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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資訊產業迅速發展，證照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因此證照輔導

系統的改良也顯得格外重要。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在過去應用於試

題設計及評量診斷上，皆取得不錯的成效，但隨著現在行動載具普及，

目前證照輔導系統卻較少支援多載具學習工具，恐使得學生的學習環

境受到限制。因此本專題以 HTML 證照輔導為例，開發了一套以布魯

姆分類理論為基礎之多載具證照輔導系統，該系統在學生進行線上學

習評量後，將提供布魯姆學習診斷燈號表，使學生有清楚的指標可以

參考，以得知自己的學習情況，並依據學生練習後的布魯姆燈號表進

行權重計算來完成個人化加強練習機制。另外本專題也探討此系統和

一般傳統題庫練習系統對學習者在證照考科的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

以訪談的方式深入了解學習者對本系統使用上之有用性、易用性及學

習滿意度。實驗結果發現使用本系統之學生學習成效優於使用傳統題

庫練習系統之學生，且兩組學生對於網頁程式設計能力之差異也有逐

漸拉大的趨勢。同時訪談結果也發現學習者普遍認為多載具功能之設

計能更方便他們使用，及含布魯姆理論之學習診斷機制能使他們更了

解自己的學習情況。 

關鍵字：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個人化學習、無所不在學習、多載

具學習工具、證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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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近年來資訊產業迅速發展，企業迫切需要持有證照之專業人士。

由此可知，持有專業證照除了證明自身已具備專業的知識及技能，也

是在職場上能否得到企業錄用的關鍵。因此，許多大專院校期望學生

在畢業之後能順利取得工作，紛紛開設證照輔導的相關課程，除了鼓

勵學生外也將專業證照設為畢業門檻，希望能藉此提升學生的專業能

力及競爭力[1]。 

數位學習近年來已普遍流行，要發揮數位學習的最大效益，必須

先對學習者的個人特質與學習型態作充分的了解，然後再提供適切的

評量設計[2]。陳年興、魏春旺與謝宗翰[3]曾以評量測驗的方式幫助學

習者更清楚地了解自己不足的地方及釐清自己的學習情況，並給予學

習者適當的協助。 

Bloom、Engelahar、Frust、Hill 與 Krathwohl[4]在 1956 年曾提出「布

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這項理論後來廣被國內外教育學家所使用，並擴充至新版[5]。沈晏仕、

黃繼緯、李政偉、黃國禎與賴冠宏[6]曾以布魯姆分類理論為基礎，提

出了一套電腦化評量系統，其內容包含了完整的適性化測驗出題流程

及提供學習者評量的功能，讓不同程度的學生能透過測驗評量的方式

了解自己的能力；沈晏仕等人[7]也提出以布魯姆分類理論為基礎，建

置線上測驗評量系統，其系統具有適性評量功能，更導入了線上因素，

使得家長與教師都可觀看學習的診斷結果，達到監督與互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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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布魯姆理論應用在測驗與評量上雖已有不少先例，但大多仍侷

限於電腦使用，近年來，隨著無線網路技術的進步及行動載具的廣泛

普及，大部分的學生都持有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多種載具，而

這些載具都具有攜帶便利、可上網等特性，可供學生利用零碎的時間

進行學習[8]。為善用行動載具在學習上所提供的即時性[9]，本專題統

一使用動態網頁技術建構多載具之證照輔導系統，以單一雲端資料庫

上，實作出適用於不同載具規格的系統，讓學習者可使用多種載具（智

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透過網際網路或

是無線網路連上證照輔導系統，以實現無所不在學習的理想。 

1.1 證照輔導系統之發展與趨勢 

網頁程式設計為本校資訊學院相關科系基礎必修課程，QC-HTML

專業級證照為教育部認可之專業證照，同時也是本校資訊網路系學生

畢業門檻之一，為重要的資訊能力基礎證照。因此本專題將以 HTML

證照輔導為例，利用「布魯姆分類理論」開發了一套個人化無所不在

之多載具證照輔導系統。該系統在線上學習評量後，提供布魯姆能力

指標燈號表，使學生有清楚的指標可以參考，以得知自己的學習情況，

並依據學生練習後的布魯姆燈號表進行權重計算來完成個人化配題，

希望透過個人化與無所不在的輔導方式，提升學生在證照檢定的通過

率。另外本專題也探討此系統和一般傳統題庫練習系統對學習者在證

照考科的學習成效之影響，同時以訪談的方式深入了解學習者對本系

統使用上之有用性、易用性及學習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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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隨著證照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許多學者紛紛著手進行證照輔導系

統的改良與研究，如黃國豪與王瑞明[10]就曾以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運

用於證照輔導中。而謝淑玲、黃國豪、白仲豪、林宗建與曾志凱[11]

更將 QR Code 結合證照輔導系統以實現行動學習的概念，透過將題目

詳解製成 QR Code 貼於紙本上，使學生能更方便的學習。Hwang、Lee

與 Tseng [12]將遊戲因素融入證照輔導，並獲得不錯的成效。黃國豪、

莊宗嚴、陳攸華與曾薇方[13]再進一步的將客製化的介面等要素融入證

照輔導。證照輔導系統從一開始僅運用於電腦上，逐漸演進至多元化

甚至是行動化，然而至今鮮有相關研究探討將個人化評量的無所不在

學習概念應用在多載具證照輔導系統，如何讓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使

用證照輔導系統，並透過練習題目更加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將是本

專題的重點。 

  



4 

2.2 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理論 

測驗所測量到的學習結果必須能明確的反應教學目標，如此才能

依據學生的個人情況給予適切的幫助，然而欲分析並陳述教學目標時，

最適當的參考資料就是布魯姆所提出的教育目標分類法[14]。 

Bloom 等人[4]提出了認知領域教育目標分類法(A taxonomy for 

educational objectives)，稱「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在此稱為舊版)。

並將認知領域教育目標分為知識 (knowledge) 與心智能力與技巧

(intellectual abilities and skills) 這兩個部份，知識是一個類別，而心智

能力與技巧則分為五個類別，共六個類別，由簡單到複雜排序分別為

知識 (knowledge) 、理解(comprehension) 、應用 (application) 、分析

(analysis)、綜合(Synthesis)、評鑑(evaluation)。此分類法雖長久以來受

到國內外學者的採用，但隨著時代的演進，這項分類法出現許多需要

改進的地方，於是 Anderson 與 Krathwohl[5]提出了布魯姆認知分類法

的修正版(在此稱為新版)，將教育目標分類法分為知識向度(knowledge 

dimension) 與認知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知識向度指

知識的分類，包含了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 、概念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 、 程 序 知 識 (procedural knowledge) 、 後 設 認 知 知 識 

(metacognitive knowledge)。而認知歷程向度主要分成六類，分別為記

憶(remember)、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ze)、評鑑

(evaluate)和創作(create) [15]。而李坤崇[16]提出新舊版本主要差異在於：

（1）新版強調不同年級的老師都能適用；（2）新版著重實用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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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3）新版內容增加了許多評量工作範例，加強分類法的應

用；（4）新版主類別名稱為動詞語態，而舊版為名詞語態；（5）新

版的了解主類別更改於舊版的理解主類別；（6）新版強調次類別的應

用，不同於舊版著重於主類別；（7）新版知識次類別經更名與重組，

分為四個類別，不同於舊版的名稱與內容；（8）新版將目標分類分為

兩個向度過（知識向度和歷程向度），不同於舊版只有一個向度；（9）

新版各類別採用漸進複雜性階層(increasing complexity hierarchy)，而舊

版採用累積性階層(cumulative hierarchy)；（10）新版交換舊版的「綜

合」與「評鑑」的順序與名稱，改為「評鑑」與「創作」。 

應用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於學習成效評量不但可有效的反應出

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同時也可給予教育者明確的指導方向[6][7]。本專

題之布魯姆分類法是使用新版中的認知歷程向度，因為本專題試題為

選擇題，所以在六個類別中只使用前四個類別，並將記憶與了解歸納

為「低層次認知」，而應用及分析則歸納為「高層次認知」，共兩個

層次進行題目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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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個人化學習 

