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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largest testing institute of the world,the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 ETS ) provides serviceon various evaluation and educational programs.Itsrecent 
work includes applying computer techniques toevaluation.transmitting adaptive 
tests through networks, providing testing service for different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and providingindividualized tests for disabled people.The effortsthat 
the ETS has been making in the inspection of newteachers, 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the system ofintegrated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re worthy for ou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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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參觀心得 
 
 

歐滄和 
 
 

摘要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為全球最大測驗機構，對各種評量和教育計畫提

供服務，最近應用電腦科技於評量工作上，由網路傳送適性測驗，為各種

專業人員證照提供測驗服務，對殘障者提供個別化測驗。全世界托福考試

亦由該社命題，企業界、軍事部門、成人教育機構，大多採用該社測驗來

甄訓人才，尤其對初任教師資格開發出評量系列工具，該機構在初任教師

檢定、電腦輔助教學、進路輔導電腦系統、作業表現評量、考試機構功能

發揮等方面，均頗值得我國參考。 
 
 

一、沿 革 
    美國的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以下簡稱ETS），是

教育研究與測驗方面的領導者，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的、非營利性的教育

評量機構。 
    ETS是在1947年由美國教育會議、卡內基金會、及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

所共同設立的。雖然ETS仍然和這三個組織密切合作，但就和其他獨立機構

一樣，它也對其他的教育、政府、企業機構或單位提供各樣的服務。 
    從在新澤西州的普林頓的獨楝建築開始、ETS已經成長為一國際知名的

機構，每午的預算高達三億五千萬美元。它的辦公室在普林斯頓地區就有三

處、在全國還有7個分區服務處，共雇用約26OO人，來執行約2OO種計畫。 
    ETS參與過許多單位和組織為了不同教育目的而發展、執行的評量計

畫。這些委託單位願意信靠ETS，走因為ETS在測驗方面的能力已被廣泛認

可，但是有關評量計畫的目標、政策、和方向則仍然由委託單位自已來設

定。 
    除了測驗的品質被廣泛認可之外，ETS也因為其研究人員對計量科學的

貢獻、用電腦進行施測、發展新的評量模式、及對教學與學習的深入了解而

聞名於世。 

二、設立宗旨 
    ETS 的成立宗旨共有多向性及合作性，它包括： 

1. 發展並執行大規模的全國性評量，並且要求成本低且有效率。 
2. 發展新的評量方法，以促進學習和教學上的改進，並擴展受評量者在

教育和生涯發展上的機會。 
3. 進行研究，並將研究結果告知教育決策者；傳播研究結果以提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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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對教育和評量的了解。 

4. 提供有關學生學習成就的訊息，以協助教育的改進和公平性。 
5. 執行各機構學生獎助學金（financial aid services）的篩選工作,以增加優

秀學生接受高中、大學研究教育的機會。 
6. 對於各種評量和教育計畫提供支援性服務。 

三、組織架構 
    ETS是一民間財團法人性質的團體、不像政府機構有明理的深層組織，

其單位係依照其功能來劃分。 
    ETS可以劃分成九大部門及一些行政支援單位，它包括： 

1. 大學委員會計畫（College board Programs） 
2. 學校及高等教育計畫（School and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s） 
3. 職 業 與 專 業 評 量 中 心 （ Center for Occupation and Professional 

Assessment) 
4. 各分區服務處（Field Services） 
5. 教育進展評量中心（Center for the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6. 獎助學金服務（Financial Aid Services） 
7. 研究部門(Research Division) 
8. 作業部門（OPOLatiORDiViSiOR）─執行大部分的幕後工作，例如，

試卷、出版品的印製、運送。 
9. 資訊系統與科技部門（Information System and Technology)─提供電腦

系統方面的支援。 
    除了上列部門外，還有一些行政支援單位，例如，人事室、財務室、合

作計畫和發展室、合作計畫品管室及一般諮詢室。 

四、ETS 的創新 
    教育上的革新永遠走ETS的主要任務，就如ETS所服務的教育領域，ETS
也不斷地改進和成長。 
    現在，ETS的研究集中在經由新的科技和新的評量模式來加強評量、教

