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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4

心智技能的種類



心智技能複雜程度的等級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看ㄧ看

https://www.learnmode.net/flip/video/5942


心智技能複雜程度的等級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辨別是一種基本的心智技能。審慎地做辨別練習在年幼的學生學習歷程中常發

進行。辨別的學習條件:

表現 學習者必須有回應指出自己的辨別結果，學習這可以辨別一
個或多個不同表現的刺激。

內在條件 在過程中個人必須回應出的實體差異是可以用感官偵測到的，
例如相同或是不同。也可以用其他的回應方式，例如打勾、
圈選等。如果學習區別，可能是由於某種障礙。

外在條件 在教導辨別時必須要求學生練習看、聞、嚐、聽、或感覺刺
激間的不同。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概念是一種能力，使個人能辨認中一個刺激是屬於一個具有共同特徵的類別。
一個具體的概念可以辨認出一個物體的性質或屬性(顏色、形狀)。辨別是個人能
反應出不同處。但概念是個人能以「命名」或「其他方式」辨認某種東西。例
如一個學生看得出哪一個圖形是三角形，他就有辨別的能力，但是他能說出三
角形的特性，如有三條邊、三個頂點等，才算有瞭解三角形的概念。

具體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其為學習抽象概念的先備條件。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具體概念的學習條件:

表現 學習者必須能辨認出物件屬性的類別，藉者這種辨認的過程指出二或多
個類別的物件。例如:呈現多種動物，請學生辨認出昆蟲。

內在條件 在獲取具體概念時，辨別力必須被喚回。此外學習中的概念屬性，必須
要與相對的分類項目屬性做比較，因此要辨認出昆蟲，也要能辨認出其
他種類的動物的外型，而不理會其大小。

外在條件 具體概念的教學包含:1、告訴學生學什麼概念。2、呈現概念的例子，
強調概念的屬性。3、呈現易混淆反例，解釋為何不符合。
4、讓學生應用概念辨認符合的例子。5、持續練習以便保留及學習遷移。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界定的概念:

無法用物質的屬性辨認出來的，例如愛、母親、家庭、嫉妒、保守、民主等。
一個界定的概念是一種口語的陳述，敘述屬性與屬性之間的關係。例如:外國人
是外國的公民。因此運用這個界定的概念，這個人現在一定是在他不是屬於此
國公民的國家。不過要能理解這個概念，學習這一定要先瞭解「公民、國家」的
意義才能瞭解。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界定概念的學習條件:

列如

表現 學習者運用界定的概念將符合與不符合的例子分類出來。例如請學生找
一篇闡述母愛的文章。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瞭解，應用界定概念不是只要
回想其界定而已，因為有時學生能說出其界定，但並沒有真正瞭解意義。

內在條件 為了要以界定來獲取概念，學習者必須要擷取所有內含在界定裡的組成
概念以及代表他們之間關係的概念，例如母愛中有關懷、付出。

外在條件 界定概念的教學包含:1、辨認出來他們在學習一個或多個概念。2、呈
現概念的界定。3、列出符合或不符合此界定的例子。4、讓學生練習辨
別符合或不符合的例子，必提出更正的回饋。5、持續練習以便保留及
學習遷移。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規則或原理:
是對於概念間關係的敘述。一個規則或原理在學習者可以在不同的情形運用它
時，才是真正的學會。英文的文法就是一種規則。並一定知道規則才會應用，
例如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會自然運用英語文但不一定知道規則。相反的，知道
規則也不一定會應用規則。又例如科學學習中有很多定律，都是一種規則(原則)。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規則與原理的學習條件:

表現 表現規則原理的方式，是顯示出來學習者可以將規則用在幾個具體的例
子。(數學公式，科學公式及原理、英語文文法)

內在條件 在學習規則和原理時，學習者必須取得這些規則所組成的概念，包含代
表關係的概念。教師必須要假設這些概念已經預先學會，且可以回想了。

外在條件 教導規則原理的教學條件包含:1、陳述目前要學習什麼。2、呈現出將
要學習的法則:借由口語敘述或是列出操作的程序。3、藉著示範或程序
的應用來引導教學。4、讓學生練習應用這些規則或原理並回饋。5、持
續練習這些規則或原理以便保留及學習遷移。

例如: (學習內容中有敘明)
植物各部位的構造和所具有的功能有關，有
些植物產生特化的構造以適應環境。
生物可依其形態特徵進行分類。



心智技能複雜程度的等級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以下哪一個歷程，學生需要進行問題解決:

1、賣1支50元的筆，顧客給1000元，要找多少元?
2、在英國的機場賣1支台幣50元的筆，顧客給2塊歐元，應該如何用美金來找零?