Chen與Macredie[17]曾提出人因(human factors)會影響學習成效，

個人的先備知識、認知風格甚至是性別的差異都有可能造成學習結果

的不同，依據個人的情況給予不同的教學方式，即是個人化學習。而

個人化學習主要強調的是針對學習者的程度、學習經驗以及學習需求

等個人因素，提供學習者個別適當的教學內容，並依據學習者的個人

差異去調整學習教材[18]。學者 Egan[19]曾指出圖像組織可以讓訊息變

得更明確、具體可見，並讓學習者能夠表達，另外陳偉恩、陳志洪與

陳德懷[20]曾提出藉由色碼的不同來讓教師根據顏色第一時間注意到

學習過程中表現不好的學生。因此本系統為使學生能較明顯地檢視自

己的學習狀況，設計了布魯姆燈號表，學生在作題庫練習時，系統會

依據燈號表給予加強練習外，並在受測後以顯示燈號顏色的方式，讓

學生了解不同章節的理解程度，藉此達到因材施教、個人化學習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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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無所不在學習 

隨著近年來無線網路技術的發達及行動裝置的廣泛普及，使得學

習活動不再受到教學設備與環境限制，隨時走出戶外或是在任何地點

都可以進行數位學習的活動，形成一個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Ubiquitous 

Learning Environment)[21]。Hwang、Wu、Tseng 與 Huang[22]曾建置了

一套情境感知無所不在數位學習平台，學生在學習上若遇到問題，可

透過手機與平台連線並得到即時的回覆，研究結果發現學生的學習成

就與效率都有顯著的提升。而陳文凱、黃國禎、施如齡與蘇亮豪[23]

也曾將無所不在學習模式應用於社區導覽教學中，學習者可透過 PDA

進行導覽學習，並探究其學習成效。本專題為使學生能更自由、自主

的吸收知識，將證照輔導系統建立於雲端資料庫上，學生可隨時隨地

使用行動裝置或個人電腦連結上本系統，進行無所不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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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多載具學習工具 

近年來，隨著行動學習的蓬勃發展，人們在教學與學習上已有很

大的改變，除了使用電腦教學之外，也可使用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

平版電腦(tablet computer)、筆記型電腦(notebook)或個人數位化助理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ce)等行動學習載具實現無所不在學習[24]。然而

行動學習載具的多樣化也衍生出了相容性等問題，不同的載具規格也

不盡相同，若運行的軟體未能針對該載具的特性個別設計，恐將使得

軟體的功能受到限制。黃國豪等人[13]在這方面提出了整合多樣性學習

行動輔具之悅趣化學習系統，此系統會偵測學習者所使用的科技學習

工具規格而調整成較適合的介面，並能依據個人所需來自行設定客製

化選單功能，透過這項機制可達到整合多載具的目的。多載具學習工

具之整合除了能方便使用各種載具的學習者外，亦能減少系統開發的

成本，相信這樣的概念將會日漸受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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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系統架構與設計  

本證照輔導系統是以 ASP.NET C#做為主要開發工具，資料庫建置

的管理則是使用 SQL Server 2008，而美工使用 Photoshop CS4 及

Illustrator CS4 來編輯網站所需要的圖片。 

首先，先介紹系統軟硬體的規格，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軟硬體規格表 

軟體開發工具 

作業系統 Windows Server 2008 

資料庫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系統開發工具 Visual Studio 2010 ASP.NET C# 

網頁伺服器 IIS 7.0 

影像編輯 Photoshop CS4、Illustrator CS4 

硬體規格 

處理器 
Intel(R)Core(TM) i3 CPU 550 @ 

 3.20GHz 3.20 GHz 

記憶體(RAM) 4.00GB 

系統類型 32 位元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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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系統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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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硬體架構 

學生使用多載具學習工具，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記型

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等，透過無線網路或網際網路連結到伺服器，經由

預設的帳號與密碼登入此系統，即可進行題庫練習、模擬考及個人成

績與歷程的查詢等。教師可使用個人電腦，經網際網路連線到伺服器，

以作管理動作。如圖 3.2 所示。 

 

圖 3.2 硬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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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軟體架構 

本系統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架設 IIS 網站伺服器及 MS SQL

資料庫伺服器並透過 ASP.NET C#語法來建置所有模組。本系統分為學

生端及教師端兩部分。學生可透過「題庫練習模組」進行不同題庫類

別的練習，所有的題庫類別都練習完後還可透過「模擬考模組」進行

和真實的證照考試一模一樣的測驗，最後可以透過「成績歷程查詢模

組」查詢系統使用歷程及測驗成績。教師可透過「學生基本資料管理

模組」、「題庫管理模組」、「歷程管理模組」、「成績管理模組」

對學生基本資料、題庫、歷程、成績進行管理。所有的模組可對「學

生基本資料庫」、「題庫資料庫」、「成績資料庫」、「歷程資料庫」

進行存取，以完成系統的運作，如圖 3.3 所示。 

 

圖 3.3 軟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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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功能 

3.3.1 證照試題之分類 

本專題之布魯姆分類法是使用新版中的認知歷程向度，由於本專

題試題為選擇題，所以在六個類別中只使用前四個類別分別是記憶、

了解、應用及分析，並將記憶與了解歸納為「低層次認知」，而應用

及分析則歸納為「高層次認知」共兩個層次。同時請兩位從事 HTML

教學經驗超過 5年的教授將 1-9類共 500題之題目依不同認知類型進行

題目分類。以利系統後續進行個人化加強練習機制及學習診斷的運

作。 

3.3.2 學習診斷機制之呈現 

此學生在題庫練習結束後系統會計算該層次類別之答對率並顯示

受測範圍的布魯姆燈號表，燈號顏色取決於各類中各層次題目的答對

率。答對率大於或等於 70%為綠燈，答對率小於 70%且大於或等於 40%

為黃燈，答對率小於 40%則為紅燈。 

以範例圖 3.4說明：假設目前學生已經作答完某一類的 10題考題，

且系統已判定完作答對錯，系統會計算其答對率，以低層次類別 A（記

憶與了解）為例，其出題數為 5 題，答對數為 3 題，其答對率為 60%，

得知其燈號為黃燈；以高層次類別 B（應用與分析）為例，其出題數

為 5 題，答對數為 1 題，其答對率為 20%，得知其燈號為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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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布魯姆燈號表判定範例圖 

3.3.3 個人化加強練習演算法 

圖 3.5 為題庫練習模組之配題方式。系統在每次出題時，為了達到

加強練習的目的，所以我們把加強練習部分與一般出題部分以各 50%

的機率出題，圖中「判定 R 是否大於 50」即為此判定，如果亂數大於

50，則進到加強練習區，系統會去讀取受測者紅燈的類別題目，再從

中依亂數任選一題，由於紅燈區之題目為學生錯誤率較高的題目，因

此透過此機制可以讓它有較大的機率出題；而如果亂數小於或等於50，

則進入一般亂數區，此區會再取一次亂數(R2)來決定要進到哪一區來出

題，在此的亂數比重為白燈區 50%、黃燈區 30%、綠燈區 20%，白燈

區比重較高是希望讓沒有燈號的題目類別有較高的機會出現，而綠燈

區機率較黃燈區低是因為綠燈區的題目，學生大致上已經理解了。 

若加強練習區（紅燈區）已無任何題目，則 R 的範圍將改變為 1

至 50，因此系統會被強迫進入一般亂數區進行出題；若白燈區已無任

何題目，則 R2 的範圍將改變為 1 至 50，因此系統會被強迫進入黃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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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綠燈區進行出題；若黃燈區已無任何題目，則 R2 的範圍將改變為

1 至 20 並強迫進入綠燈區出題。 

 

圖 3.5 個人化配題演算法 

 

