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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修

訂版應用於數學領域之命題實例

曹博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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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從Bloom 等人 (1956) 認真口領域教育目標分類方法被引入查;弩之後，在臺灣地區廣

泛地被使用在各個學科的學習成就評量試題的命題中。在各類的數學試題設計的雙向細目

表中，橫軸經常是根據Bl oom等人的認知教育目標分類，分成知識、理解、應用、分析、綜

合、評鑑六個層次。在 2001 年的修訂版出現之後，也開始慢慢受到各界的重視。在數學科的

學生學習評量中，要如何應用這個修訂版的認知教育目標分頰，正是中小學教師相當關注的

一點。本文將作者在研究所上課所周之講義改寫，希望能對第一線的教師在數學命題的工作

上有幫助。

關鍵詞:事實知識、概念知識、程序知識、復設認知知識、記憶、了解、應用、分析、

評鑑、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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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Handbook I: Cognitive domain (1 956)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it is extensively used in the

creation of assessing students' achievement test items in many subjects. On the specification

table of test items, the horizontal axis is categorized by six levels: knowledge, comprehension,

application, analysis, synthesis,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Bloom et al (1 956). The appearance of the

revision of Bloom' 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receives the attention gradually since

200 1. How to use this new taxonomy in assess student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it becomes the

focus of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 l. This article is rewritten from

the handout of my graduate assessment course. I hope it will be useful to th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en they formulate questions for a test or examination.

Keywords: factual knowledge, conceptual knowledge , procedural knowledge,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remember, understand, apply, analyze, evaluate,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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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Bloom等人在1956年提出教育目標分

類手冊I認知領域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andbook I: Cognitive Domain)

(簡稱舊版)以來，受到美國教育界的

囑目，其後針對各學科的應用，Bloom 、

HastingsWMadaus三人於1971年彙編了

Handbook on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evaluation of student learτling一書。透過該手

冊，介紹該教育目標分類系統於中小學各

學科的實際應用，因而使得這個分類系統

更廣為流傳使用。在臺灣地區，於60 、 70年

代由於教育當局的採用，在當時中小學各

科目的教案編寫、命題編制都使用該分類

法(科教中心， 1975 ' 1982 ' 1983) ，甚至

到80年代臺灣省及臺北市的高中聯考各科命

題，其中的試題雙向細目表，也都還是使用

Bloom的認知領域教育目標，例如七十九學

年度臺灣省暨高雄市公立高級中學招生聯合

命題、印卷研究報告(聯合命題印卷委員

會， 1990) ，臺北區公立高級中學聯合招生

研究報告(八十八學年度聯合招生委員會，

1999 )

但是該分類系統經過多年的使用，使

用者對於該系統仍有困擾，例如依線性排列

主類別目標，以致有些較低層次目標反而較

高層次目標複雜;有些分類區分不足，造成

混淆。此外，加上這50多年來在教育及其相

關領域的學術研究成果(特別是教育心理

學) ，對於人類認知行為有較不同的看法，

因此開始有人(如Bloom， 1994; Furs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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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 Sosniak, 1994) 呼籲該分類系統

需要重新檢討。經過多年的討論，在2001

年Anderson等人出版了Bloom教育目標分類

系統的修訂版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簡稱

修訂版)

臺灣地區到2003年開始見到Bloom認知

領域教育目標修訂版的介紹(見葉連祺與林

淑萍， 2003) 。李坤崇 (2004)曾舉了一些

命題實例，但並不是針對數學領域來舉例，

所以對於第一線的數學教師與初學者較不

容易體會，因此為中學數學教師提供一份

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修訂版的入門參考

資料，以方便他們應用於評量中學生數學學

習成就，是撰寫本丈的主要目的。

秉著行動研究的精神，參考修訂版的原

著，並配合國高中數學領域的課程綱要，編

寫出一份講義，使用於作者在大學部與研究

所的評量課程中，經過幾年課堂上不同班級

學生的多次討論、修正、再修正，完成此篇

丈章的內容。

由於修訂版與舊版之間雖有諸多改變，

但仍有一部分內容可以看到舊版的思維，因

此在討論這些改變之前，先對舊內容作一簡

要介紹，對舊版有興趣的人可以進一步直接

去查閱原書或黃光雄等人(1983 )所編譯，

由復丈圖書出版社出版的翻譯本。不過我們

將焦點放在修訂版使用於評量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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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舊版教育目標分類系

統簡介

舊版認知教育目標分類系統，

主要分成知識 (knowledge) 、理解

( comprehension) 、應用( application) 、

分析 (analysis) 、綜合( synthesis) 、評鑑

( evaluation) 六個層次:

一、知識的認鼓

所學知識的單純回憶行為。

(一)個別或特定事物的知論

l術語的知識:即認識特定符號(丈字與非

丈字的)所指的事物。術語在此指的是數

學名詞。在這層次中，學生要能認出該

名詞所代表的事物。

2.個別事實的知識:所謂個別事實，係指

那些可以一一予以分立為個別要素(如日

期、事件、人物、地點等)的事實。

(二)處理個別事物的途徑和方法的知

輯

方法的知識指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是

分類、判別準則的知識，在此層次僅要求學

生知道有這些方法即可，並不要求學生使用

這些方法或準則 o

1.各種慣例的知識:就是數學上習慣的說

法、用法、約定、規則等，它是約定成

俗，大都沒有特別的理由。

2.趨勢及順序的知識:此指的是數學上發

展的趨勢以及處理問題的程序等的知

識。

3.分額的知識:在數學上為了將複雜現象

簡化，常將各種問題、事物或現象等加

以分類，學生需要知道分類的方法、標

準以及類別。

4.準則的知識:此為判別各種現象的準

則。

5.方法的知識:這裡強調的是記憶各種方

法，知道有哪些方法即可，並不需要會

加以應用。在數學上方法的知識包括簡

單的計算與作圖，以及處理各類數學問

題的方法等。

(三)某一領城普遍及抽象的知誼

1.原理與通則的知識:此即數學上的公

理、公設及性質

2理論與結構的知識

二、知諧的理解

理解的重點放在教材意義和意向的

掌握上，即當學生遇到一個訊息溝

通時，需知道溝通的內容是什麼，

且能利用其所包含的資料或觀念。

(一)變換表達方式的能力:如以自己的話轉

述所學的知識;將所學的知識列舉適當

的例證;由數據列成圖表或圖解;敘

述、算式、符號的轉換;說明圖表、圖

解的內容;變換各種性質的表達方式;