有些更負責或更高層次的規則或原理，是為了要解決實際的一個或一類問題而發明的。解決問題能力
是教育過程的焦點，學校應該重視學生「如何清楚的思考」，有很多種類的問題，每個問題又有許多
不同的解決方案，在學會一種解決方案時，學生就獲得一個新的能力。不過學習與否的正明，是在於
這個新的規則或原理，可以被回憶並在未來類似的情況下應用。
問題解決的例子:假設一輛小車停在矮牆旁而車爆胎，目前邊沒有千斤頂，但是有一塊10尺長的原木及
一條間堅固的繩子，請問以目前的現況要如何解決?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發現式的問題解決
問題解決方式涉及發現式的學習，
學習者或多或少要靠自己解決一
種問題。學習者必須自己找到規
則或原理，並敘述解決方案。
(較困難)

引導式的問題解決:
另一種解決問題的技能是引導式的發現，
教師提供一些提示給有需要的學生，問
題解決技能通嘗試用遷移的問題來測試
的(類似原來問題的問題)。
(較有效)

問題解決教學的規劃方式

認知的見習

跟著師傅一起工作學習: 選擇
特定的任務及問題

教導策略:
觀察、指導、練習、回饋

提供不同的情況來運用
這些方法。

建構主義主張

解決真實的問題
採用合作學習，因為學
習是一種社交及文化的
過程，團體工作會促成
待解決問題的對話。



問題解決
需要先備的規則

規則與原理
需要先備的概念

辨別
需要感官認知的規則

概念
需要先備的辨別

問題解決的學習條件:

表現 表現要求複雜法則的發明與使用，以達成學習者全新的問題解決。當高層
次的規則產生後，學習者應該可以在不同但卻類似的條件下運用。

內在條件 在解決問題時，學習者必須要能提取以經學過的相關的規則及訊息。

外在條件 教學要求學生:1、給學生一個全新的問題，讓他們用複合的規則來解決。2、
運用解決問題的策略。教師必須了解監控學生的程序，了解學生會有問題
的地方，教師要進行觀察和指導的歷程，要提供同儕學習的機會，在給於
問題的等級上必須考慮學生的程度，以確定學習者能夠成功3、藉由前面
的過程給予修正及鼓勵。4、請學生回顧他們完成事務並敘述如何完成，
可以加強新建立的規則或程序的保留。5、提供類似的問題練習以強化學
習遷移。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4

認知策略的種類



各種學習者的策略(Weinstein & Mayer(1986))

記憶

複述的策略

學習者自我進行學習教材的練習，

例如自我重述等。

精緻的策略

學習者有意識地把學習的項目跟已

經學得的材料連結在一起。例如把

所學的英文單字跟聲音或圖像連結

在一起。又如在學散文時，進行改

述、摘要、記筆記、提問過程。

組織的策略

安排學習教材成為有組織的架構。

例如記憶的字安排成有意義的類別，

利用表格呈現事實間的關係。

理解監控的策略

有時稱為後設認知的策略。它與學

生設定學習目標，估計目標達成的

成功與否及選擇其他策略以達成目

標有關。

情感的策略

學習者專注及維持注意力、。控制

焦慮不安，及有效管理時間。



認知策略在訊息處理時扮演了某些特定的角色

學習過程 支援的策略

選擇性的知覺
(文字學習任務)

強調、重點提示、附加問句、列綱要

複述 改述、作筆記、意象(圖像，圖示)
列綱要、串節(關鍵字串聯)

語意編碼

(把短期記憶移到長期記憶的過程)

概念圖、分類、類比 (新舊經驗連結)
基模 (故事基模，提供情境)

擷取
(把長期記憶移到短期記憶)

記憶術、意象(圖像、圖示)

實施控制
(學習者在一個無結構的環境中，對認知
策略的選擇)

後設認知的策略



關於認知策略教學與運用

• 認知策略融入教學策略及教學歷程中，跟直接教導這些策略是不同的。

請討論出兩個情境可以說明上面這句話的意涵:認知策略融入教學
及直接教導認知策略的情境。



關於後設認知策略

• 利用認知策略來監控自己學習與記憶歷程的內部處理，
通常被稱為後設認知

• 當遇到要解決的問題時，學習者有辦法選擇與調整相關的心智技能
的使用，並產生任務導向的認知策略，這些主導其他策略運用的
後設認知策略，也被稱為高層次或實踐的策略。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4

認知策略

• 一種對學習與思考特別重要的就是認知策略。
• 認知策略就是一種控制過程，一種學習者用來選擇、修改他們注意、學

習、記憶及思考的內部過程(Gagne,1985)
• 個人認知策略的的效能，對於訊息處理的品質有決定性的效果。
• 要「學習如何思考」，就要讓學生有機會去思考。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５

文字訊息(陳述性的知識)