3.3.4 學生端模組功能 

在題庫練習模組中學生可進行無限次數的練習並可自由勾選欲受

測的範圍，但每次練習最多以 3 類為限，學生在題庫練習結束後會顯

示受測範圍的布魯姆燈號表。 

而模擬考模組則為模擬真正證照考試情況，因此並沒有加入個人

化配題，題目將由證照題庫 9 大類中平均出題，在考試時將有時間限

制，學生於測驗後系統會給予綜合布魯姆燈號表。 

兩模組的主要差異在此整理如下： 

（1）練習模組可選擇考試類別。 

（2）練習模組考試無時間限制。 

（3）練習模組僅顯示所選類別之燈號，模擬考模組則顯示綜合之

燈號。 



16 

（4）練習模組會針對個別學生之弱點題目加強練習。 

在完成測驗後，學生在成績歷程模組可以瀏覽所有練習與模擬考

的成績及布魯姆學習診斷燈號表，也可連結到歷程資料庫查詢自己所

做過的動作。 

3.3.5.教師端模組功能 

教師在學生基本資料管理模組中除了可以進行學生個人資料的管

理，也可以觀看學生到目前為止最新的布魯姆燈號表，以了解學生目

前對題庫的了解及掌握。 

題庫管理模組則可以針對題庫進行新增、修改或刪除。 

教師亦可以透過歷程管理模組知道學生登入此系統後所作過的任

何事，例如：學生完成模擬考的時間、答題記錄、學生登入或離開的

時間，以及學生查詢成績歷程等資訊。 

而在成績管理模組中教師可以一目了然學生每次考試的成績，包

含學生題庫練習與模擬考的成績，另外，教師也可以選擇要觀看學生

哪一筆成績的布魯姆燈號表，用顏色燈號一目了然的方式使教師能更

清楚他們的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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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庫規劃 

下圖為系統的 ER Model，系統資料庫係以學生資料表、題庫資料

表、成績資料表、考試歷程資料表、行為歷程資料表以及行為代碼資

料表所組成。 

 

 

圖 3.6 ER-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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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學生基本資料表 

用於存放學生基本資料表，包含了學號、姓名、性別、科系、年

級及密碼，主鍵為學號。以表 3.2 所示。 

表 3.2 學生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students 學生基本資料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student_id char(7) N PK 學號 998J099 

name nvarchar(5) Y 
 

姓名 王小明 

gender nchar(1) Y 
 

性別 男 

department nvarchar(8) Y 
 

科系 資訊網路系 

grade char(1) Y 
 

年級 3 

password nvarchar(8) Y 
 

密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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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題庫資料表 

用於存放所有題庫詳細資料，包含了題目類別、題號、正確答案、

題目、選項 A、選項 B、選項 C、選項 D 及布魯姆分類，分別以題目

類別與題號為雙主鍵，以表 3.3 所示。 

表 3.3 題庫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html_exam 題庫資料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html_group Int N PK 題目類別 1 

html_id int N PK 題號 60 

html_answer varchar(4) Y 
 

正確答案 ABCD 

html_question nvarchar(200) Y 
 

題目 

請問….何者正

確? 

option_a nvarchar(200) Y 
 

選項 A (A)TITLE 

option_b nvarchar(200) Y 
 

選項 B (B) HINT 

option_c nvarchar(200) Y 
 

選項 C (C) EXPN 

option_d nvarchar(200) Y 
 

選項 D (D) DOCU 

html_bloom char(1) Y 
 

布魯姆分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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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成績資料表 

用於回存使用者每一筆成績的詳細記錄，包括流水號、考次、學

號、測驗模式、選擇考試類別、成績、布魯姆燈號及作答開始時間，

主鍵為流水號，以表 3.4 所示。 

表 3.4 成績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html_score 每一筆成績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score_num int N PK 流水號 1、2、3… 

test_times int N FK 考次 1 

student_id char(7) Y FK 學號 998A099 

practice_select char(1) Y 
 

測驗模式 0 

group_select varchar(3) Y  選擇考試類別 136 

test_score int Y 
 

成績 80 

bloom_light nchar(20) Y 
 

布魯姆燈號 G 

begin_time datetime Y 
 

作答開始時間 
1998-01-01 

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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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歷程資料表 

用於回存使用者從登入到登出的每一個動作，包括了流水號、學

號、時間及行為，以表 3.5 所示。而表 3.5 的 action 欄位，關聯至表 3.6

的 action 欄位，對應寫入代碼的說明（表 3.7）。 

表 3.5 歷程行為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action_data 每一次動作的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num int N PK 流水號 1 

student_id char(7) N FK 學號 998J099 

time datetime N 
 

時間 1998-01-01 

23:59:59 

action int N 
 

行為 0 

表 3.6 歷程行為代碼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action_explain 行為代碼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action int N PK 行為 0 

action_explain nchar(10) N 
 

行為說明 登入 

表 3.7 代碼說明表 

0 登入 4 進入模擬考模組 8 查詢成績 

1 登出 5 離開模擬考模組 9 修改密碼 

2 進入練習模組 6 進入歷程模組   

3 離開練習模組 7 離開歷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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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回存每一次考次所答的題目之詳細的記錄，包括流水號、題

號、學號、考次、題目類別、題目編號、正確答案、學生答案、答題

開始時間、對錯及布魯姆高低層次，分別以考次與題號為雙主鍵，以

表 3.8 所示。 

表 3.8 歷程考試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test_data 每一筆答題記錄 

欄位名稱 型態 Null 鍵別 備註 範例 

test_num int N PK 流水號 50 

question_num int N PK 題號(1~50) 1 

student_id char(7) Y FK 學號 998j099 

test_times int N FK 考次 1 

html_group int Y FK 題目類別 2 

html_id int Y FK 題目編號 12 

html_answer char(4) Y  正確答案 ABCD 

student_answer varchar(4) Y 
 

學生答案 AB 

question_begin_time datetime Y 
 

答題開始時間 
1998-01-01 

23:59:59 

result char(1) Y 
 

對錯 N 

html_bloom char(1) Y  布魯姆高低層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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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系統畫面 

 

圖 3.7 手機模擬考結果 

 

圖 3.8 平板練習測驗結果 

 

圖 3.9 電腦模擬考畫面 

 

本論文展示之系統畫面主要為學生頁面。有 3 項基本功能，分別

為：成績歷程查詢、題庫練習與模擬考。學生頁面的系統實作畫面依

照載具分成 3 個畫面，分別為：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桌上型電腦

與筆記型電腦。智慧型手機雖然螢幕尺寸較小，但其行動性為最高，

相對的桌上型電腦就無行動性。圖 3.7 至 3.9 為系統練習畫面，由左至

右依序為智慧型手機畫面、平板電腦畫面以及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

腦畫面。桌上型電腦與筆記型電腦方面因為螢幕尺寸較大，可容較多

資訊，呈現的功能較健全，包括：上一題、下一題、題目總覽與回目

前試題。平板電腦部分，因為通常大家都是拿橫向，所以畫面以橫向

發展為主，其功能與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所擁有的功能數一樣，

但因為其螢幕尺寸較小，所以排版上稍微作了點更動。而智慧型手機

因為螢幕尺寸最小，所以能容納的資訊最少，排版最為精簡，因此我

們將功能濃縮在一個紫色按鈕中，此按鈕中包含題目總覽、回目前試

題及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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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為模擬考結果畫面，學生在進行模擬考測驗後，系統會給

予本次測驗的總分及綜合布魯姆燈號表，顯示學生總體的學習狀況。

圖 3.11 為題庫練習畫面，學生可自由勾選欲測驗的範圍，但最多僅限

3 類，練習完後系統僅會給予受測範圍的布魯姆燈號表，顯示學生在範

圍內的學習情形。 

 

圖 3.10 模擬考結果畫面 

 

圖 3.11 題庫練習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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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實驗與分析  

4.1 實驗流程 

本專題之實驗將分為兩階段，實驗流程如圖 4.1 所示。 

第一階段為學習成效分析，本專題將透過學期內之一次平時考試

及兩次段考之測驗成績進行分析，學期中每次測驗均有學科及術科之

分，學科之考科內容全為選擇題，考科之題庫內容與測驗題數及測驗

時間皆與正式證照檢定一致，內容共九大類，考題共 50 題，測驗時間

50 分鐘，而術科則為授課教師所出之上機實作測驗共 10 題，兩科配分

各 50 分，總分是 100 分。 

本專題將透過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不同時間點內兩組使用不同之

證照輔導系統對於學科成績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及透過加強練習機制

及診斷結果的輔助下對受試者網頁程式設計之術科實作能力是否有所

影響。 

第二階段為實驗結束後之深入訪談，本專題以問卷之開放式問題

蒐集受試者更深入的看法，並挑選出 23 位受試者進行深入訪談，訪談

內容主要是針對本系統使用上之有用性、易用性及學習上之助益進行

訪談。期望能藉由質性與量化的多方資料分析，使得本專題結果更為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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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第一階段流程圖      (b)第二階段流程圖 

