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年度數學教育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論會 

各活動事項/時間/地點配置表 

日期 事項 時間 地點 

12 

月 

06 

日 

(五) 

來程接駁車 8:10-8:20 高鐵左營站 3號出口集合 

開幕 9:10-9:25 社會科學院 3001會議室 

A場地 

1、3、5、7場次報告 
如議程表 社會科學院 3001會議室 

B場地 

2、4、6、8場次報告 
如議程表 社會科學院 2001會議室 

休息 / 壁報參觀 10:40-11:00 
壁報:社會科學院 1F 

點心:社會科學院 3F走廊 

午餐 12:15-13:35 

社會科學院 2005、2006教室 

發放地點: 社會科學院 2F 走

廊(持餐券領取) 

專題演講--戴華教授 12:30-13:20 
社會科學院 2001會議室 

(開放用餐) 

休息 / 壁報參觀 15:40-16:00 
壁報:社會科學院 1F 

點心:社會科學院 3F走廊 

12 

月 

07 

日 

(六) 

A場地 

9、11、13場次報告 
如議程表 社會科學院 3001會議室 

B場地 

10、12、14場次報告 
如議程表 社會科學院 2001會議室 

休息 / 壁報參觀 10:40-11:00 
壁報:社會科學院 1F 

點心:社會科學院 3F走廊 

午餐 12:15-13:35 

社會科學院 2005、2006教室 

發放地點: 社會科學院 2F 走

廊(持餐券領取) 

休息 / 壁報參觀 15:40-16:00 
壁報:社會科學院 1F 

點心:社會科學院 3F走廊 

綜合討論 16:00-16:40 社會科學院 3001會議室 

回程接駁車 16:40-16:50 行政大樓外集合 

 



 



I 

101年度數學教育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論會議程 

   時間：102年 12月 6、7日（星期五、六）   主辦單位：國科會科教處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承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所 

時間 12 月 6 日（星期五） 時間 12 月 7 日（星期六） 

0830~0910 報到 0830~0900 報到 

0910~0925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0900~1040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B 場地 

社會科學院 2001 

開幕 

主持人： 

中山大學教育所 邱文彬所長 

場次 9 

主持人： 

林碧珍 

 

場次 10 

主持人： 

左台益 

 

0925~1040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B 場地 

社會科學院 2001 

場次 1 

主持人： 

梁淑坤 

場次 2 

主持人： 

劉柏宏 

1040~1100 休息/壁報參觀 

1100~1215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B 場地 

社會科學院 2001 

1100~1215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B 場地 

社會科學院 2001 

場次 3 

主持人： 

鍾靜 

場次 4 

主持人： 

鄭英豪 

場次 11 

主持人： 

楊志堅 

場次 12 

主持人： 

陳明璋 

1215~1335 

午餐 / 專題演講：戴華教授（成功大

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主任） 

講題:談人類研究倫理及相關審查機制 

地點:社會科學院 2001 

時間:1230~1320 

1215~1335 

午餐 

 

1335~1540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B 場地 

社會科學院 2001 
 

1335~1540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B 場地 

社會科學院 2001 

場次 5 

主持人： 

楊德清 

場次 6 

主持人： 

黃文璋 

場次 13 

主持人： 

袁媛 

場次 14 

主持人： 

李國偉 

1540~1600 休息/壁報參觀 

1600~1740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B 場地 

社會科學院 2001 

1600~1640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場次 7 

主持人： 

林福來 

場次 8 

主持人： 

林原宏 

綜合討論 

主持人： 

陳于高處長、李國偉召集人 

  1640 賦歸 



II 

第一天（102.12.06）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會議室 

場次 1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鍾靜 

(0925~095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

訊教育學系（所） 
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連結主題教學之研究 

白雲霞
(0950~1015) 

文藻外語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國小高年級新移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學習、閱讀理解與學

習介入研究 

徐偉民
(1015~104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

研究所 
國小學校本位數學補救教學模組之應用 

場次 3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劉曼麗
(1100~1125)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

研究所 

把數學學習弱勢的孩子帶上來：學校本位國小數學補救教

學模組的開發與應用－國小分數與小數補救教學模組的開

發與應用 

劉祥通
(1125~1150)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

所 

分析小學生的數學解題表現以發展高層次數學解題能力測

驗 

廖惠雯
(1150~1215)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基於電子書構思適應性混成式國小低年級數學教學模式 

場次 5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呂玉琴
(1335~14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

訊教育學系（所） 
國小高年級數學資優課程方案之設計與實踐 

劉宣谷
(1400~142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

訊教育學系（所） 

國小高年級數學資優學童數學創造力研究 -- 以亞太小學

奧林匹亞選手為例 

楊心怡
(1425~145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

業教育研究所 

視覺引導與完成問題原則運用於國小整數四則混合計算教

材設計之研究 

蔡智孝 

(1450~1515)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科技

系 
體感互動擴增實境技術融入小學空間概念能力學習之研究 

王美娟
(1515~154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運用 TIMSS2011 認知評量架構探討影響我國國小學童統

計圖理解能力之因素 

場次 7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張子貴
(1600~1625)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暨

研究所 
建構國小職前教師的數學文化課程之行動研究 

陳國泰

(1625~1650) 
文藻外語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國小師資生數學教

學實務知識發展的影響之研究 

蔡文煥
(1650~1715)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

研究所 

協同國小教師發展課室推理規範以促進國小學童推理歷程

之研究(Ⅲ) 



III 

鄭英豪 

(1715~174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國小教師數學概念教學思維的學習與發展歷程之研究 

 

B 場地: 社會科學院 2001 會議室 

場次 2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黃志賢
(0925~0950) 

明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提升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素養之研究 

徐惠莉 

(0950~1015)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科技大學以「數學閱讀」進行通識數學課程融滲設計之研

究 

楊玲惠 

(1015~1040) 
大同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科 

發展數位教材輔助學生提升數感能力—以科大學生之統計

教學課程為例 

場次 4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徐孟輝
(1100~1125)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應用工程數學建構受負載之樑的 3D 撓度動畫設計與驗證

評估 

李心儀 

(1125~115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多重解法解題表現與回顧策略使用之研究 

施淑娟
(1150~1215)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

統計研究所(含碩士班、博

士班、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

修教學碩士學位班) 

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及測量模式之開發與應用研究
(2/3)(3/3) 

場次 6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呂永聰
(1335~1400)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

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微積分的基礎課程「函數」單元之設計與研發 

張飛黃 

(1400~142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理學科 

在台僑生基礎數學程度之探討--以微積分預備知識(集合、

函數、極限)為主 

陳彩蓉 

(1425~145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

系 

動態教材(GeoGebra)與數位遊戲學習系統對(科技大學)學

生學習微積分成效之影響 

陳榮治 

(1450~1515)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

（所） 
促進大一學生學習微積分的有效策略研究 

翁頂升 

(1515~1540) 

國立嘉義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所） 

應用微積分建構質點 3D 運動與受力狀態的動畫設計與驗

證評估 

場次 8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林素微

(1600~1625)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所） 
統計素養的批判思維評量建構探討 

黃幸美 

(1625~165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習與媒

材設計學系(含課程與教學
統合幾何與體積測量課程與教學之探討 



IV 

碩士班) 

黃朝錦 

(1650~1715)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支援行動裝置器材的數學數位學習系統開發及相關研究 

易正明
(1715~1740)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

教育中心 
建置學習代數的能力指標 

 

第二天（102.12.07） 
A 場地: 社會科學院 3001 會議室 

 

場次 9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陳姵樺 

(0900~0925)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

（所） 

以認知診斷模型分析國中數學科基本學力測驗並以蒙地卡

羅法編製平行測驗 

侯雅齡
(0925~0950)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 

國中數學資優生參與概念導向數學課程之研究：數學成就

動機變化的縱貫分析 

王牧民 

(0950~1015)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 國中數學資優社團學生教學法之研究暨師資之培育計畫 

張宇樑 

(1015~1040)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

策發展研究所 

師培者與高年級教師共組學習型組織—教師使用數學教學

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研究 

場次 11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金鈐 

(1100~112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所） 

資深高中數學教師 MKT 的追蹤研究：KMH 的內涵、關

係與檢測 

張靜嚳 

(1125~115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

研究所 

透過引模活動促進中學數學教師專業發展與中學生數學學

習之研究 

林碧珍 

(1150~1215)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

研究所 

師資培育者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數學的教師專業發展研

究 

場次 13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吳德邦 

(1335~140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

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

班) 

結合 L-測度與 Delta-測度之型 II 複合模糊測度之理論與應

用－以提昇幾何推理能力為例 2/3 

蕭聰淵 

(1400~142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英語

研究所 
使用課程管理系統降低研究生的統計焦慮 

顏乃欣 

(1425~1450)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基本數學運算能力高低者的乘法運算策略選擇與大腦認知

負荷之研究 

邱美秀 

(1450~1515)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數學與其他知識領域的關係：課程問題發現與解決 

謝闓如 

(1515~1540)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

學系(含碩士班、國民小學

虛擬教具的開發與教學研究－以雙色算子、代數積木、代

數天平和因數樹為例 



V 

教師在職進修教學碩士學位

班) 

 

B 場地:社會科學院 2001 會議室 

場次 10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李俊儀 

(0900~0925) 
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虛擬教具與先備知識對國中幾何教學成效之影響 

曾建銘 

(0925~0950) 

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

研究中心 

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動態幾何學習

環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子計畫四:動態幾何學習環境

下認知診斷評量之研究 

陳文豪
(0950~1015)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融入創意設計與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的幾何學學習活動設計 

陳文豪
(1015~1040)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以問題導向模式引導幾何學學習教具開發 - 以東海大學路

思義教堂為例 

場次 12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張景媛 

(1100~1125)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 

數學教師學習社群以動態幾何軟體協助弱勢學生補救教學

之研究:以幾何證明題為例 

姜自強 

(1125~1150)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幾何圖形的概念心像與概念定義之探討-腦功能造影研究 

黃思華
(1150~1215)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網路式專題導向學習對國小學童幾何思考層次影響之研究 

場次 14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蘇意雯 

(1335~140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以數學史動畫設計引動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 

劉伯雯 

(1400~142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

日語系 
中國數學對日本奈良時代數學教育的影響 

英家銘 

(1425~1450)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數學文化通識課程對醫學大學學生數學信念影響之研究 

陳埩淑 

(1450~1515)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融入數學文化提升職前幼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知能:以教學

模式與學習評量為例 

 

 
 

※每件計畫成果報告時間 15 分鐘，答詢時間 10 分鐘。 



VI 

壁報展示
場地:社會科學院 1F 

編

號 

計畫 

主持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1 左台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所） 
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總計畫 

2 吳慧敏 
佛光大學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

（所） 

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子計畫一:動態

幾何工作範例設計與成效評估之研究 

3 曾世綺 
佛光大學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

（所） 

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動態幾何學習環

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子計畫二:數位遊戲與模擬融入動

態幾何學習環境之研究 

4 陳明璋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Geometry 

Instructional Environment Based On CLT－以溝通性及同步

性為指標之動態幾何教材設計之研究 

5 左台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所） 
國中幾何證明數位學習系統之設計與建置 

6 謝哲仁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共同科 融入數學程序知識的動態電腦設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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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連結主題教學之研究（3/3） 

Enhancing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Education 

Using Picture Books 

計畫編號：NSC 99-2511-S-152-004-MY3 

執行期限：101年 08月 01日至 102年 12月 31日 

主持人：鍾 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參與人員：古智有、張家卉、黃琡懿、江珮瑤、詹婉華、 

                    吳惠祝、王苑惠、房昔梅、吳佳娣、張凰蕙。 

壹、前言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暫行綱要（教育部，2000）及正式綱要（教育部，2003、

2008）在我國數學課程的改革上，首次提出內容目標外的過程目標〝連結〞，這也呼

應了九年一貫課程要實施統整課程的精神，同時培養學生帶著走的能力。連結又分

為內部連結和外部連結，外部連結強調在生活及其他領域中形成或應用數學問題，

內部連結則是在數與量、圖形與空間、代數、統計與機率等四個主題中交錯發展，

強調的是解題能力的培養（教育部，2000、2003）。這和荷蘭真實數學教育（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RME]）所提出的水平數學化和垂直數學化(Freudenthal，

1991)，在概念上有著密切的關連性。基於運用數學步道和數學繪本活化教學(鍾靜，

2012)的理念，並落實數學與生活、數學與其他領域的關聯；在教學現場，前者需走

出教室是動態，後者在教室內進行是靜態且取得較易。 

    一般圖畫書（picture book，又稱繪本）的特色與功能在於它結合文字與圖

畫，甚至是沒有文字、僅以圖畫呈現故事全貌的創作型態。Perry Nodelman（2000，

劉鳳芯譯）提到一本繪本至少包含三種故事：文字講的故事、圖畫暗示的故事，

以及兩者結合後所產生的故事。因此，繪本中的插圖與文字都具有傳達與溝通的

功能。陳美姿（2000）統整專家學者的看法後歸納出繪本的主要功能包含：1.

兒童可經由閱讀，透過主角與情境連結自己的生活環境與生活經驗。2.文學作品

能幫助兒童在語文、認知及價值觀的發展與培養上，達到教育和娛樂的功能。3.

老師可以故事動人的情節來取代冷峻的說教，讓孩子亦於接受。 

  數學繪本因為內含數學概念，有別於一般繪本，具有獨特的性質與價值。鍾

靜（2012）綜合學者們的看法，認為數學繪本具備下列價值與特質：1.具有親和

力且輕鬆的數學教材，2.加強數學概念溝通討論的工具，3.連結數學概念和生活

情境的教材，4.提供傾聽、寫作及討論數學概念的機會，5.在有意義的情境中運

用數學知識，6.改變學童對數學的看法，7.擴展學童的數學知識。因此，數學繪

本的閱讀不僅限於故事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數學知識的發現與學習，使其在閱讀

學習的過程中，需要輔以相關策略來幫助孩子的理解。 

總之，在實務上運用數學普及讀物連絡數學教學受到現場教師的歡迎，其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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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推廣性較高；數學普及讀物中以繪本在小學更受歡迎。如果從數學課或閱讀課

提供學童認識或接觸數學繪本(圖畫書)的機會，可改變學童對數學的接觸大多來自

課本、習作、參考書的狀態；教師善加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教學，對學童的數學知

能或情感一定有某種程度的影響。雖然，很多國小教師對閱讀教學有涉略，但是，

大部分都是針對一般的圖畫書，並且常將語文和閱讀做強力關聯；所以，絕大部分

的老師對數學圖畫書很陌生、沒有信心，也不知如何進行數學圖畫書的教學。 

 

貳、研究目的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學習領域之連結主題在教學現場未被重視，配合教育部大力

推動深耕閱讀之際，在國小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以〝連結〞主題為核心的數學教學，

可提供學童較豐富的數學學習經驗，以幫助兒童瞭解數學在教室情境外的延伸和應

用，並感受到數學的柔軟面。因此，本計畫以連結主題為核心發展數學課程與繪本

教學，提升學童數學思考等能力與學習興趣為目的。  

    本計畫在三年期的第一年，主要工作是閱讀相關的文獻外，並從文獻的理論和

實務面中初探以數學繪本為核心、以數學概念為核心的數學圖畫書教學型態。在第

二年，共邀請八位教師(上學期九位)組成繪本教學團隊，嘗試在上、下學期各運用

2本數學繪本進行現場教學；一本以數學繪本的概念為核心稱為「閱讀課」，閱讀課

通常不以教會學生特定數學概念為目標，因此導讀方式較有彈性；另一本以數學單

元的概念為核心稱為「數學課」，數學課則以學會數學概念與知識為重，因此在繪本

的使用上，特別強調與單元課程連結，著重於數學學習。在第三年，則以焦點團體

法尋求共同觀點，來探討「數學繪本的閱讀策略與解題策略」及「數學繪本融入

單元教學的設計與模式」。 

 

参、研究實施 

    本研究是以探索式的質性研究來進行，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透過質性研究的

觀察法、晤談法……等來蒐集資料，和參與研究教師進行研討時，以焦點團體法

（胡幼慧，1996）做為尋求共同觀點的資料來源。因為焦點團體可產生很豐富的

資料，而且是以參與者自己的話和脈絡（context）表達，很少人有做作的反應。

Stewart 和 Shamdasani（歐素汝譯，2000）指出焦點團體對探索和發現尤其重

要，是由少數的參與者彼此互動而產生的質化資料，一般包括八到十二人，由中

介者負責互動的進行及討論時不偏離主題。 

  本研究之參與教師共有九位，分別任教於國小ㄧ～六年級，低、中、高年級

教師人數分別為二、四、三位。研究過程中共進行十次的焦點座談，根據第二年

數學繪本教學的實務來對話，第一～五次焦點座談則針對閱讀課之數學繪本教學、

策略進行探究，第六~十次的焦點座談是以數學課之數學繪本教學模式作為主要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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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的焦點座談，研究者與參與教師針對教學實務及相關文獻論述共同討

論，形成共通觀點，循序漸進發掘數學繪本教學設計、規劃、實務教學時採行的

模式與策略。因此，本研究以探索式的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進行焦點座談、

觀察紀錄、教學計畫、課堂影片、參與者檢核、反思札記等多重方式的資料蒐集，

並透過三角校正方式來達到資料的可信賴度。 

 

肆、研究初步發現 

一、 閱讀理解策略與數學解題策略的運用 

    本研究彙整閱讀理解策略的相關研究後，認為柯華葳、詹益綾、張建妤、游

婷雅（2008）於PIRLS 2006 報告中提出教室中常使用的七項閱讀策略，含括面

向較廣，即以此作為數學繪本閱讀教學觀察的焦點： 

a. 找出大意。 

b. 解釋閱讀材料提出理由支持。 

c. 比較自己的經驗。 

d. 比較以前閱讀過的材料。 

e. 預測文中接下來會發生的事。 

f. 歸納和推論。 

g. 描述風格和結構。 

整體來說，鼓勵老師在閱讀指導過程中運用閱讀理解策略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學

生讀懂文章內容，幫助學生藉由與自己、與文本、與作者三方面的聯繫，獲得學

習成果。 

    對於數學繪本的閱讀來說，讀懂故事內容並不等於學會數學知識，因此還需

要其他策略來幫助教師的教學指導。根據數學解題策略(Musser & Burger，1994；

馬兵，2008；朱華偉、錢展望，2009)的相關論述，並參酌目前國小課程與教學

的內容，本研究彙整教學者可實際運用於教學中的數學解題策略包含： 

A. 猜測與嘗試：嘗試是指驗證先前的猜測是否正確。 

B. 模擬與操作：此處指的操作是具體物的操作。 

C. 畫圖或製表：畫圖包含輔助線的繪製。 

D. 舉例或類比 

E. 尋找樣式或規律：樣式即 pattern，尋找樣式或規律如找出「同數

相加」或「湊十相加」的原則。 

F. 推理（含反推）：指有目標的推理，從 A推論到 B，再從 B推論到 C。 

G. 歸納或演繹：此處的歸納意指「現象的整理」，具總結的意味，非

指數學上的一般化。 

教師指導學生進行數學繪本閱讀過程中，可以善用與內容提及數學概念相關的數

學解題策略，幫助學生發現書中的數學元素，進一步深究與學習。 

    根據參與教師的教學計畫、教學影片、以及焦點會談上的討論，依年段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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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教師在數學繪本教學時閱讀理解策略的運用情況，如下表 1～表 3： 

 

表 1 100學年度低年級數學繪本教學所使用之閱讀理解與數學解題策略 

學期 繪本名稱 解題策略運用類別 閱讀策略運用類別 

100

上 

唉，貓咪數不完 B、F、G b、c 

阿曼達的瘋狂大夢 B、E、G b、c、f 

時間到了 B、D b、c、e、f 

私房藍莓派 B、C、E b、c 

100

下 

歐馬利家的畫記高手 A、B、C b、c、e 

狂歡購物節 B、E、G b、f 

門鈴又響了 A、B、F、G b、c、e、f 

私房藍莓派 B、C、E a、b、c、f 

小胡椒日記 B、E、G b、c、f 

你一半我一半 

A、B、E、F、G b、c、e、f 給我一半 

噢！披薩！ 

 

  從表 1中可以看到，低年級運用到的強勢策略分別包含── 

 閱讀理解策略：策略 b「解釋閱讀材料提出理由支持」、策略 c「比較自

己的經驗」、策略 f「歸納和推論」 

 數學解題策略：策略 B「模擬與操作」、策略 E「尋找式樣或規律」、策

略 G「歸納或演繹」 

 

表 2 100學年度中年級數學繪本教學所使用之閱讀理解與數學解題策略 

學期 繪本名稱 解題策略運用類別 閱讀策略運用類別 

100

上 

起床上學嘍 B、C、D b、c、f 

阿曼達的瘋狂大夢 B、G b、e、f 

女超人瑪蒂 A、B、F、G b、c、f 

噢！披薩 A、E、F b、f 

我的比較好 A、B、G b、c、e、f 

遊樂嘉年華 C、D、G b、c、f 

噢！披薩 A、C、D、G b、c、e 

足球大賽 A、B、C、G b、c、e、f 

100

下 

 

 

嘿，圖表真好用 A、C、G b、d、f 

嗯，等我１分鐘 A、B、G b、c、e、f 

嘿，圖表真好用 A、D、G b、d、f、g 

義大利麵和肉丸子 A、B、C、G b、c、f 



鍾靜  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連結主題教學之研究 

 

5 

100

下 

地球日萬歲 A、B、C、E b、c 

哇！40公斤的番茄大餐 A、B、F b、c、e 

 

  從表 2中可以看到，中年級運用到的強勢策略分別包含── 

 閱讀理解策略：策略 b「解釋閱讀材料提出理由支持」、策略 f「歸納和

推論」、策略 c「比較自己的經驗」 

 數學解題策略：策略 A「猜測與嘗試」、策略 G「歸納或演繹」、策略 B

「模擬與操作」 

 

表 3 100學年度高年級數學繪本教學所使用之閱讀理解與數學解題策略 

學期 繪本名稱 解題策略運用類別 閱讀策略運用類別 

100

上 

獅子的盛宴 C、D、E、G b、e、f 

哇！40公斤的番茄大餐 B b、e 

冰淇淋聖代 A、B、F、G b、e 

宇宙無敵艦長 A、B、C、D、F、G b、c、f 

什麼是對稱 
A、B、C、D、E、F、

G 
b、c、e、f 

Pythagoras and ratios A、B、G a、b、c、e、f 

100

下 

裴利的滑板車 C、B、D b、c 

灰熊特報 A、F、G b、c、e、f 

猜猜誰會贏 A、B、F、G b、c、e、f 

魔法學校發生的事 A、C、D、G b、c、f 

軟糖 666 A、B、C、E、F b、c、f 

地圖、鐵軌與海德堡的橋 B、C、E、G b、c、e、f 

 

  從表 3中可以看到，高年級運用到的強勢策略分別包含── 

 閱讀理解策略：策略 b「解釋閱讀材料提出理由支持」、策略 c「比較自

己的經驗」、策略 f「歸納和推論」 

 數學解題策略：策略 G「歸納或演繹」、策略 B「模擬與操作」、策略 A

「猜測與嘗試」 

 

  綜合看來，參與教師在數學繪本教學時運用閱讀理解策略的整體情況如下表

4，從表 4中可以看到，參與教師在指導學生閱讀數學繪本時，皆用到策略 b「解

釋閱讀材料提出理由支持」，其次是策略 c「比較自己的經驗」與策略 f「歸納和

推論」。教學中較少使用策略 a「找出大意」、策略 d「比較以前閱讀過的材料」

與策略 g「描述風格和結構」。 

 

表 4 閱讀理解策略的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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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段（單元數） 
策略類別 

a b c d e f g 

低（10） 1 10 9  4 7  

中（14）  14 10 2 6 11 1 

高（12） 1 12 10 1 8 9  

小計（36） 2 36 29 3 18 27 1 

 

  由策略 c「比較自己的經驗」的運用可知，參與教師常以數學繪本作為數學

概念與生活經驗連結的橋樑，讓學生在數學繪本教學的過程中，對照自己的日常

經驗，顯示透過數學繪本的運用，教師確實能夠讓學生將數學概念與日常生活連

結起來，活化數學教材的內容，讓數學變得益於親近，同時也讓學生能將所學延

伸至日常生活，發揮數學的實用性。 

  教師在引導孩子根據故事提供的線索閱讀的過程中，策略 b「解釋閱讀材料

提出理由支持」常用以輔助孩子理解情節發展的脈絡，而策略 f「歸納和推論」

則可以幫助孩子追溯結，支持孩子繼續閱讀的動機。 

  閱讀理解策略 a「找出大意」、策略 d「比較以前閱讀過的材料」與策略 g「描

述風格和結構」，著墨於文本內容與寫作型態的比較或討論，閱讀引導與內容理

解的成分較高。然而，數學繪本教學須以書中的數學概念作為教學主軸，因此對

於文意與寫作風格的教學比重較小，異於一般閱讀教學的情況。 

 

  至於數學解題策略整體的運用情況如下表 5： 

 

表 5 數學解題策略的使用情況 

年段（單元數） 
策略類別 

A B C D E F G 

低（10） 3 10 3 1 6 3 6 

中（14） 11 9 7 4 2 3 10 

高（12） 8 9 7 5 4 6 9 

小計（36） 22 28 17 10 12 12 25 

 

  參與教師在進行數學繪本教學時，運用數學解題策略的分布情況較閱讀理解

策略項目平均，運用頻率最高的前三者策略分別為策略 B「模擬與操作」、策略 G

「歸納或演繹」與策略 A「猜測與嘗試」。 

  數學概念包含數、量、形與邏輯推理等內容，教師必須因應數學知識的內涵

與繪本的創作型態來規畫教學方式，因此在數學解題策略的使用上，會因布題的

情節差異來選擇適合的解題策略。 

  對數學學習來說，猜測、嘗試、模擬、操作是最常運用到的解題策略，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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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與演繹可以幫助學生統整數學概念的發展脈絡，遇到圖形或統計概念時，則需

要倚靠畫圖或製表的策略來輔助教學。是故，數學解題策略的運用情形較閱讀理

解策略平均。 

 

二、 數學繪本與數學單元教學的編織 

    數學和文學的連結，豐富了數學的教學和學習 (Ward, 2005)。教師在課堂

中使用兒童讀物進行教學，當學生在聆聽、閱讀、書寫或者談論有關數學想法時，

也發展了數學和語言技巧；兒童讀物讓閱讀連結了具體操作和抽象的活動 

(Gailey, 1993)。Van de Walle在《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中小學數學科教材教法）（張英傑、周菊美譯，2005）中特別提到，兒童文學

作品中能找到一些數學題材而成為重要的資源，因為孩童的故事可用來反應問題，

而優良的書籍也能幫助孩童了解數學領域。 

    以數學閱讀為題的相關研究也不惶多讓，然而數學閱讀的範疇則又可區分為

讀題與讀文本兩類，前者是指數學題目的閱讀，後者則以閱讀數學相關書籍為主

要研究內容，數學繪本屬於文本類型之一。然而，單純閱讀數學繪本與將之運用

於數學單元教學上，不論是教學活動的設計或教學模式，都有著顯著的不同，針

數學會本融入單元教學的部份，目前的相關研究尚未形塑出明確的架構與模式。 

 

(一) 繪本的現身 

    數學圖畫書同時以言語及視覺圖像來呈現學生難以了解的數學概念，用來進

行實際教學將有助於學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數學技巧（McDonald & Rasch，2004）。

柯華葳（2005）指出早期國科會教育學門閱讀計畫中，關於閱讀與學科間的研究

僅限於閱讀數學文字題，缺乏閱讀與教學實際交融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團隊的教師，在思考將繪本融入教學，最重視繪本與數學概念的搭配，

以課本涉及的數學概念為考量主軸，再尋找適合的繪本，安排適當的時機讓繪本

於教學過程中現身。 

  各年段繪本現身的節數不一，分別彙整於表 6～表 8： 

 

表 6 100學年度低年級數學繪本融入單元教學之節次表 

 100上學期 100下學期 

單元名稱 讀鐘表 加法 
二位數 

加減 
年月日 分數 

繪本名稱 時間到了 
私房 

藍莓派 

私房 

藍莓派 

小胡椒 

日記 

你一半我一半、 

給我一半、 

噢！披薩！ 

第一節 ○ ○ ○ ○ ○ 

第二節 ○ ○ ○ ○  

第三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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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   ○ ○ 

第五節      

附註：○表示有使用繪本的節次；灰底表示單元總節數。 

 

  在低年級教學部份，繪本皆於單元教學活動開始第一節即進場。由於繪本內

容皆具故事性，循序漸進引出數學概念的發展，因此繪本在教學過程中現身的節

數分布較頻繁，與課程密合度高。 

 

表 7 100學年度中年級數學繪本融入單元教學之節次表 

 100上學期 100下學期 

單元名稱 
角和 

面積 
除法 分數 時間 面積 

數的十進

位結構 
重量 

繪本名稱 
我的 

比較好 

遊樂 

嘉年華 

噢！ 

披薩 

足球 

大賽 

義大利

麵與肉

丸子 

地球日 

萬歲 

哇！40公

斤番茄大

餐 

第一節  ○ ○ ○  ○  

第二節  ○  ○  ○ ○ 

第三節 ○ ○  ○ ○  ○ 

第四節    ○ ○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附註：○表示有使用繪本的節次；灰底表示單元總節數。 

 

  在中年級數概念教學部份，繪本中的概念發展由淺入深，皆從各單元第一節

課現身。而量概念教學部份，《足球大賽》內容涉及年、月、週、日等概念，與

課程「時間」單元密合度較高，各節教學皆有涉及；《我的比較好》僅涉及面積

概念；《哇！40公斤番茄大餐》則以量感與測量部份為主；《義大利麵與肉丸子》

重點在周長與面積關係的討論，其內容皆為課程教學重點的局部，因此現身節數

較少而集中。 

 

表 8 100學年度高年級數學繪本融入單元教學之節次表 

 100上學期 100下學期 

單元名稱 
立方體 

與長方體 

線對稱 

圖形 
比與比值 

線對稱 

圖形 
怎樣解題 

用符號 

代表數 

繪本名稱 
宇宙無敵

艦隊 

什麼是 

對稱 

Pythagor

as and 

ratios 

魔法學校

發生的事 
軟糖 666 

地圖、鐵

軌與海德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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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 ○  ○ ○  

第二節  ○  ○ ○  

第三節 ○   ○ ○  

第四節 ○ ○     

第五節   ○   ○ 

第六節   ○   ○ 

附註：○表示有使用繪本的節次；灰底表示單元總節數。 

 

  數與量概念方面的課程，在高年級階段已逐漸進入形式思考，能與之搭配進

行教學的繪本較少，而形方面的概念與其他概念如：統計、邏輯推理等較多。因

此在數學課程中可以運用繪本來進行教學的單元以形與其他概念單元較普遍。 

  《Pythagoras and ratios》和《地圖、鐵軌與海德堡》雖都於教學尾聲才

現身，但前者內容與課程內容密合度高，是因為故事內容對高年級學生來說較艱

深所致，而後者僅涉及課程中的局部概念，因此現身節數集中於教學尾聲的原因

不同。 

 

(二) 繪本融入教學的設計與模式 

    第一學期，教師們在嘗試繪本融入單元教學時，教學設計的方式仍依循制式

教案模式，按教學節次依序規畫教學流程，不易看出繪本與課程融合的情況。第

二學期教師們採用新的教學規劃表，依數學活動簡介、繪本概念及課本與繪本的

教學構想並列來進行教學設計。在課本與繪本的教學構想中，分別就以課本為主、

以繪本為主、課本與繪本編織三方面，來詳述教學構思與教學活動。 

  低、中、高三個年級共十八個教學單元中，課本與繪本教學比重的細目表，

以上、下學期作為劃分，整理如表 9及表 10： 

 

