習中寄

f毀。

L一

階綴二: 階段芳: 階段悶:
課後故事草書評處 線後故耳其板評選 閑書里角行動研究

撥動 I I 盤里話 I I 盡量數
根據苦干主義指引， 1 I 教師與幼兒遵照 I I 在幼兒的最近發
利間故事番對自 I I 故事板進行互動 I I 展磁擬定行動研
標幼兒進行個別| 卜引導幼兒讓述 I I 究方策，將架幼
化的口頭評盤。 I I 早日讓演故事的串串 I I 兒在閱讀1J菌的

呻!在評選過程中: 1叫鍵情節，以及創 1-1 學習。
教師會對幼兒進 I I 編故琪。

行閱設指導。

m的
評蠶食班!竭盡鐘指

導線的問標語壘成

程度，及目直保幼
兒有機會對故事

情節內容遠致充

分報解。

泊的

富起幼兒展示對放
事情節的了解。

i 泊的
關憋幼兒的特點

關材施教，儀化

幼兒獨潑效能回

出上可見，本綜合喜事核系統於設計時既將「對學殼的評核」和

r促進學習的評核 J 整合，兼具兩者的優點。研究員遵照萌發式閱

讀指導綜合評核系統的實施架構，為澳門一所公JL幼稚撞蓋亞3歲班的

幼兒進行一項為期四個月的實驗研究，期間毅力權保教學和評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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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實現刮起nbaum et a1. (2006) 提出的七項原理，初步豆贊賞此重實施

架構能成為一個為教育功效的綜合評核系統(參閱哥華寶鏘， 2007) 

綜合評核系統的信效度考慮

任何評核系統在實際應用之前，都需要考慮信度和效皮書事議題。官盡

管現時與綜合il'!'1l玄系統相闋的文獻，為如何建構綜合評核系統提供

了指引，但對如何評鑑綜合評核系統的信度和效度，立主宋平菩提供真

傲的方法，這其實是有請寄要詳力口說明的(到renbaum et a1., 2006 ) 

哥哥於綜合評核系統的信度，體現於測量直是在故善其營利敘事板5平

分的一致性上。的於望實施待會選取數名而不是全體幼兒，自標是綜

合反映幼兒的閱護理解進展水平，故會集中5平緩溺tl:!蓋一員之闋的一致

性。異體的做法是每一位自襟幼兒的一位指定的教師負重實評盞，另

外敵位教串串亦會分別對自樣幼兒評分洞口紀錄評核的變倒過程。這三

位教師在評靈後，會即符討論每一項寄!，j量瑣侶的評分。 5平分自目樂有

不一致的情況也蹺，他們會利用評分待所寫下的觀察紀錄，共向找

出原因。這樣，不但苦干蓋章耳買回內容的清晰度有所提高，向縛，不向

教師對不問能力的自標幼兒的評分亦有了共識，評分的機準變得更

趨於一致。值得一鍵的是.透過上述的控告綴，不值錢哥哥了辭靈的信

度，亦提高了許聾的效度，原的是假設教師在討論後仍有不同的意

見，他們可以參考研究員的評分，化解分歧立立憲章求共識。

以下將分隔部分具體說明評靈工具信度和綜合評核系統效度的

具體方法。lÍl於綜合評核系統的核心是故吾吾吾書評蓋章和1皮書聲板寄FJ量的

評分;愛袋，如果收集大量童數據的話，這兩個蓋章表可以運用項目分析、

Cronbach-alpha傍~系教和!君主賽分析等現有的方法檢測億度和效度。

恆的於擬選取數名不向能力的幼兒[的不是全體幼兒進行評核，因此，

評重量教giP W越研究員之間的評分一致性遂成為本文焦點所在。正在此，

第一部分關釋5平主童工具信度分析方法， g重點檢視綜合5平核系統中的

故事審評畫畫和故事板評蠢的評分一致性儉度。出jj令瑰辛苦文獻未有說

明如何詳盡監綜合評核系統的效度，因此第二部分閥釋綜合評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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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度評錄方法，主要說明如何引飛Messick ( 1989) 統一蓋章機效度

