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證據 

來源 

回應的 

教育層次 

證據 

內容 

開放程度與 

更新頻率 

資料 

使用實例 

PISA 國家

研究中心 

學生 15 歲學生的閱讀，數學和

科學素養程度測驗表現資

料 

OECD 彙整公布國家表

現報告，以及跨國家、

跨時間軸之比較 

PISA 2018 閱讀素養的評量

結果促使教育部透過「提升

國民中小學學生閱讀素養實

施計畫」，發展自主閱讀學

習的課程教學模式、提升教

師閱讀素養教學專業、設置

自主閱讀空間，並強化偏遠

地區閱讀資源及增加閱讀教

師，以增進國中小學生閱讀

素養。另外也針對低閱讀表

現學生進行積極扶助，以降

低未達水準 2 學生人數比

例；呼應 108 課綱，強化

主動嘗試與調整的問題解決

能力；強化素養取向的教學

與評量。 

老師 受測學生的老師問卷調查

結果，內容涵蓋教師資

格、教師專業發展、教學

方法、教學時間和課程設

計等面向 

學校 受測學生的老師和學校問

卷調查結果，內容涵蓋學

校教學環境、學校氛圍教

學資源及家長參與等面向 

生活環境 受測學生及其家長的問卷

調查結果，內容涵蓋學生

家庭背景、學前準備，以

及放學後的生活等面向 

多元需求 根據學生測驗結果和各方

問卷調查結果，交叉產出

關於平權教育的各項分析 

PIRLS 促進

國際閱讀

素養研究 

學生 四年級學生故事及說明性

文章的閱讀、理解以及詮

釋複雜訊息的能力測驗表

現資料 

IEA 彙整公布國家表現報

告，也公布跨國家、跨

時間軸之比較 

IEA 彙整公布國家表現報

告，也公布跨國家、跨

時間軸之比較 

教育部辦理「提升國民中小

學學生閱讀教育實施計

畫」，並根據台灣 PIRLS 表

現表示，在深耕閱讀、閱讀

中程計畫的推動下，已逐漸

喚起學校及大眾對閱讀的重

視，各級學校閱讀硬體設備

及圖書也陸續充實更新。現

場教師更是透過閱讀策略培

老師 受測學生的老師問卷調查

結果，涵蓋教師教育程

度、教學經歷、專業發展

經歷，和閱讀相關教學方

法 

http://pisa.nutn.edu.tw/
http://pisa.nutn.edu.tw/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b25efab8-en.pdf?expires=158467907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C1D991BC6BB18103BCD3DB0609C523BB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b25efab8-en.pdf?expires=158467907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C1D991BC6BB18103BCD3DB0609C523BB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b25efab8-en.pdf?expires=1584679071&id=id&accname=guest&checksum=C1D991BC6BB18103BCD3DB0609C523BB
https://tilssc.naer.edu.tw/pirls
https://tilssc.naer.edu.tw/pirls
https://tilssc.naer.edu.tw/pirls