表 9 100學年度上學期數學繪本融入單元教學細目表 

年

段 
數學單元名稱 主題 繪本名稱 

課本與繪本 

比重 

低 
讀鐘表 量 時間到了 5：5 

加法 數 私房藍莓派 2：8 

中 

角和面積 量 我的比較好 7：3 

除法 數 遊樂嘉年華 7：3 

分數 數 噢！披薩 8：2 

時間 量 足球大賽 5：5 

高 

立方體與長方體 形 宇宙無敵艦長 7：3 

線對稱圖形 形 什麼是對稱 6：4 

比與比值 數 Pythagoras and ratios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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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00學年度下學期數學繪本融入單元教學細目表 

年

段 
數學單元名稱 主題 繪本名稱 

課本與繪本 

比重 

低 

二位數加減 數 私房藍莓派 3：7 

年月日 量 小胡椒日記 2：8 

分數 數 

你一半我一半、 

給我一半、 

噢！披薩！ 

2：8 

中 

面積 量 義大利麵和肉丸子 6：4 

數的十進位結構 數 地球日萬歲 7：3 

重量 量 哇！40公斤的番茄大餐 5：5 

高 

線對稱圖形 形 魔法學校發生的事 3：7 

怎樣解題 其他 軟糖 666 2：8 

用符號代表數 其他 地圖、鐵軌與海德堡的橋 7：3 

 

  就表 9和表 10中課本與繪本的教學比重來看，低年級是以繪本為主（72%），

中、高年級則是以課本為主（分別是 36%與 46%），顯示低年級較容易尋找到與課

程密合度較高的數學繪本。下學期數學繪本融入單元教學的繪本比重整體來說較

上學期高（59%：40%），顯示教師經過一學期的實際教學與焦點討論後，對於運

用繪本於教學中具有較高的信心與能力。 

 

    根據參與教師的教學規劃表，將數學繪本如入單元教學的主要型態整理如下

表 11： 

 

表 11 100學年度數學繪本融入單元教學的型態 

繪本名稱 型態 繪本名稱 型態 

時間到了 情境布題 私房藍莓派 情境布題 

私房藍莓派 情境布題 小胡椒日記 情境布題 

我的比較好 
連結部分 

概念 

你一半我一半、 

給我一半、 

噢！披薩！ 

情境布題 

遊樂嘉年華 
連結部分 

概念 
義大利麵和肉丸子 

連結部分 

概念 

噢！披薩 概念引出 地球日萬歲 
繪本與課本互

呈 

足球大賽 
繪本與課本

互呈 

哇！40 公斤的番茄大

餐 

連結部分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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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無敵艦長 以繪本為主 魔法學校發生的事 以繪本為主 

什麼是對稱 
繪本與課本

互呈 
軟糖 666 布題 

Pythagoras and 

ratios 
以課本為主 

地圖、鐵軌與海德堡的

橋 
以課本為主 

 

  就數學繪本融入單元教學的型態來看，繪本融入教學的模式可分為： 

1. 以課本內容為主，以繪本為輔 

 繪本涉及之數學概念與教學目標契合度高，但故事情節超過孩子

理解程度（如《Pythagoras and ratios》）。 

 繪本涉及數學概念較課本內容廣或深，可銜接教學內容並進行延

伸補充（如《地圖、鐵軌與海德堡》）。 

2. 以繪本內容為主，以課本為輔 

繪本提供較多元的生活素材，可以讓孩子在富意義的情境脈絡中進

行數學學習，再以課本的解說作為補充，以課本的題型作演練（如

《魔法學校發生的事》）。 

3. 課本與繪本相互交替運用於教學 

 繪本涉及之數學概念與課程內容契合度高，可密切用於教學活動

中（如《足球大賽》）。 

4. 將繪本運用於部分概念教學活動中 

 繪本涉及之數學概念僅為教學目標之ㄧ（如《我的比較好》）。 

 繪本內容聚焦於數學概念發展的起始點，可以用做引發概念學習

的媒介（如《噢！披薩》）。  

5. 以繪本情境為背景、以課本題型為基礎來布題 

 繪本內容充滿趣味，與課程契合度高，但繪本呈現的解題方法較

單一，可以改編問題呈現的方式與問題內容，或以故事情節來包

裝課本題型，進行布題與解題教學（如《私房藍莓派》）。 

 繪本提供豐富的故事情境，與課程契合度高，但沒有明確的布題，

教師教學時可以根據課程內容，以繪本情境來設計數學問題，讓

孩子隨著故事情節脈絡的發展，將數學概念學起來（如《小胡椒

日記》 ）。 

 

伍、研究分享與推廣 

一、活動主題：數學繪本閱讀與教學研究研討會 

二、活動日期：2013年 8月 20日(星期二) 

三、活動地點：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至善樓 B1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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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處 

五、主辦單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六、活動目的： 

九年一貫課程數學學習領域之連結主題在教學現場未被重視，配合教育部大

力推動深耕閱讀之際，在國小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以〝連結〞主題為核心的數學

教學，可提供學童較豐富的數學學習經驗，以幫助兒童瞭解數學在教室情境外的

延伸和應用，並感受到數學的柔軟面。台灣在閱讀教育方面的推廣已有數年之久，

近年在PISA及PIRLS國際閱讀素養相關調查結果公佈後，更引起全國上下對閱讀

的重視。然而，有關數學繪本的閱讀該怎麼教？又有何策略可以協助閱讀教學的

推展？ 

本研究團隊的8位現場老師，在去年每人進行一學年共教2次閱讀課(以繪本

為核心)及2次數學課(以單元教學為核心)的數學繪本教學後，今年根據閱讀課、

數學課的低、中、高年段教學，做後設分析；分析方法分別藉由教學者先前的教

學規劃表、教學錄影(逐字稿)、教學手札、教學研討逐字稿，以及研究者觀察相

關資料的客觀判定；並加上會議中研究團隊不斷論辯與達成共識後，確認出教學

中使用策略及融入單元的模型。 

數學繪本的閱讀與教學除了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外，尚有許多優點：1.數學繪

本的特質在其擁有豐富的情境脈絡，可以充分與學生的生活經驗做連結，帶領學

生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學習數學概念，2.數學繪本的使用在課堂中提供更多師生

互動的機會，透過交流討論，學生可以學到多元的解題技巧與策略，3.為使繪本

內容與課程能適切的結合以進行教學，教師對於數學概念與故事情境的選編時會

格外留意，無形當中開啟專業成長的契機。此外，透過數學繪本的運用，教師確

實能夠讓學生將數學概念與生活經驗作一連結，活化數學教材的內容，讓數學變

得易於親近，同時也讓學生能將所學延伸至日常生活，發揮數學的實用性。因此，

本研究團隊將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成果作一發表並推廣，有其重要性。 

七、活動實施方式： 

    為達成活動目的，本活動的實施方式分成三部分來進行。 

 

(一) 專題報告 

       1.由計劃主持人國北教大數學暨資訊學系鍾靜教授，解析數學繪本中所關連

的閱讀理解策略與數學解題策略。 

       2.由有多年繪本教學經驗且參與計畫的博士候選人古智有教師，解析數學繪

本融入課程中單元的教學設計與模式。 

 

(二) 實務論壇 

    由8位參與研究的教學現場教師，以繪本為實例，分別介紹在閱讀課與數學

課時的實作，如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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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數學繪本閱讀與教學研究研討參與教師發表主題 

場地 發表人 發表主題 

實務論壇Ⅰ 

 

張家卉教師 《貓咪數不完》的閱讀教學 

江珮瑤教師 《剪剪貼貼算面積》的閱讀教學 

吳惠祝教師 《魔法學校發生的事》的閱讀教學 

王苑惠教師 《灰熊特報》的閱讀教學 

實務論壇Ⅱ 黃琡懿教師 二位數加法與《私房藍莓派》 

詹婉華教師 時間加減與《足球大賽》 

古智有教師 多邊形與《夢想家的披風》 

房昔梅教師 數形關係與《地圖、鐵軌與海德堡的橋》 

 

       1.實務論壇Ⅰ：介紹閱讀課教學前選用繪本的想法與教學規劃、教學時所使

用的閱讀理解與數學解題策略、及課堂中與學生互動的情形等。 

       2.實務論壇Ⅱ：介紹數學課如何將繪本與數學單元進行編織的設計想法。分

享教學中重要流程及活動的實施樣貌。 

 

(三) 書展與綜合座談 

    數學繪本書展(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信誼文化出版公司)於中午時段舉辦，展示精選的數學

繪本，提供教師在數學繪本教材上豐富多元的參考。最後藉由綜合座談，促使研

究團隊和參與研習者交流與對話，做為精進研究結果的回饋與反思。 

八、實施效益： 

    此次活動共有120位教師報名，當天有85位教師完成全日研習、3位教師完成

半日研習，其中有1位來自臺中市、5位來自新竹縣市、2位來自嘉義市、1位來自

海外學校；另外還有2位(吳怡慧教授、張子貴教授)參加，活動的效益如下： 

 

(一) 重視以連結主題為核心發展數學課程與教學，希冀提升學童數學思考與學

習興趣。 

(二) 鼓勵現場教師使用數學圖畫書教學策略，增進學童閱讀時的閱讀能力與解

題能力。 

(三) 提供現場教師規劃與運用數學圖畫書融入數學單元教學的模式與技巧。 

 

陸、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三年之執行將於 102年 12月結束，目前已完成： 

 

一、指導 8篇碩士論文 



鍾靜  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連結主題教學之研究 

 

14 

吳佳娣（2012）。國小數學圖畫書教學之研究─以美感經驗的觀點。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課程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黃燕足（2012）。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國小四年級探究教學之研究。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蘇麗文（2012）。以探究歷程進行國小二年級數學圖畫書閱讀教學之行動

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

版，臺北市。 

吳惠祝（2011）。圖畫書融入三年級除法概念教學之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教育學院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市。 

鍾佩蓉（2011）。運用圖畫書進行三年級學習障礙學生數學補救教學之行

動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理學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

出版，臺北市。 

王金玲（2010）。以合作閱讀策略促進國小五年級學童閱讀數學讀物之行

動研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市。 

王苑惠（2010）。圖畫書融入一年級數學教學以落實連結主題之行動研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黃月蘭（2010）。國小中年級學童對數學圖畫書知覺之研究-以《魔數小子》

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二、參加 4場學術研討會 

鍾靜(2013.08)。數學繪本的閱讀策略與解題策略。發表於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與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主辦之「數學繪本閱讀與教學研究研討會」，

臺北市。 

蘇麗文、鍾靜 (2012.07)。以探究歷程進行國小二年級學生數學圖畫書閱

讀研究之學生表現。論文發表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辦:數學暨資訊教

育精進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市。 

Murphy, S.J., & Chung, J. (2012.April).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Math , Paper Presented at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NCTM) Annual Meeting & 

Exposition , Philadelphia, American. 

Murphy, S.J., & Chung, J. (2012.April). China/USA, 

Similarities/Differences, Results/Trends: Using Literature to 

Teach Mathematical Concepts as a Vehicle for Reaching All 

Students , Paper Presented at National Council of Supervisors 

of Mathematics (NCSM) Annual Conference , Philadelphia, 

American. 



鍾靜  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連結主題教學之研究 

 

15 

 

三、主編二本繪本教學專書 

    本計畫雖告一段落，但 2013年 8月~12月以近 2年研討的教學實例，預定

彙整成 2本專書： 

 

(一) 專書《激發孩子的數學素養──認識數學繪本》 

第一章  數學可以這樣學 

壹、生活中處處有數學 

貳、具數學力才有發展 

參、閱讀力擴展視野 

肆、從不同角度認識數學 

伍、由生活情境連結數學 

第二章 透過數學繪本探索生活中的數學 

壹、繪本中的生活情境觸動數學概念的思考 

貳、繪本中數學概念連結至孩子的生活經驗 

參、繪本中的問題情境誘發孩子進行探究 

第三章 帶領孩子掌握數學繪本的真髓 

壹、繪本與數學學習 

貳、數學繪本的讀與學 

參、數學繪本的文與圖 

肆、關鍵圖文的選擇與運用 

第四章  閱讀數學繪本啟發數學力 

壹、整數概念的學習 

貳、數學繪本對量與實測概念的提升 

參、數學繪本對圖形與空間概念的發展 

肆、數學繪本對統計與機率概念的開啟 

伍、數學繪本與其他數學概念的發展 

第五章 以數學繪本營造閱讀的氛圍 

壹、營造友善的閱讀環境 

貳、親子共讀培養閱讀習慣 

參、延伸數學繪本的探索 

第六章  數學繪本與孩子的未來 

  壹、數學繪本對數學學習的影響 

  貳、數學繪本對孩子未來的影響 
 

(二) 專書《數學素養的精彩課堂──數學繪本的教與學》 

第一章：理論篇 

第二章：經驗篇 



鍾靜  運用數學圖畫書進行連結主題教學之研究 

 

16 

數學繪本和我們的故事 ···································· 古智有 

數學繪本與我 ············································ 張家卉 

數學繪本教學之於我 ······································ 黃琡懿 

發現數學繪本魔術師 ······································ 江珮瑤 

數學繪本不只是繪本 ······································ 詹婉華 

數學繪本走進教室 ········································ 吳惠祝 

數學繪本教學新視界 ······································ 王苑惠 

小小繪本學問大 ·········································· 房昔梅 

第三章：入門篇 

做一場乘法的瘋狂大夢《阿曼達的瘋狂大夢》 ················ 黃琡懿 

一人一半才公平《你一半，我一半》 ························ 黃琡懿 

養寵物聊數學《強強的大魚缸》 ···························· 王苑惠 

加加減減數貓咪《唉！貓咪數不完》 ························ 張家卉 

我也是畫記高手《歐馬利家的畫記高手》 ···················· 張家卉 

切披薩學分數《噢！披薩》 ································ 詹婉華 

一分鐘有多久《嗯！等我一分鐘》 ·························· 江珮瑤 

原來我的手這麼大《剪剪貼貼算面積》 ······················ 江珮瑤 

餐桌排排隊《義大利麵與肉丸子》 ·························· 房昔梅 

箱子裡的秘密《咦！箱子裡是啥》 ·························· 古智有 

蜘蛛的神機妙算《蜘蛛與糖果店》 ·························· 詹婉華 

獅子教我分分看《獅子的盛宴》 ···························· 吳惠祝 

從記帳學負數《裴利的滑板車》 ···························· 吳惠祝 

估算我最行《猜猜誰會贏》(待修) ·························· 房昔梅 

環遊世界探時差《世界的一天》 ···························· 古智有 

我也可以做民調《灰熊特報》 ······························ 王苑惠 

第四章：進階篇 

時間到了沒 ·············································· 張家卉 

做藍莓派學加法直式 ······································ 黃琡懿 

出人意料的統計圖表 ······································ 江珮瑤 

披風裡的多邊形 ·········································· 古智有 

足球賽與時間加減 ········································ 詹婉華 

在魔法學校發現線對稱圖形 ································ 吳惠祝 

生活中的線對稱圖形 ······································ 王苑惠 

一筆畫網路中的規律 ······································ 房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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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相關情

形，並比較母親來自大陸與東南亞之高雄市五、六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

解、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之間的關係與差異情形，並比較新移

民子女、原住民子女、母親為本國籍(非原住民)子女在上述變項上的差異情形。

抽樣受試對象為高雄市(含原高雄縣)學生。結果顯示五年級新移民子女中，在中

文閱讀理解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就上，大陸籍略高於東南亞籍。不論五、六年級，

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能力對數學文字題成就有頗高的預測力。就數學文字題成就

表現來看，新移民子女、母親是本國籍且非原住民的學生皆顯著高於原住民子女，

但新移民子女與母親是本國籍(非原住民)的學生無顯著差異。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math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for 5
th

 and 6
th

 grade 

of immigrant mothers’ children and to compare the scores of the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the mathematics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 and the math word problem test among 

immigrant mothers’ children, aboriginal children and non-aboriginal 

Taiwanese children. The participants come from Kaohsiung City, 

including original Kaohsiung Coun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of 5
th

 grade children of 

Chinese mothers’ were sligh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east-south-Asian 

mothers. It showed the same result in the 5
th

 grade math word 

problem test. For 5
th

 and 6
th

 grade immigrant mothers’ children, the 

ability of math reading comprehension showed strong predictive 

power to the performance of math word problem. In terms of the 

performance of math word problem, the average scores of immigrant 

mothers’ children and non-aboriginal Taiwanese childre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score of aborigina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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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 

  台灣，位於大陸東南方，四面環海的小島。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與孤立性，

使其在經濟上必須與其他國家往來頻繁，特別是緊鄰的大陸及東南亞地區，更是

貿易發展的主要重心。自 90 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迅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

一，經濟、社會繁榮的景況，吸引了不少外籍勞工來台工作，更使得東南亞女性

欲藉由跨國婚姻來改善家庭經濟，而近年來台灣社會之部分男性也因為較難娶到

本國籍女性以及傳宗接代的壓力，而跨海尋求婚姻的春天。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與戶政司統計資料顯示：民國 76 年 1 月至 99 年 5 月底止，台閩地區外籍

配偶與大陸（含港澳）配偶共有 435,627 人，已接近台灣原住民的人數（507,690

人），約佔台灣總人口（2,313,5715 人）的近 1.9％。其中大陸、港澳地區配偶最

多，占 66.6％。從外籍配偶的國籍來看，越南籍(83605 人)占 19.2％最多，其次為

印尼籍(26635 人)，佔 6.1％。而大陸區配偶（278336 人）佔 63.9％。 

  此外，新移民子女嬰兒佔全國新生兒的年出生率從 1998 的年 5.12％不斷攀

昇至 2003、2004 年的 13％以上（若單純以新移民子女出生人數來看，則 2001

年與 2002 年為最高，人數皆超過 3 萬人），2005、2006 年仍維持在 11％以上，

直至 2008 年才降至 9.6％。而根據教育部(2011)的統計數字顯示，國內新移民子女

的人數在 99 學年度在學的人數，國小合計有 148610 人，國中合計有 27763 人，而

國小總人數為 1,519,456 人，國中總人數為 919,802 人，因此，新移民子女國小約佔

9.7%，國中約佔 3%(教育部，2011)。 

以南部地區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及屏東縣的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就學人數，也

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人數由 2004 年的 13,445 人（大陸籍佔 4,239 人，外國籍

9,206 人）成長至 2008 年的 28015 人（大陸籍有 10131 人，外國籍有 17,884 人），

2010 年為 38234 人，六年間約增加了 2.8 倍，約佔全國就讀國中小的新移民子女

人數的 21.6％，若單以高雄縣市(2011)在學的新移民子女就學人數來看，則約佔

全國就讀國中小的新移民子女人數的 10.2％，此外，高雄市 99 學年度的國小學

童總人數為 17 萬多人，新移民子女即約佔其中的 9％，因此新移民子女在數學

學習上的問題實有加以深入研究的必要性。 

  在新移民子女入學人數年年增加的情形下，不少學者也開始針對新移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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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進行研究。然而以多半以「生活適應」、「綜合學習成就」或「綜合學業成就」、

「語言」或「語文」、「閱讀」等的相關研究較多，與「數學」相關之研究較少（如：

張慧貞，2004；陳慧倫，2006；柯青秀，2006；洪郁雯，2006；李玉文，2006；

吳依陵，2006；謝惠民，2007；林佩蓉，2008；蘇雅雯，2008；李明哲，2008；

鄭淳芳，2010；楊德清、洪郁雯，2009；姚如芬，2009；盧台華，2006；姚如芬，

2007；楊德清，2007；盧台華，2007；楊德清，2008；盧台華，2008；楊德清，

2009；袁媛，2010；白雲霞，2010；陳學志，2011；侯禎塘，2010；黃財尉，2010；

謝名娟，2010；張芳全，2010 等）。由上述文獻回顧來看，學界逐漸重視「新移

民子女」的議題，但研究主軸多偏重於「學校生活適應」、「多元文化觀點」、「普

遍學習成就」與「語言習得問題」，僅有較少的學者從事新移民的數學學習研究

主題，因此，引起了筆者想要更深入瞭解新移民子女在數學領域的學習表現與閱

讀理解能力之研究動機，希望能量化方式了解對其介入學習，了解新移民子女在

中文閱讀理解與數學閱讀理解測驗上的關聯性，同時相關文獻亦有指出新移民與

原住民同為弱勢族群，兩者在以上議題上是否有所差異，而上述二者與母親為本

國籍且不具上述身份者是否有所差異，亦為本研究可以探討比較的部分。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對國小五、六年級新移民子女進行數學閱讀理解、數學文字題成

就測驗的調查，並了解之間的關聯性及其原住民族群的異同。 

 

1.瞭解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相關情形 

    2.分析母親來自大陸與東南亞之高雄市五、六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

解、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是否有差異； 

3.分析高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能力、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能力在

數學文字題成就的迴歸預測； 

    4 比較高年級新移民子女、原住民子女、母親為本國籍(非原住民)子女在數

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差異情形。  

 

貳、相關文獻的探討 

以下筆者分別探討相關文獻：一、新移民子女的數學學習相關研究；二、原

住民學生的背景與學習成就；三、數學文本的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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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移民子女的數學學習相關研究 

諸多學者(如 Pong, 2009；Pászto, 2008; Levin & Shohamy, 2008)的研究皆發現

移民家庭子女的學業成績都低於本國籍子女，而 Crosnoe (2005)、Levin, Shohamy 

(2008)研究都提到移民家庭子女出現數學成就低落的情況。Dronkers & Levels 

(2007)和 Haung (2000)研究則皆指出家中使用的語言背景與移民子女數學學習

成就有關。 

邱豐盛與鄭秀琴（2005）指出不理想的科目依序為國語、數學、英語、自然、

社會。楊淑朱、刑清清、翁慧雯、吳盈慧與張玉巍（2004）研究發現，高年級學

童有五成八是數學領域欠佳，四成二在國文、社會領域表現不佳。姚如芬

(2007&2009）研究低年級新移民子女的數學學習表現，結果發現新移民子女間

存在著極大的個別差異，且在總分顯著低於一般生。楊德清、洪郁雯（2009）研

究發現新移民子女數學學習困難之因素為家庭支援較少，使其學習態度消極、學

習自信不足，且文化背景刺激不足、語言程度不佳，致其難以理解題意。 

因此綜合上述，新移民子女語言能力的程度，確有可能影響其數學的學習。 

 

二、原住民學生的背景與學習成就 

Strutchens 等人（2004）的研究發現不同種族之間的數學成績差距有愈來愈

大的趨勢，特別是到了八年級數學成績落差更為明顯，Lubienski 與 Bowen（2000）

的研究則是指出不同種族與階層間數學學習成就的差異是由於他們在學校與數

學教育上的不同「經驗」 （experience）所致。諸多數學教育學者（Atweh, Forgasz 

& Nebres, 2001; Boaler, 2000; Burton, 2003; Walshaw, 2004）呼籲應開發不同社會

文化情境學生的研究，以探索造成弱勢學生學習落差的因素 

國內相關文獻皆指出原住民學生由於文化不利因素，致使產生學習困難，洪

儷瑜（2001）研究也發現，教過原住民學生的教師多數認為最大的適應問題在學

習適應，其次是生活適應。而在數學研究方面，劉天翔、林原宏(2008)一般學童

與原住民學童有相同的閱讀理解能力結構，且句子理解數易達到精熟，語文推理

相對上最難達到精熟，且一般學生最易精熟的是數學詞彙理解，較難精熟的是數

學圖示理解，而原住民學童較難達到精熟的是數學算式等量公理的理解。黃志賢

（2003）研究發現：原住民學生在圖形類比與圖形序列的能力高於邏輯與數系的

推理能力。且其在數系測驗的表現最差與漢族學生的差距最大。原住民學生的推

理策略，屬於統觀式的非結構分析，重視「靜態的觀察」；而漢族學生的推理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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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則多屬於結構式的掩飾推理，重視「嘗試錯誤」。而王世英等（2007）針對外

籍配偶子女的學習成就進行分析比較，結果發現在國小階段不同國籍的新移民子

女在學業成績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到了國中階段，大陸籍新移民子女成績則優於

其他國籍新移民子女，東南亞地區新移民子女學業成就相對更低。此外，研究也

指出此現象可能與大陸相較於外籍新移民在語文及文化差異較低有關。巫有鎰

（2007）的研究結果發現，原住民各族的數學成績均不如漢人，其原因除了各族

家庭社經地位較低、單親與隔代教養比率較高、居住地區都市化程度較低而不利

於數學成績。李鴻章（2010）研究則指出漢人、高社經背景、就讀臺東市區之

學生（居住在都市地區），這些背景因素讓學生在小學六年級時即呈數學優勢；

反之，原住民、低社經背景、居住在原住民鄉（鄉村偏遠）之學生，不利其高數

學成就之取得，這些背景因素讓學生在學習開始（小六）即呈弱勢。此外，居住

在臺東市區、鄉村偏遠的原住民鄉學生與數學平均數的差距越拉越大。 

 

三、數學文本的閱讀理解 

Cloer (1981)認為數學詞彙知識、語文段落閱讀和聯貫各細節技能是三個影

響數學閱讀理解的關鍵。諸多學者如 Larson（1980）、Kerslake（1986）、Hunting 

＆ Sharply（1988）、呂玉琴（1997）、張景媛(1994) 與 秦麗花與邱上真（2004）

都曾提出學生因語言因素而在數學學習有所影響。 

另外關於新移民子女的研究，亦有多份研究（Martiniello, 2008；Burgoyne, K., 

Hutchinson, J. M., Whiteley, H. E. & Spooner, A., 2009；趙善如、鍾鳳嬌、江玉娟，

2007；劉健慧，2007；楊德清、洪郁雯，2009；姚如芬，2009）指出會因為識字

量不足及語文或語意閱讀理解困難而較難理解數學文本內容。 

秦麗花與邱上真(2004)改編邱上真、洪碧霞及柯華葳所編的閱讀理解測驗來

評量學童對一般語文的閱讀理解，發現學童在這個測驗上的表現和數學文本閱讀

理解的相關是 0.49，兩者共同的變異量達 25%，換言之，數學閱讀的表現有部份

是語文閱讀理解能力的貢獻。林麗華( 2006 )以自編的「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測

驗」將數學文字題的解題過程分成問題轉譯和問題整合，林寶貴和錡寶香所編製

的「中文閱讀理解測驗」測量閱讀理解能力，來分析國小三年級學童中文閱讀理

解能力和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當中的問題轉譯和問題整合的關係，發現中文閱讀

理解能力分別和問題轉譯以及問題整合的相關都為.52，達到.05 顯著水準，劉天

翔和林原宏(2008)以數學閱讀的能力結構來看數學成就表現，採用閱讀理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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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特殊技能和數學背景知識等三個分測驗測量一般學童與原住民間年級學童的

數學閱讀的能力結構。結果發現，一般學童與原住民學童在數學特殊技能和教學

背景知識的能力結構不同，但是閱讀理解能力結構是相同的，句子理解最為容易，

但語文推理較難達到精熟。張建妤、柯華葳(2012)以 TIMSS 2003 數學試題與

PIRLS 2006 閱讀成就測驗為工具來瞭解數學成就表現與閱讀理解的關係，結果

發現參與其研究的四年級學童的測驗結果與 TIMSS 2003 台灣學童表現的分佈

大略一致，男女學童在各數學內容領域表現的優劣有不一致的情形，進一步將學

童依數學成就表現的分數分成低分組、中分組和高分組，結果發現在數學成就表

現與閱讀理解關係上，發現數學成就表現越好的學生，四種閱讀理解的表現也越

好，但閱讀理解較能解釋低分組和中分組學生的數學表現。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高雄市(含原高雄縣)國小五、六年級學生，本研究採

叢集取樣方式，五年級有效樣本 528 名學生，其中 353 名為母親為本國籍，138

名母親為新移民，37 名為原住民(父母至少一方是原住民)。去除無效樣本後，六

年級有效樣本 588 名學生。 

每位研究對象皆施以測柯華葳(1999)所編製之中文閱讀理解篩選測驗及本

研究自編之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暨成就測驗。以下說明兩個測驗工具。 

1.中文閱讀理解測驗：為柯華葳(1999)編製，測驗目的在偵測學生中文閱讀

理解的困難，其二、五年級各分測驗之內部相關係數介於 .36～ .70 之間，均達

.001 顯著水準。內部一致性係數 α 係數在 .75 和 .89 之間，題目間的一致性相

當理想。 

2. 五、六年級數學閱讀理解暨成就測驗：由研究者自編。五、六年級各有

三個單元(五年級為整數四則、異分母的加減、分數的乘法；六年級為圓周長與

圓面積、速率、分數與小數的四則運算)。每單元五題，每題分為五個小題，第

一題在瞭解學生是否能夠瞭解問題轉譯的命題組合，第二題在瞭解學生是否能夠

將解題目標進行問題轉譯，第三題測量學生整合問題資料的能力，第四題寫下計

算過程，第五題為該數學文字題的答案。第一、二、三題主要測量學生數學閱讀

理解能力，第四題讓學生寫下計算過程，第五題主要在測量學生解題成就。其編

製完成後將測驗為五位專家進行效度檢核，修改後為預試題本，並進行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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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驗信效度，並依預試結果加以修改以成題本。 

肆、研究結果 

筆者以下針對研究目的，依年級陳述相關研究結果，其分別有：1.瞭解新移

民子女的中文閱讀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相關情形；2.分析高雄市五、六年級

各國籍新移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是否有差異；3.分析

高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能力、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能力在數學文字題

成就的迴歸預測；4 .比較高年級新移民子女、原住民子女、母親為本國籍(非原

住民)子女在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差異情形。 

一、 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相關 

五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相關係數考驗達顯

著水準(r=.466, p < .05)，而六年級的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

就的相關係數考驗達顯著水準(r=.435, p < .05)，顯示高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

讀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有顯著相關，五年級的相關高於六年級。 

二、 母親來自大陸與東南亞之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字題閱讀理

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 

(一)五年級部分 

從五年級的新移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差異考

驗情形(見表 1)來看，在國籍的部分，研究者將母親來自大陸籍歸為一類、印尼、

越南、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柬埔寨歸為東南亞籍，並進行 t 檢定，以瞭解

二者在中文閱讀理解篩選測驗、數學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上的差異。 

 

表 1 不同國籍母親之五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 

與數學文字題成就 t 檢定摘要表 

  因素名稱 母國籍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差異 df t 值 

中文閱讀理解 
大陸 

東南亞 

80.23 17.67 

19.40 

5.48 143 1.76+ 

74.75 

數學閱讀理解 
大陸 

東南亞 

43.31 13.39 

12.15 

2.79 143 1.31  

40.52 

數學文字題成就 
大陸 

東南亞 

12.54 4.83 1.12 143 1.53  

11.42 4.01 

+ p < .1  *p < .05 

由表 1 可以發現不同國籍母親之新移民子女無論是在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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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平均數上皆未達顯著差異(p < .05)，其平均數

差異僅有在中文閱讀理解上達到邊緣顯著(t(143)=1.76, p =.088)，雖然未有顯著差異，

但仍可看出中文閱讀理解能力上母親為大陸籍之新移民子女略高於母親為東南

籍者，差異值為 5.48 分。 

(二)六年級部分 

   

表 2 不同國籍母親之六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 

與數學文字題成就 t 檢定摘要表 

  因素名稱 母國籍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差異 df t 值 

中文閱讀理解 
大陸 

東南亞 

79.67 18.90 

16.48 

-.47 129 -.152 

80.14 

數學閱讀理解 
大陸 

東南亞 

46.09 15.19 

14.25 

.14 129 0.55 

45.95 

數學文字題成就 
大陸 

東南亞 

11.94 6.43 2.06 129 1.83+ 

9.88 6.45 

+ p < .1 

由表 2 可以看出不同國籍母親之新移民子女無論是在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

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平均數上皆未達顯著差異(p < .05)，其平均數

差異僅有在數學文字題成就上達到邊緣顯著(t(129)=1.83, p =.07)，雖然未有顯著差異，

但仍可看出數學文字題成就上，母親為大陸籍之新移民子女略高於母親為東南籍

者，差異值為 2.06 分。 

 