將抽象觀念變換為具體觀念。

(二)解釋問題的能力:如由圖表、圖解說明

相關關係;指出數據所表的關係;重組

所學的知識;指出相關事物或圖形間的

異同點;指出相關事物或圓形間的因果

關係;正確使用公式或法則;根據所給

準則分類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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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演繹推理的能力:如根據所得數據資

料，測定其必然的結論;由觀察或實驗

的結果，作適當的結論;變換所得的公

理、公設、法則、定理、公式等，作適

當的結論。

三、知識的應用

所學知讀應用於新的具體或現實的

情況。

理解與應用的區別在於，理解是指學生

充分認識問題的抽象性，當學生個別被要求

去做此問題時，能正確說明其用法;然而應

用則超越此範圍，當學生被給予個新問題

時，能正確地應用其抽象，性。在數學科包括

原理或法則的應用(如術語、符號的應用:公

理、公設、法則的應用;定理、公式的應用)

及科學技能的應用的日使用儀器來度量或繪

圖;製作圖表、教具)。

四、知諧的分析

強調將教材打散成各組成部分，並探

求各部分間的關僚和它們的結合方

式。分析同時探討材料和形式二者，

但理解則只探討材料的內容。

(一)分析組成要素的能力:指分析訊息中尚

未為作者所標示或指明的要素，如某段

論證的性質和作用。有能力辨別事實和

假設，區分出結論與支持結論的論點。

(二)分析相互關係的能力:如指出假設與結

論間的相互關係;指出事實與圖形間的

相互關係;判別問題或結果的可靠性、

合理性;區別事實的結論與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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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組織原理的能力:指對訊息結構與

組織的分析，如指出事實的組織原理;

指出過程的組織原理。

五、知識的綜合

就是把各種要素和部分安置在一起

組成一個整體，包含新舊經驗的再

結合、再結構，便成為一種新的、

更為統聾的整體。

(一)一種獨特溝通的成果:如將片段的知

識，綜合成新的整體;將觀察或實驗的

事實，運用圖表做記錄:根據所給的主

題，寫出組織化的論說;根據所給的主

題，製作成模型。

(二)計量或操作組的產出;如解決探討問

題，寫出具體可行的計畫或步驟;根據

觀察或實驗的事實，建立或修正假設。

(三)衍生一套抽象的關係:如研究現象或以

現象為基礎的事實，然後提出用來歸類

或組織現象或事實，使成邏輯上一致的

基模 (Scheme) ，可用來合理地說明現

象;根據觀察或實驗的結果，寫出適當

的定義。

六、知識的評鑑

指根據某些目的束對觀念、作晶、

解題、方法和材料作價值判斷。需

對評價的事物、觀念或活動的各層

面作周詳的考量。

(一)依內在誼接來判斷:如指出論證中的一

致性、邏輯謬誤;判斷實驗結論是否有

充分的數據支持;判斷學術或任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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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在理論結構上是否合乎科學邏輯。

(二)依外在標準來判斷:就是參照選擇出來

的或記憶中的規準去作為評價的參考架

構，它多少包含了一些主觀的判斷，如

評鑑所作實驗或所得的知識對於科學的

價值或貢獻;評鑑所學知識或所做研究

工作，對於人類生活或科學的價值或貢

獻。

貳、{學訂版教育目標分類

系統簡介

一、修訂後 Bloom的認知領

域教育目標的知話向度

之架構

(一)事實知插 (factual knowledge) 學生要

熟悉某門學科或解決其中的問題所必須

知道的基本要素。

l術語的知識(knowledge of tenninology )

2.特定細節與要素的知識 (knowledge of

specific details and elements)

(二)概念知論 (conceptual knowledge) 一就

是基本要素之間的關係'它使基本要素

在一個較大的結構中能一起作用o

1.分類與種類的知識 (knowledge of

classifications and categories)

2.原理與通則化的知識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generalizations)

3學說、模式與結構的知識(knowledge of

theories, models, and structures)

(三)程序知鵲 (procedural knowledge) 如

何去做某件事的方法、探索的技巧、以

及使用技能、算則、技巧和方法的標

準。

1.特定學科的技能與算則的知識

(knowledge of subject-specific skills and

algorithms)

2.特定學科的技巧與方法的知識

(knowledge of subject-specific technique and

methods)

3.決定何時使用適當程序的標準的知識

(knowledge of criteria for detennining when

to use appropriate procedures)

(四)後莒認知細菌(闊的引導litiveknow1吋ge) 一

一般認知的知識，以及自我認知的知識

與察覺

1.策略的知識(甜的gic knowledge)

2.關於認知任務的知識，包括適當的脈絡

與條件的知識 (knowledge about cognitive

tasks, including appropriate contex叫al and

conditional knowledge)

3.自我的知識(self-knowledge)

二、修訂後Bloom的認知領

域教育目標的認知歷程

向度之架構

(一)記憶 (remember) 一從長期記憶區取回

( retrieving) 有關的知識。

1.識 3U (R e cog n i z i n g) =確認

( identifying)

2.回想(Recalling) =取回( retrieving)

(二)了解(understand) 從教學訊息(包含

December,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43



6議

口頭、書面與圖形等形式的溝通)建構

意義。

1.詮釋 (Interpreting) =釐清

( clarifying) ，改寫(paraphrasing) ,

呈現 (representing) ，轉譯

( translating)

2.舉例 (Exemplifying) =圖解

(illustrating) ，舉實例說明

( instantiating)

3. 分類( C I ass i fy in g) =分類

( categorizing) ，歸屬( subsuming)

