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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與學習目標的關係



各種教學目標與學習目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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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領域

PART 03

動作技能領域

PART 02

情意領域

教師界定學生需要有什麼改變，也就是教學目標 以學習者的角色
呈現出學生需要做什麼來表現他們的成就。

教學目標

學習目標

教學設計與發展課程大綱(王佩蘭)給學生版.doc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9 教學原理與設計CH7

Ralph Tyler 行為目標(1960)、
E. W. Eisner 表意目標(1985)

目標的敘寫



行為目標的意義與構成要素

行為目標(behavioral objectives): Ralph Tyler 行為目標(1960)

目標中明確敘述初學習者學習完畢後應該能表現出來的學習
成果，而這些成果都是可觀察或是可測量出來的行為，又稱
為表現目標(performance objectives)或具體目標。

構成三要素(Robert F. Mager 教育目標的準備一書)

可觀察行為
(Observable behavior)

重要條件
(Conditions)

標準
(criterion)

以行為動詞定義出想要觀察的
學生行為，教師藉此判斷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是否學會內容或技能

重要條件或情境描述
即期盼在此條件下能表現出教師指派的
任務或作業，包含時間限制、可使用的
教材或設備，任務的地點等

用來評鑑學生是否完成目標的標
準例如必須答對70%等



行為目標的意義與構成要素

範例:
1、在沒有任何參考答案下(條件)，學習者能夠按照順序列出
(行為)清朝的12位皇帝的年號(標準)。
2、提供學生50題有關植物與動物的選擇題(條件)、使得學習
者能夠回答(行為)出40題正確的答案(標準)

構成三要素(Robert F. Mager 教育目標的準備一書)

可觀察行為
(Observable behavior)

重要條件
(Conditions)

標準
(criterion)

以行為動詞定義出想要觀察的
學生行為，教師藉此判斷學生在
學習過程中是否學會內容或技能

重要條件或情境描述
即期盼在此條件下能表現出教師指派的
任務或作業，包含時間限制、可使用的
教材或設備，任務的地點等

用來評鑑學生是否完成目標的標
準例如必須答對70%等



構成五要素(Gagne提出之行為目標的寫法)

範例:
1、在電腦教室給予一組資料(情境)，學生將示範操作(學習
能力動詞)在微軟資料庫軟體(對象)中建立資料庫表格，並選
用適當的資料型態與按鍵(工具、限制)，將之鍵入電腦(動作
動詞)。
2、呈現畫有三架飛機的圖片(情境)，讓學生辨別(學習能力
類型)，指出(動作)其中一架形狀與另兩架不同的飛機。

習得能力類型
(type of learned capability)

動作動詞
(action)

學習的新內
容

辨別、確認、歸類、
掩飾、產出、採納、
闡述、實施、選擇、

某些情境中成果表現將要求
使用特殊工具，某種限制或
其他特定狀況。

情境
(situation)

對象
(object)

工具條件限制
(tools and other constrains)



構成五要素(黃光雄、郭生玉等提出之行為目標的寫法)

範例:
1、學生(對象)能分辨出(行為)花園中(情境)五種以上(標準)的
草本科植物(學習結果)。
2、給予測量用尺(情境)，學生(對象)能正確無誤(標準)量出
(行為)教室的面積(結果)。

學習結果
(result)

行為動詞
(actual behavior)

條件情境
(relevant conditions)

對象
(object)

標準
(standard)



構成五要素(黃光雄、郭生玉等提出之行為目標的寫法)

學習結果
(result)

行為動詞
(actual behavior)

條件情境
(relevant conditions)

對象
(object)

標準
(standard)

構成三要素(Robert F. Mager 教育目標的準備一書)

可觀察行為
(Observable behavior)

重要條件
(Conditions)

標準
(criterion)

三者有何不同?
哪一種你覺得比
較容易操作?



行為目標的缺點

比較窄化，會忽略重

要和不可預期的學習

成果

過於瑣碎，不容易敘寫

側重結果不重過程
教學過程機械化

E. W. Eisner 提出表意目標 (expressive objective)，主張用三類目標:
行為目標、問題解決目標和表意目標來代替單一行為目標



Eisner所提出的目標

表意目標:

學生經由設計好的學習活

動，所產生的可能結果，

而這些結果不是先訂定，

也無事先建立評鑑標準。

其重點不在於應展示

的行為結果，及重視學習

過程的經驗

例
1、檢視和評估“老人與海”(The Old Man & The Sea)的重要性。
2、在一星期裡讀完紅樓夢，討論時列出印象最深刻的五件事。

問題解決目標:

應用在教師提供一個問題

讓學生進行解決，類似設

計師的工作，這些人是自

由的，其完成作品也是各

式各樣的，所以這一類的

目標較具變通性，未先明

確界定目標



CONTENTS

比較認知領域中Bloom & Gagne分類的比較
(舊版)Bloom(新版) Gagne

評鑑 創作 認知策略、問題解決、規則使用

綜合 評鑑 問題解決

分析 分析 規則的使用

應用 應用 規則的使用

理解 瞭解 界定觀念、實質觀念、辨別

記憶
知識
(事實、概念、程序、後設認知)