三、 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能力、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能力在數學文字題

成就的迴歸預測 

為瞭解五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能力與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能力

在數學文字題成就的迴歸預測力，研究者將前述二個變項以逐步迴歸法進行多元

迴歸分析，結果發現中文閱讀理解成為被排除變項(t = .48, p >. 05)，而數學閱讀

理解的預測力達顯著水準，F (1,143)= 141.93, p <. 001, β= .71, R =.71，決定係數

R2為.50，表示對五年級新移民子女而言，數學閱讀理解對其數學文字題成就是

頗為重要的預測變項。 

(二)六年級部分 

在預測六年級新移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成就上，研究者將中文閱讀理解能力

與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能力二個自變項以逐步迴歸法預測數學文字題成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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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中文閱讀理解成為被排除變項，而數學閱讀理解的預測力達顯著水準，F (1, 

129)= 179.17, p <. 001, β= .762, R =.762，決定係數 R2為.58，表示對六年級新移民

子女而言，數學閱讀理解對其數學文字題成就是頗為重要的預測變項。 

 

四、 新移民子女、原住民子女、母親為本國籍(非原住民)子女在中文閱讀理解、

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差異 

(一)五年級 

為了瞭解五年級新移民子女、原住民子女(父母至少一方為原住民)及母親為

本國籍(非原住民)子女在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

的差異，研究者針對以上三個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分析結果見表 3。

從表 3 可以發現，就中文閱讀理解來看，三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F (2, 508) = 1.40, 

p >.05)。 

 

表 3 五年級各國籍新移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成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而就數學文字題的閱讀理解來看，三組平均數差異則達.05顯著水準的差異，

F (2, 508) = 3.89, p < .05，表示三組在數學閱讀理解上是有差異的。經事後比較結

果顯示，母親是本國籍且非原住民的學生(M = 43.38)其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的表

現高於父母至少一方是原住民者(M = 37.45)，其差異值為 5.93，此外，母親是新

移民者(M = 41.78)，其在數學閱讀理解上的得分亦高於父母至少一方是原住民者

(M = 37.45)，其差異值為 4.33，未達.05 顯著水準，p = .07，達邊緣顯著水準。 

而就數學文字題成就表現來看，三組平均數差異則達.05 顯著水準的差異(F = 

3.62, p < .05)。母親是新移民者(M = 12.02)高於至少一方是原住民者(M =9.91)，差

異值為 2.11，母親是本國籍且非原住民的學生(M =11.97 )其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

依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p 值 

中文閱

讀理解 

組間 1048.85 2.00 524.43 1.40 .25 

組內 190192.83 508.00 374.40   

全體 191241.68 510.00    

數學文

字題閱

讀理解 

組間 1248.42 2.00 624.21 3.89 .02 

組內 81494.84 508.00 160.42   

全體 82743.26 510.00    

數學文

字題成

就 

組間 144.35 2.00 72.18 3.62 .03 

組內 10124.28 508.00 19.93   

全體 10268.63 510.00    



白雲霞  國小高年級新移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學習、閱讀理解與學習介入研究 

 

29 

的表現高於父母至少一方是原住民者(M =9.91 )，其差異值為 2.06，但新移民子女

與母親是本國籍(非原住民)的學生無顯著差異。 

 

(二)六年級 

研究者以六年級新移民子女、原住民子女(父母至少一方為原住民)及母親為

本國籍(非原住民)子女為自變項，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

字題成就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瞭解不同身份別在上述三個依變

項上的平均數差異，其分析結果見表 4。 

從表 4 可以發現，就中文閱讀理解來看，三組之間並無顯著差異，F (2, 575) 

= 1.52, p >.05)。而就數學文字題的閱讀理解來看，三組之間亦無顯著差異，F (2, 575) 

= 1.84, p >.05)，表示六年級新移民子女、原住民子女(父母至少一方為原住民)及

母親為本國籍(非原住民)子女的數學閱讀理解並無顯著差異。 

而就數學文字題成就表現來看，三組平均數差異則達.05 顯著水準的差異(F = 

5.13, p < .05)。母親是新移民者(M = 10.82)高於至少一方是原住民者(M =7.62)，差

異值為 3.20，母親是本國籍且非原住民的學生(M =11.15 )其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

的表現高於父母至少一方是原住民者(M =7.62)，其差異值為 3.53，但新移民子女

與母親是本國籍(非原住民)的學生無顯著差異。 

 

表 4 六年級各國籍新移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成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五、六年級新移民子女的調查統計，研究者將相關研究結論綜合後，

提出本研究之結論。 

依變項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值 p 值 

中文閱

讀理解 

組間 998.78 2 499.39 1.52 .22 

組內 189414.37 575 329.42   

全體 190413.15 577    

數學文

字題閱

讀理解 

組間 741.78 2 370.89 1.84 .16 

組內 115710.52 575 201.24   

全體 116452.31 577    

數學文

字題成

就 

組間 475.29 2 237.65 5.13 .01 

組內 26631.57 575 46.32   

全體 27106.87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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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中文閱讀能力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相關來看，不論五、六年級新移

民子女，二者之間都具有中度相關。此林麗華( 2006 )、張建妤與柯華葳(2012)

的研究有類似的發現。 

若將新移民子女的母親區分為大陸籍與東南亞籍來檢視其中文閱讀理解、數

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則可以發現五年級新移民子女中，母親為

大陸籍之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能力與母親為東南亞籍者相比，其差異值達

邊緣顯著，大陸籍略高於東南亞籍。而六年級方面，在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字

題閱讀理解上來看，新移民的國籍並未有顯著影響，但就數學文字題成就來看，

則有邊緣顯著差異，大陸籍略高於東南亞籍。 

再者，就迴歸預測力而言，不論五、六年級，新移民子女的中文閱讀理解能

力、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能力在數學文字題成就的逐步迴歸分析都顯示：數學文

字題閱讀理解相較於中文閱讀理解能力是較重要的；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對數學

文字題成就的預測決定係數都大於 50%，其 R 值皆在.7 以上，換言之，數學文字

題閱讀理解對數學文字題成就頗高的預測力 

最後，若將新移民子女、原住民子女、母親為本國籍(非原住民)子女三者加

以比較，分析三者在中文閱讀理解、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與數學文字題成就的差

異。結果發現不論五、六年級，三組之間的中文閱讀理解能力，並無顯著差異。

就數學文字題的閱讀理解來看，五年級部分，母親是本國籍且非原住民的學顯著

高於父母至少一方是原住民者，新移民子女略高於原住民子女。但六年級部分，

三者之間則無顯著差異。而就數學文字題成就表現來看，新移民子女顯著高於原

住民子女，且母親是本國籍且非原住民的學生亦顯著高於原住民子女，但新移民

子女與母親是本國籍(非原住民)的學生無顯著差異。 

從上述的結論來看，五、六年級新移民與本國籍學生相比，其不論數學文字

題成就表現，或是在中文閱讀理解、數學閱讀理解，皆未發現顯著較低的現象。

但就原住民子女而言，在數學文字題成就上，母親為本國籍非原住民的子女與新

移民子女都顯著高於原住民子女。因此研究者就上述結論，作出下列建議：1.數

學的閱讀理解，相較於一般的中文閱讀理解更具特殊性，教師教學時，應考量此

因素，並對文字題的文字敘述有所引導。2.中文閱讀與數學文字題成就有中度相

關，因此提升學生中文閱讀程度亦有其必要。3.五年級原住民子女的數學閱讀理

解及五、六年級原住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成就較低於新移民子女與本國籍母親的

子女，因此針對原住民學生提升中文閱讀與數學閱讀能力確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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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發展和應用數學補救教學課程，以提升參與攜手計畫國小學生數學學

習的表現，以落實數學學習公平性的目標。本計畫以兩年來完成，第一年採用協同行動研

究，和合作學校教師共同編修符合學生需求的數學補救教學課程，並到現場實施，來提升

數學學習弱勢學生的學習表現，同時針對師生的反應表現進行詮釋以作為數學補救教學課

程修正的基礎；第二年將第一年的研究成果建置成網站資料庫及製作補救教學課程繪本，

作為後續擴大應用與永續經營的基礎，建立一個與學校和教師溝通諮詢的平台。希望藉由

本研究數學補救教學課程的開發與應用，讓數學學習弱勢學生有機會提升自己的學習表

現，增加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實現教育公平性的目標。 

 

關鍵字：國小學生、學習弱勢、數學補救教學 

Abstract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velop ‘Curriculum of Mathematics Remedial Instruction, CMRI’ 

and apply it for improving mathematics learning performanc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ho 

attend the ‘After School Program, ASP’. Two years research periods were scheduled which of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ty. In the first year, the method of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CAR) 

was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CMRI for improving ASP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on 

mathematics. According to students’ reaction and teachers’ opinions when CMRI implemented, 

we continued to revise CMRI and analyze the implemented effectiveness of CMRI. In the second 

year, we collaborated with more schools of Pingtung area to implement refined CMRI for 

extend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study. At the same time, we set up a website that based on 

the two year study results for more schools could apply CMRI on their ASP in the future. We 

really hope the website we built could become an interactive bridge for further continued 

collaboration. Hope this study could attain the goal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equity by th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ty of CMRI. 

 

Keywords: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disadvantage, Mathematics remedial instruction 

 

一、前言 

教育公平性的議題，一直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議題，希望不同背景的學生，都有教育

成功的機會與經驗，以避免在多元文化社會中，造成 M 型化階級落差的結果。所以美國政

府提出了「No Child Left Behind」的政策宣示（Rodriguez, 2005），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2000）

提出了「學生為本、永不放棄」的原則。而台灣除了進行基礎教育的課程和教學改革外，

也推動「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政策，針對弱勢和學習落後的學生進行課後的補救教學，提

升學習不利學生的學習表現，以讓不同族群和背景的學生，都有學習成功的機會。本研究

將延續之前所進行「理解國小數學補救教學實施現況」的國科會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 

99-2511-S-153 -013)，將之前所開發的補救教學課程，以高屏地區執行攜手計畫補救教學的

學校為對象，建立合作的伙伴關係，共同來使用之前所開發的補救課程，來提升參與攜手

計畫低成就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同時根據教師和學生的反應來進行修正，以作為日後推



徐偉民  國小學校本位數學補救教學模組之應用 

 

37 

廣應用本研究所開發之數學補救課程的依據。另本研究也將計畫中的資料建置網站資料

庫，以供全國各地國小教師下載使用，並製作補救教學繪本希望未來可供教師及學生一個

完整的補救教學教材。 

二、文獻探討 

（一）多元文化下的數學課程與教學目標 

數學知識既然是人類文化發展的產物，在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數學教學，自然需將文化

作為課程規劃上的考量。Rodriguez (2005)提出多元文化中數學教學的兩大目標：以理解為

目的的教學、以及重視學生個別差異的教學。從學者的主張來看，瞭解到要提升學習落後

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必須將學生原有的文化和熟悉的生活經驗，納入補救教學課程規劃

和設計，才能符合學生的個別差異，讓學生產生有意義的學習。在數學教學改革中，希望

教師透過教學的設計，讓學生能夠主動的投入數學的思考與討論、去探索數學的關係、發

展自己的解題策略、使用適當的解題工具、共同合作、並且能夠欣賞他人的解題策略等(de 

Lange & Romberg, 2004)。無論從數學教學改革或是多元文化數學教學的主張來看，都強調

融入文化或生活經驗的課程設計，以及進行探究互動的教學方式，才能讓提升少數和弱勢

族群學生的數學學習表現。不過由於本研究的對象是參加攜手計畫且數學學習不利的學

生，因此除了希望兼顧數學知識和能力的培養，重視學生文化和生活經驗的融入外，更應

該了解學生的學習起點行為和學習困難的原因，才能建立在他們的學習需求或問題的基礎

上，來發展適合他們的補救教學模組，進一步提升他們數學學習的表現。 

（二）國小階段學生應具備的數學知識和能力 

從能力指標和各版本教科書內容來看，發現國小數學主題集中在「數與量」的部份，

包括「整數及四則運算」、「量的化聚」、「分數和小數」、「代數」等單元。「幾何」的部份包

含「平面圖形」和「立體圖形」兩大類，而在「統計與機率」方面，主要是在統計圖表的

報讀、製作與生活應用（教育部，2008）。 

中年級數學教材內容主題以數與量為主，可以細分為：「整數及四則運算」、「量的化

聚」、「分數與小數」及「周長、面積與角度」等四個主要部分；高年級除了包含這四部分

外，還增加了許多「代數」相關的內容，而這些主題內容，學生在學習上都會遭遇程度不

一的學習困難或迷思。而這些國小階段所涉及的數學學習主題，將成為本研究在形成補救

教學課的主要依據。本研究所形成的 18 回合課程，包含了「數與計算」(包含數的概念、

運算)、「代數」、「幾何」、「測量」、「統計」等五大類別，其中以「數與計算」所涵蓋的回

合數最多。 

（三）補救教學實施的核心：教師的挑戰與期許 

影響學生數學學習的因素，除了教室外的文化因素外，更重要的還有教室內的互動因

素，包括教師所採取的數學問題類型和教學特色（Silver, Mesa, Morris, Star, & Benken, 

2009）、教師採用的教學模式和師生互動方式（Artzt & Armour-Thomas, 2002）、教科書內容

（Grouws, Smith, & Sztajn, 2004）、以及教師與教科書的特色互動後，在教室內所營造的數

學學習環境（Tarr et. al., 2008）。但是要讓教師願意接受數學補救教學所面臨的挑戰，進行

教學的改變來讓數學學習不利的學生有學習成功的機會，至少需要有三個條件：一是提供

共同工作的機會，二是提供反省思考的時間，三是提供教學專業的支持。否則，教師可能

因為多年的教學習慣，對於新的教學方法缺乏自信、知識和技能而不想去改變，或是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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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實施的結果並不差，不需要進行教學方法的改變（Feldman, 2003），甚至會出現抗拒

教學改變的心態，而無法達成以理解為目的和適應個別差異的數學教學目的（王玉品、徐

偉民，2009；Rodriguez, 2005）。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協同行動研究和個案研究的方法，第一年實施的時程從 2011 年 9 月至 2012

年 6 月進行一學年補救課程的試用，同時輔以座談、教室觀察、訪談、檢核表等方法來蒐

集資料，以瞭解現場教師在補救課程實施的情形，以及學生在進行補救教學後整體數學表

現成長的情形，以作為後續研究使用的參考。第二年實施的時程從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10 月，除了進行兩所學校補救課程使用外，同時將第一年修正後的 18 回合資料建置網站

資料庫及補救教學課程繪本。 

 

（一）研究對象 

考慮到研究的人力限制，以及第一年的試用階段，所以選擇屏東地區三所不同類型的

學校(一所大型鄉鎮的學校、一所山邊學校、一所客家學校，分別以 A, B, C 的代號來代表

三所學校)，先以座談的方式，向學校的校長、教務主任、以及參與攜手計畫的教師進行說

明(以座談方式)，讓學校和教師了解我們所開發補救課程的過程與特色、相關的檢測工具(如

學生能力檢核表)、以及學生可能預期的成效等，同時也說明研究團隊會負責協助資料的統

計與分析的部份，參與的教師均任教於中高年級的補教教學，共有 6 位教師參與。 

第二年根據第一年課程資料修正後，選擇了兩所不同類型的學校合作使用補救教學課

程(一所原住民學校、一所鄉鎮學校，分別以 D、E 的代號來代表)。同樣先以座談方式讓學

校了解課程的特色及使用方式，爾後學校在課程使用中，如有任何問題，隨時能和本研究

計劃人員聯繫，第二年參與的兩所學校共 8 位教師參與。 

 

（二）資料蒐集 

1.座談 

為了讓參與座談的學校校長、主任和教師更了解本研究所開發補救課程的過程與實施

方式，所以到合作學校進行了 2-3 次的座談，第一次的座談在學期初進行，目的在說明與

介紹課程和研究工具、以及約略的實施方式，同時也接受現場教師的提問，以了解他們在

實施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疑慮；第 2 或 3 次則在學期中進行，主要是了解教師在實施過程中

的感受與疑問，以及對於課程或是研究工具的建議，以作為後續修正的參考。 

2.教學觀察錄影 

教學觀察或錄影的目的，是要理解教師數學補救課程的實施方式，同時輔以 PDF 

(Phase-Dimension Framework)表的紀錄，一方面了解教師每節課實施的數學問題題數，另一

方面已問題為單位，了解教師如何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問題的實施方式、以及如何和學

生進行互動，以作為後續分析學生學習表現成長時的參考依據。不過有些參與教師認為錄

影會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所以，第一年 A, B 兩校有 3 位教師(A1, B1,B2 三位教師)接受錄

影與觀察，A 校 2 位教師(A2, A3)只接受教學觀察，平均每位教師進行了 5節的補救教學的

觀察與錄影。第二年因合作學校教師大多採用個別化教學(教師認為其個別化教學最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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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別化差異的學習)，故沒有使用錄影呈現。 

3.訪談 

訪談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瞭解學校實施補救課程時所遭遇的問題或困難，或是學生的

表現，作為本研究後續修正的參考。進行的方式採用定期的到校進行半結構式的訪談，每

次訪談的時間約 1.5 個小時，過程中教師或主任對課程所提的意見若是可以立即的修正或

補充，會在訪談後立即補上教師或學校所需要的資料，希望藉此可以更貼近學校或教師的

需求，以及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更有成效。 

4.學生學習評量檢核表 

學生學習評量檢核表，是根據每回合的補救課程所需要達成的分年細目來形成，例如

在第一回合「整數」課程中，從 1-n-01 到 4-n-01 共有 8 條和整數概念相關的能力指標，從

最簡單的一年級第一年能力指標到四年級第一條能力指標，每個指標分為三個層次來評定

學生的學習結果：「達成」、「部份達成」、「未達成」，油教師根據學生的解題表現來進行評

定，同時也根據評定的結果來轉換成數據(「達成」以 1 分計，「部份達成」以 0.5 分計，「未

達成」以 0 分計)，來了解學生在每個補救課程的達成率。本研究共有 18 回合的補救課程，

因此也共有 18 個評量檢核表來作為教師整體達成率和學生整體達成率計算的基礎。 

 

（三）資料分析 

資料的分析分為質與量兩個部分，其中以量化資料為主，質性資料為輔。量化分析的

資料包括學生學習評量檢核表的分析，透過檢核表的分析來轉換成每位參與教師和學校採

用補救課程的實施成效。第一年的分析資料包括學生檢核表及教師觀察 PDF 表，第二年蒐

集的資料目前尚在分析中。 

此外，本研究也會根據學校和教師的建議，來持續的修正本研究所發展的課程，包括

教案的編寫、評量方式的精緻化(例如編製前、後測的測驗)、以及檢核表的再細分等，目的

是透過量化與質性資料的分析，一方面理解本研究所發展補救課程的成效，另一方面來更

精緻化相關的工具，以作為第二年網站建置與後續推廣之用，以便使本研究所開發的補救

課程更適合學校現場之使用。 

 

四、結果與討論 

（一）第一年三所學校實施數學補救課程的成效 

1. A 學校平均達成率達 93% 

A 學校共有三位教師參加，除了 A1 教師採用個別指導的教學方式外，其餘 A2, A3 教

師均採用全班講述的方式來進行教學。以 A1 教師為例，她指導的學生有五位(四年級)，由

於學生的程度不一，所以有一位學生只實施三個回合的補救教學(分別是「整數」、「整數加

減」、「整數乘法」)，其餘學生都進行 5-8 個回合，四位學生在每回合的平均達成率如表 1。

從表 1 來看，發現四位學生的平均達成率從 71.4%到 100%，大多數學生都能完成各回合的

完成學習。再由學生的平均達成率為基礎，可以計算出 A1 教師補救教學的達成率為 92.4%，

而另兩位參與教師的平均達成率分別是 99.7%和 86.8%(兩位教師均擔任六年級補救教學，

採用的單元有「分數」、「比率」、「圓」和「統計」)，而 A 校使用補救課程的平均達成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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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93%，由此可見補救課程在 A 校獲得不錯的成效，同時也使得參與補救教學。 

2. B 學校平均達成率達 79.4% 

B 學校共有二位教師參加，B1 是同齡同班的學生，B2 則是混班混齡的學生。以 B1 教

師為例，他指導的學生有七位(四年級)，由於尚未清楚學生的程度，所以在實施此套教材前

先前測，測驗學生的程度到達哪裡，再進行補救。以整數除法來看，由圖 1 中可以得知，

經過補救教學的教材後學生皆有明顯的成長幅度，有些還可以達到 100%。B1 教師的學生

在整數除法平均值中也由 44.1%大幅成長至 72.0%。雖然 B1 教師的學生在三個回合中階沒

有完全檢測完所有分年細目(整數乘法到 4-n-03；整數除法到 3-n-07；整數四則到 4-a-01)，

但仍可以清楚的看出學生成長幅度。另外一位 B2 老師的學生是五六年級混齡的班級，學生

達成率也都達 90%以上(整數、整數加減、整數乘法、整數除法)，B 學校整體達成率有

79.4%(表 2)，可見補救教學教材對學生學習的幫助。 

表 1 A 校 A1 教師實施補救課程之成效分析表 

合作學校(四年級學生) 總達成率 

A 國小 

(93%) 

A1 教師 

(92.4%) 

S1 75.4% 

S2 91.7% 

S3 96.3% 

S4 100.0% 

S5 98.9% 

 

 

圖 1 B 校四年級補救教學整數除法達成率 

 

表 2 B 校 B1 教師實施補救課程之成效分析表 

合作學校(四年級學生) 總達成率 

B 國小 

(79.4%) 

B1 教師 

(63.8%) 

S1 78.6% 

S2 32.1% 

S3 63.7% 

S4 63.1% 

S5 63.1% 

S6 88.1% 

S7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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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 學校的執行自我報告 

    C 學校在中途結束補救教學合作關係，但仍有繼續使用補救教學之教材。圖 1 是 C 學

校的教師(兼教務主任)在使用補救教學教材後，發現學生成長幅度之情形。圖 1 發現四、五、

六學生在使用本研究的教材後(2011 年 9 月之後)，其平均 T 分數均有成長(採用臺南大學所

開發的攜手計畫評量系統)，只有三年級呈現小輻的下降，由 44.4 下降到 43.8，而此成長相

較於之前攜手計畫的實施來得有明顯的成效。由此得知本研究所發展的補救課程對補救教

學的學生是有幫助的。 

             圖 2 C 學校之補救教學成長報告圖 

 

4.B 校教師教學觀察記錄表分析 

    在第一年研究過程中，A 校與 B 校共有 3 位教師做教學觀察錄影，A 校教師由於採用

個別教學，因此在教學觀察記錄表中大多都是使用相同的模式(個別教學，教師與學生互

動)。B 校兩位教師皆是先採用全班講授，分析教學觀察記錄表(表 3)如下： 

可以發現 B 校教師在一學期的補救教學課程中，大多會採用符號表徵，在動機的部份就直

接開始教學；數學問題的類型，B1 教師大多採用應用問題，B2 教師大多採用計算問題，

因 B2 教師是混齡班級(五年級、六年級)，因此認為熟練學生計算能力為首要任務。在教學

模式方面皆採用全班講述，但也會輔以個別指導(例如 B1 師生間互動會有個別指導部分；

B2 其他(17.8%)會根據學生能力做教學調整。) 

表 3 B 校教師教學觀察記錄表分析 

項目 

 

教師 

題

數 

呈現的數學問題 學習環境 討論 

表徵 

模式 

動機 

策略 

數學問 

題類型 

教學 

模式 

師生間 

互動 

生生間 

互動 

B1 

教師 

四年

級 

32 

符號

(30) 

(93.8%) 

圖像(2) 

(6.2%) 

先備知識 

(1)(3.1%) 

直接開始 

(31)(96.9%) 

計算問題 

(6)(18.8%) 

應用問題 

(26)(81.2%) 

全班講述 

(32)(100%) 

全班 

(32)(100%) 

個別 

(2)(6.3%) 

全班 

(14) 

(43.8%) 

B2 

教師 
45 

符號

(45) 

直接開始 

(45)(100%) 

概念問題 

(5)(11.1%) 

全班講述 

(37)(82.2%) 

全班(45) 

(1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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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齡 (100%) 計算問題 

(30)(66.7%) 

應用問題 

(10)(22.2%) 

其他 

(8)(17.8%) 

 

(三)第二年開發網路資源及數學補救教學課程繪本 

1.MRI補救教學網站(http://mrimri.weebly.com/) 

    第二年開發了補救教學 MRI網站，將兩年的研究成果建置網站資料庫(Mathematics 

Remedial Instruction)(如圖 3)，把第一年的 18回合補救教學資料包括教學 PPT、教案、

試題及檢核表等等建置在網站中，網站中包含了 18回合課程總表，教材下載專區及執行成

果報告，所有資料放在網頁資料庫中供學校教師下載使用，作為後續擴大應用與永續經營

的基礎，建立一個與學校和教師溝通諮詢的平台。 

 
圖 3 MRI補救教學資料庫網站 

    網站中的下載專區(如圖 4)將 18回合資料再區分六大項目，包括整數系列、分數與小

數、代數、幾何、量與實測及統計。每一大項包含數個不同的回合，每一回合內包含 8個

下載檔案(如圖 5)：教案、能力指標與試題、教學準備 PPT、授課 PPT、檢核表、雙項細目

表、前測與後測。18回合共 144個檔案皆可下載，教師可依實際需求選擇不同的回合進行

補救教學課程。網站中也有連絡方式，教師如在使用上有任何問題，皆可和網站管理人聯

繫。 

http://mrimri.weeb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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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MRI補救教學資料庫下載專區 

 
圖 5 MRI補救教學資料庫整數系列下載檔案 

 

2.數學補救課程繪本 

    低成就的學生在數學學習上大部分都會因為數學制式化的學習而失去學習興趣，本研

究將 18回合開發的教案及相關資料製作成繪本，以色彩鮮豔及故事性的主體引起學生興

趣，目前已開發教師版的版本，未來會持續完成學生版的部分，讓補救課程的學生有一套

完整的數學學習。圖 6是補救教學第 1回合整數篇繪本封面，以某主題的故事延伸至數學

問題中，讓學生從故事中學習數學問題。補救教學繪本每一條分年細目會設計兩個問題，

一題為教師教學，另一題則為學生練習。教師版的補救教學繪本(圖 7)中會有教學提示，

供教師教學時能更徹底了解分年細目的學習目標。根據之前研究，補救教學的學生在經過

補救課程之後，是有可能會提升到比原年級更高的層次，因此補教教學繪本也設計了進階

題的部分(如圖 8)Just do it！供學生進階的學習。目前教師版的部分已完成 6個回合，

也持續再進行剩餘回合及學生版的部分，希望未來能提供現場教師更多補救教學教材及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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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補教教學整數篇繪本 

 
圖 7 補救教學整數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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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補救教學整數篇進階題  

（四）整體補救課程實施的成效與回顧 

在執行補救教學的過程中，第一年的研究三所學校皆有成長，而且也藉由學校教師中

得知學生不僅止於成績上的改變，更增加學生學習信心。雖然過程中與合作學校教師及行

政單位來來回回溝通不下數次，但是可以發現即使停止與本研究合作，卻還是認同本研究

所研發之補救教學課程。經過第一年的來來回回時間，學校教師也給予我們許多建議，例

如開發試題測驗前後卷、編寫教案等等。延續第一年所開發的資料，第二年將所有資料建

置網路資料庫，如此可供全國教師下載使用，不僅僅只侷限於補救教學中，針對低成就的

學生或是失去學習興趣的學生亦可使用此套教材。目前也持續進行繪本的製作(教師版及學

生版)，希望能藉由完整的補救教學課程提供更豐富的教材資源供現場教師使用，增進學生

學習。 

五、結論與啟發 

經過第一年年多方資料的蒐集，發現學校教師對於補救教學課程教材是給予很大的肯

定，但是在行政(填報資料)或教學錄影方面是比較排斥的。因此，本計畫給予老師的教材中

除了檢核表之外，不再給予老師任何需要填寫的表格，以減輕教師的教學負擔。在 ABC 三

所學校中，也可以發現一套教材可以有需多不同的使用方式，教材的多元化也讓教師能夠

針對所需下載，運用自如。根據第一年來來回回的修改後，也建立了許多更完整的資料，

使教材開發的更完整與完善。第二年的網路資料庫(MRI)讓補救教學的資料可供全國教師下

載，沒有地區的限制；而正在開發的繪本，也期望讓補救教學的教師及學生有更完整的補

救教材，如此一來不僅可以讓教師減輕教材準備的負擔，也可以讓學生更多元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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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分數與小數補救教學模組的開發與應用(3/3)  

 

計畫編號：NSC 99-2521-S-153-012-MY3 

主持人：劉曼麗 

執行機關：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要以國小數學課程中的分數與小數為主題，有系統的各發展一套完整的補救教

學模組，以做為教師進行補救教學時的參考或依據。本研究透過規劃、行動、評鑑/回饋和不斷的反

省評估與修正，並歷經「模組開發」、「模組試驗」以及「模組推廣」等三階段以發展補救教教學模組。

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紙筆測驗、教室觀察、訪談、以及文件分析等方法進行。最後，本研究在

分數補救教學模組發展出 26 個單元，在小數補救教學模組發展出 24 個單元﹔學習範圍則縱跨國小三

至六年級。補救教學模組中的每一單元皆包括課前準備單（複習與檢驗先備知識）、課中學習單（補

救核心知識）與課後評量單（評量所學）等課程三單，以及數學日記（回顧或反思所學）與練習卷（精

熟所學）。而由收集的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分析結果顯示，這兩套補救教學模組的特色是將教材加以

細切，讓教師容易幫學生搭鷹架，符合個別指導的特性，且使用便利。而在教學歷程上，則主張教學

前，檢測先備知識；教學時，使用題組引導教學；教學後，提供評量與練習的機會。透過這樣的補救

教學，對提升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幫助很大。 

 

 

關鍵字：國小數學、分數、小數、教學模組、補救教學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基於教育機會均等的理念，教育本質也由精英教育轉向普及教育，對於如何把「每個孩子帶起

來」，許多國家都不遺餘力，相繼提出了與此相關的教育政策或目標，如美國的「No Child Left Behind」

教育改革法案。我國除反映在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改革上（教育部，2003，2008），針對學習

成就低落尤其是弱勢族群的孩子，教育部也在 2006 年開始推動「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與「教育優先

區計畫-學習輔導」等方案。近期更為了因應 12 年國教的實施，教育部將「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與

「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整合為國中小補救教學計畫，將所有學習成就低落學童納為必需接受

補救教學的對象，並於 2013 年起實施，希望藉此能將學習弱勢生都拉上來（教育部，2011）。 

    從現場來看，依據參與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學校的結果，學生參與動機低、課程規劃缺乏多元

（呂慶文，2006；宋美瑤，2008；張嘉寧，2007；趙信光，2008）、學習內容仍以教科書為主或指導

回家作業為主（呂慶文，2006；熊正蕙，2008）。而教師進行數學補救教學的方式也大多停留在將原

教材再教一次或多練習幾次的模式。缺少針對學生問題對症下藥的補救教學，可能是目前課輔成效不

彰的原因（陳淑麗，2007；陳淑麗、熊同鑫，2007）。尤其是針對課輔實施困境與需求，陳淑麗（2008）

發現有 47.9%的學校對「學生學習動機低落」感到困擾，45.8%的學校期望能「提供補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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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學習領域來看，數學是大多數學生感到困難的學科之一。分數與小數又是令國小學生感到困難

的主題。學生會感到挫折、離數學越來越遠，大都由此開始。而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的教學目標又

將分數與小的學習明列為重要目標，並以明文指出國小五至六年級的學生在小學畢業前，「應能熟練

小數與分數的四則計算」（教育部，2003，2008）。因此，為解決教育部「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輔導課