圖 4.1 實驗流程圖 

4.2 實驗對象 

本專題以台灣中部某科技大學中修習網頁程式設計課程之 94名大

二學生作為實驗對象，並以隨機亂數的方式平均分為實驗組 47 人及對

照組 47 人，實驗組與對照組在課程前以第一次小考測驗為前測，兩組

成績經獨立樣本 t 檢定驗證後無顯著差異，而兩組之授課教師及課程進

度也完全一致。 

實驗組將使用含有布魯姆理論之個人化加強練習機制及學習診斷

結果之證照輔導系統，對照組則使用一般隨機亂數出題且不含診斷機

制之證照輔導系統；實驗過程將配合網頁程式設計課程之進度，每週

三節課固定使用一節課讓兩組學生使用系統進行當天課程範圍內之證

照題庫練習，之後將全天候開放學生自由使用，實驗期間為 1 學期共 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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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學成效之分析 

本專題主要以結合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之個人化加強練習機制

及學習診斷燈號表的方式，探討對學習者在證照學科及網頁程式設計

實作技能的影響。 

4.3.1 學科之學習成效差異性分析 

由實驗結果表4.1、圖4.2得知，對於前測學習成就測驗，兩組以第

一次小考學科成績為前測分析，實驗組的平均成績為28.64分，對照組

的平均成績為 29.91 分，前測成績經獨立樣本t 檢定可知，實驗組學

生與對照組學生在證照考科上成績相當，表現並無明顯差異

(p=.46>.05)。 

在第一次段考學科成績，實驗組的平均成績為31.64分高於對照組

為26.79分，且兩組之間有顯著差異(t=2.213, p<.05)。 

而到平時小考測驗，實驗組成績平均28.49分雖然仍高於對照組平

均25.49分，但卻未達顯著標準(p=.57>.05)，為進一步觀察影響因素而

調閱出學習者答題歷程記錄如圖4.3，發現在第一次段考與小考之間，

學習者的答題次數相較段考前明顯銳減，推論可能為學習者在面對不

同大小的考試時，準備心態與學習慾望上也會有所不同。 

最後觀察第二次段考成績，實驗組平均33.60分高於對照組平均成

績28.26分，兩組成績不僅達到顯著差異(t=2.247, p<.05)，且兩組成績皆

進一步的提升，由此可知，實驗組採用結合布魯姆分類理論之個人化

加強配題機制與學習診斷燈號表相較一般傳統的題庫練習系統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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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表 4.1 學科之學習成效分析表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實驗組 47 28.64 8.239 
-.801 

對照組 47 29.91 7.174 

 

(a)學科前測成績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實驗組 47 31.64 11.711 
2.213* 

對照組 47 26.79 9.420 

*p<0.05 

(b)第一次段考學科成績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實驗組 47 28.49 11.521 
1.276 

對照組 47 25.49 11.273 

 

(c)平時小考學科成績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實驗組 47 33.60 11.721 
2.247* 

對照組 47 28.26 11.318 

*p<0.05 

(d)第二次段考學科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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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全學期學科成績曲線圖 

 

 

圖 4.3 答題歷程紀錄圖 

4.3.2 術科之學習成效差異性分析 

除了分析學科成績之學習成效外，本專題亦將探討當學習者在使

用以布魯姆理論為基礎之證照輔導系統進行學科測驗練習後，是否會

對其網頁程式設計能力有所影響。實驗結果如圖4.4所示，在術科前測

成績方面實驗組平均成績41.17分與對照組41.28分相當接近且無顯著

差異，說明兩組學生在學習網頁程式設計課程之能力一致；在第一次

段考時實驗組平均成績36.60分仍與對照組平均成績36.70分相差無幾，

但在平時小考後發現實驗組成績平均39.15分相較於對照組成績平均

37.55分已有了較大的進步，此時兩組平均差距為1.6分，最後觀察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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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段考之術科測驗，實驗組平均成績為33.11分而對照組平均成績為

30.32分，雖仍未達顯著標準，但最後兩組平均差距已經拉開至2.79分，

成績進步曲線有逐步拉開的趨勢。 

本專題觀察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整學期中的術科成績差異發現，雖

然兩組的成績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實驗組在術科成績進步弧

度較對照組大，說明使用結合布魯姆理論之證照輔導系統進行學科測

驗的學習者，可能也對其程式實作能力起到積極的促進的作用，形成

正向的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因此，若將實驗時間進一步的加

長（如一年），應可觀察到更明顯的變化。 

 

圖 4.4 全學期術科成績曲線圖 

4.4 深入訪談之分析 

本專題為更進一步了解學習者對於系統使用上之感受，先以問卷

開放式問題蒐集受試者的意見回覆，並在實驗結束後挑選出有接受意

願的受試者共23名進行深入訪談，項目主要為受試者對於系統使用上

之有用性、易用性及對學習上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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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有關系統有用性之訪談 

本專題所訪問的重點主要為本系統是否有助於受試者學習證照考

科和網頁程式設計課程等相關知識，以及布魯姆學習診斷燈號表對學

習者是否確實有幫助。 

經訪談結果，受訪者普遍都認為本專題對他們學習證照考科及網

頁程式設計課程有正向的幫助。 

有關學習知識方面，受訪者表示：「使用系統能幫助自己學習證

照的考科(STA01. STA02. STA06. STA15)。」；「使用系統能有助於學

習 網 頁 程 式設計 等 相 關 知識 (STA02. STA03. STA11. STA13. 

STA14）」。 

有關個人化加強練習機制，以及布魯姆學習診斷燈號表方面，受

訪者表示：「顏色燈號可以讓我更加了解HTML，幫助我加深印象、提

升記憶力(STA05. STA10. STA13. STA15)。」；「可以為自己錯的地方

找出理解方向、更容易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STA01. STA08. STA09. 

STA13. STA14)」。 

但也有部分受訪者給予負面的意見；受訪者認為：「個人化加強

練習機制重複率過高(STA02. STA03. STA08. STA14. STA15)。」；此

回覆說明加強練習機制仍有需要改良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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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系統有用性之正負向回應 

訪談相關回應 學生 

正向回應 

使用系統能幫助自己學習證照的考科 
STA01 STA02 

STA06 STA15 

使用系統能有助於學習網頁程式設計

等相關知識 

STA02 STA03 

STA11 STA13 

STA14 

顏色燈號可以讓我更加了解 HTML，

幫助我加深印象、提升記憶力 

STA05 STA10 

STA13 STA15 

可以為自己錯的地方找出理解方向、

更容易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 

STA01 STA08 

STA09 STA13 

STA14 

負向回應 個人化加強練習機制重複率過高 

STA02 STA03 

STA08 STA14 

STA15 

註：STA編號為實驗組；學生 STB編號為對照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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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有關系統易用性之訪談 

經訪談結果，受訪者大多認為多載具的證照輔導系統能使他們更

方便，並願意繼續使用。 

針對多載具設計之正向意見;受訪者表示：「可以隨時隨地、方便

地使用系統(STA03. STA15. STB01. STB08)」。 

然而受訪者也有不少負向意見，大多是針對版面設計；受訪者表

示：「題目導覽與成績查詢有點排版不好(STA09. STA11. STB08)」。；

「無法檢查、回上一題(STA11. STA12. STB04. STB08)」。 

表 4.3 系統易用性之正負向回應 

訪談相關回應 學生 

正向回應 

可以隨時隨地、方便地使用系統 
STA03 STA15 

STB01 STB08 

題目導覽與成績查詢有點排版不好 
STA09 STA11 

STB08 

負向回應 無法檢查、回上一題 
STA11 STA12 

STB04 STB08 

註：STA 編號為實驗組；學生 STB 編號為對照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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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有關學習動機之訪談 

本專題為使學習者能藉由良性競爭的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設計了經驗值排行榜。在本次訪談中，也有部分學習者認為透過競賽

的方式能使他們有更大的意願使用系統；受訪者回應：「系統能讓我

和同學有良好競爭互動、有想超越同學的強烈心 (STA06. STA10. 