學、學習和訓練職業技巧。 

 （一）新科技 
    ETS長久以來就非常注意電腦科技的發展，並積極把它應用在評量工作

上，以迎合社會大眾對評量的迅速性及正確性的需求。 
    ETS的許多評量計畫已經應用這些新科技來： 

1. 經由網路傳送適性測驗（adaptive tests）。在適性測驗中電腦會配合個

人的表現水準創造出一個既精簡又效率高的獨一的測驗，而受測者可

以直接在電腦上作答。 
2. 統整評量與教學兩項工作。 
3. 對測驗結果提供立即回饋。 
4. 在全國各測驗中心之間，有效地傳送所要的測驗。 
5. 二用於試題的呈現和計分上：特別是那些不容易呈現在紙筆測驗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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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 

6. 評量和發展及工作現場所需的職業技巧。 
7. 評量取得執照和能力證明所需的專業知識。 
8. 提供生涯和教育的輔導。 
9. 提供受測者一種螢幕上互動式的協助，例如：計算機和參考材料。 

    經由不斷地研究，ETS現在正努力於將電腦及新科技應用在以下項目： 
1. 對殘障人士提供個別化的測驗。 
2. 允許受試者以繪圖方式作答。 
3. 對受試者所寫的一長串文字進行計分。 
4. 提供多媒體的評量與教學系統，此系統能把傳統的視聽影像和電腦的

文字和繪圖功能統整在一起。 
5. 更有效地評鑑申論題，及其他作業表現式的評量。 

 （二）新評量模式 
    雖然ETS是以選擇題式的測驗出名的，但是它也同時是其他測驗模式的

領導者。 
    舉個例說，ETS 的作業表現評量（Performance assessment)活動已經種類

繁多，所以另外設了一個作業評量中心，針對它們的設計、使用及效果作進

一步的研究，而且特別偏重在學校學習方面。作業表現式評量已逐漸受到全

世界教育工作者的認可和接納，因為這種評量使得評量者可以針對個人在特

定工作上的實際表現作直接的評估。 
    有些作業表現評量,例如優秀學生安置計畫（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
或工作室藝術評量（Studio Art Assessment)都是要求學生交出他們的作品以

供評估,而其他的則要求受測者在評量時表現出某種操作技巧或完成某項工

作。 
    ETS的作業表現評量包括下列數種，其中有幾種已經把教學和評量完全

統整起來。 
1. 大學委員會的優秀學生安置計畫（College Board's Advances Placement 

Program）─它自從1955年就併用作業表現測驗。 
2. AEQUITAS─它裝於微電腦上的甄選與訓練用的軟體系統，用來評量

和訓練辨公室常用的文書、資料處理技能。 
3. ALGEBRIDGE─用教學和評量的電腦系統可以幫助學生從數學轉移到

幾何學上。 
4. 全國性教育進展評量（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此評量包含有開放式的問題,要求受測者自行出答案，如簡答

題、作文等：或要求使用工具如尺、計算器或其他材料以完成一科學

實驗。 
5. Pacesetter─它是由ETS和大學委員會所共同支持的計畫,是針對高中學

生有志從事教學而設的，它統整了課程、評量和師資培育計畫。 
6. PACKETS一它是數學科的教學與評量的活動設計，特別強調問題解決

與批判思考技巧。 
7. Praxis系列─它是針對初任教師的專業評量系統，包括三部分，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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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以電腦施測的「學校技能評量」Academic Skill Assessment），亦