4. 總結 (Summarizing) =摘

要 (abstracting) ，一般化

( generalizing)

5. 推論 (Inferring) =外推

(extrapolating) ，內推

( interpolating) ，預測( predicting)

6. 比較 (Comparing) =對照

( contrasting) ，比對 (mapping) ，配

對 (matching)

7. 解釋 (Explaining) =建構

( constructing) ，建模(models, [sic] )

(三)應用( apply) 一在所給的情況下執

行 (carrying out) 或使用某個程序

( procedure) 。

1.執行( Executing) =執行(carrying

out)

2. 實行 (Implementing) =使用

(using)

(四)分析 (analyze) 一將一個物件分解成數

個組成成分，並且決定這些成分之間以

及與整體的架構或目的間的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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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辨別 (differentiating) =區

別 (discriminating) ，分別

( distinguishing) ，聚焦( focusing) ,

選取( selecting)

2.組織( organizing) =尋找 (finding) ,

連實 (coherence ， [sic]) ，整合

( integrating) ，概述(outlining) ，剖

析 (parsing) ，構造( structuring)

3. 歸因 (attributing) =解構

( deconstructing )

(五)評鑑 (evaluate) 一根據規準或標準下判

斷。

I .檢查 (checking) =協調

( coordinating) ，偵測(detecting) ,

監督( monitoring) ，測試( testing)

2.評論( critiquing) =判斷 (judging)

(六)創造 (create) 一將元素一個組合成有條

理或具功能的整體;將元素重組成一個

新類型或結構。

1.產生 (generating) =假設

( hypothesizing)

2.規劃( planning) =設計(designing)

3. 製作 (producing) =建立

( constructing)

參、修訂版興奮版教育目

標分類系統的差異

一、修訂版將原來單一向度的分類分成知識

與認知歷程兩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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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向哉曰海
南
戶

認知歷程向度

.............................

......

笙主盔

事實知識

概念知識

J4
程序知識

f主吉交言忍9"-曰失四言哉

/

9"-回言吾兒

動詞詞態
記憶

主里角平 了角平

應用 應用

分析 分析

、t司b可 A口、 t>< 吉平量監

言平量監 創i'k

益且已

四、修訂版著重課程、教學、評量三者的連二、在認知歷程向度所用的標籤均改為動

結，而藉由雙向細目表(如下表)的使詞，而知識向度則使用名詞來呈現。

用，來安置課程設計、教學活動與教學三、將舊版中的「綜合」與「評鑑」這兩個

評量。層次交換次序，並且改名稱為「評鑑」

45

與「創造」

認真日歷程向度

知識向度

I.記憶 2.了解 3.應用 4.分析 5.評鑑 6.創造

事實知識

概念知識

程序知識

後設認知知識

December,2012 Secondary Education



紹說點

肆、 Bloom修訂版知識肉度在數學領域評量上的命題

舉例

一、事實知講(factual knowledge)
學生要溝通、 7解或對某門學科做有系統的組績，以及解決其中的問題所必須

知道的基本要素，它經常伴隨著較具體的代表物( referents) 。

(一)術語的知諧 (knowledge of tenninology) :它包含特定語言(verbal) 與非語言形式的標

籤( labels) 與符號 (symbols) ，例如文字、數字、記號、圖形、......等。學生在此要

能認出該標籤或符號所代表的事物。

19U 1. ( )下列哪一個角度是銳角?

(I) 45° (2) 90° (3) 135
0

(4) 180。

例2. ( )下列哪一個數是質數?

(I) I (2) 2 (3) 55 (4) 91

例3. ( )在一個三角形中，連接一個頂點和它對邊中點的線段，稱為此三角形的一條(I)

中線 (2)平分角線 (3)高 (4)中垂線

例4. ( )在直角三角形ABC中，若ζC = 900 ，那麼線段五百和玉石的比之立口叫做ζA
AC

的(I)正弦 (2) 餘弦 (3) 正割 (4) 餘割

例5. ( )一個整數n的絕對值，應該記成下列哪一個記號?

(I).j;; (2) lnl (3) -n (4) 2"

例6. ( )符號「五百II CD J 表示下列哪一個意義?

(1) 五百與芳百互相垂直

(2) 五百與芳百互相平行

(3)五百與否百頂多交於一點

(4)五百與石百不在同一平面上

例7. ( )符號 '5! J 表示成下列哪一個式子?

(I) 5 x5 x5 x5 x5 x (2) 5 x 4 x 3 x 2 x I

(I) 5+5+5+5+5 (2) 5+4 +3+2 + I

(二)特定細節與要素的知誼( knowledge of specific details and elements) :有關事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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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修訂版應用於數學領域之命題實例

Examples of Applying the Revison of Bloom's Taxonomy
ofEduca•ional Objectives • o Mathematics Assessment Items

人、日期、資訊來源等的知識。

例1.一個正數有一一一個平方根。

例2. 一個三角形有一一一個邊。

例3. ( )銳角三角形是指一個三角形，它具備有下列哪一個特性?

(1)沒有一個內角是銳角 (2) 每一個內角都是銳角

(3) 恰有一個內角是銳角 (4) 恰有一個內角不是是銳角

例4. ( )如下圖所示， p點所在的位置是在坐標平面上哪一個象限?

(1)第一象限 (2) 第二象限

(3) 第三象限 (4) 第四象限

y

P

X

二、概念知講(conceptual knowledge)
就是基本要素之間的關係，它能使基本要素在一個較大的結構中一起發生作

用。它包括顛別、分類以及它們之間關係的知詣。分類與類別形成原理與通則

的基礎，接著原理與通則又形成理論、模組與結構的基髓。

(一)分類與種類的知詣 (knowledge of classifications and categories) :將事物分類使得現象更

結構化與系統化。它一般比術語及特定知識還要抽象一點，而且形成特定元素間的連結

(links)

例1. ( )已知DABC中 'LA=75° , LB=45° 'LC=60° ， 則DABC是下列哪一種三

角形?