STA12)」。 

表 4.4 學習動機之正負向回應 

訪談相關回應 學生 

正向回應 

系統能讓我和同學有良好競爭互動、有想超越

同學的強烈心 

STA06 

STA10 

STA12 

負向回應 無相關回應 無 

註：STA編號為實驗組；學生 STB編號為對照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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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系統改善  

5.1 系統之不足 

經由第一次口試委員的建議，原本系統只有讓使用者觀看自己當

次測驗的所有作答題目，並沒有可以讓他們徹底了解題目的詳細解說，

因此我們建立一個提供補充教材的功能，讓使用者在一覽所有作答題

目時，同時還能透過超連結觀看該題之詳細解說。 

5.2 補充教材之規劃 

TQC HTML題庫有九大類，題目數約550題，我們規劃如何在網頁

中呈現以及他的美工版面，再來開始進行每一題的詳解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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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補充教材之實作 

 

 

圖 5.1 補充教材-1 

 

 

 
圖 5.2 補充教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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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補充教材-3 

 

 

 

 

圖 5.4 補充教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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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專題以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為基礎開發一套適用於多載具的

個人化證照輔導系統；透過檢定使用者在一個學期內的證照學科及實

作術科的成績，以及在實驗後訪談使用者對於本系統的使用意見等方

式，總結以下要點： 

1. 結合布魯姆理論之多載具證照輔導系統有助於提升使用者在證照

學科及相關知識之學習成效。 

2. 個人化加強練習機制，以及布魯姆學習診斷燈號表有助於學習者

更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 

3. 多載具的設計能幫助使用者更方便的使用系統。 

經由本次實驗結果，本專題建議未來可透過更長期的深入觀察，

探討結合布魯姆理論之多載具證照輔導系統是否會對學習者的術科實

作能力有顯著的影響？以及不同學習風格、認知風格的學生在使用系

統後是否會有所差異？希望能透過更多方面的數據呈現，讓相關研究

成果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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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一 工作分配 

組員 工作內容 

羅東明 

伺服器建置、學生端程式撰寫、補充教材、除錯、 

實驗協助、計畫管理 

吳偉群 

電腦版面美工、行動載具版面美工、補充教材、 

題庫分類、系統測試、實驗協助 

姚美福 

教師端、資料庫建置、系統測試、題庫分類、實驗協助、

書面整理、影片製作 

黃勤偉 

伺服器建置、學生端程式撰寫、文獻蒐集、除錯、 

統計分析、實驗協助、書面整理 

莊益豪 

伺服器建置、資料庫建置、補充教材、系統測試、 

題庫分類、實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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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進度表 

時間   

項目 

102/2 

| 

102/3 

102/4 

| 

102/5 

102/6 

| 

102/7 

102/8 

| 

102/9 

102/10 

| 

102/11 

102/12 

| 

103/1 

103/2 

| 

102/3 

103/4 

| 

103/5 

系統初步規劃 
        

資料庫規劃 
        

題庫建置與分類 
        

版面美工 
         

程式撰寫 
         

除錯 
        

系統上線 
        

統計分析 
        

系統改良 
        

建立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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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開放式問卷 

1. 對於這次使用 HTML證照輔導系統的學習方式，有哪些覺得困難的地方？ 

2. 您覺得傳統方式學習 HTML課程與使用 HTML證照輔導系統學習有何優缺

點？ 

3. 我從這次 HTML 證照輔導系統的使用過程中有那些重要的收獲？ 

4. 對於使用 HTML 證照輔導系統學習過程的建議與想法：我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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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相關成果-1 

A Cooperative Learning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Tutoring System Combining 

Hamming Distance with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 Objectives 

 

Gwo-Haur Hwang
a*

, Beyin Chen
b
, Dong-Ming Loe

a
 & Cin-Wei Huang

a
 

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System Administration, Ling Tung 

University, Taiwan 
b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Ling Tung University, Taiwan 

*ghhwang@mail.ltu.edu.tw 

 

Abstract: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employmen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learning, many researchers 

indicate cooperative learning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which can enhance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However, whether 

the grouping structure is good or bad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a grouping algorithm which combines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 Objectives and Hamming distance. According to the Bloom's 

ability indicator, the two students with higher complementarity will be grouped into the 

same group based on Hamming distance and conduct exam practicing together. 

Through exchanges and mutual assistance, it is hoped that the student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pass rate can be enhanced. 

 

Keywords: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tutorial, cooperative learning,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amming distance 

 

Introduction 

In the past, there have been many researchers that are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s. Hwang, Lee and Tseng (2012) imported the joyful 

learning factors into the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Hwang, 

file:///C:/Users/User/Downloads/ghhwang@mail.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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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uang and Loe (2013) built a ubiquitous personalized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However, past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s mostly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dependent teaching 

strategies, students rare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Therefore, if we can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we believe that it will help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learning for students.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learn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the one of 

teaching strategies that often used. Through grouping and communicating, the purpose 

can be reached for students to help each other and jointly upgrade the abilities. 

However, some researchers point out that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s with excellent 

structure and poor structure will result in differ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Chou & Sun, 

1996; Hwang & Hwang, 2006). In addition, in network courses, a large amount of 

students will also result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ing problem. Therefore, Hwang 

and Hwang (2006) defined a multi-target mathematical mode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group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proposed universal heuristic algorithm. Based on 

student test scores and the understanding extent of students to the course,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ing is conducted. However, the cognitive difference within a 

concept is not considered. Hamming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Hamming distance. We 

combines it with the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erson & 

Krathwohl, 2001), which can divide a concept into different cognitive levels. Based on 

this, a Hamming distance grouping algorithm is proposed. Through this algorithm and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Bloom's ability indicators of each chapter, the system can 

group two students with higher complementarity into the same group. Based on this, the 

overall grouping can be optimized and the overall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s expected to 

be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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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gorithms 

1.1 The Students' Encoding Algorithm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classes. This paper only uses the first 4 classes and combines the 

“remember” and “understand” into low level as well as the “apply” and “analyze” into 

high level. HTML certification exam contains 9 categories totally. Every category 

contains 2 levels, so there are 18 bits need to be encoded. To encoding each bit of the 18 

bits, the system will select 3 test questions from exam question database randomly, so 

there are 54 test questions when pre-test. For the 3 test questions, if the number of right 

answering is 0 or 1, the bit is encoded to 0. If the number of right answering is 2 or 3, 

the bit is encoded to 1. Finally, for each student, the system will produce an 18-bit 

"students' Bloom's ability code".  

 

1.2 The algorithm of Hamming distance between two students 

Figure 1 is used to explain how to calculate Hamming distance of two students. 

 

Figure 1. The example to illustrate Hamming distance of two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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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The algorithm of Hamming distance grouping 

The algorithm of Hamming distance grouping is explained in Figure 2 and Figure 3. 

 

Figure 2. The flowchart of Hamming distance grouping Figure 3. Hamming distance 

matrix 

 

2.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velops a cooperative learning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 combining 

Hamming distance and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By this, the 

students with higher prior knowledge of a certain chapter can help those students with 

the lower prior knowledge of the chapter to relieve their puzzles. It is expected that such 

cooperative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 can increase the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pass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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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相關成果-2 

以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為基礎建置個人化無所不在之多載具證照輔

導系統 

Development of a Personalized Ubiquitous Multi-Device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黃國豪 1*，陳碧茵 2，黃勤偉 1，羅東明 1 

1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網路系 

2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 ghhwang@mail.ltu.edu.tw 

 

【摘要】 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在過去曾經被應用在試題設計及評量診斷，本論文將之應用於無

所不在多載具證照輔導系統。系統會依照學生弱點在配題時以權重的方式進行加強練習，並且針對

個人的測驗結果給予布魯姆能力指標燈號表。而現在行動載具普及，許多學生已具備智慧型手機及

平板電腦等多項不同的載具，然而目前證照輔導系統較無支援多載具學習工具，使得學生的學習環

境受到限制。因此本系統也將支援多載具學習工具，希望透過個人化與無所不在的輔導方式，提升

學生在證照檢定的通過率。 

【關鍵字】證照輔導；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個人化學習；無所不在學習；多載具學習工具  

 

Abstract: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n the past had been applied in test question design 

and assessment diagnosis. In this paper, it is applied to a ubiquitous multi-device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 The system strengthens exercise by adding weight according to students' weaknesses when 

assigning test questions. The test result gives Bloom’s capability indicator light table. With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devices, many students already have several different mobile devices, such as smart phones or 

tablet computers. However, the current certification tutoring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e difference 

among multiple devices. This make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limited. So, this system supports 

multi-devices and we hopes the pass rate of students in the certification test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personalized ubiquitous tutoring. 

