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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教學設計的基本概念後，
讓我們回過頭思考會影響教學設計的

教育系統中的現象?

















Huitt教學歷程模式



根據Huitt教學模式
的合理教學步驟

步驟一 決定教學的目的

步驟二 教學的目的轉換成

個別科目的架構

步驟四 決定學習能力的類

型，推論學習條件

步驟三 分析課程目標

步驟五 分解個別事件或教

學活動

步驟八 評量整個教學設計

步驟六 設計評量程序

步驟七 思考教學系統



記得嗎?

根據Huitt教學模式
的合理教學步驟

步驟一 決定教學的目的

步驟二 教學的目的轉換成

個別科目的架構

步驟四 決定學習能力的類

型，推論學習條件

步驟三 分析課程目標

步驟五 分解個別事件或教

學活動

步驟八 評量整個教學設計

步驟六 設計評量程序

步驟七 思考教學系統



何為教學系統設計?

教學系統設計(Instruction system design)簡

稱ISD，乃是建立教學系統的歷程，系統化、有

科學化。

圖片資料來源:https://www.slideshare.net/MikeKunkle/basic-

instructional-design-principles-a-primer(2019.02.23)



廣義:

所有系統中項目的設計

狹義:

學習目標確認、教學設計及評量發展

包含系統理論、問題解決方法學、學習科學、教育心理學共同支持

一個設計歷程的起點，
也可能是歷程中的

任一階段。



ISD: 循環歷程的複雜性(非線性)

試以下列的情境，
思考ISD模式可能
發展的方式:

1、全新發展的課
程與教學方案。

2、針對已存在的
課程予以修訂。

實作任務: 請在白紙上畫一個 ISD的系統圖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分析 analyze

分析的目的在於精確地描述真實狀況與所欲狀況間的差異
並檢視在情境中可能影響到是否能達到目標的所有因素



ADDIE - 分析 analyze

實作任務: 

請在 A – analyze圖示發散想出在課程設計前要思考那些要素



教學設計分析的層次(一)

• 決定教學目的在解決什麼樣的問題需求

學生在這教育過程中具有什

麼目的。

是社會議題的關聯性

與職涯的關連性 課程間的關係、教材脈絡

所需時間，

所需場地的思考
部定課程(領域目的)
校訂課程(素養導向、學校本位)

科技小達人，coding 
與科學知識之間的脈
絡關係?



教學設計分析的層次(二)

• 進行教學分析以決定此課程所要達到的課程目標:認知、情意、技能

學習後要習得那些知識、技

能與態度。
確認學習結果所屬學習

領域或次領域

任何其他的標準

和期望

學習表現學習內容
ICRN

https://cirn.moe.edu.tw/Facet/Home/index.aspx?HtmlName=Home&ToUrl=


教學設計分析的層次(三)

• 決定本課程所需的入門技能與學習動機特性

預想學習動機激發的方式

確認學生應有的先備知識



教學設計分析的層次(四)

• 教學情境和限制的考量

分析教學可使用的時間、

需要怎要的教學資源、教

學情境

學生可以使用的時間，教

師合理的期待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設計 design

產生一個指引教學發展的計劃或藍圖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設計 design

實作任務: 

請在 D – design 從圖示延伸出設計的步驟



步驟一 確認學生的學習結果

教學系統設計歷程，設計的步驟可摘要如下
課程發展者
教學使用者
可能是同一人
也可能是不同人

心智技能

認知策略

語言訊息

態度

動作技能

區別
概念
原則
程序

問題解決

認知策略 後設認知策略

閱讀理解、重述(意譯)

視覺化、假設、估計
計算、檢核

自我指導、自我提問
自我監控



步驟二 決定主要單元主題、單元學習結果、

每個單元需要花的時間。

教學系統設計歷程，設計的步驟可摘要如下
課程發展者
教學使用者
可能是同一人
也可能是不同人



步驟三 敘明學習目標(學習目標關係著教學計劃編序)