(1)銳角三角形 (2) 直角三角形

(3) 鈍角三角形 (4) 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例2. ( )若 LA=49° ， 那麼 LA是F列哪一種角?

(1)銳角 (2) 直角 (3) 鈍角 (4) 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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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智雄

例3. ( )如右圖所示，圓0，與圓O2

是同一平面上的兩圓，請問
一-

這兩圓的關係是下列哪一類 ? ( . 01)

(1)內切 (2) 內離 \一/

(3) 外切 (4) 外離

5 ~
例4. ( )我們可以將-4， 0.3，一，叫 3 這四個數分為哪兩類?4· •

(1)小數與整數 (2) 有理數與無理數

(3) 分數與小數 (4) 整數與分數

例5. ( )已知P(2， 3)是坐標平面上的一個點，那麼P點是在坐標平面上哪一個象限?

(1)第一象限 (2) 第二象限

(3) 第三象限 (4) 第四象限

(二)原理與通則化的知措 (knowledge of principles and generalizations) :它包括特定抽象的

事物的知識，藉由它可以將觀察到的現象摘要。

例1. ( )下列哪一個是三角形大邊對大角定理?

(1)任意兩個三角形中，較大的邊所對的角較大。

(2) 兩個相似三角形中，較大的邊所對的角較大。

(3) 同一三角形中，較大的邊所對的內角較大。

(4) 同一三角形中，較大的邊所對的外角較大。

例2. 請寫出勾股定理(叉稱畢氏定理)的內容。

例3 ( )下列哪一個是圓面積的公式?

(1) A =πr (2) A= 2πr (3) A =πr2
(4)A=2π i

例4. ( )下列哪一個關係不能用來判別兩個三角形是否全等?

(1) SAS (2) ASA (3) SSS (4) AAA

(三)學說、模式與結構的知甜(knowledge of theories , models, and structures) :對複雜的現

象、問題與事物，提出清楚、完整和系統性的觀點。

f9U1.說出平行公設。

例2. ( )若距離=速率×時間，那麼 F列敘述何者正確?

(1) 當距離一定時，速率與時間成反比

(2) 當速率一定時，時間與距離成反比

(3) 當距離一定時，速率與時間成正比

(4) 當時間一定時，速率與距離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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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修訂版應用於數學領域之命題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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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 )在中小學課程中，介紹數系的擴展是依照下列哪一個順序?

(1)整數→自然數→實數→有理數

(2) 實數→有理數→自然數→整數

(3) 有理數→實數→整數→自然數

(4) 自然數→整數→有理數→實數

三、程序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
如何去做某件事、探索的方法、以及使用技能、算則、技巧和方法的標準。

(一)特定學科的技能與算則的知器( knowledge of subject叩ecific skills and algorithms) :程序

性知識能被表示成一序列步驟，整個合起來稱為程序(procedure)。這些步驟有時候是有

固定順序，有時候則需要判斷何者先做。使用程序知識的結果常得到事實知識或概念知

識。

f9tl1.以加減消去法解下列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例2 寫出兩個有理數的和:t寸=

例3. 作一線段的垂直平分線。

例4. 作一線段，使其長度為一已知線段長的三倍。

(二)特定學科的技巧與方法的知誼(knowledge of subject叩ecific technique and methods) :它

指的是由觀察實驗或發現的一致性看法(consensus) 、協議(agreement) 或學科的基準

(norm) 。一般它反映出該學科專家如何思考與處理問題，而不是結果。

f9tl1.在坐標平面上，有什麼方法可以用來確認兩個線段是否相等?

例2. 在坐標平面上，有什麼方法可以用來確認兩個角是否相等?

例3. 有一條拋物線，我們要確定此圓形的方程式，至少要找到圖上幾個點?為什麼?

註:以拋物線方程式的一般式y = ax2 + bx + c來看，有a 、 b 、 C三個參數待確定，因此

需要找出圖形中的三點。但若以拋物線方程式的標準式y = a(x-h)2 + k來看，只

要所取的其中一點應為頂點，貝I) 參數h 、 k都確定，因此只要再取一點去確定參數a

的值，也就是說只要取兩點即可。那麼是否可能只要取一點，就可以確定一條拋物

線的方程式呢?

a c
f9tl4. 對於任意兩個分數一血一，要如何去比較它們的大小?b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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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定何時使用適當程序的準則的知論 (knowledge of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when to use

appropriate procedures) :知道何時使用哪一個程序，就如同專家知道何時與何處要使用

哪些合適的程序知識。

例1.(
4_ 5_ 4 5

)下列哪一個分數最大? (1)一 (2) 一 (3) 一 (4) 一
7 " 7 "8 8

4 5 4 5 ，云
變形 1 :一、一、一、一迫或個分數中，哪一個最大?

7 7 8 8

一 1 x-2 x-3 x-2 、一
變形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這幾個分式中，若x為整數(但x芋 0， -1) ，試比較它

x x x+l x+l

們值的大小?

例2. (
11

)下列哪 4個數比了大?

(1);
13

(2) ~
13

(3) 了
15

(4) ~

註:此題學生可以做苦工的將五個分數都將分母通分，然後去比較分子的大小。學生

11
也可能先觀察還項之後，與目標分數一比較，由於分母 3是介於2 、 3之間，所以猜

3

11 R A....... 9 13 "--- RA ....10 ~b .L .I b _ ..., It l.~ ~ .'\. ..ILl 9 II 1
測一是介於一、一一之間，然後先將三數化成帶分數一 =4一，

3 2 4 2 2

13 _ 1
一一 =3一，因此它們之間的大小關你就容易驗證出來。

4 4

11 _ 2
---、-- ,
3 3

例3. 黃金旅行社招攬黃金旅遊兩天一夜旅行團，預定人數為30人，每人收費5000元，但

達到30人以後，若每增加1人則每人減收100元。問應增加多少個人，這旅行社才能

收到最多的錢?最多共可收到多少錢呢?