Keywords: certification tutoring,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personalized learning, 

ubiquitous learning, multi-device for learning 

 

1.前言 

    近年來資訊產業迅速發展，持有專業證照除了證明自身已具備專業的知識及

技能，也是在職場上能否得到企業錄用的關鍵，因此許多大專院校期望學生能在

畢業之後順利取得工作，紛紛開設證照輔導的相關課程，希望能藉此提升學生的

專業能力及競爭力(蕭錫錡， 2003)。 

file:///C:/Users/User/Downloads/ghhwang@mail.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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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近年來已普遍流行，要發揮數位學習的最大效益，必須先對學習者

的個人特質與學習型態作充分的了解並提供適切的評量設計(Perkowitz & Etzioni，

1997)。Bloom、Engelahar、Frust、Hill 與 Krathwohl (1956)曾提出「布魯姆教育目

標分類法」，這項理論後來廣被國內外教育學家所使用，並擴充至新版(Anderson

＆Krathwohl，2001)。沈晏仕、黃繼緯、李政偉、黃國禎與賴冠宏(2005)曾以布魯

姆分類理論為基礎，提出了一套電腦化評量系統，其包含了完整的適性化測驗出

題流程及提供學習者評量的功能，讓不同程度的學生能透過測驗評量的方式了解

自己的能力。將布魯姆理論應用在測驗評量上雖已有不少先例，但大多仍侷限於

電腦使用，近年來，隨著無線網路技術的進步及行動載具的廣泛普及，許多學生

都持有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多種載具，這些載具都具有攜帶便利、可上網

等特性，可供學生利用零碎的時間進行學習(施如齡、施峻詔，2006)。為善用行動

載具的即時性與便利性，本研究以 HTML 證照輔導為例，利用「布魯姆分類理論」

開發了一套適用於多種行動載具規格的個人化無所不在證照輔導系統。該系統在

線上評量後，提供布魯姆能力指標燈號表，使學生有清楚的指標可以參考，並依

據學生練習後的布魯姆燈號表進行權重計算來完成個人化配題。 

2.文獻探討  

2.1. 證照輔導 

隨著證照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許多學者紛紛著手進行證照輔導系統的改良與

研究，如謝淑玲、黃國豪、白仲豪、林宗建與曾志凱(2012)曾將 QR Code 結合證照

輔導系統以實現行動學習的概念。黃國豪、莊宗嚴、陳攸華與曾薇方(2012)再進一

步將悅趣化學習等要素融入證照輔導中。證照輔導系統從僅運用於電腦上，逐漸

演進至行動化及多元化，然而至今鮮有相關研究探討將個人化評量的無所不在學

習概念應用在多載具證照輔導系統，如何讓學習者可以隨時隨地使用證照輔導系

統，並透過練習題目更加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將是本研究的重點。 

2.2. 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理論 

測驗所測量到的學習結果必須能明確的反應教學目標，如此才能依據學生的

個人情況給予適切的幫助，然而欲分析並陳述教學目標時，最適當的參考資料就

是布魯姆所提出的教育目標分類法(陳英豪、吳裕益，2003)。 

Bloom 等人 (1956)曾提出了教育目標分類法 (A taxonomy for educational 

objectives) (在此稱為舊版)。將認知領域教育目標分為知識(knowledge) 與心智能力

與技巧(intellectual abilities and skills)兩個部份。然而隨著時代的演進，這項分類法

出現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於是 Anderson 與 Krathwohl(2001)提出了布魯姆認知分

類法的修正版(在此稱為新版)，將教育目標分類法劃分為知識向度(knowledge 

dimension) 與認知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 

應用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於學習成效評量可有效的反應出學習者的學習成

效及給予教育者明確的指導方向(沈晏仕等人，2005)。本研究之布魯姆分類法為使

用新版中的認知歷程向度，因本研究試題為選擇題，所以在六個類別中只使用前

四個類別，並將記憶與了解歸納為「低層次認知」，而應用及分析則歸納為「高

層次認知」，共兩個層次進行題目分類。 

2.3. 個人化學習 

Chen 與 Macredie(2010)曾提出人因(human factors)會影響學習成效，個人的先

備知識、認知風格甚至是性別的差異都有可能造成學習結果的不同，依據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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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給予不同的教學方式，即是個人化學習。學者 Egan(1999)曾指出圖像組織可

以讓訊息變得更明確並讓學習者更容易理解。因此本系統為使學生能較明顯地檢

視自己的學習狀況，設計了布魯姆燈號表，學生在作題庫練習時，系統會依據燈

號表給予個別加強練習外，並在受測後以顯示燈號顏色的方式，讓學生了解不同

章節的理解程度，藉此達到個人化學習的目的。 

2.4. 無所不在學習 

近年來無線網路技術的發達及行動裝置的廣泛普及，學習已逐漸轉變可隨時

走出戶外或是在任何地點都可以進行的學習活動，即是無所不在的學習 (Hwang, 

Wu & Chen, 2007)。本研究為使學生能更自由、自主的吸收知識，將證照輔導系統

建立於雲端資料庫上，學生可隨時隨地使用多種行動載具或個人電腦連結上本系

統，進行無所不在學習。 

3.系統架構與演算法 

本系統架設在Windows Server 2008上並以ASP.NET C#語法來建置系統功能。

系統架構如圖 1 所示。學生可使用多載具學習工具，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

及個人電腦等，透過無線網路或網際網路進入本系統，即可進行題庫練習、模擬

考測驗等功能。教師也可透過個人電腦，進行學生基本資料管理及查詢學生成績

等動作。 

 
圖 1 系統架構圖 

3.1. 題庫練習模組 

學生可在題庫練習模組中進行無限次數的練習並可自由勾選欲受測的範圍，

但每次練習最多以 3 類為限，學生在題庫練習結束後會顯示受測範圍的布魯姆燈

號表，燈號顏色取決於各類中各層次題目的答對率，答對率大於或等於 70%則該

類顯示綠燈，答對率小於 70%且大於或等於 40%為黃燈，答對率小於 40%則為紅

燈。同時，系統亦會根據學生的布魯姆燈號中較弱的層次類別進行加強練習，其

配題演算法以圖 2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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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個人化配題演算法 

加強練習區與一般出題區以各 50%的機率出題，如果亂數大於 50，則進到加

強練習區，系統會去讀取受測者紅燈的類別題目，再從中依亂數任選一題；而如

果亂數小於或等於 50，則進入一般亂數區，此區會再取一次亂數(R2)來決定要進

到哪一區來出題，在此的亂數比重為白燈區 50%、黃燈區 30%、綠燈區 20%，白

燈區比重較高是希望讓沒有燈號的題目類別有較高的機會出現，而綠燈區機率較

黃燈區低是因為綠燈區的題目，學生大致上已經理解了。 

3.2. 模擬考模組 

此模組為模擬真正證照考試情況，因此並沒有加入個人化配題，題目將由證

照題庫 9 大類中平均出題，在考試時將有時間限制，學生於測驗後系統會給予綜

合布魯姆燈號表。 

4.系統畫面 

本論文展示之系統畫面主要為學生頁面。圖 3 為手機模擬考結果畫面，學生

在進行模擬考測驗後，系統會給予本次測驗的總分及綜合布魯姆燈號表，顯示學

生總體的學習狀況，而智慧型手機因為螢幕尺寸最小，所以能容納的資訊最少，排

版最為精簡，因此我們將功能濃縮在一個選單按鈕中，此按鈕包含了再測一次、

顯示題目總覽及回首頁等選項。圖 4 為平板題庫練習結果畫面，學生可自由勾選

至多 3 類的測驗範圍，練習完後系統僅會給予受測範圍的布魯姆燈號表，顯示學

生在範圍內的學習情形，而平板因為其螢幕尺寸較個人電腦小，因此排版上稍微

作了點更動。圖 5 為個人電腦模擬考測驗畫面，個人電腦方面因為螢幕尺寸較大，

因此可容納較多資訊，呈現的功能也較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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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手機模擬考畫面  圖 4 平板題庫練習結果畫面   圖 5 個人電腦模擬考