文字訊息

認
知
歷
程
向
度

知識向度



CONTENTS

常見的認知目標之行為動詞描述

認知目標層次 表現的行為動詞

知識(Knowledge) 列舉、說明、標明、選擇、背誦、配合、界定、描述、指出、識別、
依序排出、回憶

理解(Comprehension) 辨別、轉換、解釋、歸納、舉例、摘要、分類、標出、表達、複述、
推斷、翻譯、重寫、預估、引申

應用(Application) 計算、演算、示範、操作、發展、預估、運用、套用、使用、連結、
修飾、改編、轉譯、解決、建造

分析(Analysis) 細列、圖示、細述理由、分辨、區分、評估、比較、對照、批評、推衍、
檢測、實驗、概算、差別、再認

綜合(Synthesis 安排、蒐集、聯合、組成、計算、企劃、總結、重建、重組、設計、
編纂、創造、擬、組織、處理、修改

評鑑(Evaluation) 評量、評價、鑑別、對比、標準化、判斷、檢討、闡釋、證明、選擇、
支持、預測、推測、結論、關聯、排序

張霄亭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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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層次一敘為接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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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方面產生主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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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常見的情意目標之行為動詞描述

情意目標層次 表現的行為動詞

接受receiving 同意、接納、分享、願意注意、應用、給予、選擇、辨別、指明、積聚

反應responding 服從、順從、遵守、認同、許可、主動、使一致、表現、支持、報告、
執行、幫助、背誦

評價valuing 參與、從事、贊同、完成、衡量、解說、初創、疑義、驗證、追蹤、
研究、證明

組織organization 堅持、改變、安排、聯合、申辯、歸納、統整、組合、結合、構成、
合成、比較、修飾、命令

形成品格

characterization

建立、分辨、影響、、解決、應用、驗證、表現、完成、欣賞、服務、
具備、傾訴、重改

張霄亭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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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反應 guided response

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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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技能以經程為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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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建構辛的動作行為、處理方式或程序。



CONTENTS

常見的動作目標之行為動詞描述張霄亭 2004

動作目標層次 表現的行為動詞
知覺perception 描述、使用、解釋、發現、區分、鑑定

趨向set 選擇、解釋、回應、建立、顯示

引導反應 guided response 製作、複製、混合、依從、建立、回答、跟隨

機械化mechanism 操作、裝卸練習、換習、修理、固定、校驗

複雜性的外在反應complex 
overt response

組合、修繕、專精、解決、改正、計算、示範、組織、
測量、混合

適應adaptation 重新安排、修正、改變、蓋組、調適

創新origination 設計、安排、規劃、編輯、製作、結合、建立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9 教學原理與設計CH7

核心素養、學習重點
與教學(學習)目標與活動

學習目標的撰寫方式



構成五要素(黃光雄、郭生玉等提出之行為目標的寫法)

Task: 
請各組以此目標敘寫五要素，

分析下一頁的敘寫內容

學習結果
(result)

行為動詞
(actual behavior)

條件情境
(relevant conditions)

對象
(object)

標準
(standard)



核心素養
E-A3 具備擬訂計畫與實作的能力， 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 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 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
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 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 設備與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 驗。

E-C2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 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 會參
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 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及和諧相處的能 。

學習表現
自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自pc-Ⅱ-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 文字、或圖畫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學習內容
自INb-Ⅱ-6 常見植物的外部形態主要 由根、莖、葉、花、果實 及種子所組成。

學習目標
1.針對蒐集的資料內容，配合研究架構圖，進行各子題資料分類。
2.能將各子題的資料，整理到「研究內容」與「研究結論」兩個表格中。



核心素養
E-A3 具備擬訂計畫與實作的能力， 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 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 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
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 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 設備與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 驗。

E-C2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 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 會參
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 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及和諧相處的能 。

學習表現
自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自pc-Ⅱ-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 文字、或圖畫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學習內容
自INb-Ⅱ-6 常見植物的外部形態主要 由根、莖、葉、花、果實 及種子所組成。

學習目標
1.針對蒐集的資料內容(標準、條件)，配合研究架構圖(條件情境)(核心素養、學習表現)，進行各子
題資料(學習結果)分類(行為動詞) )(核心素養、學習表現) 。
2.能將各子題的資料，整理到「研究內容」與「研究結論」兩個表格中。



Task: 
請各組以此情意目標層次及表現的行為動詞

分析下一頁的敘寫內容

情意目標層次 表現的行為動詞

接受receiving 同意、接納、分享、願意注意、應用、給予、選擇、辨別、指明、積聚

反應responding 服從、順從、遵守、認同、許可、主動、使一致、表現、支持、報告、
執行、幫助、背誦

評價valuing 參與、從事、贊同、完成、衡量、解說、初創、疑義、驗證、追蹤、
研究、證明

組織organization 堅持、改變、安排、聯合、申辯、歸納、統整、組合、結合、構成、
合成、比較、修飾、命令

形成品格

characterization

建立、分辨、影響、、解決、應用、驗證、表現、完成、欣賞、服務、
具備、傾訴、重改



核心素養
E-A3 具備擬訂計畫與實作的能力， 並以創新思考方式，因應日常生活情境。
自-E-A3 具備透過實地操作探究活動探 索科學問題的能力，並能初步 根據問題特性、資源的有無等
因素，規劃簡單步驟，操作適 合學習階段的器材儀器、科技 設備與資源，進行自然科學實 驗。

E-C2 具備友善的人際情懷及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 與人溝通協調、包容異己、社 會參
與及服務等團隊合作的素養。
自-E-C2 透過探索科學的合作學習，培 養與同儕溝通表達、團隊合作 及和諧相處的能 。

學習表現
自pa-Ⅱ-1 能運用簡單分類、製作圖表等方法，整理已有的資訊或數據。
自pc-Ⅱ-2 能利用簡單形式的口語、 文字、或圖畫等，表達探究之過程、發現。

學習內容
自INb-Ⅱ-6 常見植物的外部形態主要 由根、莖、葉、花、果實 及種子所組成。

學習目標
1.與組員良好互動與溝通，進行研究相關的討論。
2.在研究過程積極參與，並與提出研究結論，以完成小組任務。



學習目標與編序(與學習重點的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