教學系統設計歷程，設計的步驟可摘要如下
課程發展者
教學使用者
可能是同一人
也可能是不同人

學習目標



步驟四 將單元改成個別的課與活動

教學系統設計歷程，設計的步驟可摘要如下



步驟五 發展各課及學習活動計畫書

教學系統設計歷程，設計的步驟可摘要如下

提供引起注意和動機

呈現學習目標

回應先備或相關知識

呈現新內容

提供學習者指導提供練習

提供回饋

評量表現

提供事件以便學習保留和遷移

Gagne & Briggs界定的教學外部事件(教學: 有目的地安排外部事件以促進教學的歷程)



步驟六 擬定評量計畫

教學系統設計歷程，設計的步驟可摘要如下

上述評量期待能了解學生以學習到什麼的可靠及有效之量度。學習者評量: 目標參照、常模參照

標準參照測驗: 
指在實施測驗之前即已將標準訂好，施測後只需根據預定的標準
來解釋所測得的分數，從而判定是否達到事先已預定的標準，凡
是達到此標準者，即可稱為「精熟學習」(mastery learning)

常模參照測驗:  
區分學生之間的成就水準，根據一個人的分數在
團體中所占的相對位置分析解釋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發展 develop

準備在學習環境中所要使用的材料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發展develop

實作任務: 

請在 D – develop 圖示延伸出發展的類型與注意事項



第一類 在一個現存的課程中發展(運用現有的教材)

課程發展的情形可分成四類:

基於學校情境進行發展 基於個人教學風格進行發展



第二類 在重訂現存材料的目的(修訂一部分的

內容，或移到新的傳播系統)(改編教材)

課程發展的情形可分成四類:

探究課程從傳統
教室改成數位
教室需要修正



第三類 加入現有材料的成分到新課程中

課程發展的情形可分成四類:

大量閱讀

探究學習



第四類 設計新課程(自編課程)

課程發展的情形可分成四類: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實施 implement 

執行所發展的課程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實施 implement 

實作任務: 

請在 I – implement 圖示延伸出實施的類型與注意事項



1、預試(實地測試):課程還在發展及評量階段
所進行的課程活動。

2、課程開發完後啟動這課程的實施。

實施階段有兩個面向:



五個應用在實施計畫的原理:

學習管理

系統

學生的輔導與
支持

改變管理

(擴散與採納)

計畫傳授

的環境

系統維護

的規劃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評量 evaluation

評量可發生在某些點上，甚至是每一個階段之中



參考資料:   學習導向的教學設計原理CH2

ADDIE – 評量 evaluation

實作任務: 

請在 E – evaluation 圖示延伸出評量的類型與注意事項



1、發展性試驗:

教材評量通常由學科專家對於教學設計文件開始，包括
學習目標和教材。先以少數且非實際目標對象為主，又稱
為發展性試驗。

2、小型預試:

待教材的草案最後定稿時，教學設計者會記形一項小團
體的預試，參與者是具有目標特性的對象，而非真正的對
象。

3、實地測驗:

由真正的目標對象在真實的教室中進行。

教材的評量:

有時因應經費及時效，會合而為一。



1、這類評量偏重在教學系統本身。

過程的評量:

每個階段的最後，專案
團隊成員或外聘的評量
者，檢視文件並回答有
關該階段工作的效能與
效率的問題。

思考如何改進是有益的。



1、學習者反應是Kirkpatrick(1959)所描述四種結果評量
中的第一種。

2、通常由課程模組實施後所做的自我調查報告組成。
3、上述報告中會問學習者有關教學清晰度、課程所有部分的
邏輯連結性、教學策略的品質、教師的效能等。

學習者的反應:



1、這是第二層的結果評量且使用在設計和發展期間，經過驗
證的測驗。

2、這些測驗是用來決定學習者達成了多少課程目標，且可被
獲得有關課程效能的回饋訊息。

學習者成就:



1、教學結果有關A: 學習是否能遷移。B:教學課程有無可量度
的成果來評量。

2、兩種評量的類型: 形成性評量、總結性評量

教學的結果:



教學系統設計模式
是系統化教學設計概念的表示方式

沒有一個最好，只要能建立模式是在特定情境中

能操作並有效的。



下次主題:教學計畫的取向

The user can demonstrate on a projector or computer, or print the 

presentation and make it into a film to be used in a wider 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