關於資料、訊息、知識的辨別

• 資料是一種刺激或是實體，例如溫度計的40度讀數是一種資料。

• 資料要在使用的情境中才能變成訊息。例如華氏32度以下會結冰
現在外面是華氏40度，因此不會結冰。

• 陳述性的知識。當溫度降到華氏32度以下就會結冰。

閱讀大量的數位訊息，沒有在有意義的情
境中被應用，不會轉換成知識。



學習文字訊息

• 學習標籤是一種能力，以便對於同一類的物件能夠用口語
做一致性的回應。

• 學習事實事實是位於兩個以上的東西或事件關係的言詞說明
例如這本書有藍色的封面。事實指的是這一種陳述，而不是它所
代表的東西。

• 學習有組織的知識:大量相關連的事實，例如歷史事件、
藝術等，如果把這些知識組織成容易取出的方式，有助於記憶
整體知識。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5   教學原理與設計CH6

態度及情意領域

Bloom & Gagne的比較



Bloom等人所提出情意領域(affective domain)的教學目標

接受receiving

接受或注意是指學生願意去注意特

定的現象或刺激。教師要專注如何

引起、保持和引導學生注意力。

反應responding

反應是指學生主動參與學習活動，

他不指是注意導特定的現象，而是

以某種方式對他做反應。有三個層

次:勉強反映、願意反應及樂於反應。

評價valuing

評價層次的目標，要求學生能更

在不被強迫和要求順從的情況下，

表現出單一信念或態度一致的行

為。有三個層次順序為接納、偏

好、堅信。

組織organization

組織是指學生把不同的價值觀放在

一起，解決不同價值堅的衝突，並

開始建立一個內在和諧的價值系統。

形成品格characterization

指由於個人價值體系的影響，而在

某些方面產生主動、長期、一致性

的行為，而形成他個人的生活風格。

例如養成節儉的習慣、愛人如己的

品格等。



Ｇagne所提出「態度」的學習

態度的學習

直接的方式: 制約反應，後效增強

理念(Skinner)。在學習新技能或知

識時給予獎賞來建立正向的態度。

態度的界定

• 一種內在的狀態，影響個人對於

物體、人們、或世界行動的選擇。

• 態度是一個形成系統的許多信念

（Festinger,1975)

• 態度有情感的成份，會引起或伴

隨感受（Krathwohl,Bloom & 

Masia,1964）。

態度的評量

• 態度的量最好採用對於個人行動

的觀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觀

察某個選擇行為的頻率。

• 也可使用強調行為選擇的態度測

量方式。例如當週末休假時，你

會花多少時間陪家人。

態度的學習

間接的方式: 榜樣學習，角色扮演

事人物模範學習的另一種形式。



改變態度的指導方針

• 提供學習者其他選擇的訊息。
• 提供學習者所想要行為有關的好處和壞處。
• 提供所鼓勵行為的相關模式，例如「做我說的事」比不上 「做我做的
事」來得有效。

• 確定環境支援所鼓勵的行為。
• 如果可能的話，把所鼓勵的行為融入較大規模的價值體系中。
• 找出及指導促使所鼓勵行為發生的技能。(例如要健康飲食，就必須知
道營養成份)

• 當鼓勵的行為出現時，要及時認出並獎勵。
• 提供的增強會使學生想要做得更多，更有效率。
• 讓學習者自己設定想要的行為目標。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5 教學原理與設計CH6

動作技能

動作技能領域中Bloom & Gagne的比較



辛普森Simpson所提出動作技能領域的教學目標

知覺perception

指肢體或感官在察覺、注意或感應

到外界之物體、性質或關係的歷程。

也就是「情境-解釋-行動」。包含

感官刺激、線索和轉化三個層次。

趨向set

應是指學生趨向於、有意願學習此

項動作技能。

引導反應 guided response

指在教學者的教學指導下，或

類似操作手冊、說明書、作業範例標準程

序單、教學影帶等書面文件或視聽媒材的

導引下所明顯展現經引導的動作和行為。

包含模仿和嘗試錯誤兩個層次。

機械化mechanism

指技能已經成為習慣、反射性的連續順暢動作反應。機

械化的技能表現，源於長久或多次的技能練習，進而能

衍生出可以不加思索，即可正確反應的動作與自信。

複雜性的外在反應complex 

overt response

指含有複雜內容，但明確有效率的動

作技能。超越機械性的反應動作。

(例如精確的解剖動作)

適應adaptation

在面對內容不明或初次的嘗試，重組或

修正改變動作行為，以因應新問題情境。

創新origination

依據既有的知識與技能為基礎，加上個體的

創意建構新的動作行為、處理方式或程序。



Ｇagne所提出「動作技能」的學習

學習動作技能

• 動作技能的學習是藉著重複的練

習進而達到動作技能的準確、速

度及平順。

• 有時我們會用口語指導、清單及

所需動作的編序，做為程序編碼。

• 技能的增進是藉著持續練習並伴

隨著有用的回饋而達到的。

學生利用跳繩完成連續跳100下

請問指導程序為何?



學習目標與編序(與學習重點的對應)

下次進行第一次紙筆測驗
第(1)~(6)次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