即傳統的讀、寫、算三方面能力；第二部分是「學科評量」（Subject 
Assessment），它是作業表現評量，測量受測者的學科知識；第三部分

是「教室表現評量」（C1assroom Performance Assessment），它是評

量受測者在班級中的實際教學技能。 
8. 跨越課程教導批判思考的策咯一它提供教師在職訓練，提升他們在班

級中教導學生批判思考的策咯。 
9. 英語寫作測驗（Test of Written English,TWE）─一種30分鐘的英文作

文測驗，常伴隨托福測驗（TOEFL）一起實施。 
10. 英語口說測驗（Test of Spoken English，TSE）─母語不是英語的人若

想在美國或加拿大從事專業或教學工作，需通過此測驗以證明其英語

口語表達能力。 

五、ETS 的評量計畫 
    就每一種測驗，ETS提供多種的服務，包括：測驗計畫的管理、測驗編

製、測驗的施測、統計分析、出版測驗及相關刊物。 

 （一）與大學委員會合作的測驗計畫 
    設在紐約市的大學委員會是ETS的主要贊助機構之一，它也是ETS的最

大客戶，且在大眾的心中它常與ETS 的名字聯在一起。 
    ETS對大學委員會的服務是透過 「大學委員會計畫」部門來提供的，它

包括SAT及其他用於大學入學許可的測驗的相關服務,如測驗編印、施測、計

分和報告分數。一種修訂版的SAT已經在1994年春天推出，它將包括兩部

分：原來SAT的語文和數學部分將成為SAT Ⅰ(推理測驗）;而特定學科的測

驗,原稱為成就測驗，將改成SAT Ⅱ（學科測驗）。 
    修訂版的主要特色是加強對批判思考的評量，它增加批判性閱讀的比

重，提供閱讀文章的背景資料，呈現多篇文章供受測者比較、使用受試者自

構答案的題型，並允許在數學科中使用計算器。 
    優秀學生安置計畫（Advanced placement,AP）也是由大學委員會贊助，

它為優秀的高中學生合併了大學水準的課程和考試，AP計畫中的16種領域上

的29種考試，可以使參加的高中學生獲得大學學分或是資優生的安置。 
    其他與大學委員會有關的計畫有： 

1. 1.PSAT/NMSQT─一種SAT的簡縮版本，用以協助學生計畫其教育進

路，另外它也走全國優秀獎學金審議會所要求的資格測驗（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Qualifying Test)。 

2. 大學學分認可考試計畫（College-Level Examination Program，CLEP）
─它是一系列的測驗，通過的學生可以拿到高達兩年的大學學分數。 

3. 電腦化妄置測驗─它走大學入學水準評量的一部分，它們都是使用

ACCPLCC「軟體的電腦化適性測驗，可以幫助大學行政人員把學生安

置到適當水準的班級。 
4. Algebridge 和 Pacesetter (在四、ETS的創新一節中已提過)為了協助學

生達成其教育目標，大學委員會贊助由ETS的獎助學金部門所負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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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 「大學獎學金服務」（Colledge Scholarship Service, CSS),CSS印
製財務補助申請表（Financial Aid Form）供學生向中央、州政府其他

機構報告其財務狀況，並申請補助。 

 （二）學校及高等教育計畫（SHEP） 
    SHEP最具創新性的計畫是用於初任教師專業能力評量的Praxis系列。這

分成三部分的系列結合了傳統的及作業表現式的評量，並加上一套可以提升

學生基本技巧的電腦教學程式Learning plus：它的設計目標是要評估未來教

師的學術技能、專門學科知識及教室內的實際教學表現，所以可以滿足有志

從事教學者、大學教育學科教學者及核發教師證照機構的需求。 
    Praxis系列是安排來取代原來的「國家教師考試」（Nationa1 Tercher 
Examination，NTE）計畫的，NTE也是由SHEP所執行的，它是以較傳統的方

式來評量教學能力，但已計畫在1997年完全停辨。 
    NTE包括三個必考的核心測驗，即「溝通技巧」、「一般知識」和「專

業知識」；以及43個專門學科的測驗：前專業技巧測驗 
Pre-Professional Skills Tests,PPST）：42個州贊助的測驗計畫。 
    SHEP也負責研究所入學考試（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GRE）。這

GRE包括一般測驗，測量16種領域上的成就。其中一般測驗在1992年10月就

已推出電腦適性測驗的版本，這使得GRE成了第一個可用電腦也可用傳統紙

筆式施測的全國性的測驗計畫。 
    負責GRE的單位也為申請研究所入學的學生提供多種服務，例如：出版

全國研究所簡介、研究所教育論壇、研究所申請落點服務等。 
    在SHED的「國際性測驗與訓練計畫」部門中，有幾種測驗是專門用於

不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它們是： 
1. 以英語為外語的英語測驗（Test Of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TOEFL）－它評量一般英語能力。通常為外國學生申請入美國大學、

研究所所需，或外國人受聘到美國公私立機構所需。 
2. 國際溝通用英語測驗（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OEIC）－它評量以商業為主要內容的英語口語溝通能力。 
3. 外國醫藥和護士學校畢業生，想在美國深造或實習所需的英文資格考

試。 
    這一部門也設有一國際交流室，它負責安排來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來