業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本研究欲結合教育部重大政策、以理論為基礎、以分數與小數為主題，各開發

一套完整的補救教學模組，提供給教師進行補救教學的參考或依據。 

 

二、文獻探討 

   (一)國小分數與小數課程分析 

    分數與小數是小學數學課程中的核心課程，也是極具挑戰性的教學主題。依據九年一貫課程

數學領域（教育部，2003，2008），有關分數的能力指標如下： 

      N-2-09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數。 

      N-2-10 能認識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做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加減與整數倍計算，並解決

生活中的問題。 

      N-2-11 能理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N-2-12 能認識等值分數，並做簡單的應用。 

      N-2-16 能在數線上標記小數，並透過等值分數，標記簡單的分數。 

      N-3-06 能理解等值分數、約分、擴分的意義。 

      N-3-07 能理解通分的意義，並用來解決異分母分數的比較與加減問題。 

      N-3-09 能理解分數(含小數)乘法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3-10 能理解分數(含小數)除法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3-13 能做分數與小數的互換，並標記在數線上。 

而有關小數的能力指標如下： 

      N-2-13 能認識一位與二位小數，並做比較、直式加減及整數倍的計算。 

      N-2-15 能在數線上做整數與小數之比較與加、減的操作。 

      N-2-16 能在數線上標記小數，並透過等值分數，標記簡單的分數。 

      N-3-08 能認識多位小數，並做比較、直式加減及整數倍的計算。 

      N-3-09 能理解分數(含小數)乘法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3-10 能理解分數(含小數)除法的意義及計算方法，並解決生活中的問題。 

      N-3-11 能用直式處理小數的乘除計算(不含循環小數)。 

      N-3-13 能做分數與小數的互換，並標記在數線上。 

    分數與小數的學習內容大都分布在三至六年級中，不僅重視概念的獲得和基本運算的能力，

也加強應用與解題的能力。因此學生所需具備的能力包括「概念理解」、「計算流暢」和「應用與

解題」三種能力。而這三種數學能力也可對應到概念性知識（概念性了解）、程序性知識和解題。

呂玉琴、李源順、劉曼麗與吳毓瑩（2009）於《國小分數與小數的教學、學習與評量》的書中，

對此三成分做了說明。所謂「概念性了解」是指學生能辨識與利用模型、圖形、或符號等不同方

式來表達某一數學概念，或是舉出此概念相關的例子或反例作為說明；以及學生能知道一些數學

原理（如加法原理、乘法原理）並將原理做相互連結、比較與整合應用。而「程序性知識」是指

學生能在計算的過程中，選擇適當的程序並正確解題；以及學生能用模式或符號來檢驗所使用的

程序是否正確。「解題」是指學生能從資料中逐漸辨識並形成問題，能了解這些資料的充分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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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並能運用相關知識、推理能力與採取適合的策略找出答案；以及學生更能去驗證這些答

案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為幫助國小學生在小學畢業前，能達成上述能力指標和「應能熟練小數與分數的四則計算」，

補救教學模組中的教材與活動設計可依主題規劃，讓學生集中主題學習與前後連貫，才能將所學

串起來。而培養學生的數學能力即是引導學生能以概念性知識做支架、程序性知識做工具，兩者

相輔相成，進而能應用與解題。因此，本研究開發補救教學模組，數學內容即是以九年一貫課程

數學領域（教育部，2003，2008）的分數與小數能力指標為依據，而數學能力則是兼顧概念性知

識、程序性知識以及解題與應用。 

   (二)分數與小數學習困難探討 

    從近二十年的一些研究結果或評量報告可知，學生在分數與小數方面表現並不理想。許多研

究皆指出學生在學習分數與小數時，有許多的困難、迷思概念和錯誤類型產生。從最基本的概念

到複雜的乘除計算都可能會產生迷思概念。有些學生在分數與小數最基本的概念上就出現了問題

（呂玉琴等，2009﹔吳宏毅，2002﹔彭嘉妮、劉曼麗﹔2007）。由於缺乏理解，對於算則的使用

極易混淆，尤其是對於小數點的處理更是錯誤百出（呂玉琴等，2009﹔黃寶葵、劉曼麗，2013）。

而在處理分數與小數互換的問題時，常因無法掌握這兩者抽象符號的意義，就從符號外觀的表面

形式直接進行轉換（呂玉琴等，2009﹔劉曼麗，2006﹔Hiebert & Wearne, 1983; Markovits & Sowder, 

1991）。至於在應用與解題部分，有些學生極易受關鍵字與暗隱模式的影響，常採用了錯誤的運

算符號（呂玉琴等，2009﹔劉曼麗、侯淑芬，2008）。即使採用了正確的運算符號，而有些學生

又有其它的迷思概念或錯誤產生。如遇有過多單位出現的分數加法文字題時，學生不會區辨單位

之間的關係與差異，對於不該加的數也將其加在一起（呂玉琴等，2009﹔王慈燕、劉曼麗，2012﹔

王敏娜、劉曼麗，2012﹔劉世能，2002）。又如在除法文字題中，學生不會區辨被除數與除數的

角色，就直接以其中較大的數當被除數而較小的數當除數等等（張育萍，2005；賴文溥，2009）。

而這一些研究結果可提供本研究開發補救教學模組時的參考或依據。 

(三)學習理論與數學教學 

    對於學生的學習，各家學派也提出了一些理論或主張。皮亞傑的認知發展論提出同化

（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觀點。同化是指個體運用其既有的基模處理問題；調適

是指主動修改既有的基模以解決問題（張春興，1994）。「既有的基模」就是先備知識，其目的就

是學習核心知識或解決問題。Bruner（1966）則認為人類藉由認知表徵的歷程獲得知識，認知表

徵的發展分動作表徵（enactive representation)、圖像表徵（iconic representation）、符號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等三階段，而國小階段的學生大部分在圖像表徵階段（張春興，1994）。近年來，

因資訊科技的進步，利用 PPT 的功能設計，可將圖像表徵推向動態的圖像表徵以吸引學生的注意

並提高其學習動機(陳素敏，2007；譚寧君，2007)。而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理論者認為，

知識是社會文化脈絡的產物，它存在於情境與該情境相關的活動及其社群中，個體必須置身於知

識所在的情境、活動、社群中才能學到知識或技能的精髓（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所

謂的後設認知是指：個人認知歷程和結果的自我覺知、自我監控、以及自我調整等之知識與能力

（陳密桃，1990）。低成就者尤欠缺此種能力。還有，鷹架理論是源自可能發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理念：學習者需經由他人協助後方可達到更高水平，而所給予的協助叫鷹架作用 

(Tudge, 1990)。這些理論或主張可作為本研究開發補救教學模組時的參考或依據。 

   (四)補救教學與教學模組 

    補救教學是一種診療教學模式，其重點是在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後，並診斷出問題，進而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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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問題設計一連串適切的教學活動，幫助學生克服學習困難，以達成該階段的學習目標（邱上真，

1992；林妙鞠和楊德清，2011；張新仁，2001）。從這個定義來看，補救教學特別強調「診斷」、

「一連串對症下藥的教學活動」，而這種診斷與續後的一連串教學活動，其實就是一種「評量―

教學―評量」不斷循環互動的動態評量歷程。 

   教學模組則是指在同一主題下貫穿的一系列教學活動，這些教學活動皆與主題相關，但彼此

之間可獨立存在。在此主題之下，教學者可視實際的教學狀況，自行組裝不同的教學活動，而形

成一個新模組來進行教學（姚如芬，2001；劉祥通，2001）。由於教學模組的多重組合特性，正

好滿足補救教學課程所訴求的彈性化、多元化以及個別化的教學。在補救教學的相關研究中，也

指出教學模組對於提升學生學習表現是有成效的（李連芬，2003；林潔慧，2009；林麗雲，2003；

洪境澤，2010；姚如芬，2001；胡家戀，2003）。因此，以模組進行補救教學是值得嘗試。 

   再就動態評量的觀點而言，其強調對學生的診斷，也強調教學者宜在可能發展區內，依據診

斷結果進行補救教學（莊麗娟，2003）。而模組的教學型態極為彈性，非常適用於以數學主題進

行補救教學，只要診斷出學生學習困難之處，再依其症狀配藥，以組合成藥包。換言之，「量身

訂做、套餐組合」正是模組教學的特色，也是本研究的訴求。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規劃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開發分數補救教學模組與小數補救教學模組，進而能將其應用在補救教學

現場中。為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透過規劃、行動、評鑑/回饋、與不斷的反省評估與修正以發展

補救教教學模組。歷經「模組開發」、「模組試驗」以及「模組推廣」等三階段（見圖 1）以持續

修正補救教教學模組。本研究主要採用文獻分析、紙筆測驗、教室觀察、訪談、以及文件分析等

方法進行。 

模組開發 模組試驗

模組
設計

專家
審查

文獻
分析

模組
修正

試閱

由教師
試用

審查

模組推廣

反省評估
與
修正

試閱

由研討
會推廣

審查

反省評估
與
修正

 

   (二) 主要參與研究人員 

      1.補救教學模組研發者 

  由研究者帶領國小教師與數理教育研究所的研究生組成研發小組，設計分數與小數補救教

材與活動。研發小組除研究者外，原有 9 人，中途有 6 人離去，後有 4 人加入。之後，為因應

試用者的需求與建議，再尋覓 2 位有設計動畫簡報經驗的資深教師加入，為模組中有欠缺簡報

的單元盡量設計動畫簡報，以充實教學資源。 

圖 1 補救教學模組之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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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預試對象（筆試試題預試） 

    由城鄉各一所學校，每校三至六年級各 4 班學生參與筆試預試。而每一個年級參與的 4 班

學生，其中兩班學生同時參與分數測驗前測與後測，另兩班學生則同時參與小數測驗前測與後

測。施測時間為學校期末結束時，前測與後測間隔 2 至 3 天。參與分數測驗總人數為三年級

95 人（城 51 人鄉 44 人）、四年級 112 人（城 50 人鄉 62 人）、五年級 100 人（城 53 人鄉 47

人）、六年級 108 人（城 56 人鄉 52 人）﹔而參與小數測驗總人數為三年級 102 人（城 53 人鄉

49 人）、四年級 111 人（城 60 人鄉 51 人）、五年級 101 人（城 45 人鄉 56 人）、六年級 111 人

（城 49 人鄉 62 人）。 

      3.專家諮詢者 

    分數與小數兩套補救教學模組開發完成，先由 3 位教授就模組中整套的教材與活動審查，

並給與意見與建議。此外，本研究亦邀請審查者與研發小組共同參與諮詢會議，再就審查意見

進行面對面的溝通與釐清。還有，在之後教材與活動不斷的來來回回修正時，本研究亦會請審

查者就某些各別修改後單元再單一審查。 

      4.試閱者 

    每次模組內的教材與活動一經修正後，本研究即先邀請國小教師試行閱讀，並提供意見。

有 4 位國小教師願意擔任試閱者。 

5.補救教學模組試用者 

    補救教學模組教材開發後，本研究邀請學校或個別教師試用。經由補救教學模組的實施歷

程與結果，一方面了解老師與學生在教學及學習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另一方面探討使用補救

教學模組的成效。藉由這樣的歷程與結果來修正補救教學模組，進而使其能真正落實於補救教

學現場中。本研究有三批對象試用分數或小數補救教學模組，簡述如下： 

(1)第一批試用者為兩所正參與攜手計畫學校的 4 位教師，試用在其攜手計畫班的學生。 

(2)第二批試用者為兩所學校三至六年級各一位教師，試用在其篩選的低成就學生。 

(3)第三批試用者為來自不同的學校 6 位教師，試用在其篩選的低成就學生。 

6.研討會參與者 

    本研究主要透過四場研討會，以推廣補救教學模組。這四場研討會的參加人數分別為 72

人、72 人、82 人、75 人，總計 301 人。 

(三)研究工具 

1.筆試測驗 

    本研究工具為分數測驗與小數測驗，以做為補救教學前測與後測之用。前測目的主要是篩

選出補救教學對象並了解其迷思概念、困難與成因；而後測目的則是用以了解補救教學成效。

分數測驗與小數測驗各自包括三至六年級之 4 份前測試卷與 4 份後測試卷。其中作為前測試題

的 8 份試卷乃是依據 97 課綱分年細目能力指標的數學內容（分數或小數）與數學能力（概念

性知識、程序性知識、解題與應用）所形成的雙向細目表編製而成。題型分為選擇題、填空題、

計算題以及應用題等 4 類。而後測試題與前測試題的差別僅在於本研究將前測試題中的數字改

變以及對前測試題中出現的稱呼、人名或物名更換名稱，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三年級分數前後測試題之差異 

三年級分數前測試題 三年級分數後測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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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盒糖果都有 9 顆，請回答下列問題： 

 (1)哥哥拿了 3 顆，用分數來表示也可以說是哥哥拿

了（
   

）盒糖果。 

 (2)妹妹拿了
2

9
盒，也就是拿了（   ）顆糖果。 

 (3)爸爸拿了 2 盒，也就是拿了（   ）顆糖果。 

每一盒糖果都有 10 顆，請回答下列問題： 

 (1)姐姐拿了 4 顆，用分數來表示也可以說是姐姐拿了

（    ）盒糖果。 

 (2)弟弟拿了
5

10
盒，也就是拿了（    ）顆糖果。 

 (3)爸爸拿了 3 盒，也就是拿了（    ）顆糖果。 

    除依據雙向細目表外，本研究亦同時請一位數學教育專家與 7 位小學教師對前測試題與後

測試題逐一審查。因此本研究工具有內容效度與專家效度。另外，本研究將 8 份分數測驗與 8

份小數測驗請三至六年級學生試作，並進行 Cronbach’α 係數分析，所得信度如表 2 與表 3 所

示。此 8 份分數測驗與 8 份小數測驗之 Cronbach’α 係數皆達 0.85 以上，顯示此 8 份分數測驗

與 8 份小數測驗信度良好。 

表 2 分數測驗與小數測驗（前測）信度一覽表 

                分數測驗                  小數測驗 

年級 施測人數 Cronbach 值 年級 施測人數 Cronbach 值 

三       95      0.85 三 102      0.86 

四      112      0.90 四 111      0.90 

五      100      0.94 五 101      0.89 

六      108      0.90 六 111      0.89 

 表 3 分數測驗與小數測驗（後測）信度一覽表 

                分數測驗                  小數測驗 

年級   施測人數 Cronbach 值 年級 施測人數 Cronbach 值 

三 95      0.87 三       102      0.88 

四      111      0.90 四 111      0.91 

五 97      0.93 五 100      0.89 

六      108      0.85 六 111      0.89 

2.回饋單 

          本研究請試用教師在每一試教單元結束後填寫單元教學回饋單。而單元教學回饋單有四個

問題如下： 

    (1)請簡述使用本單元教與學之過程。 

    (2)請陳述使用本單元進行教學之心得。 

    (3)請陳述使用本單元學生學習之成效。 

    (4)請給本單元具體修正之意見。 

    藉由上述問題來了解教師在其所選用的單元教學過程中，是如何進行補救教學、使用後的

心得、學生學習的成效、以及對本單元教材與活動需修正的部分。本研究會要求這些試用者先

針對學生的需求（如前測結果）挑選單元以擬定補救教學課程。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包括質性與量化。蒐集的資料龐大且多元，有學生的前後測、文件

（學生書寫的課前單、課中單、課後單、數學日記、練習卷）、教學錄影、教師試教回饋單、半結

構訪談、教師試閱意見、專家審查意見以及諮詢會議紀錄。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是持續不斷的

比較查證過程進行分析與探討。本研究亦使用三角校正的方法蒐集，並將分析結果交叉比對。量

化資料主要是以學生課後評量單的答對率以及前後測答對率比對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本研究

蒐集與分析上述質性與量化資料，用以判斷本研究所發展的模組之優缺點，優點做為本研究開發

模組的特色或功能，缺點用以修正模組。 

四、結果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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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補救教學模組之開發階段 

1.補救教學模組之設計依據 

(1)依據能力指標劃分 

    本研究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先從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課程綱要（教育部，2008）       

中，整理出和分數與小數主題有關的能力指標與分年細目。再對每一條分年細目進行分

析，找出重要的數學成分，並以數學要件稱之。以中年級分數為例，依其分年細目分析出

之數學要件如表 4 所示： 

 表 4 中年級有關分數之數學要件一覽表 

分年細目   數學要件 
3-n-11 

能在具體情境中，初步認識分數，並解決同分母分

數的比與加減問題。  

        單位分數 真分數 同分母分數比大小 I 

        同分母分數加減 I 

4-n-07 

能理解分數之「整數相除」的意涵。 
        分數表為兩整數相除 

4-n-08 

能認識真分數、假分數與帶分數，熟練假分數與帶

分數的互換，並進行同分母分數的比較、加、減與

整數倍的計算。 

        真分數 帶分數與假分數      

        帶分數與假分數互換 同分母分數比大小 II      

        同分母分數加減 II 分數乘法 I 

4-n-09 

能認識等值分數，進行簡單異分母分數的比較，並

用來做簡單分數與小數的互換。 

        等值分數 單位分數比大小  

        異分母分數比大小 I 簡單分數與小數互換 

4-n-10 

能將簡單分數標記在數線上。 
        數線上的分數 I 

(2)引用模組特性 

    本研究引用教學模組的「多重組合」特性，先針對每一數學要件，分別設計補救教學

之教材與活動。教學者可依不同需求，組裝不同的教學活動，提供給落後的學生可依自己

的需求進行學習。 

(3)由文獻探討所獲啟示 

    綜合文獻所述，國小階段的學生大部分處於具體運思期，高年級則逐步跨越到形式運

思期。具體運思期的學生，大都依據具體經驗思考解決問題（張春興，1994）；因此，教學

時宜提供學生具體操作的經驗與多元表徵。學生能使用的表徵越多元，概念就會越清楚（Lesh, 

Post & Behr, 1987)。而可用的表徵有實物情境、操作模型、圖像、口語符號以及文字符號等

五種。其中圖像表徵又是國小學生由動作表徵邁入符號表徵的橋樑，更是學生獲得知識的

重要思考方式。因此，本研究關於模組中教材與活動的設計，布題與問題盡量從學生的生

活經驗出發，並由同化與調適的觀點幫助學生從舊知識→新知識、由多元表徵的觀點幫助

學生從具體→抽象、運用後設認知策略培養學生自我校正與監控的能力、由搭鷹架的觀點

引導學生逐步學習以及提供學生動手操作、合作學習和反思所學的機會等等。 

2.補救教學模組之內涵 

    基於鷹架理論與「評量―教學―評量」的動態評量補救教學理念，本研究採用小步教學小

步評量的原則，以每一數學要件為一設計單位，設計課前準備單（簡稱課前單）、課中學習單

（簡稱課中單）與課後評量單（簡稱課後單）等課程三單，以及數學日記（回顧或反思所學）

與練習卷（精熟所學）。課程三單既是教材也是評量單。在教材與活動中，透過讀讀看（讀題

與掌握題意）、圈圈看（圈出宜注意之處以避免犯錯）、做做看/畫畫看/塗塗看（概念具體化）、

說說看（進行溝通與互動）以及想想看（澄清與穩固）等方式以引導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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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初，教師先以課前單複習並檢驗學生的先備知識。若學生的課前單無問題即進行課

中單，以補救核心知識。若有問題，則需退回一步，尋求該先備知識的核心概念，以進行學生

在該知識的補救。而在補救教學過程中，本研究運用皮亞傑的同化與調適觀點，讓學生在舊知

識下，逐步擴展到核心知識；也採用 Lesh, Post 和 Behr(1987)的多元表徵觀點，幫助學生從具

體物到抽象的學習。課中單教學後，立即進入課後單的書寫，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也可決

定是否要進行另一數學要件的補救。另外，為了培養學生後設認知的反思能力，課中單結束時，

在教師的協助下，也可讓學生進行數學日記的書寫。 

一份補救教材稱為一個單元，而單元名稱皆以數學要件命名。為了凸顯出該單元的重要內

涵、活動或增添趣味性，另給一附加名並標示在括號內伴隨在單元名稱之後。如「單位分數（剩

1 怎麼分？）」，又如「一位純小數（校慶派對切蛋糕）」。本研究將一個單元的補救教材特區分

為學生版與教師版；前者包括課程三單以及數學日記與練習卷，而後者再外加簡案並附上答案

以方便教師使用。茲將補救教學模組內每一單元教材設計架構摘要如圖 2。 

        

      圖 2 補救教學模組之單元教材架構圖 

3.補救教學模組之使用原則與進行方式 

    本研究先將補救教學模組所有單元依年級組裝成包。因此在分數篇的補救教學模組包含

「三年級分數教學包」、「四年級分數教學包」、「五年級分數教學包」以及「六年級分數教學包」；

而在小數篇的補救教學模組則包含「三年級小數教學包」、「四年級小數教學包」、「五年級小數

教學包」以及「六年級小數教學包」。教學者視學習者的需求，可從同一包的數學要件中或不

同包中的數學要件中選取材料以形成學習者個人的「專屬課程」。這就是模組對課程可彈性組

合的最大特色。如某生已升上高年級，仍對分數的基本概念缺乏理解以致對分數符號的意義掌

握不清時，我們就可從該生的起點行為補救起。從三年級分數教學包中挑出單位分數與真分

數以及四年級分數教學包中挑出假分數與帶分數形成「分數家族」套餐，引導該生逐步建立

起分數概念。而補救教學模組進行方式如圖 3 所示： 

        

    圖 3 補救教學模組之進行方式 

4.補救教學模組之審查與修正 

    分數與小數兩套補救教學模組開發完成，初稿先經 3 位學者審查，請其對模組中的教材與

活動設計提出建言，本研究將其建言加以整理，發現本教材與活動主要在掌握情境、降低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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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協助穩固概念等尚有改善的空間，茲將在中年級部分修改的主要要點簡述一二如下: 

(1)在掌握情境方面 

    學生對於基準量掌握不清時，就易隨意以數字進行比較大小。這種情形在一般的命題

中常會出現。因此在相關教材中，適時的增加基準單位量的圖示，如圖 4： 

 

圖 4 增加基準單位量之圖示 

(2)在降低解題難度方面 

在分數與小數補救教學模組的教材中，有不少連續量題目的解題涉及等分割。例如，

單位分數的課中單要學生繪製 1/2、1/3、1/4、1/6 等圖的等分割線問題，學生需利用丈量與

計算繪製平分的等分割線，對低成就學生較難，建議改用圈選的、摺紙的活動取代、或給

予等分割線的圖。經省思，本研究認為直接在圖示中提供等分割線做為解題的鷹架，學生

的認知負荷較低。因此圖示增加等分割線，如圖 5： 

    

                      圖 5 增加等分割線 

    另外，學習單有些問題要學生「寫下來」，這對於語文程度較低的學生，負荷比較大，

建議也可以「用說的」。因此增加學生可自行寫出、自行說出、引導才能寫出、跟著老師說

出等方式皆可。 

(3)在協助穩固概念方面 

    概念的建立除了正例外，也宜安排非例的例子，如真分數的課中單歸納處欠缺非真分

數的例子；審查者建議：課中單歸納處，再加上 1 個非真分數的例子。因此增加非例如下： 

「
8

8
是一個真分數嗎？□是 □不是 為什麼(            ) 

又如在一位小數的課中單歸納處，增加非例如下： 

 

                       下列敘述，對的請打ˇ，不對的請打×。 

                       （1）塗色的部分是 0.2 個披薩。 

                                
                （   ）        （   ）          （   ） 

 

還有，分數比較大小或加減時，雖可透過等分割的概念求得，但學生後續若要建立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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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需把大小比較與加減概念進一步提升到以單位分數為單位來比較大小與加減。因此修

改，舉隅如下： 

修正前 修正後 

這是一條紅蘿蔔。 

 

大雄在湯裡放了
2

8
條紅蘿蔔，請用紅筆塗出

2

8
條。 

這是一條白蘿蔔。 

 

大雄在湯裡放了
5

8
條白蘿蔔，請用黃筆塗出

5

8
條。 

大雄在湯裡放了
2

8
條紅蘿蔔，請塗出大雄放的紅蘿蔔。 

 

 
2

8
條紅蘿蔔表示 2 份，也就是(  )個

1

8
條紅蘿蔔。 

大雄在湯裡放了
5

8
條白蘿蔔，請塗出大雄放的白蘿蔔。 

 

 
5

8
條白蘿蔔表示 5 份，也就是(  )個

1

8
條白蘿蔔。 

    專家學者也對語句不清楚及其它不盡理想之處提出建議，但礙於篇幅，本文並未加以陳

述。專家學者的建議，均能切重要害，經修正後，反讓本研究發展的教材與活動具有掌握情境、

降低解題難度、協助穩固概念等優點。而這些優點具有幫學生搭鷹架的功用，有益學生解題，

也有助教學者掌握教學理念與重點。另外，專家學者除提出一些建議外，還為我們的補救教學

模組點出一些優點如下： 

(1)打破年級單元界限，先將國小分數與小數主題解析成一系列縱橫連貫之小子題，再編列

各子題之教學目標、核心概念、迷思概念、教學重點與關鍵問話以及符應之學習單。對

於課輔教師進行個別指導頗具參考價值與使用便利性。 

(2)各子題之學習單內容均包括「課前準備單」、「課中學習單」、「課後評量單」及「數學日

記」等 4 部份，兼顧學習新子題之主要先備技能的複習、發展新知能、熟練新知能，及

強化後設認知之功能，此一構思十分完備。 

(3)各子題之學習單設計內容，大多能符應所擬定之教學目標與核心概念，且能切合以具體

化與系統化導引之題組來呈現問題的教學輔導；有些子題甚至還融入虛擬故事情節來貫

穿整個探索活動，能吸引學童參與解題。 

(4)將教材做主題切割以及對重要概念進行細緻鋪陳，對學習有困難的學生能達到小步教學

小步評量。 

(5)補救教學歷程會掌握關鍵性的問話，且能將錯誤類型、學習困難融入教學策略，提供機 

  會以澄清學生迷思概念，並給予學生足夠的練習與口語溝通表達。 

(二)在補救教學模組之試驗階段 

1.教師試教 

    本研究將已開發完成的補救教學模組請學校老師試用。經由老師的實施歷程與學生的學習

結果以探討使用補救教學模組的成效，並作為修正補救教學模組的依據。我們親自到學校或將

個別教師集中並進行 2-3 次的細部說明會議(見附錄 1)。請老師先了解補救教學模組的架構、

內容、使用方式與注意事項以及教學中的攝影過程、單元教學後的回饋單填寫等等，並請老師

協助收集學生的學習結果（見附錄 1）。茲將三批試用對象的實施情形簡述如下: 

(1)第一批試用情形： 

    第一批試用者為兩所參與攜手計畫學校的 4 位教師。這兩所學校分別是山山國小與州

州國小。山山國小位於偏遠地區，而州州國小則是坐落於市區中。山山國小有兩位老師

（林師與陳師）願意使用，林師補救教學的對象為自己班級四年級的 7 位學生，而陳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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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教學的對象則是來自於六年級不同班級的 3 位學生。州州國小也有兩位老師（林師與李

師）願意使用。林師補教教學的對象是來自於五年級不同班級的 6 位學生，而李師則是自

己班級的 7 位學生。這些接受補救教學的學生共同處就是分數與小數的概念非常不好，在

計算方面也容易產生混淆。因此，老師們希望藉由這兩套教學模組對這些學生進行補救教

學。這 4 位教師視學生對分數與小數的困難情形，從補救教學模組中各自選擇了一些單

元。其中，山山國小的林師選擇了 9 個分數單元，陳師選擇了 4 個小數單元﹔州州國小的

林師選擇了 8 個分數單元與 4 個小數單元，李師則是選擇了 7 個分數單元。整體而言，此

次試用情形與結果不盡理想，因礙於現實考量，有些老師常會把補救教學的時間拿來複習

學校的課業，致使補救教學的進度與原先補救課程的規劃有落差。即使如此，這些老師發

現幾次的教學下來，學生對分數的概念與定義是有進步的，例如透過問題和圖示搭配反覆

練習，學生能漸漸的了解分母與分子的意義。 

(2)第二批試用情形： 

    基於第一批試教的時間不恰當，故將此次試教時間安排在寒假中。第二批試用者為樹

樹國小和泰泰國小（原住民學校）各 4 位教師。樹樹國小找了三到六年級的學生各 3 人，

分別由陳師、林師、邱師和郭師進行補救教學。泰泰國小找了三到六年級的學生，人數分

別為 8 人、10 人、6 人與 10 人，各自由呂師、董師、巴師和陳師進行補救教學。樹樹國小

的老師各依學生的困難情形挑選了幾個需要補救的單元：陳師挑選了 4 個分數單元，林師

挑選了 10 個分數單元，邱師挑選了 9 個分數單元，而郭師挑選了 12 個分數單元。泰泰國

小的老師們討論後，認為學生在分數的概念非常不好，應該全部回到基礎概念再學一遍，

故四位老師都先選擇了三年級的 4 個分數單元，分別是單位分數、真分數、同分母分數比

大小Ⅰ和同分母分數加減Ⅰ。在教學過程中，樹樹國小的教師發現學生要經過不斷的提示

分數的意義，才容易解題，且學生需要反覆練習；泰泰國小也有同樣的情況。另外，有些

單元中的文字敘述過多，對泰泰國小的學生造成困難。 

(3)第三批試用情形： 

    為別於前二次的試教，第三批試用對象則未再以學校為單位，只鎖定邀請個別教師試

教，而時間是安排在暑假。參與的教師有 6 位，皆在國小任教，其授課年級不一。此時，

診斷測驗試題已發展完成。故這六位教師會先對學生進行分數與小數前測，再依據診斷測

驗結果規劃補救教學課程。而這六位教師由補救教學模組中選出的單元分別為：許師 11 個

分數單元與 12 個小數單元、鍾師 20 個分數單元、林師 10 個小數單元、蔡師 5 個分數單元

與 4 個小數單元、黃師 11 個分數單元與 8 個小數單元、邱師 10 個小數單元。由於這 6 位老

師是一同參加模組說明會，並經共同討論，其教學程序大致依循類似的模式進行補救教學：

先讓學生自行書寫課前準備單，藉此了解其先備知識是否具備，但進入課中學習單時，有

些教師會先利用 PPT 動畫的教學資源進行概念的引導，有些教師則請學生先到黑板上做做

看、畫畫看，再和學生一起討論。完成課中學習單後，都是讓學生藉由數學日記反思所學，

再讓學生書寫課後評量單以檢視其學習成效，並隨後加以檢討學生產生錯誤的題目。最後

請學生書寫練習卷以達到精熟學習。教學方法與策略的運用多元，有講述、具體操作、討

論、發表…等等（見附錄 1）。這 6 位老師進行完補救教學課程後，皆對學生進行後測，以

了解學生的總學習成效。 

2.學生學習成效 

    第一批及第二批試驗教學完，由蒐集的資料發現有一些不錯及可反省與討論的地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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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試驗教學面臨學生畢業考以及攜手計畫期末上機測驗，故時間上較為零碎，加上六年級 

   學生在畢業前夕心態較為浮躁，故學習的成效較不理想。 

(2)學生在文字題的部分通常需要逐題講解，部分的學生可以類推，少數學生還是需要個別 

   指導，如果採用畫圖的方式，學生理解較好，也比較容易回答老師的問題  

(3)許多單元中的題目內容反覆出現，讓學生得以在當中理解的更精熟，成效不錯，是可以 

   以一節課的時間就能進行完該單元。 

(4)此套補救教學教材由淺的內容入門，配合圖形表示，所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相當愉悅， 

   也很有成就感(學生答題的答對率較高) 

