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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簡介Introduction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1

說到”教學”你想到了什麼?

請跟旁邊的同學說你想到的兩件事….



教學的重要概念

• 教學Instruction 界定為

由一連串事件組成能促進學習的有目的之活動:

學習者以外: 教科書 、教師的講述方式….

學習者內部: 注意、反省、自我監控…

• 教Teaching ，意味著一個人正對著學習者

講述或演示某些事物，只是教學歷程的一部

分，但教學者的角色包含著許多不同的工作，

例如: 選擇教材、監控學習活動….等

教學Instruction VS 教Teaching

因此廣意的教學Instruction，強調所有教師用來吸引

學生投入學習的活動。



關於教學設計的假設(一)

• 教學設計的目的在於如何學而不是如何教

期望

目標

有目的的學。

設計教學和選擇活動 學習結果

引導

達到有意義的學習結果，
而不只是教學目標。

5年級社區的變遷主題，學生如何能學習變遷的概念?



關於教學設計的假設(二)

• 學習是受很多變數所影響的一個複雜歷程

1、教學的品質。(跟什麼有關?)

2、所允許的學習時間(如何能延

伸學習)。

3、學習者的堅持度(教師如何

提升學習者的堅持度)。

4、資質(教師如何因應?)。

5、學習者的學習能力(教師如何因應?) 。

變數可能彼此相關，一個
有效的教學設計模式，不
可能只注意變數中的單一
項目，要專注變數中的關
聯性。



關於教學設計的假設(三)

• 教學設計模式可用在不同的場合

1、可以是個人的工作。

2、可以是協同合作的工作:

課程設計者、領域專家、評鑑專家等。

(在學校現場，如何能讓教學設計的

歷程有更多的觀點介入?)

不同背景觀點不同，關注
的焦點也不同，會使教學
設計更為完整。



關於教學設計的假設(四)

• 教學設計為一個反覆的過程

學習者實
地測試

透過學習者的反
應修正教學模式

教學設計

教師後設思考的能力在此反
覆的過程中有助提升自己的
教學設計能力?為什麼?



關於教學設計的假設(五)

• 教學設計本身是一個由許多可界定且相關的次歷程所組合的歷程

較細膩層次

• 學習結果。
• 發展可涉入真實情境的學習活
動(情境化)。

• 不同的方式的練習(精熟練習、
學習遷移)。

• 評量
• 回饋

簡單層次

• 學習結果。
• 教學方法。
• 學生評量



關於教學設計的假設(六)

1、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2、批判思考。
3、創造力。
4、人際管理。
5、與他人合作能力。
6、感性智能。
7、做判斷與決定。
8、服務導向。
9、與人協商的能力。
10、認知變通。

1、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2、與他人合作能力。
3、人際管理。
4、批判思考。
5、與人協商的能力。
6、品質控制。
7、服務導向。
8、做判斷與決定。
9、積極聆聽。
10、創造力。

• 不同的學習結果需藉由不同類型的教學歷程來完成



教室的形態、課程安排與能力的培養
如果在同一節課，教師

安排同時

進行補救教學及
自主學習時間，

提供學生不同的學習歷
程。孩子在無形中會培

養何種能力?

?



教室的經營與能力的培養

如果

大量即時
的公布學生的作品，
並鼓勵學生進行交流、
分享、討論。

孩子在無形中會培養何種
能力?

?



教師教學語言與能力的培養
如果

教師在教學
過程中，
提供不同的
提問策略，
引導學生進行交流、
分享、討論。

孩子在無形中會培養何種能力?

?





教學設計的基礎--了解課程與教學的相關理論

行為主義學習論

認為課程目標在教學活動前就要確

認，強調刺激與反應間的聯結。此

種連結受到增強作用、練習等因素

影響。Skinner, Gagne

認知主義學習論

智能發展是主動的歷程，個人以漸

進的方式，建構組織經驗。以認知

歷程，學習訊息的輸入、

輸出取代 行為主義的刺激與反應說。

Bruner, Vygosky

建構主義學習論

認為學習是透過目標導向的特定策

略使用，是學習者成為主動計畫、

主動思考者。建構主議論者強調學

習應以學習者為主，教師教學為輔，

引導學生發揮潛能，運用個人學習

的前置知識及舊經驗做學習上的聯

結。強調學習夥伴及同儕支持的重

要性，教師成為提供鷹架與

社會支持的學習促進者。(受皮亞傑，

維高思基等人的影響)