訪問或使用ETS的資源。 
    另外一個主要的高等教畫是「企業管理研究所的入學測驗」（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GMAT），它主要是量測語文和數學技巧，每年

約施測3O萬人。 
    SHEP另外也負責： 

1. 研究所和專業學校獎助金服務（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School 
Finanical Aid Service,GAPSFAS）－它是一種集中化的申請和需求分析

的服務。 
2. 高等教育評量計畫（Higher Education Assessment，HEA）－包括多種

測驗、工具、調查表。它是藉著各種測驗和問卷來測量大學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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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學術上或非學術方面的經驗。 

 （三）職業與專業評量中心（COAP） 
    COAP的評量、訓練和生涯發展計畫是為企業界、軍隊、專業或成人教

育機構提供服務的。超過5O種的職業或專業從COAP的評量計畫中獲益，並

利用它們來滿足特定的需求,如,促進學習、證明工作能力、或改進企業的效

率。 
    COAP提供全套的測驗服務，從對一特定職業的工作分析、測驗編製、

施測、計分和分數報告。今天，COAP強調的是發展各類材料來幫助學生將

學校所學遷移到工作場所，並提供與訓練相結合的評量程序。 
    COAP的評量包括： 

1. 全國護士執照考試－預計在1994年採用電腦適性測驗方式透過網路在

全國各地施測。 
2. AEQUITAS－以電腦進行施測的多種評量，評量辦公室工作技能，如

文書處理、試算表，以及基本素養，如閱讀、數學，和字彙。 
3. 進路輔導系統－它是一結合輔導和教育職業資料的電腦軟體（System 

of Integrated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Plus,SIGI-Plus）,提供學生及成人

在各行各業上的職業輔導，亦包括研究所的選擇。 
4. NAVTCOR－適用於在職人員的個人生涯發展輔導電腦程式.它可以協

助在職人員找出並改進他現有工作上所需的技能、並提供一進路，讓

在職人員考慮在原組織以外的工作機會。 
5. 國防部非傳統教育支援活動（Defense Activety for Nontraditional 

Education Support,DANES）－美國國防部為了讓軍人在非傳統的教育

經驗中所學的也能獲得大學學分，特請ETS執行的約5O種學科標準化

測驗：自從1983年以後，這種經由考試得到學分的計畫也適用於平民

學生上。現已有近百所大學承認這種學分。 
6. Pro Care－一種以視聽影像為主的評量與訓練用電腦程式，用於訓練護

理人員。 
7. 美國產製與庫存控制協會（American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Control 

Society,APICS）的資格考試－它包含六個主要學科，即庫存管理、生

產控制、產製計畫、材料與產量需求計畫、系統與科技、和時間程序

控制。 
8. Learning Plus－一在電腦上執行的教學程式,用以提升學生在讀、寫、

算方面的能力。 
9. P.D.Q.BUILDING SKILLS FOR USING PRINT－一套在電腦上使用之

多媒體教學程式，用來提升成人的一般素養。 

六、ETS 的研究計畫 
    ETS在研究領域上的工作，就像在測驗計畫上的工作一樣，除了追求高

品質的測驗之外，還要確保測驗對所有的受試者是適當且公平的。雖然ETS
的許多研究計畫是由中央政府或私人機構贊助經費，但是他們本身也進行多

項研究，以求對教育界及社會大眾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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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統合各項相關活動，以及促進對研究計畫、結果和應用的溝通，