(5)使用具體物操作，讓學生直接比較，使學生對所學概念更具體更清晰。 

由上述資料發現，若沒有受外在因素影響，教師透過具體物和圖像以及反覆練習的方式，

有助於學生在概念上的理解，促使學習成效提升。 

    此時診斷測驗試題已發展完成，故第三批的 6 位老師在進行補救教學課程的前後，皆對學

生進行前後測。這些學生在前後測平均答題結果，整理如表 5 所示。黃師學生平均進步 9.43

分，鍾師學生平均進步 10.08 分，蔡師學生平均進步 16.4 分，許師學生平均進步 16.5 分，林

師學生平均進步 11.67 分，邱師學生平均進步 21.67 分。由此顯示，教師引用模組對學生進行

補救教學，對提升學生學習表現是有成效的。 

 表 5 學生在前後測平均答題結果一覽表 

授課老師 學生人數 前測平均分數 後測平均分數 進步分數 

黃師      7      71.14      80.57       9.43 

鍾師      11      69.23      79.31       10.08 

蔡師      7      65.9      82.3       16.4 

許師      3      72.5      89       16.5 

林師      3      68      79.67       11.67 

邱師      5      62.33      84       21.67 

總計      36      68.18      82.48       14.3 

3.試用者回饋結果 

將回饋單進行整理與歸納後，使用的老師有一些肯定意見如下： 

(1)本教學模組依照分年細目排序，且提供了三到六年級前後測，老師在教學時，可以了解

學生在哪個年級時分數或小數的概念開始出現混淆的情況，進而對症下藥挑選所需的單

元。 

(2)每個單元都有一個簡案，簡案內有重點提示、主要目標和迷思概念等等，這些可以幫助

試用者在教學得時能迅速抓到教學的要點。 

(3)學習單中的題型常常融入生活周遭的事物，讓學生覺得很有趣。 

(4)本模組中研發者所設計的單元 PPT 檔，讓試用者在教學上有很大的便利性。 

(5)每個單元的學習單，其相關單元的題型反覆出現，讓學生有更多熟練的機會。 

而需修正及檢討的要點如下： 

     (1)有些題型過於冗長，學生容易混淆且不知如何填寫答案。 

(2)學習單中的文字應讓學生容易理解，有些似以大人的話語來出題，易使學生在讀題 

時產生不懂的現象。 

       (3)學習單中的佈題應採漸進式，勿在學生觀念未熟悉前就給予容易混淆的題型。 

       (4)每個單元後面都有一個數學日記，這個大題常讓學生不知如何著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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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學習三單字體過小，對於學生閱讀頗為吃力，字體 14 應最適宜。 

      (6)教學模組中的 PPT 檔非常有用，但並非所有單元都有。 

      4.試閱者看法與意見 

    為了能再廣納多一些他人對補救教學模組的看法與意見，除了教師試教，另外，再邀請 4

位教師只進行對模組內容試閱，包括教材與活動的設計以及簡報。因此，試閱者的回饋也是提

供本研究對模組進行反省、評估與修正的重要一環。 

教師試閱模組後的看法略述如下： 

(1)在教學準備歷程上，「課前單」的教材具情境化及簡單化，容易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學

生書寫「課前單」，也可讓教學者了解學生的先備知識。 

(2)在發展活動歷程上，此教材具有連結生活經驗、強調重要概念、運用多元表徵、善用教

學技巧、重視教學順序、澄清迷思概念等的安排。 

(3)採用比較能引起學生興趣的情境，如卡通―喜洋洋與灰太郎、小叮噹……，以引發學生

的學習慾望，進而提升學習動機 

(4)在教學中使用 PPT 動畫，並善用動畫的操作，可使學習更活潑、更有趣，如在動畫上按

出正確塊數、以及使用不同的色塊以區別出不同的意義。 

(5)在教學後的歷程上，此教材具有強化精熟的學習的，如「課後單」會針對易錯點做精熟

學習。 

而試閱者提供的意見略述如下： 

(1)教材內容有超過該能力指標的範圍。 

(2)題目的數字、情境有不合理之處。 

(3)佈題時盡量能與生活結合比較好。 

(4)應該先幫學生畫好一些圖形（例如:正方形、長方形、圓型），因為要學生能畫好那些圖

形應該有其難度，若圖形都畫不好，那就更別說要等分了。讓學生只要把現成的圖形等

分和著色即可。 

(5)應讓學生在不同情境中，從半具體物（分數板和花片）的操作，並利用題組式的情境題

幫學生搭建鷹架，再到抽象符號的運算，以了解同分母加減法的意義。 

(6)異分母分數的加減在課前準備單，就應先設計將分數通分的相關練習，如：找出與兩分

數有關聯的分母(分母的最小公倍數)的練習，應該是學會異分母分數加減的最大關鍵。 

(7)有些教材的活動內容十分抽象，尤其是分數除法Ⅱ當中異分母分數相除的理解，以小六

的思考階段發展，對於進度中上的學生而言似乎有難度，對於低成就的學生就更困難

了。 

(8)建議教學時加強定義 0.1、0.01 及 0.001，並以教具補充說明之，例如：百格版為 0.1，再

平分成十份即為橘色積木，橘色積木為 0.01，再平分成十分即為白色積木，白色積木為

0.001。如果等 1-5 數線才強調，會加深題目的難度，學生不會作答學習單的題目也聽不

懂老師的講解，在學習的協助上無法成為鷹架。或是 1-4和 1-5在教學順序應調換為佳。 

(9)小數的除法計算重點著重在步驟，如：商先點小數點減下來的數再補 0 繼續除，若 PPT

能善加運用應能更讓學童清楚做法與原理。 

5.反省與評估 

    從試用者的試教結果與試閱者的試閱結果來看，他們給予的優點將形成補救教學模組的

特色，而所提意見，本研究則據以修正。如將過於冗長的題型再精簡其敘述，佈題時盡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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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結合，全面檢驗教材內容是否超過該能力指標的範圍，並將題目的數字、情境有不合

理之處予以改善，以及繼續設計簡報以增加完整性等等。 

(三)在補救教學模組之推廣階段 

    針對兩套完成的補救教學模組，再透過「國小中年級分數補救教材、評量與教學」、「國小中

年級小數補救教材、評量與教學」、「國小高年級分數補救教材、評量與教學」與「國小高年級小

數補救教材、評量與教學」等四場研討會以推廣之。這四場研討會的參加人數分別為 72 人、72

人、82 人、75 人，總計 301 人。為了解舉辦研討會的推廣成效，請願意表達心聲或提供心得與

建議者填寫問卷（回饋表）。總計回收 223 張問卷。在「本研討會內容對於您在分數與小數補救

教學課程上幫助程度為何？」的問題上，認為「很有幫助」者有 98 人，認為有「有幫助」者有

117 人，認為「尚可」者有 8 人，認為「沒有幫助」者 0 人，認為「很沒有幫助」者 0 人。因此，

有 96.4％以上的參與者認為本研究所研發的分數與小數補救教學模組對其在教學上是「很有幫

助」或「有幫助」的。再從這些參與者所書寫的理由中，可進一步幫助了解本研究推廣的補救教

學模組可發揮的功能： 

1.有系統的教材與活動設計能幫助教師掌握教學與學生漸進學習 

    教師對於分數與小數整體課程可以更有組織的進行教學。教師也較易掌握分數與小數的內

涵與脈絡，在補救教學時會有所依歸。還有，補救教材內容設計的很有條理，能讓接受補救教

學的學生，可以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學習。 

2.增進教師補救教學知能 

    將補救教學模組整套進行現場說明，教師可以很快的知道補救教學的重點與低成就學生迷

思概念的緣由，以及了解如何利用具體物或圖像協助學生學習，還知道要反覆不斷的引導學生

才能穩固其概念。 

3.模組能提供全套服務 

    模組除了提供教師現成的教材與活動直接可用，教師在進行補救教學前，還可利用模組附

加的診斷測驗，對學生進行前測，再以施測結果挑選單元，既可節省時間又可對症下藥，非常

實際。另外，透過簡報檔的加持，既可幫助教師教學又能引起學生注意。因為簡報是針對單元

的核心概念來設計，將核心概念透過動畫圖示顯現出來，學生上課不但易懂也會覺得有趣好

玩，更能提高其學習動機與興趣。 

從參與研討會的教師回饋來看，極大多數教師對於我們推廣的補救教學模組給予肯定，且認

為好處多多。值得一提的是，有與會者在參加研討會後感覺收穫甚多，便極力推薦兩位教師好友

遠從嘉義南下，另有兩位教師也遠從台東參與後續場次的推廣研討會。而在研討會結束後，更有

許多參與者紛紛留下資料，希望能獲得整套補救教學模組，以期在教學現場中使用看看。 

 

五、結論 

    本研究所開發的補救教學模組歷經不同階段的試用與不斷修正，最後在分數補救教學模組發展出

26 個單元，而在小數補救教學模組發展出 24 個單元（如表 6）。學習範圍則縱跨國小三至六年級。補

救教學模組中的每一單元皆包括課前準備單（複習與檢驗先備知識）、課中學習單（補救核心知識）

與課後評量單（評量所學）等課程三單，以及數學日記（回顧或反思所學）與練習卷（精熟所學）。

而由收集的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顯示，這兩套補救教學模組的特色是將教材加以細切，讓教師容易幫

學生搭鷹架，符合個別指導的特性，且使用便利。而在教學歷程上，則主張教學前，檢測先備知識；

教學時，使用題組引導教學；教學後，提供評量與練習的機會。透過這樣的補救教學，對提升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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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學習成效，幫助很大。 

表 6 分數與小數補救教學模組清單 

分數補救教學模組清單  小數補救教學模組清單 

年級 單元名稱（附加名）  年級 單元名稱（附加名） 

三 單位分數（剩 1 怎麼分？）  三 一位純小數（校慶派對切蛋糕） 

三 真分數（胖瘦疊疊樂）  三 一位帶小數（分享讓滋味更美好） 

三 同分母分數比大小Ⅰ（真的比一比）  三 一位小數的化聚與位名位值（分分合合Ⅰ） 

三 同分母分數加減Ⅰ（真真假假，怎麼加減？Ⅰ ）  三 一位小數比大小（動物運動會Ⅰ） 

四 帶分數與假分數（「代」「價」我超ㄅ一ㄤˋ）  三 一位小數加減（怎麼對，才齊？Ⅰ） 

四 帶分數與假分數互換（變身大作戰）  三 數線上的小數Ⅰ（昆蟲的秘密花園Ⅰ） 

四 同分母分數比大小Ⅱ（真真假假誰最大？）  四 二位小數（凍凍你的腦） 

四 同分母分數加減Ⅱ（真真假假，怎麼加減？Ⅱ ）  四 二位小數的化聚與位名位值（分分合合Ⅱ） 

四 等值分數（雙胞胎!!多胞胎!!）  四 二位小數比大小（動物運動會Ⅱ） 

四 簡單分數與小數互換（變身術）  四 二位小數加減（怎麼對，才齊？Ⅱ） 

四 單位分數比大小（此「1」非彼「1」）  五 三位小數（豆腐切切切） 

四 異分母分數比大小Ⅰ（啊！分母不同怎麼比？Ⅰ）  五 三位小數的化聚與位名位值（分分合合Ⅲ） 

四 分數乘法Ⅰ～乘數是整數（活力加～倍）  五 三位小數比大小（動物運動會Ⅲ） 

四 分數表為兩整數相除（每個都要，怎麼分？）  五 三位小數加減（怎麼對，才齊？Ⅲ） 

四 數線上的分數Ⅰ（節節竹竿要伸長Ⅰ）  五 小數乘法Ⅰ～乘數是整數（吃吃喝喝真快樂Ⅰ) 

五 擴分與約分(我切我切我切切切&我併我併我併併併)  五 小數乘法Ⅱ～乘數是小數（吃吃喝喝真快樂Ⅱ） 

五 異分母分數比大小Ⅱ（啊！分母不同怎麼比？Ⅱ）  五 數線上的小數Ⅱ（昆蟲的秘密花園Ⅱ） 

五 異分母分數加減（啊！分母不同怎麼加減？）  五 小數文字題統整（ OH!綜藝大集合，該誰上場呢？） 

五 分數乘法Ⅱ～乘數是分數（難不『乘』‧‧‧）  五 整數除以整數，商是小數（還要再細分！） 

五 分數除法Ⅰ～除數為整數（美味的乘除兩吃）  六 概數與估算（蓋世神功！） 

五 數線上的分數Ⅱ（節節竹竿要伸長Ⅱ）  六 分數與小數互換（變身術） 

五 比率與百分率（怎麼比才公平？）  六 小數除法Ⅰ～除數是整數（不夠 1 個的要怎麼分？） 

六 最簡分數（簡單一族）  六 小數除法Ⅱ～除數是小數（換單位再分！） 

六 分數除法Ⅱ～除數為分數（「除」此之外）  六 小數兩步驟問題（合併起來更省事！） 

六 分數文字題統整（OH！綜藝大集合，該誰上場呢？）    

六 分數兩步驟問題（合併起來更省事！）    

 

六、參考文獻(略) 

 

七、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內容與原計畫大致相符，也皆已達成了預期目標。本研究在分數篇開發的補救教學模組計

有 26 個單元而在小數篇的補救教學模組計有 24 個單元。 

（一）本研究共舉辦 9場研討會上，並將研究成果發表在這 9場研討會，如下： 

     「國小分數與小數補救教材開發前的理解」研討會（2011/06/12，計有 69人）  

     「國小分數與小數補救教材的開發（一）」研討會（2011/07/20，計有 74人）  

     「國小分數與小數補救教材的開發（二）」研討會（2011/07/21，計有 68人） 

     「國小高年級分數與小數之補救教學」研討會（2012/07/04，計有 90人） 

     「國小中年級分數與小數之補救教學」研討會（2012/07/11，計有 75人） 

     「國小中年級分數補救教材、評量與教學」研討會（2013/08/11，計有 72人） 

     「國小中年級小數補救教材、評量與教學」研討會（2013/08/11，計有 72人） 

     「國小高年級分數補救教材、評量與教學」研討會（2013/08/12，計有 82人） 

     「國小高年級分數補救教材、評量與教學」研討會（2013/08/13，計有 75人） 

（二）本所一些研究生參與此國科會研究計畫，由此產生 5篇碩士論文如下： 

      吳碧真(2012)。應用 PPT圖像表徵與鷹架教學策略進行四年級學童分數加減補救教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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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林亭妤(2012)。運用多元表徵進行國小五年級學童等值分數補救教學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

學數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王慈燕(2012)。簡報教學應用在國小三年級分數補救教學之行動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王敏娜(2012)。簡報教學融入四年級分數補救教學之研究～以假分數、帶分數及其互換為例。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許珮嘉(2012)。運用多元表徵進行六年級分數乘法補救教學之研究。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 

（三）發表於研討會或期刊如下： 

      王慈燕、劉曼麗(2012)。PPT簡報教學應用在國小三年級分數補救教學之研究。論文發表於中

華民國第 28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王敏娜、劉曼麗(2012)。PPT簡報融入四年級分數補救教學之研究—以「假、帶分數及其互換」

為例。論文發表於中華民國第 28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蔡職鴻、*劉曼麗(2012)。對國小三年級數學低成就學童在分數迷思概念之探討。

科學教育月刊，353，18-31。 

 李國家、*劉曼麗(2012)。對國小五年級數學低成就學生在分數部分的迷思概念之

探討。科學教育月刊，354，30-43。 

 黃寶葵、*劉曼麗(2013)。對國小六年級數學低成就學童在分數乘除法錯誤類型的

探討。科學教育月刊，355，39-52。。 

 方文邦、*劉曼麗(2013)。對國小四年級數學低成就學童在分數迷思概念之探討。

科學教育月刊，358，排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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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補救教學模組說明會 

   
            一對一個別教學                      小組教學                       應用簡報教學 

   
              示範教學                       逐步引導與提示                      引導教學 

   
            教師與學生討論                     學生圈圈看                        學生做做看 

   
            學生寫寫看                         學生想想看                        學生讀讀看 

   
學生寫課後評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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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單位分數－教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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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小學生的數學解題表現以發展高層次數學解題能力測

驗 

計畫編號: 98-2511-S-415-003-MY3 

主持人: 劉祥通 (嘉義大學數理教育所) 

共同主持人: 黃財尉教授、周立勳教授、楊凱琳副教授、陳

彥廷副教授、蘇意雯助理教授 

摘要 

    本計劃的成果有７篇碩士論文、發表篇 1 篇期刊論文、2 篇研討會論文、正

在執行測驗的碩士論文有１篇，正修改的投稿論文有２篇。本計劃的特色是開發

的能力測驗量表有以下幾點特色:一、著重非例行性問題的設計，二、避免學生

解已熟習的例行性問題，以同構題設計對等試題，並比較同構題與等價題對於學

生鑑別率、三、題目訊息多元，設計複選題以判斷學生對題意與結構的掌握，四、

設計題組分別診斷各階段的能力。 

 

一、著重非例行性問題的設計 

美國數學教師學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簡稱 NCTM)

強調問題解決是學校數學的重心( problem solving is the focus of school 

mathematics )(NCTM, 1989)。根據 Barba (1990) 的主張，解題者在解決問題的途

中，遇到了暫時性的障礙，而解題即是解決此障礙的過程，因此解題( problem 

solving)，不僅僅是回答知識層面的問題，本身牽涉到高層思考的技能。解題是

一種複雜的結構，需要表徵的知識、問題的轉換以及一個控制的系統以指引知識

與程序的選擇。由此可見，解題是解前所未見的難題。 

在數學問題的分類中，黃敏晃(1991)分成例行性問題(routine problem)與非例

行性問題(non-routine problem)，例行性問題像是課本的隨堂練習，我們利用已

學會的知識與例題的解法，做同類型的問題，熟練其固定的技巧；而非例行性問

題則是我們在面對題目時，無法立即想到求解途徑的題目，需要融會貫通原有的

知識，並運用策略以求得解答，因此，對解題者而言，只有當問題為非例行性問

題時，解題才會發生。 

Kilpatrick(1985)也對問題做了以下的分類： 

（一） 例行性問題將正在學的或討論的規則，拿來做機械式的應用即能

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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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選擇的應用題要應用以前學過的規則才能解決，但學過的方法

不只一種，解題者需要做判斷以選擇適用的規則。 

（三） 選擇一種組合要求解題者把兩個以上學過的規則組合才能解出

來的題目。 

（四） 接近研究級的問題，要求解題者把兩個以上規則或例子做有創意

的組合才能解題，且要求高層次的獨立思考，以及使用到擬真推

理( plausible reasoning)。 

由此可知，例行性的問題像是段考大多數題目其目的是測得學生的成就能力；

學生在面對非例行性問題時，需要運用到其所學過的數學知識與技能，適當地使

用到新的問題情境上，可以透過解題訓練與培養學生有能力和自信解決非例行性

問題。 

以吳俊宏（2013）的碩士論文(國小高年級數學解題能力量表的編製)的正本

試題為例，根據 NAEP 的測驗，這一題答案是 44 克，有很多學生回答西瓜有 41

克重，這份量表先設計題意(複選)，再設計解題有關的策略(複選)，最後才編定

答案的選項(單選)，此題是數線題的轉換(從直線轉換到圓形線)，這也是一種測

度的問題，對於多數同學來說，尤其是對中下程度的學生，可說是非例行問題，

考驗著他們的數學解題能力。 

 

 

克？(量) 請問這片西瓜的重量是多少公

（1） 

※根據題意（右圖），以下選項 何者正確？（複選） 

(   ) (A)每一大格有 4 個小指 

        針，所以一大格的重 

        一小格表示的重量 

(   ) (B)要先確定每一小格代 表幾克，才能知道 

       這片西瓜的重量 

(   ) (C)不管刻度是多少，每一 小格就是代表 

       1g 

(   ) (D)每一小格的重量要從大格 20 公克去推 

       算。 

 

（2） 

※根據題意（右圖），以下選項何者正確？（複選） 

(   ) (A)每小格代表 1g，指針指在 40g 又過 1 

       小格，所以表示這片西瓜重 41g 

(   ) (B)一大格 20g，共 5 小格，所以每一小格 

       代表 4g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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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指針指在 40g 到 60g 之間，表示這片西 

       瓜的重量介於 40-60g 

(   ) (D)一個大指針 20g，中間有 4 小指針， 

       所以一小指針代表 5g 重 

 

（3） 

※根據題意（右圖），這片西瓜的重量是多少公克？（單選） 

(   ) (A)38g 

(   ) (B)41g 

(   ) (C)44g 

(   ) (D)45g 

 

二、避免學生解已熟習的例行性問題，以同構題設計對等試題 

對於數學文字題，Reed(1987)指出與某一試題故事情境相同，解題程序也相

同的試題，則此兩題互為等價(equivalent)試題；與某一題故事情境不同，但解題

程序相同的試題，此兩題互為同構(isomorphic)試題。 

並且舉例如下，A 題：一個小型管子可在 12 小時內注滿油罐，一個大型的

管子可以 8 個小時注滿，如果同時使用兩個管子加滿油箱，需要多久的時間？ 

B 題為：一個小型水管可以 6 個小時內注滿游泳池，一個大型的水管可以 3

個小時注滿，如果同時使用兩個水管注水，需要多久時間？ 

因 A 題與 B 題故事情境相同且解題程序也相同，故此兩題互為等價試題。 

C 題為：湯姆開車至比爾家需 4 小時，而比爾開車至湯姆家需 3 個小時，若

他們同一時間離開自己家，開往對方家，則他們需要多久時間才能相會？ 

因 A 題與 C 題故事情境不同，但解題程序相同，故此兩題互為同構試題。透過

上述題目的設計概念，研究者建議盡量嘗試以對等的同構試題為複本試題。在教

師施測正本試題作為評量，可以由測驗的結果，了解學生的學習程度，然後再經

由複本試題的評量，測驗學生學習的成果來判斷教學目標是否達成，亦能檢視教

師的教學成效是否需要做調整。 

(一) 根據孫荷馨（2013）的研究結果，證實以同構方式設計對等試題，有以

下二點功能。以同構的方式命題，可以考驗解非例行性問題的能力 

   以數學推理測驗成績，把學生分為低(後 27%)、中、高(前 27%)三組，分別進

行重複量數分析， 研究發現，低分組學生「同構題」的分數顯著低於「等價題」

的分數 (F(1, 28) =  4.791, p ＝ .037, partial eta square = .146)；對於中分組的學生，

「同構題」與「等價題」的分數並沒有顯著差異( F(1, 48) =  0.094, p ＝ .761, partial 

eta square = .002)；而對於高分組的學生，「同構題」的分數顯著高於「等價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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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價題」的分數 (F(1, 30) =  9.627, p ＝ .004, partial eta square = .243)。相對應

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一所示。 

表 1：三組學生在兩種試題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複本類型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低分組 等價題 30 2.10 1.09 

同構題 30 1.87 1.38 

中分組 等價題 50 3.26 .90 

同構題 50 3.04 1.14 

高分組 等價題 32 4.00 .92 

同構題 32 4.09 .69 

    上述資料意味著程度越差的學生，越容易因為試題情境的不同，而導致得分

同構題的分數下降。反之，程度越高的學生，在同構題的分數，顯著高於等價題

的分數。也就是說，高分組的學生，並不會因試題情境不同，而使得同構題的分

數下降；反而因為題目的結構相同，學生在答題過程中，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類

化的作用，不受情境不同而影響，因此相對地同構題的分數才會比較高。 

(二)以同構的方式命題，鑑別力較好 

由於高、中、低三組不同能力的學生在等價題與同構題得分皆有顯著差異， 

表示等價題與同構題可以區辨不同能力者。但是若進一步分析等價題與同構題內

的區辨能力發現，無論是哪二組能力的比較，同構題的分數差異皆大於等價題 

(p<.001 )，這意味著同構題比等價題更能區別學生的程度。  

表２：不同能力組在兩種對等試題之差異 

 高分組-低分組 高分組-中分組 中分組-低分組 

等價題 2.277 .792 1.485 

同構題 3.247 1.126 2.121 

    整體而言，同構題會比等價題更能夠區別出學生的程度，因此當我們在編製

正複本試題時，應該以同構的方式來命題，會比以等價的方式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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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題目訊息多元，設計複選題以判斷學生對題意與結構的掌握 

Moses, Bjork 和 Goldenberg (1990)建議解題者，問題的題意是甚麼? 哪些是

已知的訊息?那些是未知的訊息？哪些是答案中的限制？改變題目中的已知、未

知、或限制，是否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這些多元的訊息要正確掌握，才有助於

解題成功。 

再者，因為在非例行性題目中，是學生不熟悉的問題情境，需要統整並運用

已有的數學知識，將題目的訊息與既有的概念融會貫通，因此題目會透露出較多

的解題訊息，也因為學生較不熟悉此類型問題，才能引發學生一連串的解題歷程，

例如重組資料、發現關係、簡化問題以及歸納推理等等。所以在「了解題意」階

段，研究者設計複選題讓學生思考題目的解題關鍵。 

研究者舉例來說明(選項前有*表示為正確選項)： 

例題：爸爸有一筆錢一共 y 元，分給兒子甲、乙、丙三兄弟，甲先拿了全部的一

半又 30 元，乙拿剩下的三分之一多 5 元後，最後剩下的給丙，則丙拿多少元？ 

※根據題意，下列描述何者正確？(複選) 

(A) 甲所拿的錢用 y 來表示為 )30
2

1
( y 元。 

(B) 乙所拿的錢用 y 來表示為 )5
3

1
( y 元。 

*(C) 甲將錢拿走後，所剩的錢為 )30
2

1
( y 元。 

*(D) 由「乙拿走剩下的
3

1
多 5 元」這句話可知，丙拿剩下的

3

2
少 5 元。 

 

此例題關於「了解題意」階段的設計，在於分別判斷甲乙兩人所拿走的錢數，

以及乙拿走剩下的錢後，且又判斷丙可以拿到剩下多少錢，有了上述的關鍵才能

進行解題。因此，在非例行性問題中，題目訊息多元，設計合適的選擇題可以考

驗學生判讀題意的能力。 

 

四、設計題組分別診斷各階段的能力 

為了探討「了解題意」與「擬定計畫」階段對執行計畫的重要性，研究者(陳

怡靜和劉祥通)設計以下題目以了解三者的關係： 

例題：爸爸有一筆錢一共 y 元，分給兒子甲、乙、丙三兄弟，甲先拿了全部的一

半又 30 元，乙拿剩下的三分之一多 5 元後，最後剩下的給丙，則丙拿多少元？ 

※(1)根據題意，下列描述何者正確？（複選） 

(A) 甲所拿的錢用 y 來表示為 )30
2

1
( y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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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乙所拿的錢用 y 來表示為 )5
3

1
( y 元。 

*(C) 甲將錢拿走後，所剩的錢為 )30
2

1
( y 元。 

*(D) 由「乙拿走剩下的
3

1
多 5 元」這句話可知，丙拿剩下的

3

2
少 5 元。 

 

(2)下列算式何者能表示丙所拿的錢？ 

(A) )5
3

1
()30

2

1
(  yyy 元。 

(B) )5
3

1
()30

2

1
(  yyy 元。 

* (C) 5)30
2

1
(

3

2
y 元。 

(D) )5
3

1
()30

2

1
(  yy 元。 

 

(3)根據題意，請問丙拿多少元？ 

(A) 35
6

1
y  

* (B) 25
3

1
y  

(C) 25
3

1
y  

(D) 25
6

1
y  

 

第(1)題「了解題意」階段，所設計的選項是以試題內容中學生概念容易混

淆或能否正確掌握題意為主，測驗學生能否完全了解題意，且設計為複選題，學

生須全對才算完全了解題意；第(2)題「擬定計畫」階段，將各種解題策略算式

以選擇題呈現，讓學生判斷哪個列式是正確的，以測驗學生擬定計畫的能力；第

(3)題「執行計畫」階段是對應到第(2)題所選的答案計算出的結果，所以第(3)題

的設計是評估學生執行計算的能力。三個子題選項對錯分布如表 1(施測樣本是選

自嘉義縣市公私立國中三年級學生 372 位)。 

 

 

表 1 各子題選項對錯分布人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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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 合計 

第(1)題全對 

第(2)題對 
第(3)題對 141 

242 
第(3)題錯 19 

第(2)題錯 
第(3)題對 12 

第(3)題錯 70 

第(1)題錯 

第(2)題對 
第(3)題對 11 

130 
第(3)題錯 17 

第(2)題錯 
第(3)題對 21 

第(3)題錯 81 

  

由表中數據可知道，第(1)題全對且第(2)、(3)題對共 141 人，第(1)題錯且第

(2)、(3)題對共 11 人，可得知若第(1)題全對(即能完全了解題目敘述的人)，則第

(2)、(3)題能答對的能力會比第(1)題無法全對的同學較佳，因此第(1)題全對影響

到整題得分的關鍵；雖然如此，值得深究的是第(1)題全對，而第(2)題錯誤及第(3)

題也錯誤的學生竟然有 70 人，表示此類型的學生在判讀題意時，觀念是正確的，

但是在「擬定計畫」階段，也就是解題策略的規劃上，無法整合先備的數學知識

於此題，因此「擬定計畫」亦是學生解題歷程的關鍵。 

在以往只著重第(3)題「執行計畫」的正確性，但由表中可知，第(3)題正確

的人，絕大多數是掌握題意且解題策略正確的，只有少部分是題意不夠清楚或策

略使用不對亦或是猜測，因此，可以知道此種題目類型能深入了解學生在各階段

解題歷程的表現，教師更能掌握住學生的困難，引導學生正確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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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電子書設計個別化混成式數學教學模式 

An Individual Blended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Based on eBook Conception 

 

 

【摘要】本研究提出一個實現國小低年級個別化混成式數學教學模式，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之數

學能力指標規畫數學教學內容，利用電子書構思國小低年級數學教學輔助內容，結合多媒體資料，

設計互動練習，並且為能達到適應性學習，將教學輔助內容分為三個等級的難易程度，並在傳統

上課後，藉由行動載具以個人學習方式進行習題演練，老師則協助學生學習，以提高學習興趣與

課堂參與度，達到個別化數學教學目標。 

 

【關鍵字】電子書、個別化、混成式數學教學、適應性學習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esents an individual blended mathematics teaching model, it follows the 

mathematics competence indicators of grade 1-9 curriculum guidelines to design the mathematics 

course contents, then presents an eBook software based supplementary mathematics courses for lower 

grade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study combines multimedia materials, to design interactive exercises for 

adaptive learning; the course contents are grouped into three difficulty levels. After the lectures, 

students use mobile devices to perform individual practices; the proceeding is recorded for teachers to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to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in mathematics 

classes,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individu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Keywords: eBook, individual, hybrid type mathematics teaching, adaptive learning. 