測驗畫面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已完成一套基於布魯姆分類理論為基礎的個人化無所不在之多載具證

照輔導系統，學生可隨時隨地使用多載具學習工具連結上本系統，並透過個人化

的配題機制與布魯姆的評量診斷，相信本系統將有助於學生順利考取證照。本研

究預計將於2013年4月初進行實驗，以參與HTML證照輔導課程的學生作為實驗對

象，探討有無導入布魯姆理論的個人化學習是否會影響學習動機及成效？以及透

過不同載具學習工具進行學習的學生，其學習成效是否有差異？實驗的結果將可

作為教師證照輔導教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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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相關成果-3 

考慮學習風格與布魯姆理論之國小數學線上診斷系統 

A Mathematic Online Diagnostic Digital Learning System of 

Considering Learning Styles and Bloo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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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數學學習的關鍵時期在於小學階段，如何協助國小學童建立穩固之數學

學習能力是相當重要的。本研究提出了一套考慮學習風格及布魯姆理論之線上診

斷系統，系統會依據學生的學習風格給予適性的系統介面，及透過布魯姆理論之

診斷結果於下次測驗時針對學生較不足的面向給予加強練習，期望藉此提升國小

學童數學學習之興趣與學習成效。 

【關鍵詞】 學習風格、布魯姆理論、數學、線上診斷、數位學習 

 

Abstract: The critical period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is in elementary schools, how to 

help elementary children to construct solid mathematical learning a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proposes an online diagnostic learning system of considering 

learning styles and Bloom theory. The system gives the different system interface 

according to the students' adaptive learning styles, and at the next quiz gives 

strengthening practicing according the diagnostic results through Bloom theory. We hope 

this can improv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interest and effectiveness in learning 

mathematics. 

mailto:byc@teamail.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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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數學乃是科技與工程領域主要的基礎課程之一，在現今科技引領國家經濟的時

代，數學的教育更顯其重要性(葛湘瑋、何素美、張定中，2012)。Anastasi 與

Urbina(1997)認為數學學習的基礎關鍵時期在於幼兒期至小學階段。因此如何協助

國小學童建立穩固之數學學習能力，是相當重要的。然而我國教育部卻發現近年

來國小學童普遍之數學能力逐年落後，為改善此情形，自 2000 年起教育部即逐年

集會研討協助教師強化幼兒與學童之數學能力(教育部，2003)。葉家富(2003)比較

新舊數學課程銜接問題認為，若能針對學生的個別差異做不同施教，將有助於培

養學童之數學概念與相關能力。 

而近年來，數位學習已廣泛應用於教育中，線上測驗系統是一種快速且便利的

學習方式，然而目前大多數的系統雖能將題庫裡的試題增多增廣，但卻鮮少能為

學生個別提供多元且不同的診斷結果。過去曾有學者提出，要發揮數位學習的最

大效益必須先對學習者的個人特質與學習型態作充分的了解，然後再提供適切的

評量設計(Perkowitz & Etzioni, 1997)。Bloom、Engelahar、Frust、Hill 與 Krathwohl 

(1956)曾提出「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此分類法對於測驗與評鑑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並擴充至新版 (Anderson ＆ 

Krathwohl, 2001)，沈晏仕等人(2005)就曾建置一套以布魯姆分類理論為基礎之線上

測驗評量系統，其系統具有適性評量功能並導入了線上因素，使得家長與教師都

可觀看學習的診斷結果，達到監督與互動的效果。將布魯姆理論應用於測驗結果

的分析，將可使學習者透過測驗的方式，更清楚自身的學習情況。此外，Dunn 與

Dunn(1998)認為學習風格對於學習上也有相當大的影響，不同學生之學習風格都具

有其獨特性與差異性，教育者需先了解學習者之學習風格才能設計出適性化及個

別化之針對性課程。綜上所述，若能建置一套考慮學生學習風格及布魯姆評量診

斷之線上診斷系統，相信將有助於國小學童穩固數學學習上之基礎能力並提升學

習成就。 

本研究將透過動態網頁及資料庫管理等技術，建置一套於網際網路上的個人化

診斷評量系統，該系統將依據學生之學習風格，給予不同的操作介面及顯示模式，

同時在測驗後，系統將依布魯姆理論分析學生之個人狀況並診斷結果，使學生有

清楚的指標可以參考，以得知自己的學習情況，並依據學生練習後的狀況給予適

當的個人化配題，以達到加強練習之目的。 

2.文獻探討 

2.1. 線上測驗 

近年來，國內的網路速度及普及率都有顯著的提升，測驗評量也從傳統僅能在

電腦上進行測驗逐漸發展至線上測驗，透過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力量，使得個人

的學習可以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的利用網路進行線上學習，使學習

者的便利性得到大幅的提升。陳志立(2003)同時指出線上測驗所具備的即時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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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使學生在受測完後能即時的讓受測者知道自己的能力如何，同時也讓教師更易

蒐集、統計分析學生測驗結果，且在評估上也較不易出錯(簡瑞華，2002)。 

本研究為善用網路所帶來的便利性、即時性及可靠性，將學習診斷系統架設於

雲端伺服器上，期望能為學生營造一個真正ｅ化的學習環境。 

2.2. 學習風格 

多年來許多教育專家發現學習風格對學生學習成效是有影響的，教育專家建議

教材必須根據學生的學習風格而有不同的設計(黃國豪、謝謹如，2002)。Hunt(1979)

亦認為對學生進行學習風格的診斷有利於個別化教學。 

Felder 與 Silverman 於 1988 年提出了 Felder-Silverman 學習風格模式，經過一連

串的修改後定義出了四個向度八種類型(Felder & Spurlin, 2005)。黃國豪、張仕政、

陳冠宏和尤弘志(2005)將四組的分類特質，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學習風格模式(黃國豪、張仕政、陳冠宏和尤弘志，2005) 

行動型 學習過程的方式，必須要與人討論或是親身體驗，學習成效才會顯著。 

沉思型 學習過程中，可以獨自思考就能解決問題。 

感官型 對事實或日常生活能夠接觸得到的事物較能理解，對於抽象的事物較

無法去想像。 

直覺型 太過於詳細與重複的學習反而會感到不耐煩，並且會造成學習障礙，

必須透過學生自行嘗試，學習成效才會比較顯著。 

視覺型 如圖解的學習過程，學習成效會比較顯著。 

語言型 以文字敘述的學習過程，學習成效會比較顯著。 

循序型 學習過程中不能做跳躍式的學習，必須從最基本並按照順序進行學習。 

綜合型 只要對各方面都有初步的認識，就能夠自行融會貫通。 

 

本研究將採用 Felder 與 Silverman(1988)的學習風格問卷，學生於初次使用本系

統時將給予填寫學習風格問卷，以分類學生之學習風格，而由於風格量表中有許

多不適用於線上學習，以及線上測驗系統難以提供準確診斷結果，因此本系統僅

採用視覺型、語言型、循序型與綜合型之學習風格(黃國豪等人，2007)；往後學生

在進行線上學習評量時，系統將給予適合該學生學習風格的操作介面，使學生能

更方便的使用系統進行線上測驗，相信將有助於提升學生之學習效率。 

2.3. 布魯姆教育理論 

測驗所測量到的學習結果必須能明確的反應教學目標，如此才能依據學生的個

人情況給予適切的幫助，然而欲分析並陳述教學目標時，最適當的參考資料就是

布魯姆所提出的教育目標分類法(陳英豪、吳裕益，2003)。 

Bloom 等人(1956)提出了認知領域教育目標分類法(A taxonomy for educational 

objectives)，稱「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此分類法雖長久以來受到國內外學者