四、後設認知知識(meta-cognitive knowledge)
一般認知的知詣，以及自我認知的知麗與察覺。

(一)策略的知諧 (s個tegic knowledge) :指一般學習、思考或解題的策略，例如George Polya

在如何解題中，所提到的一些啟發術如一般化、特殊化、類推、逆推法、分解與結

合、......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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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修訂版應用於數學領城之命題實例

Examples of Applying the Revis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0叫ectives to Mathematics Assessment Items

例1. (a)( )若a 、 b 、 c是6ABC的三邊長，且知a
2 + b2 + c2

= ab + bc + ca

則6ABC~定是哪一種三角形?

(1)直角三角形 (2) 銳角三角形

(3) 鈍角三角形 (4) 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1 1 1 1
(b)( )若a 、 b 、 c是6ABC的三邊長，且知一-7+一=一-7

a 0 c a-D+C

貝1J6ABC~定是哪一種三角形?

(1)不等邊三角形 (2)以c為底邊的等腰三角形

(3) 正三角形 (4) 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例2. ( )在學習平面幾何中各種圓形的面積時，丕耳盤根據下列哪一個順序去學習的?

(1)三角形→平行四邊形→正方形→矩形

(2) 矩形→平行四邊形→正方形→三角形

(3) 正方形→矩形→平行四邊形→三角形

(4) 矩形→正方形→平行四邊形→三角形

(二)開於認知任務的知詣，包括適當的顱絕與條件的知輯 (knowledge about cognitive tasks,

includi月 appropriate contextual and conditional knowledge) :有關於何時以及為什麼使用

某個策略是恰當地，也就是條件的知識(conditional knowledge) 。

例1.在一已知三角形中，作一正方形，使三頂點在此三角形的底邊上，另二頂點各在三

角形其餘的兩邊上。

例2. 有兩個角在不同的平面上，若其中一角的兩邊與另一角的兩邊分別平行且同向，試

證這兩個角相等。

例3. 求解方程式x
4

- 13x2 + 36 = 0 (對象:國二以上的中學生)

例4. 在一直角6ABC中， D為斜邊五百的中點， E 、 F分別為兩股E石與玉石上任一點，

試證6DEF的周長恆大於斜邊。

B

E

C
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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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自我的知甜( selιknowledge) :對於自己在認知與學習上的強弱方面的知識，以及對於

自己知識基礎的廣度與深度的了解。例如知道自己分析的知識不如代數紮實。

0U1.請你寫出修完這門課的心得。

例2. 就一個高(國)中數學教師而言，你是否為一個成功的教師?請舉例說明。

伍、 Bloom修訂版認知歷程肉度在數學領域評量主的

命題舉例

一、記憶(remember)

從長期記憶區取回( retrieving) 有關的知讀(事實、概念、程序、後設認知四

類知話都涵蓋在內)。

(一)錯別( Recognizing) 或確認( identi命ing) :在長期記憶區找到與問題中所呈現資料內容

一致的知識。

例1.( )下列哪一個圖形是五角形?

、
‘
.
，
'
，

••
A'

，
.
‘
、

(2)

(3) (4)

/\)

\J///

例2. 在數線上，將l與2之間分成5個等分，如下圖所示:

1 Al A2 A3 A4 2

(1)那麼每個等分是多少個單位長?

(2)A2表示哪一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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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語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修訂版應用於數學謂域之命題實例

Examples of Applying the Revis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o Mathematics Assessment Items

例3.( )同一平面上，兩直線Ll與 L2互相平行'L3是Ll與口的截線，如下圖所示:

L3

L(

L2

請問 L' 2與 L' 6是何種關係?

(1)同位角 (2) 內錯角 (3) 同側內角 (4) 對頂角

要評量記憶有三種命題方式:確認( verification) 、匹配 (matching) 、被迫選擇

(forced choice) 。在確認的方式，學生一定要判斷出到底題目中所提供的訊息正確與否，

因此是非題(true-false format) 是最常用的命題形式，例如: ( )整數的減法具有交換

性。在匹配的方式，學生要從所給的兩組名單中，在其中一個名單中的每個項目，在另一個

名單中找到匹配的項目，也就是配對題的形式，例如一邊是一些四邊形的圖形名稱，另一邊

則是各類的四邊形)。至於被迫選擇的方式，則是學生根據題目所給的提示，從所給的幾個

可能的答案中，挑選出正確或「最好的」答案。選擇題( multiple-choice) 是最常見的方式。

(二)回想( Recalling) 或取回( retrieving) :藉著問題所給的提示，從長期記憶區取回相關

的知識。

例1. 7x9= ?

例2. 請寫出圓面積公式:

例3. 最大的負整數是

例4. ( )所有的質數均為奇數。(註:此題為是非題。)

二、理解(understand)

不論教學訊息是以講演、書本或電腦銀幕去呈現，學生能從它們(包含口頭、

書面與圖形等形式的溝通)去建構意義。當學生將新知單單單合到現有的認知架

構中，也就是說，兩者產生連結，學生產生了解。因為概念是基模與認知架構

的基石，所以概念知讀提供「了解」的基雄。

(一)詮釋(Interpreting)或轉囂( translating) 、改寫( paraphrasing) 、描繪( representing) 、

蘆溝( clarifying) :學生能將資料從一個表徵形式(representationalform )轉換成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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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地

表徵形式，例如從口語轉換成非口語、圖形到文字、數字到文字、...等的表現方式。

例1.若男生人數以B表示，女生人數以G表示，則「班上男生人數是女生的兩倍」這個

關係，可列成一個方程式: 0 ( Anderson等人， 2001 ' p. 71 )

例2. ( )若以T表示總支出， p表示磅數，請問下列哪一個方程式合乎敘述 I 寄一

個包里所需的總支出是最初的一磅重量要$2.00 '接著多出來的部份，每磅要花

$1.50 0 J ? (1) T = $3.50 + P (2) T = $2.00 + $1.50(P) (3) T = $2.00 + $1.50(P - 1)

( Anderson等人， 2001 ' p. 71)