1.前言 

    眾多研究顯示傳統課堂學習模式：「老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模式不利於學生

創新思考」，且不同學習風格於課堂上的表現表現差異性甚大，依據感官區分可

將學習風格分為視覺型、聽覺型及動覺型，社會的變遷及少子化的趨勢，每位學

童都必須被重視及被合理的教育，但現今的教學模式大部分仍停留在老師講學生

聽的模式，視覺型及聽覺型學習風格學童較能適應傳統教學模式，但動覺型學童

可能會被誤以為不專心調皮搗蛋，甚至誤判 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俗稱過動兒），研究報告顯

示中小學生動覺型所佔比例高達37%（Miller, 2001），再則，每位學童的理解能

力及學習能力不同，一致性的課堂教學設計會忽略某些學童的需求，然而，教師

教學要傳達教學目的又要兼顧每位學童，常常心有餘而力不足，開發多元化的教

學模式以適應個別化教學是協助教師解決適應性教學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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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為科學之母，成功的數學教育深深影響國家未來科學的發展，而國小低

年級正式進入數學教育的重要起點，此階段培養兒童對數學學習的信心建立非常

重要，若一開始對數學產生畏懼，會妨礙其享受數學思考及發現的樂趣，導致其

機械式被動的學習，嚴重影響日後學習熱誠。而每位學生的學習方式差異很大，

若能透過有效的教學方式考量學童學習差異，加強學童學習的優勢及改善學童學

習的弱點，必能有助於提升學童學習動機及樂趣。 

2.文獻探討 

本研究針對相關研究領域分節敘述，第一節介紹教育公平理論，第二節介紹

學習風格，第三節介紹E-Learning，第四節介紹個別化混成式教學，第五節介紹

現今電子書設計。 

 

2.1. 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大家關注的議題，美國NCTM 協會(美國國家數學教師協會)制定

的《2000年學校數學的原則與標準》中明確指出：好的數學教育要求公平。該文

件進一步說明：這並不是意味著要同樣的對待每位學生，而是所有學生在學校的

每一年接受連貫的、有挑戰性的數學課程，它應由有能力且努力的數學教師執教。

換言之，這裡所指的公平的數學教育，並非所有學生接受同樣的數學內容，獲得

同樣的發展，而是根據每位學生的特點和程度提出不同的要求(周序，2006)。 

    中國在新一代的課程改革中制定《全日制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中指出：

人人學有價值的數學，人人都能獲得必要的數學；不同的人在數學上得到不同的

發展(中國教育部，2002；周序，2006)；其文中並指出：數學課程的內容一定要

充分考慮數學發展過程中人類的活動軌跡，貼近學生熟悉的現實生活，不斷溝通

生活中的數學與教科書上數學的關聯，使生活和數學融為一體(中國教育部，

2002)。而在考試制度下，教學重視的是應試技巧，以分數評定學生、教師及學

校教學成效的質與量，往往忽略了創新及個別差異問題。 

    而台灣，根據教育基本法第三條規定：「教育之實施，應本有教無類、因材

施教之原則，以人文精神及科學方法，尊重人性價值，致力開發個人潛能，培養

群性，協助個人追求自我實現。」另外在第八條也提到：「國民教育階段內，家

長…得為其子女之最佳福祉，依法律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

務之權利。」是項規定說明家長對其子女之國民教育有選擇之權利。然而，因該

條文有「依法律」之字眼，導致真正的家長選擇權不易落實，主因在於學生入學

基本上根據其戶籍所在地之學區內學校。也就是教育基本法讓家長教育選擇權是

有法有據，但是要到真正全面落實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劉世閔等，2004) 

 

2.2. 學習風格 

學習風格的分類眾多，最簡單的辨別方式就是依據感官區分為視覺型、聽覺

型及動覺型(運動或觸覺型)。視覺型學生擅長處理視覺資訊，如影片、圖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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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等；聽覺型用聽的學習效果最好，如聽講、音樂、討論等；而動覺型學生，往

往透過觸摸和肢體活動來學習，如實驗、操作、遊戲等。研究結果發現，29% 的

中小學生屬於視覺型學習者，34% 是聽覺型，37% 是動覺型（Miller, 2001）。

每一位孩子都有他所喜歡的學習方式，瞭解孩子的學習偏好，有助於學習情境的

表現，並且能夠提升學習效能，而現今的教學模式大部分仍停留在老師講學生聽

的模式，動覺型的學生常會被教師誤解且忽略。 

Web-based interaction: A review of three important human factors(Chen & 

Macredie, 2010)提出人的因素是網路應用發展的關鍵，其研究調查 3 個重要的人

的因素，包括性差別，預備知識和認知風格。分析結果顯式︰(a)女性比男性有

更多的迷失問題；(b)有組織的內容對初學者較有用，彈性路徑對專家有利；(c)

相關領域比非相關領域的使用者喜歡利用不同的搜尋策略。郭重吉(1987)指出每

個學生從小學習的環境不同，生長的環境不同，家長所提供的教育方式也不同，

甚至遇到的教師教學方式也不同。這些不同的因素，可能影響每個學生的學習方

式，亦即每個學生都會有個人的學習風格。Profiling and utilizing learning style 

(Keefe, 1988）將學習風格分為認知風格、情意風格和生理風格。認知風格係指

個體覺察、組織、使用和保留學識的方法，特徵包括獨立或依賴、衝動或沉思反

應、多樣性或一致性等；情感風格係指個體的注意力、情緒、價值判斷以及創造

動機歷程的人格層面，其特徵包括堅持、好奇、焦慮、控制、冒險、合作；生理

風格係指生物基礎的反應模式，與個體的性別差異、營養、健康和對物理環境的

習慣性反應有關。結合多風格量表之適性化數位學習系統(黃國豪等，2007)即結

合 Keefe & Monk 等人的學習風格量表（learning style profile）與所羅門學習風

格，分別判斷學習教材難易度與測驗難易度及教材類型與學習模式分析，希望創

造出有效提升學習成效的適性化數位學習環境。「問題本位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對不同學習風格的國小四年級學童數學學習成就之影響(許珮玲，

2010)採取準實驗研究法，研究工具包括Kolb學習風格量表、數學學習成就測驗、

半結構式晤談大綱作為評量工具，所得資料以描述統計、單因子共變數、二因子

共變數分析與二因子變異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研究結果發現：接受 PBL 教學

與接受一般教學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異，PBL 教學學生的學習成就

後測得分顯著高於一般教學學生的學習成就後測得分；不同學習風格的學生在

PBL 學習歷程的五個階段(「學習態度與問題呈現」、「小組討論與合作學習」、

「運用資源與統整資料」、「欣賞發表與評量方式」、「自主學習成效」)中各

有不同學習偏好：發散者在小組討論中可激盪出許多的創意點子；同化者在統整

資料中可將資料完整歸納及建立架構；聚斂者在處理事務方面嚴謹自律，並有效

率地完成任務；調適者在小組討論及欣賞發表時獲得同儕互動學習，故數學學習

成就表現最佳。 

 

2.3. 適應性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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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Hartmann, 1958) 認為「適應

（adaption）是個體終其一生維護心理平衡的一種持續過程，利用少許的代價去

因應一個可預期性之環境，而調適、自我防衛及因應是適應過程中的一些反應行

為」。好的數位學習教材，應考慮學習者在學習上有高度適應性，讓學習者與教

學保持和諧關係的學習過程，以期達到最佳學習成效。 Brusilovsky (2001)將在

網路學習系同上，將「適性化」分為：(1) 呈現適性化（adaptive presentation）

即將學習者要學習教材，考慮學習者學習狀況後，適性呈現。其可分為適性多媒

體呈現、適性文字呈現與可程式化適性。(2) 導覽式性化（adaptive navigation 

support）根據學習者模型調整網頁的連結或內容，適性導覽又可分為直接導覽、

鏈結 排序、鏈結隱藏、鏈結註解、鏈結產生與導覽圖調適。也就是說，考慮學

習者學習狀況或根據學習者模型後，教材內容設計可利用適性呈現與適性導覽的

方式，將合適的教學內容呈現給學習者，以達到適性化的目的。 

 

2.4. E-Learning 

E-Learning 的評量主要包括課程目標、學習活動設計、運用策略、適當性、

創新應用及教師角色等。洪榮昭(2005)於 E-Learning 的發展與運用文中提到

E-Learning 的發展三階段： 

第一階段：學習者可以接收問題解決的策略、模式，反之，教學者可 以示範或

篩選問題解決的策略或模式，而產生學習對話。 

第二階段：提昇學習者與教學者互動功能，例如學習方法與應用時機、學習資源

的導引、規畫學習進度及課程選擇、監督與修正學習的進度或方向。 

第三階段：具鷹架理論，網站能找出學生的學習型態、找出學習者個人過去學習

表現及錯誤模式、選擇個人要學習的內容與進度、選擇輔助學習等。 

 

2.5. 個別化混成式教學 

傳統的學校教學模式中教學進度以班級為單位，以老師制訂教學預設目標，

傳統教學的主要優點為教學者可以動態掌握學習者的狀態，藉以調整講課內容與

教學速度，然而其衍生的問題是：學生人數眾多，並非全然都抱持著相同的學習

態度與動機，單一的教學模式與進度難以滿足每個人的學習動機與自我成就的期

許(陳年興、楊錦潭，2006)。而數位學習，彈性的學習模式，適合於任何時間與

任何地點，才可能達成個別化因材施教的教學。 

結合傳統及數位教學兩者的優點，即所謂的「混成式教學（blended teaching 

and learning）」，已成為教學理論領域熱門的研究課題(Janet, 2005；Laurillard, 2002；

Singh & Reed, 2001)。Huang(2012)等學者提出國小學生互動電子書學習系統

(interactive e-book learning system , IELS)的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使用電子書或

列印對於學生閱讀精確度沒有顯著影響；不過，IELS 的學習追縱技術能提供詳

細的學習紀錄，提供未來協助個人化學習，並研究如何設計電子書學習系統對小

學生能達到較好的個人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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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現今電子書設計 

現今電子書開發軟體眾多，以下介紹、Zipot Digital Book、萬用揭示板

(MagicBoard)、GameSalad 及 SimMAGIC 四種開發軟體及平台，並將比較其功能

差異，如表 1。 

Zipot Digital Book(http://www.horma.com.tw/products.php)主要以介紹企業手

冊、產品型錄、電子相簿、影音雜誌和學校專刊等。業者可將訊息或產品，經由

Zipot Digital Book 數位電子刊物美化包裝，藉著網路超連結，將資訊串連產生

高效能和高價值。但 Zipot Digital Book 較少互動遊戲的功能，於本研究的需求

較無發揮的空間。 

萬用揭示板(Magic Board, http://magicboard.cycu.edu.tw)是由中原大學袁媛教

授率領的團隊開發出的一套多功能虛擬教具(virtual manipulatives)軟體，適合作

為國小階段數學教學輔具工具，各年級都可以視教學內容選擇使用，尤其是低年

級和中年級學生對鮮活的畫面充滿好奇，學習會更加認真。亦可針對特殊需要的

學生編製個人化的教材，製作繪本教學。萬用揭示板傾向於互動式教學的輔助工

具，主要應用於課堂講課時老師透過萬用揭示板的內容做輔助教學，以達生動活

潑的方式來教學，與本研究中設計之電子書輔助教學應用方式不同。 

GameSalad (http://gamesalad.com)是以製作行動裝置遊戲為主軸的開發軟體，

而開發的門檻相當低，也支援許多作業系統，對於製作遊戲是非常好的軟體之一，

但對於開發者如何設計遊戲以獲得知識，而對使用者的學習有助益，非沉迷於電

子遊戲是需要考量的因素。 

SimMAGIC (http://www.simmagic.com.tw)以電子與數位化方式結合互動式

設計，提供模擬實際測驗及內建學習紀錄分析，可成為幫助學習的互動媒體平台。

其開發與使用介面簡單，提供互動式工具列，與多樣化的內容編輯功能，可快速

上手學習。具有整合文字、圖像、聲音、動畫、影片等多媒體元件的功能，可匯

入及整合多媒體檔案格式，如圖片檔、影片檔、Flash、PPT 及 PDF 等格式，快

速製作出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並可匯出任何支援網頁之電子商品、桌上型、筆

記型及平板電腦、手機等硬體設備，應用在 iOS/Android/Windows Phone 7 等跨

平台作業系統，亦可插入多種附件格式之互動功能，如 Word、Excel、PowerPoint、

PDF、圖檔(JPG、GIF、PNG…etc)、影片(WMV、AVI…etc)、動畫、網頁超連

結等。此套軟體適合本計畫開發輔助教學系統，能吸引學童注意及參與整個學習

的過程。利用平板電腦和電子書的方便性，給予每一組甚至每一個學習者一台平

板電腦操作。讓學習者能自己在閱讀、操作、互動時留下深刻的印象，達到學習

的效果，但缺點是目前售價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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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電子書軟體功能 

 

3. 混成式數學教學模式 

    教育要從初等教育紮根，數學又是科技的基礎之一，最重要的是要從小培

養對數學的學習興趣，漸漸地發展出解決問題的能力。本研究即是以國小低年級

為研究對象，建立一種新穎的數學教育模式，期望經由生動有趣的數學教學內容，

來認識數學、喜歡數學、愛上數學。 

 

3.1. 教學模式及教材規畫 

    數學教育應面向全體學生，使不同的人在數學上得到不同的發展，以呈現因

材施教的思想，然而實際教學過程中，學生所學的內容無法自由選擇，只能由教

師對全體學生集體講授統一課程、統一進度、統一難度，這導致有的學生無法吸

收，有的學生覺得太容易。因此本研究提出利用電子書設計適應性混成式數學教

學模式(圖1)，結合傳統及數位混成式教學，並能適應學生及老師達到雙向互動

學習，老師能了解學生學習成效，學生亦能依自己適合的能力學習，讓孩子們不

畏懼數學，達到個別化學習樂趣。 

    傳統教學模式之教學媒介為黑板、投影片、CD 撥放或DVD 撥放等，缺點

是教材整合性弱，彈性小，優點是互動模式以人與人真實互動，可即時提供輔導；

數位學習(網路學習及行動學習)模式之教學媒介為個人電腦、行動載具、電腦網

路、無線網路及數位教材，可以多媒體形式呈現教材，優點是教材整合性強，彈

性大，缺點是互動模式為人機及虛擬社群互動。再則，新世代的學習控制權已由 

“老師授予”的主導方式慢慢轉移為 “學生想學甚麼?”，也就是說：在傳統教學中

老師是知識的傳授者，學生被動式的學習，將轉變成依據學生個人的學習特質，

再由老師提供學習及輔導學習 (陳年興、楊錦潭，2006) 。本研究之教學模式特

色即結合了傳統教學模式及數位學習模式的優點，提供老師即時輔助或家長了解

學生學習情況以適時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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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適應性混成式數學教學模式 

 

    本實驗的實體架構即為學生、老師和平板電腦，學生利用平板電腦來進行學

習，因考量到低年級學生對於文字的閱讀能力會有障礙，故在實驗進行過程中老

師必需從旁加以講解說明並適時引導。並透過新的科技可以提供不同以往的學習

平台，電子書的內容也可以更加生動活潑，進而引起學生的興趣，讓學生更專注

於學習這件事上。 

    為設計適應性混成式學習之電子書，必先分析目標課程之內容，並設計編排

互動式學習方式，最後再將此電子書加以建置完成，並評估此互動式電子書成效，

以國小低年級數學課程老師及學生實驗測試本系統，教學輔助電子書開發流程如

圖2所示。 

 
圖2 教學輔助電子書開發流程 

 

    本研究以國小低年級數學課程設計開發輔助教學教學內容，並配合行動載具，

將輔助內容分為3個難易度，如圖3所示，學生可依自己能力挑戰不同難易度問題，

提供老師、學生雙向互動模式，以協助課堂教學，培養低年級孩子對數學產生濃

厚的學習樂趣，以奠定低年級的數學基礎，若數學學習的興趣能持續，有助於未

來對數學的學習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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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教學輔助內容規畫 

 

3.2. 實驗設計 

    數學教育研究是一門以數學教育存在為研究對象的學科，而數學方法是以數

學為工具進行科學研究的方法，即用數學語言表達事務的狀態、關係和過程，經

過、運算和分析，形成解釋、判斷和預言的方法(陳婭紅，2005)。本研究利用獨

立樣本t 檢定探討有探討混成試教學與傳統教學於數學學習知識獲得上是否有

顯著差異，並進一步探討混成式教學於學習態度、學習模式、系統功能與學習接

受度的信度分析，在信度考量時，李克特態度量表法中最常用的信度分析方法為

「Cronbach α」係數，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方法是Cronbach α係數，需要統計的

平均數、變異數、共變異、相關係數、標準差及數據標準化。Cronbach’s α 係數

可簡要地衡量存在於一組項目間的互相關係，其公式如下： 

 

k：尺度中項目的數目；σ
 

 
：所有受訪者在項目 i 之分數的變異數(i=1, 2,…, k)；

σ
 

 
：所有受訪者總分的變異數，每一受訪者的總分是指該受訪者在各項目上分

數的總和。問卷調查法是研究中廣泛採用的一種調查方法，根據調查的目的來設

計調查問卷，是問卷調查法獲取訊息的工具，為了要了解獲取的訊息是否具有真

實性，因此，信度(Reliability)分析就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一般來說，全體量表之

總信度應在0.70 以上，各因素之內部一致性則至少得高過0.60，否則，應該重新

修訂問卷內容。 

    為設計適應性混成式學習之電子書，必先了解目標課程之內容，並設計編排

互動式學習方式，最後再將此電子書加以實作完成。為驗證本計畫對於國民小學

低年級學童之學習成效，並瞭解學生對於此種學習方式的接受程度，本研究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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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某國小一年級為研究對象，配合學生的課程內容設計輔助學習之適應性電

子書，並給予實施後測測驗用以做為學習成效之評估分析。 

    首先，將研究目標之學生分為對照組及實驗組，其中對照組將依正常教學方

式不做任何改變，而實驗組則以原有教學方式再輔以混成式電子書來進行學習，

實驗組是每位學生手持平板電腦進行混成式教學模式，並利用前、後測的方式來

分析各種方式的學習成效。實驗流程分為以下五個步驟： 

(1)先備知識：數學學習課程自國小一年級起，便配合學校課程教育，有固定的

教學內容，教導學生基礎的數學，且在經過期中考之後，國小一年級的學童對於

選項1~4等數字有基本的認識，也應該知道如何分辨左邊與右邊，以及一些基本

的手勢動作，對於使用平板電腦應不會有太多障礙。 

(2)認知前測：實驗開始前，先給兩組進行前測測驗，該測試方式為傳統筆試，

目的是確認學生的數學程度，以確定實驗前學生對數學了解的程度有無差異。 

(3)活動設計與實驗：實驗活動過程中，適應性混成式實驗組透過電子書和傳統

的方式進行學習。對照組則使用一般的教學方式上課，實驗組讓學生自行透過電

子書的內容和傳統教學來學習，對照組則由教師帶領學生學習。實驗進行方式，

學生均接受正常的教學，過程中並不會損害學生原有的受教權利，目地只為測試

本計畫之教學方式對於學習是否有所助益。 

(4)認知後測：實驗活動結束後，兩組學生將實施學習成就後測，測驗內容將對

於學習數學進行測驗，不論對照組或實驗組均採用筆試，以瞭解學生在經由混成

式教學模式學習後，是否具有較佳的學習成效，測驗完畢後將以t檢定確認學習

成效是否具顯著差異。 

(5)資料蒐集與分析：蒐集的資料包括兩組學生的前測成績、後測成績、學習風

格及實驗組的問卷，對於前測與後測的成績進行t檢定，可以暸解本計畫的學習

模式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提昇作用，用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學習模式之學習成

效。另外利用前測成績將學生分為高先備知識與低先備知識、特殊身份學生和學

習風格，再分別對這些學生的前測與後測做比較，亦可了解本研究的學習模式對

於哪種程度的學生有較佳的提昇效果。 

4. 系統實作與分析 

    本章為實驗實作與實驗分析，第一節介紹實驗規畫，第二節為實驗畫面，第

三節為前後測考卷，第四節介紹實驗分析，第五節介紹問卷分析。 

 

4.1. 實驗規畫 

    實驗對象為台中某國小一年級學生，教學內容採康軒版小一數學第一冊第九

單元：幾點鐘為實驗課程，分為對照組與實驗組，對照組22人、實驗組51人，依

照課程規畫預計六堂課完成此單元，對照組進行前測測驗、後測測驗和問卷，實

驗組進行三節課的混成式電子書教學和三節課的傳統教學，實驗規畫如圖4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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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實驗流程圖 

 

4.2. 實驗畫面 

    本 研 究 畫 面 採 用 SimMAGIC eBook 試 用 版 軟 體 

(http://www.simmagic.com.tw)實現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的設計內容，此開發軟體

可匯入及整合多媒體檔案格式，圖片、影片、PDF、Flash 等格式，並可運用豐

富的影像資源，較容易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另有許多互動式的功能可以使用，

如連連看、圖疊圖、360 度旋轉、遮罩等功能，從互動遊戲中瞭解數學的有趣，

快樂的學習。而瀏覽器部分，大部分常用的瀏覽器皆可以做為一個顯示的介面。

系統方面也支援相當的豐富，iOS/Android/Windows Phone 7 系統中都可以做使

用。圖5為實驗實作部分畫面，每題的學習目標和互動方式如下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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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操作畫面(a) 

 

圖5 操作畫面(b) 

 

圖5 操作畫面(c) 

 

圖5 操作畫面(d) 

 

圖5 操作畫面(e) 

 

圖5 操作畫面(f) 

 

圖5 操作畫面(g) 

 

圖5 操作畫面(h) 

     

本研究之電子書設計輔助教學特別適合幼童，因為低年級孩童較會分心，失

去對於課程的專注力，藉由互動式的教學方式在電子設備的平台上呈現，以較為

生動活潑的操作介面，來吸引孩童的目光並集中注意力，且學習的主動權在孩童

手上。互動式電子書之多媒體及遊戲特質，非常容易引發小朋友好奇心及挑戰樂

趣，尤其是國小低年級學童，從生動活潑及鮮豔畫面產生學習興趣，提升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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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以達學習效果，對於須操作元件學習需求之課程單元仍可進行於教師授課時

間，同時結合數位教學與傳統教學之優點是本研究之混成式教學模式設計，企盼

具有數位學習之功能之外，仍能保有傳統教學的功能。 

 

4.3. 實驗分析 

 

壹、教學教師分析 

   台中某國小實驗對象的三個班級，三位數學教師也不同，但我們分析三個班

級的期中考數學成績，分析結果顯示無顯著差異。 

表 3 期中考成績分析 

 
 

貳、前後測成績分析 

    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測成績無顯著差異，後測成績有一顆星的顯著差異，證

明混成式教學是有一定的成效。而成對樣本中，對照組經由傳統學習的後測有兩

顆星的顯著差異，實驗組經由混成式教學則有三顆星的顯著差異。 

 

 

 

表 2 內容規畫 

圖5 學習目標 互動方式 

a 首頁 點選畫面開始練習 

b 瞭解基本的時間觀念 選擇正確的答案 

c 認識時鐘 選擇方式 

d 時鐘數字的位置 拖拉方式 

e 對應的時間 連連看 

f 時間的應用 選擇方式 

g 認識時針與分針 遮罩方式 

h 動手撥時鐘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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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驗成績分析 

 

 

表 5 對照組前後測成對樣本 t檢定 

 
 

表 6 實驗組前後測成對樣本 t檢定 

 

 

參、特殊學生分析 

    特殊學生前後測成績的比較，特殊學生包含外配、單親以及隔代教養的子女，

獨立樣本t檢定分析如表4-6，兩組前測沒有顯著差異，後測則有兩顆星的顯著差

異，在混成式教學中特殊學生比一般家庭的學生表現的較好。而成對樣本對照組

前測成績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對照組 22 79.41 15.888 -.453 

實驗組 51 80.98 12.531 

後測成績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對照組 22 88.14 13.688 -2.320* 

實驗組 51 95.27 6.96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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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傳統學習後並無顯著差異，實驗組經由混成式教學則有三顆星的顯著差異。

此結果顯示出特殊家庭學生表現較好，可能是特殊家庭中的資源和家長的輔導較

少，導致於有此差異，實際狀況還須擴大實驗才可得知。 

 

表 7 特殊生成績分析 

 
 

表 8 對照組特殊學生成對樣本 t檢定 

 
 

表 9 實驗組特殊學生成對 t檢定 

 
 

前測成績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對照組 10 79.90 14.896 -.021 

實驗組 18 80.00 10.146 

後測成績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對照組 10 83.40 16.834 -2.251** 

實驗組 18 95.83 6.243 

**p<.01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前測成績 10 79.90 14.896 -.908 

後測成績 10 83.40 16.834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前測成績 18 80.00 10.146 -5.581*** 

後測成績 18 95.83 6.243 

***p<.001 



廖惠雯  基於電子書構思適應性混成式國小低年級數學教學模式 

 

88 

肆、先備知識分析 

    此次實驗把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前測成績當作依據，用平均成績區分為低先備

知識和高先備知識。下表4-9為低先備知識的獨立樣本t檢定，兩組前測沒有顯著

差異，後測有一顆星的顯著差異。而成對樣本低先備知識在混成式教學中有三顆

星的顯著差異比傳統教學的一顆星顯著差異有效果，證明混成式教學也適合低先

備知識的學生。高先備知識在獨立樣本與成對樣本中都沒有顯著差異。 

 

表 10低先備知識獨立樣本 t檢定 

 

表 11 對照組低先備知識成對 t檢定 

 

表 12 實驗組低先備知識成對 t檢定 

 

前測成績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對照組 10 64.70 10.761 -1.918 

實驗組 27 71.30 8.726 

後測成績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對照組 10 80.40 16.880 -2.565* 

實驗組 27 94.63 7.836 

*p<.05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前測成績 10 64.70 10.761 -2.966* 

後測成績 10 80.40 16.880 

*p<.05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前測成績 27 71.30 8.726 -11.194*** 

後測成績 27 94.63 7.836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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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習風格分析 

    本論文學習風格採用商周特刊王志鈞學者提出的三大學習類型分類，可分為

視覺型、聽覺型和動覺型。每個人不限一種類型，具有單一風格的有52人，兩種

風格的有16人，三種風格的有5人，問卷結果共有56人次為視覺型、17人次為聽

覺型、26人次為動覺型做以下分析：分析結果指出混成式學習對視覺型的學生有

顯著差異，而聽覺型及動覺型則沒有顯著差異。 

 

表 13 學習風格學習成效 

 

 

*p<.05 

 

 

4.5. 問卷分析 

問卷51份，回收51份，回收率100%，有效樣本為36份，問卷分為5個構面，

每個構面5題，皆為5點量表。問卷作答時間20分鐘。經過信度分析Cronbach’s  

Alpha值如下表： 

 

 

視覺型 

前測成績 對照組 19 81.95 14.789 .124 

 實驗組 37 81.49 12.353 

後測成績 對照組 19 88.37 13.865 -2.323* 

實驗組 37 96.19 6.716 

 

 

聽覺型 

前測成績 對照組 4 75.75 10.243 -1.587 

實驗組 13 83.46 8.006 

後測成績 對照組 4 81.25 19.311 -1.970. 

實驗組 13 93.85 7.946 

 

動覺型 

前測成績 對照組 6 75.83 16.857 -.378 

實驗組 20 78.25 12.802 

後測成績 對照組 6 91.67 11.690 -.520 

  
實驗組 20 93.75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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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問卷信度 

 
    問卷利用獨立樣本t檢定做分析，問卷依性別、身份和先備知識分為兩組下

去做分析：分析結果得到低先備知識比高先備知識在系統易用性、學習動機、學

習態度與學習滿意度有更高的興趣。而學生身份與學生性別在問卷當中則無顯著

的差異。 

 

表 4-14 問卷與先備知識分析 

 
*p<.05  

 

構面 Cronbach's Alpha 值 

系統有用性 .714 

系統易用性 .717 

學習動機 .779 

學習態度 .884 

學習滿意度 .748 

 

 
先備知識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系統有用性 低 20 4.83 .295 1.393 

 高 16 4.62 .598 

系統易用性 低 20 4.96 .178 2.499* 

高 16 4.66 .448 

學習動機 低 20 4.96 .122 2.313* 

高 16 4.76 .322 

學習態度 低 20 4.96 .178 2.481* 

高 16 4.77 .251 

學習滿意度 低 20 4.94 .195 2.346* 

高 16 4.57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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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問卷與學生身份分析 

 
 

表 17 問卷與學生性別分析 

 

 
學生身份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系統有用性 特殊 13 4.80 .325 .627 

 一般 23 4.70 .525 

系統易用性 特殊 13 4.92 .224 1.420 

一般 23 4.77 .405 

學習動機 特殊 13 4.88 .281 .171 

一般 23 4.86 .236 

學習態度 特殊 13 4.93 .150 1.194 

一般 23 4.84 .262 

學習滿意度 特殊 13 4.87 .300 .981 

一般 23 4.72 .521 

 

 
學生身份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系統有用性 男生 22 4.71 .489 -.438 

 女生 14 4.78 .425 

系統易用性 男生 22 4.77 .371 -1.172 

女生 14 4.91 .320 

學習動機 男生 22 4.84 .273 -1.026 

女生 14 4.92 .206 

學習態度 男生 22 4.88 .210 .130 

女生 14 4.87 .267 

學習滿意度 男生 22 4.70 .515 -1.139 

女生 14 4.88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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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未來展望 

5.1.結論 

    每個人的身心發展並不相同，如果可以考量到每個人的學習情況及進度，即

可符合古代孔子所說的「因材施教」，也就是現今教育所談「個別化教學」。運

用資訊科技結合教學設計的方式，針對每位學生的程度差異提供不同難易程度的

課程內容，讓學習中的孩童，依照自己的步調進行適合自己的學習進度，學習成

效及學習樂趣必然可以提升，這也是教育努力的目標。除了讓所有學童都適得其

所外，也必需考慮到孩童的學習態度，透過活潑的互動式數位內容，更可以讓注

意力較不集中，或對於數學之學習有恐懼的孩童，去吸引他們接觸數學，同時透

過類似遊戲的答題方式，激起孩童的學習興趣。 

    本研究開發電子書混成式教學模式，由實驗分析得知電子書學習應用於傳統

教學較傳統教學容易得到成效，在於特殊家庭中，實驗組的學生經由電子書學習

後非常顯著。而低先備知識的學生經由電子書學習後也同樣的非常顯著。以及視

覺型的學生學習過後比傳統教學的學生有顯著差異。說明了電子書學習容易加深

學生的印象，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5.2. 未來展望 

    未來可針對每位學生做自己的歷程紀錄，不僅自己可以觀看自己哪些類型較

弱，也可以提供給老師和家長，方便適時的給予必要的指導，達到互動式的功能。

也可以朝向個別化的方向改進，不同程度的學生接觸適合自己的難易度的題目，

產生不一樣的學習路徑，減少每位學生在學習的困擾，另外增加題庫和單元的數

量，能讓學生能更靈活的運用混成式電子書的優點，隨時隨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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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必須提供給所有學生學習、實現潛能的機會，包含智能、人格與情意的特性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NCTM], 1995; Sheffield, 2000; Leikin & Lev,2007)。

許多人認為資優教育是只為少數人做錦上添花的工作，其實站在教育的公平性來看，普通班的課程

無法滿足資賦優異學生的需求，如果無法提供適當機會讓資賦優異的學生發揮潛能，反而因齊頭式

平等而扼殺資賦優異學生的受教權，對資賦優異學生來說是一項損失，對國家社會而言，亦是一項

損失。吳克典(1999)指出，在臺灣有限的人力及土地、物質資源之下，更應該著重人力資源的開發，

透過教育機制，挑選資賦優異學生給予適當的教學，培養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 

許多文獻（Chamberlin, Buchanan, & Vercimak, 2007;Jolly & Kettler, 2008; Koshy & 

Robinson, 2006）指出，年幼資優生（young gifted students）的教育是最被忽視的族群之一。

NCTM（2006）則指出，數學資優生是最被忽視的學生，然其傑出的數學能力是珍貴的社會資源。

McAlilister & Plourde（2008）則表示數學資優生需要一個能夠契合其特質的課程。此外，資優

兒童的情意教育在學校中時常被忽視(Silverman,1988)。Clark(1992)指出，表現越優秀的資優學

生，其在情緒及人際關係越容易出現適應上的困難，所以情意教育十分重要。故如何兼顧學生的認

知與情意特質，是設計國小數學資優課程設計時的重要面向。 

    台灣國小數學資優生的培育途徑主要有三：進入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補習班及競賽選手訓練

營（由學校或協會主辦）。後二者幾乎只著重數學知識與解題技巧的學習，很少兼顧情意面向。國

小一般智能資優班雖然會照顧到情意面向，但學科知識的學習則不會只聚焦在數學科，且台灣國小

資優班教師的學科專長往往是特教領域而非數學領域。 

Merry（2008）認為我們不應只是去發掘有哪些資優生，而應該要思考如何設計與促進資優生

的學習機會。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即在探討：台灣國小數學資優課程方案之設計與實踐。設計的國小

數學資優教育方案同時兼顧認知面向與情意面向，在認知面向亦兼顧數學知識與解數學問題的各種

能力（如：創造力、推理能力等）。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欲探討國小數學資優課程方案之設計與實踐，首先透過「數學資優課程設計理念」的文