學校 受測學生的學校校長問卷

調查結果，涵蓋學生組

成、教學資源、校內學習

環境等面向 

力工作坊、閱讀策略教學方

案推動，逐步落實閱讀教

育。 

生活環境 受測學生的家長問卷調查

結果，涵蓋家長職業和教

育程度、家中提供的學前

教育準備程度等面向 

多元需求 國內負責單位針對國家閱

讀領域課綱，以及其他相

關國家教育政策的問卷調

查結果 

TIMSS 國

際數學與

科學教育

成就趨勢

調查 

學生 四年級與八年級學生數學

及科學教育學習成就測驗

表現資料 

IEA 彙整公布國家表現報

告，也公布跨國家、跨

時間軸之比較 

成果報告用於了解我國學生

數學及科學學習成就，提供

規劃我國國中小學數學及科

學課程之參考了解我國學生

數學及科學學習成就，以及

學習成就與家庭背景、學習

環境、教師因素等變因的關

係，作為我國數學與科學教

育研究與實施之參考。 

生活環境 受測學生家長或照顧者的

問卷調查結果，內容涵蓋

家中的教育資源、學齡前

教育活動、家中使用語言

等面向 

台灣 TALIS

國家研究

中心 

老師 著重學校領導與經營、教

師評鑑與專業發展、教學

實踐、教學活動及教學信

念與教學態度等四大面向

的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OECD 彙整公布國家表

現報告，以及跨國家、

跨時間軸之比較 

108 年 TALIS 結果顯示 1，

我國教師讓學生運用 ICT

（資通訊）完成專題或作業

比例偏低，故於 109 年擴

大辦理「數位學習教師增能

計畫」與「科技輔助自主學

習計畫」，以培育教師有能

力透過數位科技輔助學生自

主學習，並提升學生數位學

習的應用素養。 

學校 著重學校領導與經營、教

師評鑑與專業發展、教學

實踐、教學活動及教學信

念與教學態度等四大面向

的學校問卷調查結果 

教育部統

計處 

學生 學生數、生師比、平均每

班人數、中輟率和復學

每年編印教育統計會

報，公開跨年度比較和

 

http://www.sec.ntnu.edu.tw/timss2019/#about01.html
http://www.sec.ntnu.edu.tw/timss2019/#about01.html
http://www.sec.ntnu.edu.tw/timss2019/#about01.html
http://www.sec.ntnu.edu.tw/timss2019/#about01.html
http://www.sec.ntnu.edu.tw/timss2019/#about01.html
http://timss2019.org/wp-content/uploads/frameworks/T19-Assessment-Frameworks.pdf
https://talis.naer.edu.tw/news
https://talis.naer.edu.tw/news
https://talis.naer.edu.tw/news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4DDA8&s=AD60B64509840D4E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002F646AFF7F5492&s=1EA96E4785E6838F
https://depart.moe.edu.tw/ed4500/cp.aspx?n=002F646AFF7F5492&s=1EA96E4785E6838F


率、裸視視力不良和恆齒

齵齒率等基本統計 

基本教育指標之國際比

較 

各類專刊統計會報每年

更新公布於教育部統計

處網站 

老師 生師比、50 歲以上教師比

例、具研究所學歷教師比

例等基本統計 

學校 學校設施統計、學校數、

小規模國中小數量及分布

等基本統計 

生活環境 高低所得家庭教育支出、

公立公共圖書館數量等基

本統計 

多元需求 原住民教育概況分析、新

住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

分布概況、特殊教育學校

概況、教育性別統計 

SEGIS 國

土資訊系

統 

學生 班級數、學生數、教師數

等基本統計 

相關資料以統計地圖形

式，提供大眾依需求檢

索 

 

老師 專任教師數、男性專任教

師數、女性專任教師數等

基本統計 

學校 校地面積、校舍面積、班

級數等基本統計 

台灣教育

長期追蹤

資料庫 

學生 2001-2007 年間針對國中/

高中/高職/五專學生綜合

分析能力測量表現資料 

測驗結果與分析條件式

開放於學術調查研究資

料庫 

 

老師 受測國中、高中、高職、

及五專學生的老師問卷調

查結果，涵蓋了教學現

況、教學與教育環境、對

人際關係與教育價值的看

法、老師個人基本資料等

四個題組 

https://semap.moi.gov.tw/STATViewer/Web/Map/STATViewer_Map.aspx
https://semap.moi.gov.tw/STATViewer/Web/Map/STATViewer_Map.aspx
https://semap.moi.gov.tw/STATViewer/Web/Map/STATViewer_Map.aspx
https://srda.sinica.edu.tw/browsingbydatatype_result.php?category=surveymethod&type=2&csid=7
https://srda.sinica.edu.tw/browsingbydatatype_result.php?category=surveymethod&type=2&csid=7
https://srda.sinica.edu.tw/browsingbydatatype_result.php?category=surveymethod&type=2&csid=7
https://srda.sinica.edu.tw/index.php
https://srda.sinica.edu.tw/index.php