註:此處如果學生還會考慮到要討論P值的狀況(例如將P值分成P 三 1 '及P > 1) ，因

比方程式變得像是分段函數一樣

(T=$200 如果M

T = $2.00 + $1.50(P - 1) ，如果P>l

這表示該生的認真口層次更高，不是在理解這一層次了

例3. 下表是區血國中二年忠班學生的家庭子女人數分配表，請將它作成一個長條圖。

12

2

14

3

8

4

2

5 6

例4. ( )小明原有若干元，他用原有錢數的土買一本英文參考書，再用剩餘錢數的
3

三買了一個漢堡，最後剩下72元。如果用xf弋表小明原有的錢數，則我們可列式
11

成

1 5 __ ._. 1 5. 1
(1) x 一一= 72 (2) x 一-x一一(x 一-:-x)=72

3 11 '. 3 11' 3

1 5 __ /0. 1 2 5
(3) x 一-x一一:-x =72 (4)x一一一一×一一=72

3 11 . / 3 3 11

(二)舉例( Exemplifying) 或圖解說明( illustrating) 、舉實例說明( instantiati月) :對於一

個概念或原理找到一個明確但沒在教學中見過的例子或說明。這裡的概念或原理應該是

以前學過，而不是在題目中現學現賣。

例1.請賣出一個等腰三角形。

例2. 請舉例說明何謂「畢氏定理 J ?

例3. 請舉實例說明何謂「三一律 J ?

例4. 請舉實例說明何謂「等量公理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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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認真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修訂版應用於數學領域之命題實例

Examples of Applying the Revison of Bloom's Tax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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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類( Classifying) 或分類( categorizing) 、歸屬( subsuming) :決定將某事物歸於某

一個類別。它與舉例正好互補。

例1. ( )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圓形都是平行四邊形?

(1)正方形、梯形、菱形 (2) 正方形、菱形、矩形

(3) 正方形、梯形、矩形 (4) 梯形、菱形、矩形

19U2. ( )下列那一個數列為等差數列?

I I I
(l) I ，一，一，一

234

(3) 2, 4, 8, 16

(2) I , 10, 20, 30

(4) -IS , -9, -3 , 3

第二次 第三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 2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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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l

例3. 下列哪些點落在直線y=3上?

A(3 , I) , B(-2, 3) , C(3, -8) , D(9, 3) , E(0, 3)

答:

例4. 坐標平面上的一個點P(2， -3)是在哪一個象限?

答:

(四)總結 (Summarizing) 或摘要(abstracting) 、一般化( generalizing) :學生能以一個敘述

來表示所呈現的訊息或摘要出主題或要點。

例1.( )若線型函數y = f(x) = ax + b的圖形通過原點，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 )a>O (2)b=0 (3)-b2 <0 (4)a+b=0

例2. 已知三角形的內角和是180' ，那麼一個凸n邊形的內角和是多少度?

答:

例3. ( )小玉拿了一堆棋子玩排列遊戲。

第一次:放l顆棋子，如圖 l

第二次:放9顆棋子，排出一個正方形，如圖2

第三次:放25顆棋子，排出一個正方形，如圖3.... ..

依此規則，每次排出的正方形，其每邊的棋子數都要比前一次多2顆。請問第十次

比第九次多放了幾顆棋子?

第一次



起:\

(A) 102 _92 (B) 11 2 _92 (c) 19
2
一 17

2 (D) 21
2
一 19

2

註:當然此題也可以改問一些其他的問題，例如第十次總共放了幾顆棋子?或者更一

般化地問第n次的情形，例如問第n次排成一個什麼樣的正方形?第n次共用了多少

顆棋子?從第一次到第n次共用了多少顆棋子?第n次比第 (n - 1)次多使用了幾顆棋

子?

(五)推論( Inferring) 或外推( extrapolating) 、內推 (interpolating) 、預測( predicting) :

從一組例子中找出它們的規律性，也就是能從一組例子當中找出每個例子都有的相關特

性，最重要的就是會注意到例子間的關係性。

例1.當x = 1時 'y=o: 當x=2日寺 'y=l; 當x=3時 'y=2: 請寫出一個方程式來表示X

Wy的關f系。答:

註:此題隨著學生的年級不同，解答有可能不一樣。因為國中階段只學過直線與拋物

線(二次函數)兩種形式的方程式，而且她物線也只限於合乎y = ax2 + bx + c的形

式，並未學過斜拋的型態。

例2. 在DABC在lDDEF中， AB = EF ' AC = DE ' BC = DF '問:

(1)是否全等?答:

(2) 如果全等，它是根據SAS， ASA, SSS，即IS等三角形全等性質中的哪一個?

答:

例3. ( )若a為偶數，則下列何者必為偶數?

(1) a 一 1 (2)a+l (3)a-2 (4)a+3

例4. ( )已知摩那星球人酬， 847分別寫成 (8 (s) 1 與(®剎那麼當他們將
\/\7 -)

(1) 5269 (2) 9625 (3) 2659 (4) 90625

言主:這一題目與學生的類別有關，學生已有的數學背景知識，影響到他們作答的考量。

當然這題與學生的觀察力也有闕，可能有些學生不只是根據數字之外的圓圓數來決

定諸數字的位值，甚至於也考慮到數字排列位置的方式是順時鐘或進時鐘排列。

另外，此題也可改寫為「如果以阿拉伯數字十進位方式寫成90625 '那麼以摩那星

球人的方式誠如何表示?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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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三種類型的問題:第一種是完成的問題 (completion tasks) ，例如給一個數列，然後

問下一項是什!哩。第二種是類比的問題(analogy tasks) ，例如A對B就像C對D' 其中有一項是

空格，學生要寫出一個詞到空格中，使類比成立。在數學中，最明顯的是比例式的問題，知

道其中三項，要求出剩下的一項。第三種是奇特的問題(oddity tasks) ，所給的問題中有三個

以上的項目，其中大多數使用某一個性質，但有一個卻使用不同的性質。例如:( )下列哪

一個不是兩個三角形全等的性質? (1) SSS (2) SAS (3) AAA (4) 則IS

(六)比較( Comparing) 或對照( contrasting) 、比對 (mapping) 、配對(matching) :偵測

兩個想法、物件或其他事物中對應部分的異同。在數學中常見於要學生學會去比較結構

相似的文字題。

例1.( )下列何者不能判別出a與c的大小關係?