草草諭評鑑草草倒綜合評核系統的建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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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f童工具信度分析

綜合吉利主系統中利用放學替罪日敘事板於謀俊對幼兒進行個耳目化評主義。

EÈ於故事審訊ZJ攘的主要自的是許核蓋全班閱讀指導課的白標達成程度，

閻此故事發辭靈紀錄衰草書按照預言費指導線所有害達成的教學問療設計。

故事板評議的選擇這考慮，是如何透過故事板來展示幼兒對故草草1宵節

的瞭解，閻此故事板評;豎紀錄表單身讓點紀錄幼兒對故事情節的理解。

兩張評畫畫紀錄音整均以李克特間曾出量主要評定幼兒表現，放以描述性紀

錄說明評分的依據。以下將以故事發言寧主量假冒空位評分為例，說明研

究員如何檢觀測議員之間評分的一致使。

從表一可以看到，教師一和教師二之音'1'分以3和4為主三，個兩位

教師除了在白標2.3的評分是一致以外，其餘五個評議項固的評分各

有不同，問此負責評畫畫的教師(教師三)需要決定幼兒在不何評選

項闊的最後的評分。

故事審評蠱的信度分析表

教師…

故哥草草書評盤等級(四點李克特盤尺)

教師之 教師三三 研究員 一致性棕皮*

o平盤教師)