ETS把所有的研究劃分成四個方向： 
1. 新的評量模式－強調新的評量方法與活動，包括新的試題型及非測驗

的評量方式。 
2. 科技與評量－關心電腦及其他高科技的發展，以便用於評量上。 
3. 評量的公平性－檢查各個團體之間的溝通與行動的協調，以確保ETS

所有的產品或服務對所有的顧客（學校或受測者等）都走公平的。 
4. 教學與學習－強調依據評量所進行的學校改革，學校師資的預備和專

業的進修發展。 
    至於研究人員則超過200人，並依其專長分配到五個研究部門，它們

是： 
1. 應用測量研究。 
2. 認知與教學的科學 
3. 教育政策研究。 
4. 資料分析與科技。 
5. 統計學與心理計量學。 

除此之外，為了使研究者及其他工作人員能了解各項決策，另外還設立「決

策資訊中心」負責出版有關最新決策問題的報告，其內容則包含來自ETS本
身及其他機構的摘要性資料及研究報告。 

七、各地分區服務處 
   ETS的分區服務處散佈在美國幾個主要大城市，它們提供了許多和普林斯

頓總部一樣的服務，同時還有一些獨特的服務。各分區服務處的工作人員把

ETS的經驗和專業技術帶入教育界、政府部門和企業界，並且遍及全美國和

國外。 
    分區服務處的任務是支援ETS的測驗計畫和服務顧客，協助ETS達到它

與其他機構的合作目標，並成為當地社區的評量資源中心。 
    為了達到這些任務，分區服務處需要： 

1. ~L~與ETS的重要顧客發展並加強一穩固、持續的關係。 
2. 代表並提高ETS在公共決策和立法事務上的地位。 
3. 寄送ETS的產品，服務學校市場，並提供教育發展上的領導。 
4. 作為ETS新測驗計畫、新服務項目或新評量技術的驗證場地。 
5. 為訊息資源及市場分析的提供者。 
6. 負責ETS產品的行銷與服務。 
7. 依據各區顧客的需求及ETS的測驗計畫、提供測驗服務；或依ETS研究

部門的需要，提供在當地的行政管理服務。 
    另外，有些服務處有其獨特的服務項目，例如： 

1. 在普林斯頓的「學校服務室」，它發展了一些以研究為基礎的產品,
如：「在整個課程中教導批判思考的策略」計畫，及「PACKET」計

畫，以及「BOOK Whiz」電腦軟體，此電腦軟體可以幫助學生找到適

合他年齡並配合他興趣的書籍。 
2. 在華盛頓首府服務處，它提供了對各種全國性的專業學會和各中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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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聯絡服務，並隨時注意各州各中央的法律的更動。 

3. 以電腦施測的測驗中心，它設立在各分區服務處，並構成一全國性的

電腦網路，負責實施電腦施測的各種考試。 
4. 在普林斯頓的「行銷室」，它針對ETS的產品及測驗計畫提供行銷及

相關服務。 
5. 在普林斯頓的布里根（Brgham）圖書館和參考資料服務;它為ETS的專

業工作人員及外界教育人士提供了完備的研究文獻和參考資料的服

務。 
6. 在ETS的測驗收藏室（Test Collection），它是美國最大且對外開放的

收藏測驗的地方，它收藏了超過1720O種測驗或評量工具，而且定期報

導有關測驗及測驗出版商的消息。 
7. 在教育記錄局（Educational records Bureau），它提供了綜合性的測驗

計畫，包括小學1年級的成套的成就測驗，以及3年級的整套的性向或

成就測驗。 

八、教育進展評量中心 
     教育進展評量中心（Center for the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
稱CAEP）的主要工作是發展新的評量方式來評鑑美國全國性的或國際性的

學生學習成就。它也被賦予任務去評量成人及在職人員的一般素養。 
     自 1983 年開始， CAEP 就開始執行全國教育進展評量（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NAEP），並作成通俗性的報告,供行政、

立法及教育界人士參考。NAEP是唯一具有全國代表性及連續性的教育評

量，它能夠讓人了解美國學生從小學到高中，它們究竟知道些什麼或會做些

什麼。 
    NAEP是在美國國會授權，並在美國教育部的國家教育統計中心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的指導下進行的 O NAEP的
評量方式包括傳統的選擇題，及要自行建構答案的作業測驗，它的評量內容

包括閱讀、寫作、數學和其他課程，其中以閱讀、數學的評量次數較多，約

兩三年評量一次，其他課程則間隔較久，並無固定的時間表。 
    這十幾年來，NAEP已經發表了超過2O0篇有關國家教育狀況的正式報

告，其中還包括近年來有關於在科學及數學上，如何經由學生動手操作來評

量其知識與技能的研究；以及如何將學生在學校的作品（數學作業、寫作、

美術等）累積成一個人作品選集（Portfolio）並進行評量的研究NAEP也進行

預試性的州評量計畫（Trial States Assessments Program），它只就州的層次

來搜集資料。 
    CAEP也執行跨國性的教育成就評量，即所謂的國際性教育進展評量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簡稱IAEP），它主要是評量