(1) a = b且b = c (2) a > b且b=c

(3) a < b且c>b (4)a>b且c>b

例2. 下圖有6個三角形，請將彼此相似的三角形連起來，並寫出根據的性質。

~\久 (A)/弋(甲)

4

2 么 (乙) B

1.5

/\
(丙) (C)

/ A。 -"

4.5

(甲)和 是相似形;理由:根據 相似性質。

(乙)和 是相似形;理由:根據 相似性質。

(丙)和 是相似形;理由:根據 相似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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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下列有A 、 B 、 c三個碗，每一個碗的剖面圖都是圓弧。如果在每一個碗內都擺放一

根直角的曲尺，請根據曲尺擺放的情形，判別哪一個碗的圓弧是半圓?為什麼?

\J
必E:
E司

(A) (B) (c)

(七)解釋(E.x.plaini時)或建模(constructing models) :建立一個系統的因果關係模式。

例1.試解釋指數函數y = f(x) = 2'為什麼是一個嚴格遞增函數。

例2. 下列哪一個數最小?為什麼?

(_1)3 , (-It, (_2)2, (_2)3

I 1 I 2 、一
例3. 請將0， -10, 0.6，卜一 I ，一這五個數按照大小排列，並寫出你的作法。

I 2 I 3
有些評量的工作型態(例如推理、疑難排解、重新設計或預測)常可以讓學生顯現他們的

解釋能力。在推理(reasoning)的工作中，要求學生對某個過程或步驟提供理由。在疑難排解

(troubIeshooting)的工作中，要求學生對於解題的過程偵錯。在重新設計(redesigning)的工作

中，要求學生改弦易轍以達成目標。在預測(predicting)的工作中，要求學生說明如果將問題

的某一條件做何種改變，會產生什麼變化。

三、應用(apply)

在所緝的情況下執行(car叩ing out) 或使用某個程序(procedure) 。

(一)執行(Executing) 或執行(carrying out) :將一個程序應用於已經熟悉的工作。

例1.己知直線L外一點p ，作一直線平行此一己知直線。

a C
f9U2. 寫出兩個有理數一與一的和。b /' d

f9U3. 請以加減消去法解下列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58 中等教育第63卷第4期



Bloom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的修訂版應用於數學領域之命題實例

Examples of Applying the Revis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o Mathematics Assessment Ite_ll1s

例4. ( )若a>O'b<O' 貝加+ b, (-a) + b, a + (-b), (-a) + (-b)這四個數中，哪一個數最

大?(1)a+b (2)(-a)+b (3)a+(-b) (4)(也) + (-b)

例5. ( )若將aWb的運算@定義為: a (8) b = a + (axb) ，則5 (8) 2=?

(1) 10 (2) 12 (3) 15 (4)20

(二)實行(Implementing) 或使用 (using) :將一個程序應用於還不熟悉的工作。

例1.已知一個等腰梯形的腰長6公分及一個底邊長是4公分，若還知道此腰與已知底邊的

夾角是60' ，求作此等腰梯形。

例2 證明J了為無理數。

尸于一- b
1Jti3. ( )利用公式: ,J a 2 +b =a+一一來求平方根的近似值，請問下列哪一個數最接

• 2a

近而言的值?

(1) 8.33 (2) 8.22 (3) 8.11 (4) 8.01

四、分析(analyze)

將一個物件分解成數個組成成分，並且決定這些成分之間以及與整體的架構或

目的間的關連。

(一)辨別 (differentiating) 或區別( discriminating) 、分別( distinguishing) 、聚焦

(focusing) 、選取( selecting) :區分所給材料中相關與不相關或重要與不重要的部

分。

1Jti 1. ( )若2a + 2b +5c = 9 ' c = 1 '則-3a - 3b + c =?

(1 )-5 (2)4 (3)-3 (4)2 (5)0

例2. ( )已知p = a2
_ b2 ，其中p為一質數，貝Ija不可能是下列哪一個數?

(1) 2 (2) 4 (3) 6 (4) 8 (5) 10

例3. ( )某一學校有532名學生，要從4位候選人中，選一位全校模範生。若以得票數最

多者獲勝，那麼最少要得到多少票才篤定當選?

(1) 133票 (2) 134票 (3) 266票 (4) 267票 (5) 300票

例4. ( )如果十二月份剛好有4個星期天，那麼12月 31 日不可能是星期幾?

(1)星期二 (2) 星期三 (3) 星期四 (4) 星期五 (5)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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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說

(二)組站( organizing) 或尋找連貫 (finding coherence) 、整合( integrating) 、概述

( outlining) 、剖析 (parsing) 、構造( structuring) :確定在一個結構中，成份元素是

否符合或有作用。

例I.若T， L與P是一條公路上的三小鎮，已知L到T的路程是6公里 'L到P的路程是3公

里。若還有另一鄉鎮Q也在此條公路上，而且Q到T的路程是Q到P路程的兩倍。問Q

到L的路程是幾公旦?

例2. 在動物園中，長15公尺，寬12公尺的矩形柵欄內有兩隻大象，牠們都分別被15公

尺長的鐵鍊鎖住。若這兩條鐵鍊的另一端分別綁在柵欄的寸固頂點及不相鄰邊的中

點，如右下圖所示。問這兩隻大象的活動範圍相差多少平方公尺?