衷一

辭靈頃的

M
W∞
船
∞

μ
m

A
υ
1
i
n
υ
'
I
A
υ
 

34443 44344 44343 33444 
1.0 

目標2. 1

g標2.2

務機2.3

信標 3.0

*反映教師三和研究員評分的一致性程度 當偽者的評分相悶，一致性程度為1.00 。當一

人的評分是 1 '另一群分是4' 兩人的喜事分相豈是王三協等紋，一致快程度為0.00 ;當兩者的

評分相若一個等級(例如 1 單位、 2 幸的、 3 和 4) ，…致使程度為0.66 ;謂階者的評分

相澄爾伯等級(例如 1 和3 、 2 和 4) ，一致性程度為0.33 。
艸翩於此次教學發驗的故事沒有辦點，故此言草藥項自 l撐不過舟，



約 1安理解綜合評核系統的建構 241 

教師三的評分是通過三位教師之間的協商和討論的過殺而得到

的。在表一的第四棚中，可以發到教師三在白線1.0 、 2.1 、 2.2三個的

評畫畫項目是向意教師二的評分，而是E聞機3.0的辭去重項目則問意教師

一的評分。透過這個協商和討論的過程，教師三對故事書哥哥平主義中各

餾項目的評分准則，有了直在清楚的瞭解，的那9":加能分辨各{郎項目

之評分3車站評分4的不同之處。

EÉ!於教師對幼兒進行評畫畫哥哥，拉拉判定項間的評分外，畫畫嚮詳述

幼兒在進行評蓋章峙的表現，以此作為評分的依綴。因此，在協衡和

討論的過程，寄F-~童的的信度會增加。是提一的第凶殺皇島E欄中，可以

看出教師三和研究員的評分在因標2.1單位自標2.3是一致的，而在自機

1.0 、包機2.2 、早日El樣3.0則辛苦所不悶。兩人評分的不一紋，信@'蔚然

欠佳，效@'亦會乎乎疑。為此，在第六欄計算了教師三和研究員評分

的一致性早已是度，以檢iJ1鼠害于三章的信度。君是一的第六欄中，可以看出…

致性程度EÉ! 0.66至1.00 '平均值為0。鉤，說明這名目標幼兒的故主直至書

評還有不錯的信度。雖然每偷告平畫畫項目開始將是利用字寬特愛尺進

行評分， {皂白於自樣幼兒採樣白不向學習能力和水平，教師通過上

述的協哥哥和討論過程，膠、能理解每一個評蓋章項間的不同評分(即李

克將畫畫尺中的 1-4點)的許鞏準則。還ffl上述的方法，也能檢視故事

板喜事畫畫時被U;肇星電評分的一致性。同樣地，教師通過當中的協商和討

論過程，應當E草草解放學板5平畫畫紀錄袋上每一個辭靈王震闊的不阿靜分

(即李克特靈尺中的 1-4點)的昌平還准則。

此外，不同能力的問擦幼兒， ~平分的發體倍;度;更是否存在著差異，

則需進一步進行檢視。在計算出每位幼兒放著算盤評選的一致做得分

後，將其計算一致性程直至之總目擊平均值，就能檢稅吉草糞工屯兵的發自置

信度。假如評選頃目的一致做程度之平均值低於0.7 '便寫主要對棺關

約哥F畫畫項目主重新畫畫j會內涵。

綜合評核系統的效度評鑑方法

研究員擬借助M臼sick ( 1989, 1995) 的統一建構敘皮理論評鑑綜合評

核系統的效皇室，言平餘的過程建議分凹{闊步驟漸進地進行(參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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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綜合評綾系統的放度分析步~

數據的解釋

E震撼搜築 步聽一。畫畫構效皮( Construct 

validity: CV) 

結合不陶數據(課2童般察、故事

發評議評分及故若真板辭靈評分) , 

綜合解釋不向學習能力幼兒故事

閑話里連解約情況，從1晶讓教師及

研究員研判因標幼兒的閱讀盟主程

碑的進展水平。

後榮考慮步聽三 CV+償值綴喻CValue

implication: vI) 

步驟一:

根據步駱一所判定的進展水平資

料，檢視不同學習能力幼兒的閱

當~ll'!程碑所依靠的理論背後的做

{宣判斷擎刻，了解這些游則會為

幼兒帶來怎~樣的教育後槳，分

析該怎麼樣解釋數據來自電架幼兒

才會發揮綜合辦核系統的功效。

薛寶t常

都核的用途

步聽二 cV+i盟切性/贊III 姐:

(Relevance!Utility: RJU) 

根據步驟一所判定的進展水平

資料，教師為不i司故事閑話聽遞

解水平的幼兒擬定行動研究方

案，將架幼兒在閱盡單方闊的學

習。 行動研究方策的擬定和資

施，音帶搜槃證據說騁綜合草草該

系統評核用途的過切性和發III

性。

步聽間: CV+ R!U +VI+ 社會後

果( Social consequ閉目。 SC)

綜合步驟一、二、三約約翰，

判定綜合評核系統的實施成效

是否與預期的用途相符。有沒

有償得獨注的教育和社會後果

齋里要考敵?

在故事盡早日故事板評蠶得到的評分經過信度的計算後，結合課堂觀

察，綜合解釋不問學習能力幼兒故事關毒草理解的情況，從而讓教師

及研究員研判臼樑幼兒閱盡費遠程粹的進展水平，教師因此能夠洛斯

表述對達致不同盟程碑的幼兒閱設具發發展情況。此外， E8於選取

了…草草學習能力不河的幼兒為目標幼兒，幼兒遂致的閱單單]lH師專約

進展水平應有澄藥，藍藍研究員能對劉一的萌發式故事閱讀現解概念

模裂中各個不同盟程僻有過盤檢誠的機會。

步驟二:

根據綜合評核系統的室主施架構，教飾隸主E幼兒的最近發展造首腦架幼

兒，以達致更高閱讀現解水平。教師以步驟一所判定的進展水平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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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為基礎，針對幼兒的真貨表現，為不同故事閱讀理解水平的幼兒

綴定行動研究方案，巨富架幼兒在閱讀方商約學習。行動研究方案的

擬定和主實施，需搜多是證據說明綜合評核系統評核翔途的遜切性和實

用性。假設目標幼兒錢跑不綱緻，掌援故事的情節亦未夠完鑿，反

殃幼兒的選千里碑一有一定基礎，但仍然，議要豈宜竄，盟程E哥二發展亦

有待提升。教師針對幼兒的發現，擬定相關的行動研究方案一利

用劉片重組故事內容，過程中教師府提問方式，引發幼兒童才閩片進

行細心觀察，加強幼兒對故事完草草f宵節的掌握，以提升幼兒的表現。

故此行動研究方策的擬定和資施，有醫搜集行動研究成效的錢攘，以

體告解星封閉綜合評核系統的功效。

步驟三.