獻探討來界定本數學資優課程的培育目的；其次透過「課程取向」及「課程設計模式」的文獻探討

來選取能配合本數學資優課程培育目的的適當課程取向及作為未來課程設計的指引；接著透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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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教育方案規劃」的文獻探討作為規劃數學資優課程方案及其教學方法的指引；最後透過「教學評

量」的文獻探討來說明本研究對於國小數學資優生學習評量的可能進行方式。 

一、課程目標 

根據各個國家、機構（UNESCO，1998；歐盟執委會，2005，引自劉蔚之，2007；哈佛大學，

引自李雪莉、彭昱融，2008；教育部，2008）所提出的內容，配合數學資優生的認知及情意特質

（Krutetskii,1963、1976；Haylock,1987a、1987b；English & Warren, 1998；Diezmann & Watters, 2001），

本研究規劃國小數學資優課程的課程目標如下： 

（一）能批判思考。 

（二）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題。 

（三）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 

（四）能夠勇於創新、想像。 

（五）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 

（六）能夠了解自我、關懷他人。 

二、課程設計取向 

各種課程設計取向的著重點不同，例如 Eisner & Vallance(1974)提出五種課程設計觀：認知過

程發展取向、科技取向、自我實現取向、社會重建取向、學術理性取向。黃光雄與蔡清田（2012）

歸納課程學者對於課程設計的理論取向後，提出精粹主義取向、經驗主義取向、社會行為主義取向、

科技主義取向與專業主義取向等五種課程設計的理論取向。本研究依據前述之數學資優課程目標，

綜合各類課程設計取向，並考慮 Miller & Seller(1985)所提的影響課程取向的因素，進行規劃適切

的國小數學資優課程，茲簡介如下： 

（一）教育目的 

本課程希望學生「能批判思考」，因此強調讓學生透過本數學資優課程各種題材的教學活動，

進行理解、分析與解釋問題資訊，或是推論、詮釋與評鑑答案。 

本課程希望學生「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題」，因此強調讓學生透過小組合作

解決不同題材的數學問題。 

本課程希望學生「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故強調師

生共同討論，讓學生習得團體活動中之溝通與澄清價值之能力。 

本課程亦希望學生「能勇於創新、想像」，故強調透過教師的質疑性問話，引導學生多角度地

思考問題，刺激資優生的創造思維及激發其更高的潛力，並使之成為一位高才能的問題解決者。 

本課程為求讓學生「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選擇能強化學生抽象思

考、邏輯推理、歸納組織等能力的教學活動。 

本課程並重視讓學生「能夠了解自我、關懷他人」，所以課程重視學生的自我實現，關注學生

的性向、人格等情意面的培養，促使其潛能獲得發展。 

（二）學習者 

提供學生思考和自我實現的經驗；關注學生的學習歷程，以及促進學習者學習如何學習的能

力，希望學習者能夠獨立思考並解決身邊的問題。 

（三）學習過程 

不強調讓學生累積學科知識，但以學科內容做為訓練與精進學生心智官能之工具與手段。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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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教與學之動態歷程，鼓勵學生去界定問題，引導學生批判思考，學習解決問題，而不是讓學生被

動且消極的接受知識。 

（四）學習環境 

提供開放的學習環境，安排多層面、多元化且與解決問題和參與式學習有關的課程活動。 

（五）教師的角色 

教師應為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高層次運思能力之引導者，而非灌輸學生知識之傳遞者。 

（六）學習評量 

採取可觀察或可測量的形式，以瞭解學生學習狀況，強化學生提昇「能批判思考」、「能與他

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題」等六個課程目標的題材和活動，並於學習後應用於其他題材和

活動的學習上。 

三、課程設計模式 

各種資優課程設計模式的觀點不同，例如Renzulli(1977)提出三合充實模式(The Enrichment 

Triad Model)。另外，VanTassel-Baska(1994)指出數學領域的資優課程設計上可參考的思考方向，包

括有：1、提供和數學內容、知識和技巧相關的學習情境，使資優生能夠盡量學得更多。2、提供情

境刺激資優生的創造思考及激發其更高的潛力。3、資優生比其他學生更喜歡理解、評價，並能從

中發現數學知識的意義與共通語言。VanTassel-Baska, & Stambaugh(2006)提出三種經證實有益於資

優生學習的理論模式：內容精熟模式、歷程/產品研究模式以及概念模式。本研究綜合不同的資優

課程設計模式，進行規劃的課程設計原則如下：  

（一）藉由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之特點，增強本計劃之多面向教育目標。 

（二）兼顧認知（例如以數學語言或方法分析批判周遭事物）、情意（例如讓學生瞭解到優美的推

理過程比找到正確的答案更令人讚嘆）與技能（例如能夠使用符號、記號、模型(models)、圖

表和數學名詞蒐集與分析資料進行數學推理）等面向。 

（三）數學資優課程設計應奠基於社會多元價值，經溝通與論辯所形成之價值及規範共識。 

（四）以學生為主體，強化其深入思考之機會，並引發其內在動機。 

四、資優教育方案規劃 

資優教育方案的安排，不宜單獨實施，必須要相輔相成，才能達成有效的資優教育（洪榮照、

吳美賢、曹傑如，2005）。本數學資優教育方案的教學活動規劃原則如下： 

（一）兼重水平充實與垂直充實，發展數學資優課程的廣度，並提升教材的深度。 

（二）透過小組討論活動，強調認知、情意與技能。藉以發展創造思考、解決問題、欣賞、評價、

合作以及文字、語言的溝通能力。 

（三）透過專題研究，讓數學資優生學習規劃、蒐集、組織、運用資源等能力；並透過作品發表與

自評、互評的過程，讓資優生培養自信、欣賞創作及溝通與表達的能力，並能擴充其知識基

礎，拓展視野。 

（四）透過各種問題解決活動，培養數學資優生高層次思考的流暢性、彈性與邏輯和批判思考能力。 

五、教學評量 

呂金燮（2001）表示，資優生的課程因為沒有標準課程與固定的月考評量，資優生的評量強

調的是一種長期的對資優生成長與改變的記錄，並可從個別以及小組的表現中回饋給課程設計。本

研究的資優生學習評量不僅有前、後測的紙筆測驗/總結性評量，亦強調形成性評量，以及同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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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自評與互評，重視學習的思考過程，強調多元評量。 

 

參、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紙筆測驗、教室觀察、文件收集等。 

一、數學資優課程方案之設計 

研究者針對本數學資優課程方案之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簡介如下： 

（一）教材設計 

本數學資優課程的教材設計分成三大類：數學知識，數學知識的應用，其他充實教材。 

1、數學知識 

本研究參考台灣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綱要（教育部，2003）及亞太區小學數學奧林匹亞競

賽試題，依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基本代數、簡易幾何、邏輯推理等五類來設計，提供學生學習數

學知識。 

2、數學知識的應用 

本研究提供一系列和數學內容、知識和解題技巧相關的學習情境，引導學生運用曾學過的數

學知識，進行問題解決活動以及發揮創新、想像力的活動。例如「數陣圖」問題的教學，讓學生透

過解決不同類型的數陣圖問題，並進行討論與分享，引導學生從中批判思考數陣圖的解題規則，並

於教學後要求學生自行設計且解答與所學不同類型的數陣圖問題，以讓學生除了能夠分析、組織所

學數陣圖問題的解題規則之外，還能夠嘗試創新數學問題。又如「萬萬稅」的教學活動，讓學生透

過曾學過的因倍數概念進行遊戲，除延伸因倍數概念、質數概念的學習，並讓學生藉由批判思考、

分析多次的遊戲勝負過程，進而歸納獲勝策略。 

3、其他充實教材 

本研究另規劃如「小組專題研究」、「個人學習檔案」、「數學讀物閱讀」等課程，引導學生依

據興趣與能力選擇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小組合作探究，甚且將數學領域相關知識結合社會或是學術

領域新興議題（例如環保議題），透過長時間（數週～一學期）學習如何規劃、蒐集、分析、組織

與有效運用資訊。 

（二）教學方法 

1、小組討論教學 

充分提供機會與時間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透過小組合作解題活動、小組專題研究，營造促

進學生合作學習的學習情境，讓資優生透過共同解題過程、輪流上台發表解法，進行不同想法的批

判思考，嘗試與不同學習背景經驗者辯證、溝通、分享所共同學習之數學知識的意義，學習尊重參

與者的不同意見，以及感受不同解法/心得之間的差異性、獨特性。期以培養數學資優生達到「能

批判思考」、「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題」、「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

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能夠了解自我、關懷他人」的課程目標。 

2、教師角色 

強調教師是促進者，重視非正式、相互尊重的師生關係。教學時廣泛透過問話引導學生多角

度地思考問題，嘗試挖掘學生的潛能，培養學生創新思維，由學生在本數學資優課程的教學過程中，

自己發現或創造要學的知識。期以培養數學資優生達到「能批判思考」、「能夠勇於創新、想像」、

「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的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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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即評量 

除了期末紙筆測驗，於「小組專題研究」、「個人學習檔案」、「數學讀物閱讀」等充實課程

的教學過程中，將以不同的評分表進行小組自評與互評，評分表中的評量項目是由學生與教師共同

討論訂定，並給予分數 1（極不同意）～5（極同意）。另外，於六年級階段的教學過程中，亦針

對學生的小組解題記錄或小組擬題內容進行互評。上述教學評量方式期以培養數學資優生達到「能

批判思考」、「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題」、「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

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能夠勇於創新、想像」、「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

的課程目標。 

4、善用親師生互動 

透過親師聯絡簿以及不定期與家長、學生之間的非正式訪談，強化家長、學生與本研究團隊

之互動。本課程所設計親師聯絡簿內容，包括回家作業、學習心得、家長回饋。學習心得一欄要求

學生必須呈現對於當週所學課程內容之想法，例如難度、不瞭解的部份、重點整理等等，而家長回

饋一欄則是要求學生需與家長分享當週所學課程內容，並由家長敘寫分享後的想法。上述親師生互

動方式希望能促進師生良好互動關係，提升親師溝通，建立親師合作關係，讓親師生都能得到最大

的成長之外，並期以培養數學資優生達到「能批判思考」、「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

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能夠勇於創新、想像」、「能夠了解自我」的課程目標。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20位國小四年級數學資優生（原為21位學生，後有一位學生於課程實施

第二年時退出），他們參加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國小數學資優生的培育計畫甄選時的數學成就測驗(呂

玉琴、侯成龍，2012)的分數表現均達正二個標準差以上。該數學成就測驗的Cronbach α係數為0.90，

並擁有良好的效度考驗。授課教師為數位已任教國小10年以上的現職國小教師，先前已有三年國

小數學資優課程的教學經驗，且長期在數學資優教育專家的帶領下，共同閱讀與討論數學資優相

關文獻。授課教師均以小組討論方式進行教學，實施五個學期的課程，每個學期分成三階段，每

階段進行四次，每次三小時的教學。 

三、資料收集與整理 

本研究資料收集面向除教室觀察、錄影、各組觀察員觀察紀錄之外，尚有親師聯絡簿、上課

講義、各項評量工具（如期末紙筆測驗、學生小組互評表、學習檔案互評表等等）等文件資料，以

及與家長之間的非正式晤談。各小組於每次上課時均有一名觀察員進行觀察（觀察員僅觀察與記錄

學生上課表現，並未參與學生學習過程）。S1表示1號學生，S2表示2號學生…以此類推。編號100312

表示2010年3月12日的上課紀錄。關於學生的學習表現，「a」代號表示學生剛開始接觸本課程時就

已經具備該項能力，「b」代號表示學生在一開始接觸本課程時並未具備該項能力；「A」代號表示

學生在經過本課程第一年的學習，該項能力有明顯提昇，「B」代號表示學生在經過本課程第一年

的學習，該項能力並未有明顯提昇，「C」代號表示學生在完成全部課程時，該項能力有明顯提昇，

「D」代號表示學生在完成全部課程時，該項能力並未有明顯提昇。 

 

肆、初步研究結果 

研究者根據學生於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五個學期以來的前後學習表現，說明學生於接受本課

程實施的學習成效。研究者根據六個課程目標，以表 1～表 6 分別呈現學生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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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批判思考 

研究者以表 1 呈現 20 位學生於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時，在「能批判思考」能力的前後學習表

現。 

 

表 1 

「能批判思考」的前後學習表現 

 a b 

A 1 12 

B 0 7 

C 1 18 

D 0 1（S11） 

 

根據表 1，在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初始，20 位學生中有 1 位已經具備「能批判思考」能力，

19 位學生並未具備。經過本課程第一年的學習，20 位學生之中有 13 位，65％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

昇，另有 7 位，35％的學生並未有明顯提昇。但在完成全部課程時，20 位學生中有 19 位，高達 95

％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昇。 

為了在第一年之後的課程學習中持續提昇 20 位學生「能批判思考」的能力，尤其是 7 位於接

受第一年的課程後並未有明顯提升的學生，教師採用以下教學策略進行教學方式的調整： 

（一）教師提供具挑戰性的問題：教師提供具挑戰性的問題促進學生進行多元面向的批判思考，且

當學生的解法僅有算式或僅有答案時，教師會提示學生可用圖畫或是文字詳細的說明解題（思

考）過程；若學生以圖畫或文字說明的內容仍不足以讓同學了解時，教師會再次提示學生修

正說明內容。 

（二）同組組員觀摩彼此的解題過程：同組組員針對彼此的解題想法進行了解、提問與辯證。 

（三）小組互評彼此的解題過程：除繼續先前各組輪流上台報告該組的解題想法與過程外，第二年

的教學策略還採用小組互評的方式，由學生針對各組解題想法進行評鑑，並須說明各組解法

的優缺點。 

（四）小組擬題與交換解題：各組於幾次上課的最後一節，根據當天上課所學數學概念進行擬題，

並於下次上課時由其他組嘗試解題，難度越高者，該組分數越高。因此各組成員為提昇問題

的困難程度，必須針對該題各種可能的解法與困難程度進行討論。 

研究發現，相較於課程實施一年後的學習表現，絕大部分的學生在進行小組討論時，彼此能

夠要求對於該組簡單的解題過程或所擬問題進行更多批判性的省思與更豐富的修正與補充，或是對

於同一題的不同解法能進行批判比較後提出觀點，亦即「能批判思考」的學習表現有所提昇。例如

1020302 的觀察員記錄：「S13 檢視 S7於白板所寫下的解題過程後，質疑 S7：你寫的這個內容誰看

得懂啊？S7說：我看得懂。S13 說：你看得懂，別人看不懂有什麼用？像我就會問為什麼這個可以

劃掉？」。 

即便是提升幅度不大的 S11，根據 1020316 的觀察員記錄：「S11 能在教師提醒之後，針對自

己原先的解題過程另外畫圖呈現，並不斷思考如何以更多的文字進行補充敘述。」，顯示 S11 的批

判思考能力亦較先前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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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題 

研究者以表 2 呈現 20 位學生於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時，在「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

解決問題」能力的前後學習表現。 

 

表 2  

「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

題」的前後學習表現 

 a b 

A 0 18 

B 1 1 

C 1 18 

D 0 1（S11） 

 

根據表 2，在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初始，20 位學生中有 1 位已經具備「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

學基本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19 位學生並未具備。經過本課程第一年的學習，20 位學生之中有

18 位，90％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昇。在完成全部課程時，上述 18 位學生仍持續精進其「能與他人

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然另位先前學習初始並未具備此能力，且經過第一年的

課程學習後也未有明顯提升該項能力的 S11 在完成全部課程時，本項能力雖較先前第一年的學習

有所提升，然而幅度並不大。例如：1020427 的課程中，觀察員記錄：「S11 以前大都獨自解題，

現在已會主動將自己寫的解法讓組員觀看。」 

此外，研究者並發現同學在完成全部課程後，對於「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決問

題」的互動較之前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與學習表現。以 1020302第一組的解題過程為例： 

題目：「請在下面算式的空格內，各填入一個合適的數字，使其成為正確的等式。

□□□□□□□□

1

1988

11
 」 

一開始，S1以代數式求解並在白板上寫下部分解法： 

＋ ＝   

＝  

yx+1988y＝1988x 

（x+1988）（y-1988）＝ −  

（x+1988）（1988-y）＝  

同組的 S5則是利用因倍數概念數字嘗試解題，花費約 8 分鐘找出一組解。該組透過 S1與 S5

對於各自解法的說明以及組員間的討論之後，決定採用 S1 的方法為該組上台講解的方法，即利用

1988 的因數，代入方程式嘗試找出合理的答案。在合作的過程中，S1 負責寫出作法及判斷其他人

答案合理性，S14與 S5負責將各種可能數字代入方程式計算，並判斷答案的合理性，其中 S5在測

試 98 這個數字無法獲得合理答案後，就跟全組組員表示比 98 還小的因數都不可能是合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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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組員亦表示認同。 

上述內容顯示，在完成全部課程時，學生對於合作解題的概念，除仍然能夠主動透過討論與

說明，釐清彼此之間不同的想法，教導未瞭解該解題想法的同組同學之外，並能將複雜的解題過程

透過詳細的分工以完成解題任務。 

三、  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 

研究者以表 3 呈現 20 位學生於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時，在「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

人溝通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的前後學習表現。 

 

表 3  

「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自己

的解題想法」的前後學習表現 

 a b 

A 7 6 

B 2 5 

C 9 11 

D 0 0 

 

根據表 3，在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初始，20 位學生中有 9 位已經具備「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

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能力，11 位學生並未具備。經過本課程第一年的課程學

習，20 位學生之中有 13 位，65％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昇，另有 35％並未有明顯提昇。但在完成全

部課程時，20 位學生均呈現明顯的提昇，絕大部分的學生無論是文字或是圖示說明的內容都更加

豐富與充實。例如： 

1010310 的觀察員記錄表示 S13 的寒假作業都沒有解題過程，而 1010526 的上課記錄亦顯示

S13 對於如何與同學溝通分享自己的解法感到困難(如下)。 

題目：「一位科學家參加重要會議,每天按固定時間出門,所以司機也總是按固定時間從會場開

小轎車來接科學家.有一天,科學家提早出門,沿著小轎車的路線步行。步行半小時後,碰上來接

他的小轎車,然後乘車去開會,比平時早 10 分鐘到會場。請你算一算，科學家比平日提早多少

時間出門？小轎車速度是步行速度的多少倍？」 

 

 

 

 

S13向 S12說明解法：「他比平時早到 10分鐘，是車子來回走路程的 2倍，所以車子走 5分鐘

會相遇。」。 

S12表示「聽不懂！」。 

S13：「好難說明喔！」。 

T：「為什麼要 10÷2，你要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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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T的提醒，S13嘗試在白板上用畫圖（見圖一）重新說明其解法：  

 

圖一 

為了促進學生「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的學習表現，T

在教學過程中會不斷關注同學的講解內容，並用問話提醒同學必須更精晰化其講解內容，以讓其他

同學充分了解其解題過程。 

而在 1020309的上課記錄中(如下)，顯示 S13此時能呈現較先前更加完整與清晰的講解內容。 

題目：「把五本不同的書放入兩個不同的書包裡，使得每個書包內至少有一本書，且書要放完。

請問有多少種不同的放法？」。 

S21問 S13算式的意思，S13表示： 

放一本時有 ABCDE五種。 

放二本時有  AB  BA  CA  DA  EA 

            AC  BC  CB  DB  EB  

            AD  BD  CD  DC  EC 

            AE  BE  CE  DE  ED 

又因為每一種都重覆二次，所以是 5乘以 4除以 2等於 10。5x4/2=10 

因為不同的書包，可以交換，所以會有 2倍。 

因此答案是：5x4/2=10  (10+5)x2=30  。 

四、  能夠創新、想像 

研究者以表 4 呈現 20 位學生於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時，在「能夠創新、想像」的前後學習表

現。 

 

表 4  

「能夠創新、想像」的前後學習表現 

 a b 

A 0 3 

B 1 16 

C 1 16 

D 0 3（S09、S11、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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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在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初始，20 位學生中有 1 位已經具備「能夠創新、想像」能

力，19 位學生並未具備。經過本課程第一年的學習，20 位學生之中有 3 位，15％的學生呈現明顯

的提昇，另有 85％並未有明顯提昇。然在完成全部課程後，20 位學生中有 17 位，高達 85％的學

生呈現明顯的提昇。 

為了在第一年之後的課程中持續提昇 20 位學生「能夠創新、想像」的能力，尤其是 17 位於

接受第一年的課程學習後並未有明顯提升的學生，教師採用以下教學策略進行教學方式的調整，以

促進學生從不同角度觀看所解問題，以及透過比較從中發現有哪些不常見或特別的解法： 

（一）教師統整學生前一次回家作業上同一問題的不同解法，並於下一次上課時發下，且提問下列

問題：「哪些題目的解題原理是相通的？」、「哪些解法其實是相同的想法？」。 

（二）小組擬題與交換解題。 

（三）教師提供具挑戰性的問題。 

（四）小組互評彼此的解題過程。 

（五）同組組員觀摩彼此的解題過程。 

研究發現，相較於課程實施一年後的學習表現，大部分的學生在完成全部課程時，無論是小組

合作解題或個別解題，都能夠要求自己盡量產出不同於其他同學的解法，或是從不同角度思考以往

曾經接觸的題目類型。例如：S10曾於小組討論過程中表示組員 S5的做法跟他的一樣，且 S10認

為應該還有不同的作法。或如 1020302的觀察員記錄：「 S21在問題「ABCD表示一個四位數，EFG

表示一個三位數，A，B，C，D，E，F，G代表 1至 9中的不同的數字．已知 ABCD+EFG=1993，問：

乘積 ABCD×EFG 的最大值與最小值相差多少？」的解題過程中，與其他同組同學不同的是 S21能夠

以不同的幾何圖形代替數字，並很快的找到答案。」。 

另外，根據 1011103的觀察員記錄內容，S3在「有一籃橘子，在 150個以內，九個一堆或六

個一堆都可以分完。根據題意，最大數量是最大公因數的倍數。」的解題記錄（見圖二），以往這

種類型的問題大都是讓學生從最大數量的關鍵字，直接聯想到答案是最小公倍數的倍數而已，此次

問法的改變是想要了解學生是否能夠以新的角度看待此類問題，而能夠將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

數，以及所求最大數量之間的關係串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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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根據圖二內容，研究者發現相較於之前第一年的課程學習，S3於第一年之後的課程學習過程

中，除了能夠以更豐富的數學符號與數學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外，還能夠不直接受到「最大數量

為最小公倍數的倍數」的想法影響，而是從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包含關係，以及最大公因數

╳最小公倍數＝兩數相乘的觀點出發進行思考。此外，同組其他同學的解法都是直接使用題目的數

字算出最大數量，再檢驗是否為最大公因數的倍數來判斷此題的答案。 

 

五、  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 

研究者以表 5 呈現 20 位學生於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時，在「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

有效運用資訊」的前後學習表現。 

 

表 5  

「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

的前後學習表現 

 a b 

A 1 10 

B 2 7 

C 2 15 

D 1（S09） 2（S05、S11） 

 

根據表 5，在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初始，20 位學生中有 3 位已經具備「能夠規劃、蒐集、分

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能力，17 位學生並未具備。經過本課程第一年的學習，20 位學生之中

有 11 位，55％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昇，另有 9 位，45％的學生並未有明顯提昇。然在完成全部課

程後，20 位學生中有 17 位，高達 85％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昇。 

為了在第一年之後的課程學習中持續提昇 20位學生「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

用資訊」的學習表現，尤其是 9位於接受第一年的課程後並未有明顯提升的學生，教師採用以下教

學策略進行教學方式的調整，以促進學生能夠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題目訊息或不同解題策

略，加以思考各種解題策略： 

（一）請每位學生於解每一個問題前先根據題目訊息寫下解題前的難度指數（難度指數的分數為

1~5，1 分表示最簡單，5 分表示最困難），並於解題後再次寫下該題的難度指數，透過解題

前後的難度指數比較，引導學生掌握題目訊息。 

（二）小組互評彼此的解題過程。 

（三）同組組員觀摩彼此的解題過程。 

研究發現，相較於課程實施一年後的學習表現，大部分的學生在完成全部課程時，已能主動

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題目訊息或各組不同的解題策略，並提出批判性的看法。例如： 

在 1020302的觀察員記錄中，S3於各組報告的過程中記錄每一組的報告情形與個人看法（見

圖三），然而此時 T尚未請學生寫下各組的優缺點。 



呂玉琴  國小高年級資優課程方案之設計與實踐 

 

106 

 
圖三 

六、  能夠了解自我、關懷他人 

研究者以表 6 呈現 20 位學生於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時，在「能夠了解自我、關懷他人」的前

後學習表現。 

 

表 6 

 「能夠了解自我、關懷他人」的前後學習表現 

 a b 

A 3 9 

B 1 8 

C 4 14 

D 0 2（S05、S11） 

 

根據表 6，在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初始，20 位學生中有 4 位已經具備「能夠了解自我、關懷

他人」能力，16 位學生並未具備。經過本課程第一年的學習，20 位學生之中有 12 位，60％的學生

呈現明顯的提昇，另有 8 位，40％的學生並未有明顯提昇。然在完成全部課程後，20 位學生中有

18 位，高達 90％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昇。 

為了在第一年之後的課程中持續提昇 20 位學生「能夠了解自我、關懷他人」的學習表現，尤

其是 8 位於接受第一年的課程後並未有明顯提升的學生，教師採用以下教學策略進行教學方式的調

整，以促進學生能夠更有自信且能關注同儕的數學學習情況： 

（一）要求各組所有組員都必須了解該組要上台報告的解題策略，促使同儕之間進行互相教學，協

助彼此對於解題策略的了解。 

（二）增加小組討論時間，亦增加 T行間巡視的時間，T則增加各組解法以及各組個別同學想法的

鼓勵（讚美）次數。 

（三）要求各組上台報告的同學，必須進行輪替，以增加同學上台報告的機會與自信心。  

研究發現，相較於課程實施一年後的學習表現，大部分的學生在完成全部課程時，已能更有

自信且能主動關懷同儕的數學學習。例如：在 1020413 的觀察員記錄中，S22 因為看不懂 S9 所寫

的算式，於下課時請教 S21，S21並未因為講解時間會造成下課時間減短，而拒絕 S22的請求，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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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鉅細靡遺地向 S22 詳細解釋 S9 的算式。以往較無自信而不敢詢問同學的 S22，現在亦能夠主動

詢問同學。又如 1020427 的觀察員記錄：「當 T：「聽不懂 S15 講解的請舉手。」，第二組組員全都

舉手。S15 於下課時主動到第二組進行講解，當 S3 表示懂了，S15 立刻出題問第二組的組員，S2

和 S7 表示不懂。S15就再講解一遍並出題，直到 S2和 S7都回答正確 S15表示：「很好！你們已經

都懂了。」」。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發展兼顧認知面向與情意面向的台灣國小數學資優課程，並了解其實踐的成效。

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先呈現本數學資優課程的實踐成效，接著呈現本數學資優課程的多元教材設

計與有效教學策略，最後提出一些建議。 

一、結論 

（一）臺灣國小數學資優課程實踐成效 

20 位學生在學習本數學資優課程之初，有六項課程目標的初始具備相關能力的人數為 20％以

下，只有第三項課程目標－「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的初始

具備人數為 45％。完成本課程的學習時，於「能批判思考」、「能與他人合作運用數學基本知識解

決問題」、「能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自己的解題想法」、「能夠勇於創新、想像」、

「能夠規劃、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能夠了解自我、關懷他人」這六項課程目標

的學習表現均有 85％以上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昇，其中「能夠勇於創新、想像」此項課程目標的

進步幅度最為可觀。 

（二）台灣國小數學資優課程的多元教材設計 

1、數學知識 

本課程所提供五類數學題目類型具相當挑戰性，除能提供學生學習數學問題解決的歷程技

能，尚能促進學生批判思考、與他人合作解題、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以及勇於

創新、想像的能力。 

2、數學知識的應用 

本課程所提供一系列如「天平問題」、「數字謎」、「有趣的數學遊戲」、「數學的應用」的教學

活動，引導學生運用曾學過的數學知識以及日常生活經驗，進行問題解決活動，除能夠促進學生必

須批判思考解題策略的合理性、與他人合作，以及以數學符號或數學語言與他人溝通分享之外，並

能促進其創新、想像力的發展。 

3、其他充實教材 

本課程所規劃如「小組專題研究」、「個人學習檔案」、「數學讀物閱讀」、「小組擬題」等課程，

能夠引導學生進行小組合作探究、批判思考、與他人溝通分享、創新想像，以及促進學生規劃、蒐

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能力的發展。透過上述學生所進行小組合作、溝通分享的過程，本

課程亦提昇學生「了解自我、關懷他人」的能力。 

（三）台灣國小數學資優課程的有效教學策略 

1、進行小組教學及合作解題，營造促進學生合作學習的學習情境。 

2、強調教師是促進者，充分提供機會與時間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並要求各組同學輪流上台發表

想法與辯證澄清所學概念，提供學生進行批判思考、與同儕合作、勇於發表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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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解題前後的難度指數比較，促進學生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題目訊息的機會。 

4、教師以質疑性問話針對學生的解題歷程進行提問，要求學生不僅呈現正確解題歷程，亦要能夠

以更清楚的各樣表徵，或是數學語言、數學符號說明算式的意義。 

5、透過由學生與教師共同討論訂定的評分方式進行小組合作解題策略的互評，以及同組組員觀摩

彼此的解題過程，引導學生蒐集與分析不同解題策略提供學生進行批判思考、與他人溝通分享、

了解自我、關懷他人，以及蒐集、分析、組織與有效運用資訊的機會。 

6、透過小組擬題與交換解題，提供學生進行批判思考、創新想像的機會。 

7、要求各組成員互相教學，互相協助對於解題策略的了解，提供學生批判思考、與他人溝通分享、

了解自我、關懷他人的機會。 

8、透過親師聯絡簿、非正式訪談促進學生的學習反思、家長對於課程的瞭解，以強化家長、學生

與本研究團隊之互動。 

二、建議 

（一）雖然六項課程目標的學習表現均有85％以上的學生呈現明顯的提昇，然仍有極少部分學生並

未顯著提昇，尤其是S11於第一、二、四、五、六項課程目標均未有顯著提昇，研究者認為

這可能是學生年齡（S11較本研究其他研究對象小一歲）、人格特質（S11個性內向）、家長

教養態度（相對其他同學家長，較不關心學生學習狀況），建議未來可針對上述可能因素對

於學生學習表現的影響進行探討。 

（二）本研究結果包括學生於接受本數學資優課程後的學習情況、多元的教材設計，以及八個有效

教學策略，可作為師資培育機構設計國小數學資優課程之內容，或設計國小數學資優教師進

行教學活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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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學創造力是討論數學範疇上的創造力，然創造力至今仍不

存在一體適用的定義，故適合的數學創造力的定義仍未存在。

本文從創造力的不同面向探究數學創造力可能的義涵，希望

能釐清數學創造力意義在不同面向下可能的看法，使得後續

的數學創造力研究能在清楚的論述下發展新的觀念。 

前言     

「數學創造力」是「創造力」討論的特定(specific)領域，討論數學創造力的

定義必須包含兩個向度－創造力與數學，也就是討論在數學範疇上的創造力。創

造力的論述約略可分為幾個大的面向: (1) 從產出(product)的方向發展，認為產出

必須具備新穎性(novelty)和意義性(meaningful) (Romey, 1970; MacKinnon, 1962; 

Jackson 和 Messick, 1965)；(2) 從創造力指標的方向認為創造者須具備流暢性

(fluency)、變通性(flexibility)、原創性(originality)和精緻性(elaboration)等四個指

標(Guilford, 1950; Torrence, 1962)；(3) 也有學者從過程(process)的角度討論，認

為創造過程包含四個階段-準備期、醞釀期、頓悟期和驗證期(Wallas, 1926)；(4)