生活環境 受測國中、高中、高職、

及五專學生的家長問卷調

查結果，調查涵蓋孩子學

業、親子相處方式、對學

生期待等、家長個人對社

會價值、教育與學歷的看

法等面相 

縣立學力

檢測 

學生 受測學生的測驗結果和答

題狀況 

（2010-2017 國教院主

辦，2018 年停止辦理 2，

2019 年起改由台中教育大

學承辦） 

［國教院］2010-2017

施測成果報告公布於網

站  

原先期望建立參與縣市共同

之標準化評量工具，提供更

具體且詳實之數據分析及試

題內容解析與教學輔導建議

資料，然後引發測驗淪為教

師評鑑工具的爭議及批評。 

國中教育

會考 

學生 九年級學生國中教育會考

表現資料 

僅公布各科能力等級加

標示人數百分比統計表 

 

師資培育

統計年報 

老師 從職前師培、教檢與教

甄，至在職教師等各階段

的教師人數、年齡、學歷

等基本統計 

每年公布該年師資培育

統計年報，其中「代課

老師」相關統計，自 

2011 年起不再公布「非

合格代理代課教師」的

人數 3 

 

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

學學習扶

助方案科

技化評量 

多元需求 學生參加學習扶助篩選測

驗和成長測驗的結果統計

和分析 

學生施測結果僅對學生

就讀學校及學生導師開

放，不對外公開 

科技化評量系統提供個別學

生學習狀況分析和教學建

議，授課老師可以據此回應

學生個別學習需求。 

TESAS 地

方創生資

料庫 

生活環境 各縣市不同教育程度人口

數、各級學校數量、托育

設施、社照和長照資源分

布等基本統計 

相關資料以統計地圖形

式，提供大眾依需求檢

索 

 

 

https://saaassessment.ntcu.edu.tw/
https://saaassessment.ntcu.edu.tw/
http://rap.naer.edu.tw/#l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3000637-260102?chdtv
https://cap.rcpet.edu.tw/files.html
https://cap.rcpet.edu.tw/files.html
https://cap.rcpet.edu.tw/exam/108/108%E5%B9%B4%E5%9C%8B%E4%B8%AD%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5%90%84%E7%A7%91%E8%83%BD%E5%8A%9B%E7%AD%89%E7%B4%9A%E5%8A%A0%E6%A8%99%E7%A4%BA%E4%BA%BA%E6%95%B8%E7%99%BE%E5%88%86%E6%AF%94%E7%B5%B1%E8%A8%88%E8%A1%A8.pdf
https://cap.rcpet.edu.tw/exam/108/108%E5%B9%B4%E5%9C%8B%E4%B8%AD%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5%90%84%E7%A7%91%E8%83%BD%E5%8A%9B%E7%AD%89%E7%B4%9A%E5%8A%A0%E6%A8%99%E7%A4%BA%E4%BA%BA%E6%95%B8%E7%99%BE%E5%88%86%E6%AF%94%E7%B5%B1%E8%A8%88%E8%A1%A8.pdf
https://depart.moe.edu.tw/ED2600/News.aspx?n=C6A181E8F32C2BBA&sms=EA1FA0326D3BA142
https://depart.moe.edu.tw/ED2600/News.aspx?n=C6A181E8F32C2BBA&sms=EA1FA0326D3BA142
http://ntcuir.ntcu.edu.tw/bitstream/987654321/14388/2/OSE106104.pdf
http://ntcuir.ntcu.edu.tw/bitstream/987654321/14388/2/OSE106104.pdf
http://ntcuir.ntcu.edu.tw/bitstream/987654321/14388/2/OSE106104.pdf
http://ntcuir.ntcu.edu.tw/bitstream/987654321/14388/2/OSE106104.pdf
https://exam.tcte.edu.tw/tbt_html/
https://exam.tcte.edu.tw/tbt_html/
https://exam.tcte.edu.tw/tbt_html/
https://exam.tcte.edu.tw/tbt_html/
https://exam.tcte.edu.tw/tbt_html/
https://colab.ngis.org.tw/lflt/innovation.html
https://colab.ngis.org.tw/lflt/innovation.html
https://colab.ngis.org.tw/lflt/innovatio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