自於閱教教學設計和行動研究772要是集體擬定，教師之閉最初的不

詢意見，透過彼此的溝通和協在苦悶îi為嗨，並能釐j詩背後的教育理念

的理解是否恰當。放學閱讀指導完結後，教師和研究員一起檢討成

效，在大家集思廣益重的過程中，教飾言哥華要知道從畫畫!!i!:途徑可以幫助

幼兒，以及分析教學成效之千亨利因雪鞋。教師和研究員在檢視行動研

究方案背後的指導理念的問縛，教自用檢繞不同學習能力幼兒的街買醫

豆豆程柳背後的價值判斷全體刻，思考這些準則會主主幼兒帶來怎麼樣的

教育後來，以及該怎、股樣解釋數據來巨著架幼兒才會發揮綜合評核系

統的功效。例如前述的間機幼兒童畫後決定將E重點放在加強幼兒對故

事情節的攀援上，前不是放在鞏固幼兒里程碑一的發展。璋的是白

襟幼兒的農程膀一已有 定主基礎，只要教師巨富榮f導致，蹲配合適當

的環境，幼兒就能透過關片加強對故發↑宵節約室主援，幼兒里程牌之

的發展應能提升;沛提升學程勝二發攘的同時 ， ø發能反過來加強幼

兒對圖片的感知。

步驟四.

研究員需檢視綜合評核系統主實施成效是否與預期的用途相符，以及

辛苦沒有值得關注的教育和敘會後榮需雙考慮。例如 本綜合評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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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主實施將能否藍藍研究員及教師認識幼兒閱讀指導的教學成效?幼兒

是否順利由一個堅程脾邁向另一偽援艘巨坪，般終能學會閱讀?閱讀

指導教學如何與游Il寺的故事練結合?閑話要指導教學如何與主題活動

教學配合?幼兒練程!您如何蓋章新設置墅，才能教導幼兒童要犧故事國響?

學校的資源如何讓車fi哥哥哥己，才能做好閱喜愛指導教學?透過綜合評核

系統，可以為前問個問題帶來居世示，而後兩{閩憫題，則是溶重重綜合

評核系統H待所必須考驗的。

總結

本文主有的應教學，許核要同時顧及 f 對學習的評核J 和「促進學習的

許核」的訴求，主重點選擇了文化鱗鱗中學期閑談這個領域探討實踐

建構綜合評核系統的可行性。本文的主要固的是建構一儕萌發式故

事閱讀寶理解綜合評核系統，以及鍵的一個教師可操作的實施窩里梢。

這飽嘗主施架構主要El3凶有耳環節織成，包括( 1 )諜裳觀察、 (2)

課後故事審評蠱、 (3) 諜後故事板辭去鞋，以及 (4) 閱讀角行動研

究。 5平核系統希望能夠做到教學與評核緊密結台，教晶石將更能適時

掌握學生的閱讀發皇軍情況，以便做到因材施教，最終目的是隱架學

~運用閱讀策略鑽機頭測性故事錫壽。鑑於任何評核系統都有需要

交代評核過程和結果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建議分析教師和研究真評

分的一致性程度，以及借助M聞自ck ( 1989, 1995) 的統一建構效度理

論分四個步驟對綜合評核系統的建構效度進行詳盡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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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System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Pou-seong Sit 

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as well as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system for emergent story reading comprehension. Based on 
Feldman's ( 1994) non-universal theory and Palincsar and Brown;, (1984) 

reciprocal teaching methods as reading instruction strategies,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storybook and storyboard as assessment tools and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model of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system for evaluating young children's 

emergent story reading comprehension. After considering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an integrated assessment system, an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is 

form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eptual assessment model. Finally, with 

reference to Messick's ( 1989) theory of unified construct validity, the procedures 

for evaluating the validity of the integrated assessment system are presen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