經由理論了解孩子
如何學會



即以透過學習將可獲得

獎賞的，以激發學習者

期望的動機。

1動機階段motivation

學習者應注意到進行學

習時，教學事件所具有

的主要的特性所在。

2察覺階段
apprehending

學習者以外顯表現，

揭示已習得的資訊。

7表現階段
performance

呈現的資訊必須轉化成有意義的形式，

且學習者記憶中的資訊有所關聯才行。

教師鼓勵學生運用前置組體展現心像，

指出新舊資訊之間的關係。

3獲得階段acquisition
學習的重要部分是學習取用已

經學習過的材料。藉由組織的

安排，可以取得所需，例如按

歸類的方式組織，比較容易回

憶。

5回憶階段recall

學生表現之後，應接受回饋，

以標示他們是否已經了解，

對成功的表現給回饋，可視

為增強物。

8回饋階段feedback

須由短期記憶轉移到長期記

憶之中，可透過複誦、練習、

精密化等方式完成。

4保留階段Retention 學習過程中將資訊類化

或遷移至新的情境，乃

為一個關鍵的階段。

6類化階段
generalization

理論一: 蓋聶的學習與教學事件理論

學習活動需滿足若干條件，並闡述這些條件與教學事件的關係

學
習
事
件



動機階段motivation

引發動機與告知學習
者目標

注意力引導到有關資訊，

集中在關鍵點。

察覺階段
apprehending

引導注意
教學結束學生應表現

出他們已知者，以利

教師告訴學生是否習

得正確。

表現階段
performance

引出表現

提醒學生回想稍早習得的資訊及其與

新材料之間的關係。

獲得階段acquisition

刺激回憶

要求學生練習新技能，另一種

方式為多提供範本，分段複習

也有助於提升保留能力。

回憶階段recall

提升保留

回饋階段feedback

提供回饋

提供新知並進行討論。

保留階段Retention

提供學習輔導
促使學生能將原理或概

念類化到新的環境之中

類化階段
generalization

增進學習遷移

理論一: 蓋聶的學習與教學事件理論

根據關鍵的學習活動，提出關鍵的教學事件。兩者關係密切

教
學
事
件

教師告訴學生是否習得正確。



智能技巧

Intellectual skills
學習一種智能技巧，意指著學

習如何去做每種智能類的事情。

程序性知識(辨認、概念、規則、

問題解決技能)

1

2

3

4

5

理論一: 蓋聶的學習與教學事件理論

學習成果的類型

認知策略

cognitive skills
學習者習得用來管理自己的學

習、記憶與思考的技巧。亦即

用以控制自己內在過程技巧。

學習如何學習

語文資訊

Verbal skills
能夠敘述的知識，是一種認知

是陳述性知識。

動作技巧

motor skills

態度

attitudes



理論一: 蓋聶的學習與教學事件理論

學習成果的類型

智能技巧



蓋聶的學習與教學事件理論

學習成果的類型

認知策略

根據認知策略的研究範疇，可將認知策略分為以
下四種：

1. 注意力策略(attending strategies)：
由於外在環境的刺激太多，常人無法注意每個刺
激，因此，對於眾多刺激，通常是選擇性地反應
極少部分的刺激。同樣的，在短時間內，面對大
量資訊時，就必須實行選擇性注意，只讓「較重
要」的資訊進入。所謂較重要的資訊，有時是學
習者的判斷，有時則是素材本身的編排就有明顯
的線索，來引導學習者的注意力，幫助學習者學
習。

國家教育研究院
學術名詞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
tw/detail/1313454/



蓋聶的學習與教學事件理論

學習成果的類型

認知策略
2. 編碼策略(encoding strategies)：
編碼意指學習者在面臨一個新的訊息，可能是名
稱、概念時，以不同的形式（具體到抽象），將
訊息處理存於記憶的過程。

3. 檢索策略(retrieval strategies)：
檢索策略與前述的編碼策略是相對的，編碼策略
是學習者將資訊處理以存於記憶的策略，而檢索
策略則是將存於記憶中的資訊，予以有效的檢索
出來的策略。

國家教育研究院
學術名詞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
tw/detail/1313454/



蓋聶的學習與教學事件理論

學習成果的類型

認知策略 4. 解決問題策略(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許多概念及規則學習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在關鍵時
刻能幫助個人做成決定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
能力包含如何去尋找問題的重點所在，構想可能
的解決途徑，能記得嘗試錯誤過程，不再重蹈覆
轍，並尋求其他更好的解決方式等。換句話說，
這些自我控制的解決問題能力，即是我們思考的
認知策略。

國家教育研究院
學術名詞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
tw/detail/1313454/



學習金字塔



下次主題:教學設計的基本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