世界幾個代表性國家同年齡學生在地理、數學和科學上的教育成就。IAEP是
由美國國家科學基金會和美國教育部所贊助的。 
    CAEP的專案計畫也包括青年人的一般文化素養（literacy），它包括了

美國勞工部就業與訓練處所進行的在職青年一般素養評量、及一個全國性的

成人一般素養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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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EP現在正在發展整套的有關一般素養的產品與服務，它包含了評量

與教學。這些產品及服務都是以CAEP新發展的評量方法，透過使用文章、

圖表、和數量性作業來評估個人一般素養。此專案現正在進行一跨國性的成

人一般素養評量。 
    CAEP的專案也包含了職業技術教育的評量，它是與美國南區教育委員

會的職業教育聯合會共同進行的。它是企圖統整學術性與職業教育性的課

程，在1988年和1990年CAEP曾大規模對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進行評量，而

一個類似的全國性評量將在1994年實施。 

九、會議及參觀訪問 
    ETS 有一個設備完善的會議中心，叫做Chauncey Conference Center，可

以容納到15O人住宿。凡是要在此進行教育與訓練活動的團體都可到此租用

場地及設備。 
    ETS歡迎各界人士到它的普林斯頓的總部及各地的分部參觀訪問，若想

安排一次參觀訪問，可寫信或打電話向最近的分部或下列地址電話連絡: 
Communiction Service, Rosedale Road, 

Princetion, NJ 08541-0001 
電話：609-734-5050 

十、感想與建議 
    本考察小組在參觀ETS並與各部門負責人會談之後，提出下列感想與建

議供國人參考。 
    1.有關初任教師檢定方面 
    我國剛通過師範教育法，將來一般大學也可以培育中小學師資，而且不

論是否師範院校畢業都得通過教師檢定。因此、初任教師的檢定工作關係著

師範教育改革的成敗。ETS的Praxis系列測驗突破傳統的紙筆測驗形式，還加

上作業表現測驗，並配合電腦教學程式Learning Plus，是很值得負責教師檢

定的單位作參考。 
    2.有關電腦補助教學方面 
    我國在微電腦的產量方面雖數一數二，但在軟體的發展上卻仍落後甚

多。教育部、資策會雖然多次舉辦教學軟體設計，但多數皆為熱心教師所設

計的單科單元教材軟體，而且很少利用到多媒體的視聽影像，所以很難吸引

一般教師及學生的注意。將來我國教學軟體的發展方向可效法ETS，以多媒

體為架構，結合評量與教學，並不以單科為限，如此才會更有推廣價值。 
    3.有關進路輔導電腦系統方面 
    ETS在升學或職業輔導方面有SIGI-Plus，NAVICOR二大系統，一用於在

學學生，一用於在職人員。國內似乎可由教育部訓委會和行政院青輔會合

作，委託專家發展在學學生的進路輔系統；而內政部職訓局則可以發展在職

人員的職業輔導系統。這類系統除了要能方便檢索升學與就業資料外，還要

能結合性向和興趣測驗，使受輔導者的測驗結果能在未來進路的搜尋和決定

上發揮作用。 
    4.有關考試常設機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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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目前是由考試院考選部負責公務人員高普考及專門技術人員的証照

考試、由各級學校的聯招委員會負責各級學校的聯合招生、由職訓局負責職

業技能檢定，將來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亦將接掌大學聯考業務。這些單位間彼

此缺乏經驗的交流，也沒有設立研究部門支援它們做業務上的革新，因此，

不妨讓這些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到ETS觀摩學習，或常辦理研習會增加其專業

知識及交換經驗。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亦可擴充其功能，負責五專、高中、高

職的聯合招生業務，並且設立研究部門，以實際的研究結果領導考試業務的

革新。 
    5.有關作業表現評量方面 
    作業表現評量是美國近年來教育改革的幾個方向之一，馬里蘭州教育廳

亦曾與我國及西德政府合作，進行跨國性的數學科及自然科的作業表現評

量。 
    作業表現評量可以測量學生較高層次的應用、綜合能力並強調動手製

作，可以達到知行合一的教育目標。若「考試領導教學」這句話能成立的

話，那作業表現評量將可把我國學生死背課本的學習方式改正過來。教育部

似可聘請國外專家舉辦一次作業表現評量的研習會，推廣作業表現的評量方

式，並將之溶入教科書的習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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