的採用，但隨著時代的演進，這項分類法出現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於是 Anderson

與 Krathwohl(2001)提出了布魯姆認知分類法的修正版(在此稱為新版)，將教育目標

分類法分為知識向度 (knowledge dimension) 與認知歷程向度(cognitive process 

dimension)，知識向度指知識的分類，包含了事實知識(factual knowledge)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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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程序知識 (procedural knowledge)、後設認知知識 

(metacognitive knowledge)。而認知歷程向度主要分成六類，分別為記憶(remember)、

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ze)、評鑑(evaluate)和創作(create) (葉連

祺、林淑萍，2003)。 

應用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法於學習成效評量不但可有效的反應出學習者的學

習成效，同時也可給予教育者明確的指導方向(沈晏仕等人，2005)。本研究將以布

魯姆分類理論中之認知歷程向度，由於教材中之數學題目大多為選擇題，故僅使

用記憶、了解、應用及分析四個類別，並請校內有數學相關教學經驗之教師協助

將國小數學教材之題目進行分類，以利系統能透過測驗評量診斷出學生學習上較

不足的面向。 

2.4. 結合學習風格介面的線上學習系統之相關研究 

過去已有許多學者探討將學習風格融入線上學習系統中，如黃國豪等人(2007)

就曾以大學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課程為例，建置一套結合多風格量

表之適性化數位學習系統，該系統將根據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評量學習者較適

用於文字型或是圖片型的教材，以及學習者偏向於循序漸進或是跳躍式的學習模

式，藉此給予學習者適性化的介面，實驗結果發現這樣的方式將有助於提高學習

成效。 

然而結合學習風格的線上學習系統雖已有不少先例，但目前仍鮮少相關研究結

合布魯姆理論及學習風格之學習模式應用於國小數學線上診斷系統中，因此本研

究期望透過結合布魯姆理論之個人化評量診斷機制及考慮不同學習風格之學習模

式，來提升學習者之學習成效。 

3. 系統架構 

3.1. 硬體架構 

學生使用個人電腦，透過無線網路或網際網路連結到伺服器，經由個人專屬的

學號與密碼登入學習系統，即可進行測驗，也可以進行個人成績與歷程的查詢。

教師可使用個人電腦，經網際網路連線到伺服器，以便做管理與觀察學生的使用

狀況，如圖 1 所示。 

圖 1 硬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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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軟體架構 

本系統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架設 IIS(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網站伺

服器及 MS SQL(Microsoft SQL Server)資料庫伺服器並透過 ASP.NET C#語法來建

置所有模組。本系統分為學生端及教師端兩部分。學生可透過「測驗模組」進行

數學測驗，可以透過「歷程查詢模組」查詢測驗成績。教師可透過「學生基本資

料管理模組」、「題庫管理模組」、「歷程管理模組」、「成績管理模組」對學

生基本資料、題庫、歷程、成績進行管理。所有的模組可對「學生基本資料庫」、

「題庫資料庫」、「成績資料庫」、「歷程資料庫」進行存取，以完成系統的運

作，如圖 2 所示。 

 

圖 2 軟體架構圖 

3.3.系統功能  

本系統會在學生第一次登入時，首先讓學生做學習風格的線上問卷，來做為分

辨該學生屬於哪一類學習風格，並給予該風格對應的適性介面。 

學習風格分為兩個構面： 

（1）第一個構面是循序及綜合，循序是指學生必須按部就班完成第一章的練

習後，才能接著繼續下一章的練習。綜合則是學生能勾選欲練習的章節，依照所

選章節來出題。 

（2）第二個構面則是視覺及言語，視覺是診斷結果結論之呈現方式大部分會

以圖像及燈號來呈現。反之，言語型就是純文字來描述診斷結果。 

兩者組合成為四種學習風格，分別會有循序視覺型、循序言語型、綜合視覺型

及綜合言語型。 

系統會依據學生屬於哪一種學習風格，對應到屬於該風格的介面，目的是為了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意願，進而達到學習成效的提升。 

3.3.1.測驗模組  

學生在此模組可以進行反覆的數學測驗並勾選欲受測的章節，每次測驗最多以

一章為限，測驗題數為 20 題，此測驗模組會針對個別學生之弱點題目加強練習，

並於測驗後根據學生的學習風格及受測範圍給予不同的診斷結果顯示畫面。例如：

若為綜合視覺型學生在此次測驗中選擇第 3 章，測驗後學生所看到的結果頁面，

就會顯示此章的 4 個不同類別層次之圖像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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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型學生之結果判定演算法以圖 3 說明如下：假設目前學生已經作答完某一

章的 20 題考題，且系統已判定完作答對錯，系統會計算其答對率，答對率大於或

等於 80%為綠燈，答對率介於 80%與 60%間為黃燈，答對率小於 60%則為紅燈。

以層次類別記憶為例，其出題數為 5 題，答對數為 4 題，其答對率為 80%，得知

其燈號為綠燈；以層次類別分析為例，其出題數為 5 題，答對數為 1 題，其答對

率為 20%，得知其燈號為紅燈。 

圖 3 視覺型學生之診斷結果判定演算法範例圖 

圖 4 為測驗模組之配題方式。本系統使用權重配題演算法，系統首先會計算使

用者選擇之受測章節進行該章節之四個類別層次的權重值加總，接著系統會取個

亂數(R)，範圍為 1 到權重總數值，藉此決定要從哪個類別層次中出題，決定類別

層次後，系統會藉由亂數來出題，而初始的四個類別層次之權重值皆為 2，受測後

權重值會依照學生的受測結果來改變，紅燈時，權重值會更改為 4，綠燈則更改為

1，黃燈則維持原來的 2。 

圖 4 測驗模組之配題方式 

圖 5 為配題方式舉例，假設有一位學生，他的某章節之燈號與權重值為下圖所

示，而權重值加總為 11，應用層次與分析層次之權重值為 4，所以下次測驗該章

節時，應用層次與分析層次就有較高之機率(36%)出題，至於記憶層次，因為權重

值為 1，所以出題機率降到約只有 9%。 

圖 5 配題方式舉例之舉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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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歷程查詢模組 

學生在此模組可以瀏覽所有測驗的成績及診斷結果，也可連結到歷程資料庫查

詢自己所做過的動作。 

4. 系統實作 

在本系統展示是以學生頁面為主。圖 6 及圖 7 分別為綜合型與循序型學生進行

測驗前選擇欲測驗的章節之頁面，按下開始測驗後即可開始受測。圖 8 則為學生

測驗頁面，此頁面有兩個按鈕，學生選擇答案後可以按下「下一題」，另外，學

生也可以直接繳交考卷，結束本次測驗。 

  

 圖 6 綜合型選擇測驗範圍頁面           圖 7 循序型選擇測驗範圍頁面     

 

圖 9 為學生測驗後的結果頁面，此頁面為視覺型的學生所看到的結果頁面，在

此頁面學生可以看到自己本次測驗的成績、範圍，以及測驗後的診斷結果之燈號；

而本頁面包含了兩個按鈕分別為「再測驗一次」與「回首頁」，前者是可以依照

原本的測驗章節，再進行一次測驗，後者是可以讓學生回到學生頁面，以進行別

的動作。 

  

          圖 8 測驗頁面圖                       圖 9 測驗結果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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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已完成一套考慮學習風格及布魯姆理論之國小數學線上測驗診斷網站，

希望能透過符合個人學習風格的使用介面與診斷結果，以及導入布魯姆理論之加

強練習機制，進而促進國小學童對於學習數學上的興趣及學習成就。  

而本研究預計將於 2013 年 9 月初進行實驗，以臺中市某國民小學一至六年級

的學生作為實驗對象，實驗將分為實驗組及控制組，並探討有無導入學習風格及

布魯姆理論之評量機制，對於學生之學習成效、認知負荷、學習動機及學習態度

是否有顯著差異？以及人因(性別、學習風格)是否對科技接受模式中之認知有用性

與認知易用性造成影響?未來分析出之結果將可做為國小教師進行數學教學上之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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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論文發表照片 

 

 

圖 1 北京 GCCCE 研討會發表成果 

 

圖 2 TWELF 研討會發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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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ECT-ICFER 研討會發表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