15 公尺

註:題目中的大象可改成除草機，鐵鍊改成電線，所綁的地點看成有插座的地方。

例3. 如下圖所示，ABCD為一平行四邊形，E為五百上一點'F為玉石與EE的交點。若

五E: 王百 =2:3 ，則XF: 王石=

戶大\/
(三)歸因(attributing) 或解構(deconstructing ) :確定所給材料中的觀點、偏見、價值或企

圖。

例1. (1)利用圓規與直尺作一正方形，使它的面積等於一已知三角形ABC的面積。

一--=- _ 3(2) 設 AB = 5' BC = 7'ωB= 一，求L，ABC的面積。 久
5 /\

(3) 在(2)的條件下，求出所作正方形的邊長。/ \
/\C

(用去尾法算到小數點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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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鑑(evaluate)

根據規準或標準下判斷。

(一)檢查 (checking) 或協調( coordinating) 、偵測( detecting) 、監督 (monitoring) 、測

試 (testing) :偵測一個過程或結果的不一致性或錯誤;確定一個過程或結果是否有內

部一致性;當一個過程被完成時，能確認它的效能。

例1.如右圖所示，。為圓心， AB II CD '

ζBAO=40°'ζDCO= 30
0

，又知

CD弧ttAB弧大16
0

，則AB弧的度數為

(1) 1200 (2) 1020 (3) 1000 (4) 62。

註:此題是故意出錯，其實僅由 ζBAO = 40 0

，就可推出圓心角 ζAOB = 100 0

，故可得

AB孤的度數為 100
0

;而將途中的圓忽略，會變成學生很熟的例子，如下圈，

A B
〈子。。

\

o
CL三三/30° D

容易求出 ζAOC = 70° 。按著再利用五百 II CD '可得AB弧與CD孤的度數和是

220° ，再結合 'CD弧比AB孤大 16° J 這個條件可可得 AB孤的度數為 102° ，換句話

說，所有條件都用上去之後，反而得出矛盾的結果。

(二)評論( critiquing) 或判斷 (judging) :偵測( detecting) 出結果與外在標準的不一致性，

確定( determining) 一個結果是否有外在的一致性:檢測對所給問題的解決程序的合適

性。

例1.請閱讀下列問題的兩個解法之後，比較這兩種解法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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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說

a 0
已知 a 、 b 均為正數，且知一=一二一，求 a:b 的比值。

b a+b

b a+b b a
[解一r: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1

b a+b a b a

令手=X' 貝rj土 =x+l' 化簡可得下式
o x

1+ I
心一 l門=斗0 ，解得恥x= 二?

a>仙 >o f>OIIj x>O

f5 -r L>. 一 -1+f5 _nn a 一 -1+f5
~x= 一三一一小白， .. x 一一立于一，即 IJ一一-3

[解二] .:主= _b__ , :.a2 +ab=b2

b a+b

=今 a2 + ab • b2 = 0

1+ 一『
解得 a=J?斗，

-1 +‘ 5
... a > O. b > 0 ... a =一--~-b

2

b=土主b:b= 土主: 1
2 2

a . 1+ f5
b 2

例2. 有一位同學宣稱他發現一種判別11的倍數的方法，他的做法如下:

步驟一:將一個數分成兩個部份:個位數與其他，例如將132分成13與2 。

步驟二:將其他部分的數減去個位數，例如前面的13-2= 11 0

步驟三:如果步驟二所得減法的差是11的倍數，則原數就是11的倍數。如果數字太

大可以重複步驟一到步，驟三。

請判斷這位同學用來檢驗11的倍數的作法是否正確?如果正確，請加以證明;如果

錯誤，請舉一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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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創造(create)

將元素組合成有條理或具功能的整體;將元棄重組成一個新類型或結構。

(一)產生( generating) 或假設( hypothesizing) :根據標準建立替代的假設。

1 1 1 1 1
例1. ( )請依次計算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口2 2日3 1lJ2 2 口3 3 口4

1 1 1 1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並觀察它們的規律性。
l 口2 2日3 3 日4 4口5

1 1 1
(a)根據所歸納出的規律性，可知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l 口2 2口13 3 口4 n(n+ 1)

(1) --.
n+l

(2) _1
n(n + 1)

(3) -'-'.
n+1

n
4
••

A

+n
、
‘
，
/

A
『

/
﹒
‘
、 n

(5) 工
n

(b)請證明在(a)所得的結果是正確。

例 2. 在6ABC 中，若已知玉石2+Bc 2>五百2' 證明6ABC 是一個鈍角三角形。

(二)規劃 (planning) 或設計( designing) :建立一個程序以完成某樣工作。

例1.如下圖所示，以已經填上l的圓形為中心'甲、乙、丙、丁分別為向四個方向延伸

的一列正方形格子。若按照甲、乙、丙、丁的順序，依次由裡到外，從2開始將正

整數填入正方形格于中，請問2004應填在哪一列的格子上?

(1) 甲 (2) 乙 (3) 丙 (4) 丁...........................( )

丁
甲

丙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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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將奇數按照規律，由上而 f'

由左lIlT-G'排成右圖 o 請指出

第九列的第 10 個數是

第 A列

357 第J列

9 11 13 15 17 第三列

19 21 23 25 27 29 31 第 IJ L])i1J

33 35 37 39....

(三)製作(producing) 或建立(constructing) :發明一個新產品。

例l 誰明/2+J了為無理數。

例2 在平面上的任一直角三角形，它的三個邊長有一個很漂亮的關係，被稱為商高定理

(或稱為畢氏定理、勾股弦定理)。

(1)請敘述商高定理，並加以證明。

(2) 試將此關係推廣到三度空間、四度空間、...、n度空間。

(3)試將此關係推廣到四邊形、五邊形、..，、n邊形。

陸、結論

最後要強調一點:在分析一道試題的認

知歷程向度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是「受

試者是第一次面對該試題J '而不是已經做

過該題，否則很多題目看起來很複雜，需要

用到很多思維步驟的轉折與高層次的認知能

力，但受試者卻憑記憶就能快速完成解題。

當然在受試者已在課堂上或回家作業學過或

做過類題時，我們仍然可以將這些受試者視

為是「第一次面對該試題J '除非試題是一

模一樣而非類題。

比較修訂版與舊版Bloom的認知教育目

標分類系統，會發現修訂版較精確，合乎現

代教育相關領域研究結果，目前逐漸受到重

視。因此中學教師應開始熟悉這個分類系

統，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技能。若能將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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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平日的教學與評量活動中，也更有機會

提升學生學習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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