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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評估

熊震寰

(Learning by deliberate practice)



熊震寰

• 熊震寰先生具一流企業領導經驗，多年來運用開創、策略、組
織與作業四大領域能力，為企業創造重大價值。

• 曾任多家國際企業CEO，包括德記洋行董事長兼總裁、UDV 亞
太區行政總裁、Pepe Group 遠東區總裁、Mckinsey資深專案經
理、P&G品牌經理。

• 2008年起，扮演多元角色（大學教授、社會事業開創者、企業
CEO最高顧問），創新人才打造 。

• 2015 年，中原大學為人才發展，聘熊先生為產業學院院長，引
進世界一流作為，與業界聯手推出「價值開創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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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評估

• 與學習成效相關，極為困惑的提問

• 學習成效不彰之可能罩門

• 學習成效躍昇之可能必要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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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成效相關
極為困惑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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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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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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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an individual 

learn something new when 

the topic is brand new to 

that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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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o—

熊震寰



明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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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earning 

• Learning is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new, 

or modifying existing, knowledge, 

behaviors, skills, values, or preferences.

•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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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s what survives

when what has been learned 

has been forg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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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 Skinner—

熊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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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of schooling is not to 

do well in school, but to do 

well in life.”

—Elliot Eisn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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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支撐事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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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earning 

• Learning is 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new, or 

modifying existing, knowledge, behaviors, 

skills, values, or preferences.

• Changing the structure and actions of 

NEURONS so they HOLD INFORMATION in 

LONG TERM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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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齊放的眾多學說
成效驗證卻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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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learning theory

• Learning Theory describes how students absorb, 

process, and retain knowledge during learning. 

•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as well as prior experience, all play a 

part in how understanding, or a world view, is 

acquired or changed and knowledge and skills 

re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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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es learning occur?
• Which factors influence learning?
• What is the role of memory?
• How does transfer occur? 
• What types of learning are best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 What basic assumptions/principles of this theory are relevant to 

instructional design? 
• How should instruction be structured to facilitat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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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defined (Schunk 1991)

Source: Ertmer, P. A., & Newby, T. J. (2013). Behaviorism, cognitivism, constructivism: Comparing 
critical features from an instructional design perspective.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Quarterly, 26(2), 
43-71 



困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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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atile

ComplexAmbiguous

Uncertain

The era of 
a VUCA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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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壞差距愈來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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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 years ago

Current

非學習
開創型

學習
開創型

價值

Illu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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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不彰之可能罩門



成功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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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成見，解決問題，實現重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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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歲時潛水，發現海中充滿垃圾，瞭解後

果嚴重性後，決定動手清理海洋。

• 提出運用洋流系統，使成本降低97%的解

決方案概念。

• 成立NGO，集合各界好手發動海上模型測

試，驗證可在10年內清理42%的海洋垃圾。

• 日本與荷蘭的測試將於2016起動；若成功，

將於2020年正式啟動大模規清理海洋計劃。

每當聊到環境問題時，人們總是說，太遙遠了，

就讓我們的孩子去擔心吧。我說：我就在這裡！

——Boyan Slat



感同身受驅動下，年紀輕輕達到非凡成就

• 因為叔叔罹患胰臟癌過世，在感同身受

驅動下，決定找出能便宜、快速並簡單

檢測胰臟癌的方法。

• 高一時，從8000個蛋白質中找出關鍵的

生物標記，並在實驗室中驗證能檢測出

「癌症試紙」產品原型概念。

• 此概念預計只需0.03美元、5分鐘內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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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覺得出來，自己在科學方面愈來愈游刃有餘。
我的信心增強不少，覺得大腦就像一個有力的武器，
我能靠它解決任何問題。

——Jack Andraka



聞聲救苦，持續投入，化不可能為可能

• 在一次科展中，他遇到一位裝著義肢的
少女，他得知這個義肢需要8萬美元時，
他希望能發明出1千美元以下的義肢，
改變更多人的生活。

• 於是他投入研究，對設計、電子和程式
語言幾乎一無所知的他，開始了一邊學
習、一邊反復試驗的艱苦過程。

• 3年後，他發明出成本僅250美元的腦波
控制機器手臂，除了齒輪、馬達和螺絲，
機械臂的所有零件均使用3D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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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xt Steve Jobs or Bill Gates’
—— The Mancos Times

Easton LaChappelle



高效能學習成效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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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與關懷、學習創造
讓世界與自己同時變好

Empathy;
渴望(X)

反思;
辯證(X)

自主
學習

執行;
回饋

反思;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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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有什麼意義？價值？

2. X和我有什麼刻骨銘
心的關聯？為什麼非
達到X不可？

3. X達成可能性為何？
為什麼我有可能讓此
可能性發生？

1. 學習目標？

2. 學習成效？如何驗收？

3. 學習策略與學習方法？

4. 學習系統？

試行

驗證

執行

回饋

回顧

反思

修正

高震撼達

成；更好
的自己
(3M)



Challenge-drive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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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world problem solving 
provides rich learning opportunities

36

Challenge 
driven 

learning

Unlocking 
young 

people’s 
potential

Achieving real 
world 

progress &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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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tial learning through problem solving 
leads to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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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 

Mastery

Solve 

problem

Transcending

Action

Refection

Validation

Discovery

Deep 
understanding



Empathy—self motivated 
drive fo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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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為的不只是事情的本身，
達成為的更是事情內隱的意義

• 意義所追求的是超越小我、迎向世界的，暗
示了一種希望讓世界有所不同的渴望。

• 意義是一種終極關懷。它是回答“為什麼這件事
很重要？”“為什麼它對世界和我們都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要奮力完成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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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thy開啟全面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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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

貢獻

天賦 覺性經驗知識 技能

有感外界狀況

⾃主對號入座

解決他⼈問題



Empathy是精進、昇華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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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y
精進

Purpose
意義

Autonomy
自主

自主對號入座、解決他人問題

動手、失敗
再來一次

不忘初衷
山不轉路轉

刻意修練

解決問題、創造價值、做到做好

學習新技能

自我辯證 釋放、轉化



學習成效躍昇之
可能必要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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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
自主學習
學習成效

評估



高震撼達成引領
高效能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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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己是自己的學生，自己是自己的老師；結果是
內外統合最好的指引

2. 對自己負責，讓自己受用，展現天賦，為天地帶
來有意義的不同

3. 天下沒有學不會的事，一切在於你有多想要學會

4. 動手實作，回顧，辯證，發現，感受，昇華自然
地到來

昇華感受發現辯證回顧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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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進展印證高效能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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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assessment Knowledge Skills Perspectives

Analysis; 
synthesis;
Decision-
making

Creativity; 
Problem 
solving

What 
achieved

Specific 
examples

How 
achieved

Implications

Actions for 
mast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