或者從創造貢獻的角度認為創造產出可分為尋常的創造(ordinary creativity)或非

尋常的創造 (extraordinary creativity)(Bergstrom, 1984; Kaufman and Beghetto, 

2010)，尋常和非尋常最大的差異在創造者對於領域版圖的變化是否顯著

(significant)；(5)更有學者認為創造力不應侷限於個人上的討論，而是個人、領域

(domain)和場域(field)三者交互作用的具體表現(Csikszentmihalyi, 1999)，近年來

對於創造力的研究多採用多構面(multi-facet)的研究方式，但對於創造力的定義至

今仍不存在一體適用的看法。因此 Nadjafikhah et al. (2012) 認為目前為止對於數

學創造力依然無法存在一個適當定義(Mann, 2005; Sriraman, 2005; Haylock, 1987)，

因為創造力本身的定義依然不存在一個一體適用的定義。 

反思數學是什麼，早期多數的學者認為數學的定義可以分為三個型式:邏輯

論者(logicism)、直觀論者(intuitionist)和形式論者(formalist)，邏輯論者認為所有

的數學概念、敘述和原理都可以使用符號邏輯來證明；直觀論者認為數學是一種

建構數學物件的心智活動；形式論者認為數學是形式系統的科學(Science of 

formal system)，其中形式系統意指由符號(symbol)、記號(token)和記號如何組成

公式的規則(rules)所形成的集合。近年來多數的學者開始從樣式(pattern)的角度思



劉宣谷  國小高年級數學資優學童數學創造力研究 -- 以亞太小學奧林匹亞選手為例 

 

112 

考數學，樣式是具有重複性與延伸性的物件，多數的數學家同意數學是探究樣式

的科學(science of pattern)，也就是數學家尋找樣式並使用樣式形成新的概念或假

說。從數學的意涵我們或許可以粗略的說提出新(new)的符號或利用已知的樣式

組成新的樣式是創造力在數學範疇上的展現。Aiken (1973) 認為數學創造力可定

義在「產出」和「過程」的基礎上，也就是討論數學創造力的本質大約可分為兩

種觀點：(1)數學創造力定義基本上將重點放在符號、規則或樣式的產出和(2)數

學創造力被視為強調創造性思維的認知能力或心智活動。 

近年來國內數學創造力研究已是數學教育學門的重要議題之一。然而國內學

者對於數學創造力的研究多著重於如何設計課程或教學模組來引發學生的數學

創造力，或是推論學生在數學創造力上的表現，或探究數學創造力與數學成就間

的關係(林鳳香，2011)。如曾柏維(2013) 利用 Intel K-12 圖像式思考工具設計教

學方案，探討國小資優班學生推理能力及創造力的影響。馬祖琳等(2006)透過探

索、發展與精進等階段的合作行動研究，開發出「幼兒數學創造力教學」之測量

教學活動與引導策略。黃子千(2005)發現國小六年級學童在樣式推理能力、數學

創造力表現與數學成就間存在某種程度的關係，同時指出學生的數學創造力以流

暢力最優、變通力次之、獨創力最差。洪慧津(2003)以亞太區小學數學奧林匹亞

競賽選手為樣本，發現數學資(績)優學童的數學創造力優於一般學童，同時發現

數學創造力與數學動機和數學樂趣的態度呈現正向關係。張華城(2002)以自編的

量表探究國小六年級學童數學創造力與科學創造力的關聯性，發現兩者在總分上

並無顯著的差異。邵惠靖(2000)以自編的創造思考測驗討論擴散性思考、數學問

題發現與數學學業三者間的關係，該文定義數學創造力為擴散思考的能力，發現

流暢性、變通性和學業成就能有效預測問題發現的問題數和問題品質。 

國內少有人深入探究數學創造力的定義，或發展數學創造力測驗工具(林鳳

香，2011)，因此近年來的數學創造力研究多著重於創造力指標或評量的發展，

如陳李綢(2006)以史騰柏格的創造三面模式理論發展國小高年級學童的數學創

造力診斷與認知歷程分析工具；林鳳香(2011)探究數學運算與符號創造力問題測

驗建構評分刻度並利用多元尺度方法與同質性分析技術比較自編測驗William創

造性思考測驗間的差異。邱易斌(2011)針對發散性思考評量指標(流暢性、變通性、

獨創性)發展小學數學創造性問題測驗。然而以探究數學創造力定義為主題的研

究至今仍鮮少發現，本文從過去與近年的文獻中討論數學創造力，嘗試提出探究

數學創造力的回顧論文，期望後續的數學創造力研究能在更嚴謹的論述下發展新

的觀念。 

因數學創造力是創造力的特定領域，多數的學者討論數學創造力時依然延續

一般創造力的定義，因此數學創造力的描述約略也可以分成貢獻、產出和過程等

數個不同方向。從產出的方向，Vygotsky(1930, 1984)認為數學創造力是發展數學

新知識的重要機制之一。從創造力貢獻的程度 Shviki(2010)認為數學創造力應分

成專家層次(professional level)和學校層次(school level)，他認為專家層次是能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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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原創性的工作顯著推廣知識的版圖。Usiskin(2000)認為只有在工作領域留下歷

史的成果或能在時間歷程上留名的偉大貢獻者，如高斯、希爾伯特或龐加萊之類

的成員或曾獲頒菲爾茲獎的研究人員，才稱為具有數學上的創造力。目前在數學

知識領域推廣工作主要來自於取得數學相關博士學位在研究機構工作的研究人

員及其實驗室的成員，因此探討專業層級數學創造力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針對這些

人。此外從 Csikszentmihalyi(1999)的創造力系統理論，數學創造者又是如何與場

域成員互動，使得創造產出能順利被放入領域中，成為數學文化中的瀰母(meme)，

均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本文延續創造力探究的發展過程，依序說明數學創造力在不同的面向下構成

的定義或概念。因此本文的第一節探究數學創造力的新穎性和實用性；第二節說

明數學創造力的核心指標，第三節說明數學創造力發生的四個階段，第四節從貢

獻的角度說明數學創造力，第五節說明數學創造力與創造力系統理論的關係。回

到教育的觀點上，第六節討論數學資優生與數學創造力的關係，第七節討論如何

培養學童的數學創造力。 

1. 創造的新穎性和實用性 

創造力研究的發展從產出(product)的探究到創造個體的討論，再到個體受環

境的影響，最後開始發展個體和環境間的互動關係，逐漸形成完整的體系。早期

的研究大多探討何種的產出可被稱為具創造性(creative)，如牛津字典的解釋是

「具備製造新事物尤其是藝術工作上的能力或技能」(having the skill and ability to 

produce something new, especially a work of art)。依隨創造是無中生有的字義，多

數的學者均同意創造產出必須是新穎(novelty)或原創的(original)，然而隨著創造

的目的性，創造的產出被附予了實用性(useful)、適用性(appropriate)或意義性

(meaningful)，也就是創造產出必須針對真實的問題或目標作出貢獻，從實用性

和適用性(adaptive)觀點定義創造力時，又將其定義為「產生意想不到、原有的行

為的能力，而其行為是有用且合適的」或「製造具實用性和適用性的非預期或原

創工作的能力」。如 Romey (1970) 認為創造力是結合想法、事物、技巧或新途徑

的能力； MacKinnon (1962)認為創造力是一個新穎有用且明瞭的結果。Jackson

和 Messick(1965)認為合適性是判斷一個有創造力成果的重要評斷。許多成果中，

多樣和獨到的見解可以被判定為有創意的，只有根據明確的標準確認想法在問題

的情境中是適當的。所以綜觀上述學者所提及，創造力為結合過去的想法、事物、

技巧，而聯想出一些新的事物的表現，而此事物是新穎且有用的，並且無法透過

機械的方法來實現。Hausman (1984)認為創造性產品與舊有產品間會有一種突破。

在一般創造力中常認為新穎性是無法用既有知識加以綜合或分析出來的創造性

產品。須完全獨立於創造者的知識或舊經驗發展出來的。Carlton (1959)認為創造

性思維是添置知識的思維結果。Vygotsky(1930, 1984 )認為創造力是發展新知識

的重要機制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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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新穎和實用已經是學者討論創造產出時的共同核心標準，若數學創造

力是討論數學問題或數學情境時的創造產出或創造成果，則數學創造力的定義或

許不能脫離創造力的核心標準，因此多數的學者從數學的角度重新詮釋創造產出

的新穎性和實用性。Spraker(1960)認為創造力是為了解決數學問題而產生原始或

不尋常、適用解決方案的能力。Romey (1970)定義數學創造力為數學思想、技術

或新途徑的結合。數學創造力的特點為它連接到學生有效地與抽象信息起作用的

能力。法國數學家 Poincare (1948)認為數學上的發現(discover)是將不同的想法

(idea)加以合成(combination)；這樣的合成通常是非常多的但只有極少數的合成是

有用的(useful)。在尋找有用合成的過程中，會建構大量合成，之後有用的合成

將從那些無用的合成中脫穎而出。換句話說，創造可以被看成是形成(forming)、

再認知(recognizing)和尋找有用的合成。Ervynck(1991)認為數學創造是透過合成

創造有用的數學概念或發現不同數學觀點下未知的關連性。同時數學創造在數學

知識的提升扮演重要的角色。Laycock (1970)認為數學創造力是從不同的觀點

(perspective)分析問題的能力，例如樣式(patterns)差異性(differences)、相似性

(similarities)和產生多重想法(multiple ideas)和選擇適當的方法處理不尋常的數學

情境 (引自 Idris and Nor, 2010)。根據 Chamberlin and Moon (引自 Shriki, 2010)，

將學生的數學創造力定義為「用一個產生新穎實用的解決方案，並以數學方法去

解決虛擬或真實的應用問題的能力」。運用過去的經驗或已學過的數學基模為基

礎下，將遇到的問題或題目以創新的方式迎刃而解，而其解決問題之方法並非單

一而固定的。 

雖然在一般的創造力常認為所謂的新穎是無法用舊知識綜合出來的創造性

產出，但在數學創造力中學者的論述的「新穎」並非全然的無中生有，而是將重

點放在舊經驗的「再結合」(recombination)。從大量的結合中挑選出具實用性的

結合。這樣的合成將連結兩得不同的數學知識結構的關聯性，擴大數學的知識版

圖。若數學創造力是舊知識或已知樣式的再結合，某種程度隱含創造者若具備較

多的舊經驗再重新組合時則擁有較多可供選擇的合成元素，因此從事數學工作的

創造者需要較多的時間學習數學的舊知識。相同的論述與創造力的「十年法則」

(Gardner, 1983, 1993)和具高度數學創造力的個人必具備高度的數學才能(Usiskin, 

2000)不謀而合。 

定義中的實用性經常是能解決一個數學問題，也就是數學的創造者能否為已

經存在的數學問題提出過去未曾看過的解答的能力。從「尋找新解答」的論述下，

問題解決的能力已經成為目前培養學生數學創造力的方法之一了。 

2. 創造力的核心指標 

緊接著創造力研究受到心理學家的注意，開始將目標轉移到創造者的狀態和

發展，甚至開始思考創造力是否如同智力是種與生俱來的特質。Bergstrom 將創

造力定義為「個體產生一些新的及不可預測的事物的表現」更進一步的認為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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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人類智能(intelligent)行為的核心成分之一。 

心理學家從事創造力研究的核心想法在探究創造者如何(how)產生創造、如

何測量創造者是否具有創造力，或如何使得創造者產生創造力。為了瞭解創造者

的創造力，Guilford (1950)和 Torrence (1962)等學者均以流暢性(fluency)、變通性

(flexibility)、原創性(originality)和精緻性(elaboration)為創造力的四個核心，用來

測量個體是否具備創造力。目前為止，此四個核心指標已經是學者發展創造力量

表的核心架構之一；Hollands(1972)延用創造力的概念重新定義四個指標的數學

創造力上的意涵：「流暢性」是在短時間內所生產的許多想法的能力，思維的流

暢性提升從事數學領域的問題的想法。「變通性」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或建議的

能力思維的變通性有利於產生高度不尋常類型的情境。「原創性」是能提出不尋

常的或新穎的方法的能力，原創性意指在數學領域上有不尋常的反應。人們可以

發現非顯而易見的甚至可能是無關性的解決方案。精緻性是將所得到的結果加以

延伸或改善。流暢性和變通性，必須具備靈活的思維或發散性思考的能力。

Chamberlin and Moon (2005)認為發散思考(divergent thinking)是目前數學創造力

最熱門的描述之一。靈活的思維是創造力最重要的能力，在解決問題的過程時，

靈活的思維如何結合已知的想法、過去學習的事物、技巧提出新途徑來解決眼前

的問題，因此思維的流暢性與創新思想在數學領域中十分重要。 

在數學創造力的研究中多位學者依然採用此指標作為發展數學創造力量表

的核心，如使用流暢度作為測量因子(Foster 1970; Baur 1971; Maxwell 1974; Dunn 

1976)；使用的變通性作為測量因子(Krutetskii 1976)；同時使用流暢性和獨創性

作為測量因子(Mainville 1972)。最後，同時流暢性，變通性和獨創性作為測量因

子 (Evans 1964; Zosa 1978; Balka 1974; Kim et al. 1997; Song 1998) 。

Pitta-Pantazi(2013)研究認知型態和數學創造力指標的相關性。他將學童的認知型

態分成空間的(spatial), 實體的(object)和口語的(verbal)三種。發現空間的認知型

態與數學的流暢性、變通性和原創性指標為正相關，實體的認知型態和數學的原

創性指標為負相關，口語的認知型態和數學的變通性為負相關。另外他認為不同

的認知型態面對數學創造力課題時會採取不同的策略。 

然而 Sternberg and Lubart (1991, 1992, 1995)認為創造力測驗可能是把個人對

於創造力的觀點呈現於量表中，所測得的結果可能錯把影子當成實體，甚至窄化

了創造力研究的範疇或忽略了創造力的豐富內涵: 

Preoccupation with testing for creativity as if it were a trait 

analogous to intelligence led the field into a narrow and limited 

conception of creativity. In the effort to operationalize variables and gain 

experimental control over them, extreme simplification of what is meant by 

creativity was tolerated.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endency to 

restrict creativity to a set of ability like fluency, flexibility, and orig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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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n impoverished conception of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in the 

psychometric context meant strengthening existing abilities or teaching 

abilities to those lacking in them. 

 (引自 Feldman, 2009; P. 169) 

近年來多數的學者使用量表測量學童的創造力是否提升可能非真實的瞭解學童

的數學創造力，而是測量出研究者認為俱創造力學童可能的部分行為或反應，對

於是否真實提升學童的數學創造力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究和討論。 

部分的研究指出「擴散性思考」的能力和流暢性或變通性有高度的關聯性，

甚至認為擴散性思考的人具有較高的創造力(Chamberlin and Moon, 2005)。然而

Gruber 和 Wallace (1999)認為能產生許多想法的能力並不能證明能產生少數上乘

想法的能力有關聯性和在數十年後高創造力的人具有高擴散性思考的的證明依

然薄弱(Barron和Harrington, 1981)。從Gardner (1993)對七位具創造力的工作者(包

含愛因斯坦、畢卡索、史特拉汶斯基、艾略特、瑪莎葛蘭姆和甘地)的研究中指出

要完成一件達到世界聞名的豐功偉業至少都要十年的耕耘與努力不懈。Simon 和

Chase(1973)對西洋棋選手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解論。現在 Gardner 的成果被稱為

創造力的「十年法則」，也就是為了確保創造力得以更有效力的形式發展出來，

應先精通某一個領域以為準備，而這個準備期的關鍵期間大約要花費十年之久

(Feldman, 1999)。 

為此 Gruber and Wallace (1999)為創造力的原始定義新穎(novelty)和價值

(value)多加入兩個新的標準「目的」(purpose)和「持續時間」(duration)，也就是

創造產出是某種目的的結果和創造者持續很長的時間從事創造產出。他們為目的

和持續時間下了這樣的註解： 

The criterion of duration gives special meaning to the criterion of 

purpose, extending creative work over time and capturing the notion of a 

creative life. To life a creative life is one of the intentions of the creative 

person. 

 (引自 Gruber and Wallace, 1999; P. 94) 

Sternberg 和 Lubart (1996)的論述指出過度尋找創造力指標或發展創造力量

表將限制創造力研究的範疇，在 Gardner (1983, 1993)的研究也指出僅考慮發散性

思考無法證實和創造力的關聯性，Gruber 和 Wallace (1999)更為創造力的定義多

加入「目的」和「持續時間」。從傑出的創造者的生活觀察，無論創造者的領域

有何差異，創造者們均熱愛自己的工作，並且全心全意的投入達到廢寢忘食的程

度。這意指研究者在從事數學創造力的教育研究時，除了尋找數學創造力指標或

發展數學創造力量表外，使得創造者能長時間「暢酣」(flow)於數學問題的思考，

使得創造者能持續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創造過程中的準備的階段，對於提升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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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學創造力可能有較高的成果。「暢酣」是高度投入在某一種工作活動的心理

狀態，他混合著專注、愉悅、忘我和勤奮(詹志禹，2002)。當工作活動的挑戰性

配合個體的問題解決能力水準時，容易達到這種高度內在動機的狀態

(Csikszentmihalyi and Csikszentmihalyi, 1988)。目前多數的學者均同意提升創造者

的內在動機有助於創造力的發展(Sternberg and Lubart, 1995; Amabile, 1996)。 

若創造者從事創造工作只為了外來的讚賞、名聲或金錢等外在因素，則稱為

創造力的外在動機，部分的研究者認為創造者過度在意外來的刺激，則會干擾創

造者的注意力並損傷其內在動機(Amabile, 1996; Collins and Amabile, 1999)，對創

造者的創造力造成傷害。從教育的角度若學生沒有比賽或競爭就會覺得上課很無

聊，參加競賽是為了獎品或讚賞，該生的學習就是以依賴外在動機的學習，這類

的學習不能持久，對該生在相關領域的成長與創造力發展則是相當的不利的(詹

志禹，2002; p. 33)。因此在教育的過程中，教學者宜嘗試引起學童的好奇心和意

義感，多鼓勵學童探索學習領域，在學童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提供學童挑戰自己創

造題目的機會(詹志禹，2002; p. 40)。另外，教師應避免依賴契約性的獎賞，因

為契約性的獎賞容易破壞學生的內在動機，使得學生把學習的樂趣轉換成一個獲

得獎賞的工作(Mayer, 1990; 詹志禹，2002)。 

3. 創造發生的四個階段 

除了分析創造力的產出是否具備流暢、變通、原創和精緻等特性，Gestalt

模型認為，創造的流程分成四個階段：準備、醞釀、頓悟和驗證(Wallas, 1926); 準

備期是創造者進行創造工作的前置階段，創造者從領域(domain)的知識庫中學習

創造所需的專門知識，並使用習得的知識和能力瞭解和處理創造問題。創造者使

用聚歛思考模式和邏輯性的方法分析所面臨的問題，比對創造者的專業技能是否

足以處理，從學習專業技能到接觸領域知識版圖的邊界，到發現足以突破邊界的

問題少則數年多則數十年。如前所述的十年法則，創造者在提出具歷史意義的創

造產出，大多已經過長期的準備期。當創造者面對問題並發現本身的專業技能無

法尋找出問題的解答，創造者將暫時停止尋找解答，同時進入所謂的醞釀期。第

三階段頓悟經常是瞬時的反應，創造者經常在從事沒有關聯性的活動或問題時，

原問題的解答卻突然浮現於腦海中。最後階段，創造者重新面對問題並嘗試驗證

頓悟的解答是否正確。根據心向理論創造者可擱置問題，等待問題沉澱於長期記

憶中後解答浮現的機率較常時期面對問題要高，此外 Dodds et al. (2003)建議較長

的準備期提供較高的醞釀效果。Csikszentmihalyi (1999)孩子能否得到一個進入現

場的機會是創造力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在許多領域中，孩子盡早接受專家訓練是

不可或缺的 (Bloom, 1985)。 

從醞釀到頓悟的過程是如何發生的，依然是創造力研究中非常熱門的議題之

一。目前為止，有多個理論探討頓悟發生過程(Dodds et al., 2003 和 Sio and 

Ormerod, 2007)，如遺忘不適當心智集理論(forgetting of inappropriate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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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和移除關聯理論(Remote association theory)。遺忘不適當心智集理論是在

準備期的階段創造者對問題做出本身並不存在的錯誤假設或限制，在醞釀期時創

造者可嘗試忽略相關的錯誤假設擴大問題的解空間(solution space)，使得創造者

更容易在解空間中須找到適合的解法；然而移除關聯理論是創造者在面臨新的問

題時，與問題相似的舊問題的立即浮現在腦海中，對新問題並不適當的舊解法限

制創造者的思維空間，創造者唯有忽略或捨棄舊有的相似解法才能創造出新的產

出。 

從實驗的過程中建議頓悟的發生經來自創造者將問題放置並將焦點轉移到

其他的問題(Morgan & Forster, 1999; Sriraman et al. 2013)。心理學家提出醞釀期克

服心智疲勞的假設，也就是心智經過長時期的狂熱和緊張的工作需要一段時間的

休息克服疲憊感。這段時間的放鬆容易產生新的見解。Luchins and Luchins (1959) 

的研究結果指出，個人在面對問題解決情境時，一旦得到特定的解法後，很容易

固著或盲目的使用舊方法到新問題上，卻忽略而容易的解答。Hayes (1989)提出

準備期(沉寂時期)的論點，對於創造性成就而言在一個學門或領域中長久浸淫是

必要條件；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遠超過只是學習領域入門知識所需的時間。 

受到 Gestal 模型的影響，數學創造力的討論亦延用此模型(Hadamard, 1945; 

Poincare,1948 )；也就是在創造思考中，數學家們依然認同創造過程的四個階段

存在於問題解決的過程中(Taylor, 1963; Skemp, 1971)。Haylock（1987）認為準備

階段是將所面對問題做完整性和意識性的分析與討論，嘗試了解題目的論述與附

帶的所有條件，在此時期創造者將從過去的經驗中尋找與問題相關的知識，創造

力的張力觀認為舊經驗可能僵化創造者的思維模式。當舊經驗無法正確找出問題

的解答是則進入醞釀期。在醞釀階段為避免過去知識僵化創造力的發展，

Amabile(1989)建議創造者在面臨問題時可嘗試打破心向(breaking set)、突破腳本

(breaking out of scripts)和重新感知(perceivly freshly)三個方法探詢問題的解答，此

外醞釀期也可能不是用意識性的思考而是用用潛意識思考問題，所以有頓悟的現

象。頓悟階段是突然了解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答案突然閃現於腦海中。驗證階

段則重新回到意識思考的方式，檢驗所求得的答案是正確，並重新尋找答案適當

的表達方式。多數的數學家甚至認為醞釀期可以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創造思考能力

(Sriraman, 2004, 2005)。數學教育家嘗試將醞釀期融入教室活動中，例如透過教

室內的對話或發表(Barnes, 2000)和延長 problem-based 學習的時間(Sriraman, 

2003)。因此從問題解決的觀點，多數的學者建議提升學生挑戰困難題目的經驗

(Sriraman, 2008, 2009; Stillman et al., 2009)。近年來亦有相當多研究認為醞釀期在

創造性解題(creative problem solving)中扮演關鍵的角色(Sio and Ormerod,2007; 

Vul and Pashler,2007)。Vul & Pashler (2007)認為瞭解醞釀期在創造過程扮演的角

色有助於對提升創造力設計更有效果的工作，尤其在教室學習或工作環境安排或

規劃上。從研究者觀察國小學同的解題經驗發覺學童面對非例行性問題時，其醞

釀過程並非全然無意識的，而是反覆重組過去的舊經驗，並嘗試比對與題目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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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條件是否吻合。縱使最後未能尋找出合適的解法，但在反覆的組合和比對的

過程中，研究者認為學童對舊的知識和經驗應有更深入的再認識。研究者的觀察

結果與 Sio 和 Ormerod (2007)的實證結果認為醞釀其是培養洞察思考的關鍵有相

同的看法。 

4. 創造的貢獻 

從貢獻的角度思考，Kaufman and Beghetto (2010) 認為創造可區分成

ordinary creativity 和 extra ordinary creativity 兩個不同的層次。為了使得生活更加

的便利或舒適，我們經常將生活中的物品透過相關的聯想作適合的改變，這樣的

改變在學門的領域中可能本來已經存在，而創造者並未看過或者所提出的改變並

不足以改變學門的知識範疇，其所發生的創造則屬於 ordinary creativity。相對而

言 extraordinary creativity 是創造者提出的創造造成學門知識範疇的推廣，所提出

的創造產出將被記錄到領域中。對於 ordinary creativity 若我們知道相關的元素，

這樣的聯想是可以被預測的；而對於 extraordinary creativity 則在特定的情境下既

無法透過意向也不能透過機械的方法來實現。另外 Boden (1996)將新穎的條件稱

為「心理上的創造力」(psychological creativity)，也就是個人為了解決生活上或

工作上的某些問題或困難所提出的創造產出，個人在創造產出在提出前並未看過

相同或相似的成果。但是「心理上的創造力」在領域上未必具有實質的價值。舉

例而言，當所提出的成果過去已經被提出來，在領域的知識推廣上便不具有價值

性了。因此 Boden 將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創造產出的價值和實用稱為「歷史上

的創造力」(historically creativity)，也就是個人的創造產出在創新上獲得社會或

歷史上的認同。Usiskin(2000)將數學才能區分成八個層次，其中第五級是具有取

得數學博士學位能力的專家，第六級是能經常發表數學研究成果的人員，而第七

級則是曾經獲得費爾茲獎殊榮的研究學者。這些學者獲獎的理由在於為各自鑽研

的學門開創嶄新的道路，也因為他們的貢獻使得學們的知識版圖得以更佳的開拓。

因此 Usiskin 認為只有第七級的人員才具有數學創造力，也就是只有極少數的數

學專家可以被稱為具備數學創造力。連結Kaufman和Beghetto或Boden的論述，

Usiskin 的分類應可改變成只有極少數的數學家可被稱為具備非尋常的數學創造

力 (extraordinary mathematical creativity)或歷史上的數學創造力 (historically 

mathematical creativity)。延續 Usiskin 的論述，具備數學創造力的人必然具有高

度的數學才能。但數學教育研究的目的在提升孩童的數學能力，因此研究者認為

在教育上的創造力研究可將數學創造力描述的焦點放在國小孩童是否具備「心理

上的數學創造力」(psychological mathematical creativity)的能力。Shriki (2010)認

為數學創造力應分成專家層次(professional level)和學校層次(school level)。其中

專家層次應是能製造原創性的工作顯著的推廣知識版圖；而學校層次的定義是對

於給定的題目能提供不尋常 (unusual)、新穎 (novel)或具洞察力(insightful)的解

答；又或者是對於舊的問題能從新的角度加以認知(Sriraman, 2004)。 

因數學資優生對於一道數學題目有時會有許多中想法，來自於其切入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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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與觀點。Leikin和Lev (2013)認為數學資優生相較於一般生具備好的洞察力，

解決數學問題的成功率也較高。故若要探究國小資優數學創造力，可了解資優學

童出現許多中間的過程與想法。有數學創造力的學生，他們應能夠提出擴大和深

化原來的數學問題，以及用多種方式解決面對的數學問題。Kajander (1990)指出，

即使在數學資優中有人顯現出創造性的特質如擴散性思考，但數學創造力是一個

“與擴散性思考沒有必然關係的創造力的特殊種類”。 

對於具有數學創造力的學生，其具備有效地運作與抽象信息是數學創造力的

特點。NCTM (2000)建議，學生應該培養數學解決問題的能力、數學溝通的能力

和數學推理的能力。Bishop (1981)認為數學創造性思維需要數學上兩個非常不同

的互補思維方式在，分別為典型的「直覺」與典型的「邏輯」來分析思考，又或

者說從事數學創造工作需要同時具備「聚歛思考」和「發散思考」的能力，如證

明實數是不可數無限集合 Georg Cantor，他將 0 和 1 之間的數以不尋常的方式列

出需要高度的發散思考的能力，但演繹和推論證明的正確性時卻需要高度的聚歛

思考能力。Laycock (1970)認為具有創意的數學是在一個給定問題進行許多方面

的分析，觀察模式其相似性與差異性的能力。當遇到從未遇過的問題時，能夠連

結熟悉且已知的情況，來解決陌生的問題。創意人才重視創造思想的能力，而這

個思想是富有想像力的、聰明的、精緻的，或出人意料的、超出邏輯思考的，這

些是創造思想中所需要的能力，並做為作為創作過程的一部分。 

在 Usiskin (2000)的八個層次數學人才的結構，專業的數學家（優）落在第 5

級，而俱創造力的數學家卻在第 6 級和 7 級。因此，在專業領域中數學的創造力

意味著數學優異，但反過來未必如此。在國小數童的數學創造力上，研究者認為

將創造力定義在心理上的創造力較符合探究國小數童數學創造力的需求，因為國

小數童提出的數學解題過程較難推廣數學學門領域的知識版圖，探究國小學童解

題的「歷史上的創造力」可能難以觀察到對應的指標。數學才能在第三級或第四

級的學童面臨過去未曾接觸過的數學情境或數學問題時，能適當改變已知的數學

工具或將已知的數學工具用在過去截然不同的數學情境上。Usiskin 在層級分類

的研究中指出，具備數創造力的學生經常出現在第三級或第四級中；同時他也建

議教師可嘗試使用鷹架理論協助學童朝第五級的層級邁進。   

5. 數學創造力與創造力系統理論的關係 

創造力測驗是由評量者來鑑定參與測驗者所提出的答案具有多少的創意，這

意謂著存在某種「客觀的」創意特質會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然而我們清楚的知道

創造力並不存在外在的或客觀的評量標準，供給專業評審來評判作品的創意程度；

也就是評審依照個人的主觀認知和偏好來衡量一件作品是否具有創意，這或許可

以說創造是創造者與欣賞者間的互動行為構築出來的現象，因此創造並非全然是

個人的作品，而是社會體系對個人作品做出價值判斷的結果 (Csikszentmihalyi, 

1999)。當個人創造產出在價值性和實用性上被稱為「歷史上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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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ly creativity)，也就是個人的創造產出將在領域的知識庫中注入新的瀰

母(meme)。創造產出是否可被認定為一個瀰母，並非有創造者個人所認定，而

是社會的共同價值判斷。若創造者的產出無法說服社會這是一個過去從未出現的

且有實用價值的產出，要如何確認創造者提出有創意的產出呢? 因此創造過程與

社會認同是無法分開的，兩者只能並存。 

在 Csikszentmihalyi 和 Wolfe (2000)的論述中認為創造力不再只侷限於個人

的層次的討論，她們將文化的或象徵性的稱為「領域」 (domain)；社會的稱為

「場域」(field)，認為創造力是創造者與場域和領域間交互作用結果所構成的系

統。當創造者在領域中做出改變，一種會隨時間傳遞下去的改變，就是創造

(Csikszentmihalyi, 1999)。在此 Csikszentmihalyi (1999)認為場域是領域中的社會

組織。更明確的說在創造系統架構下，創造者除了提供創造產出外更扮演著領域

中社會組織的成員。這些成員形成一個有權新增瀰母的守門員，而這些守門員就

是場域的成員了。場域成員的角色並非一成不變的，成員提出新的產出時則扮演

創造者的腳色，評審他人提出的貢獻時則扮演守門員的角色。 

「心理上的創造力」是個人為了解決生活上或工作上的某些問題或困難所提

出的創造產出，個人的創造產出在提出前並未看過相同或相似的成果

(Boden,1996)。但是「心理上的創造力」在領域上未必具有實質的價值。大部份

的產出很快就被遺忘了，只有經過守門員的認可產出才會被接納成為領域知識庫

中的瀰母。為了建立或維持審查的標準，場域本身必須維持最低限度的組織或結

構。但常發生的問題是場域的成員 (創造者)會將較多心力放在個人的創造上，

妨礙了評價新的產出的時程。對於瀰母在思想上，各個場域有不同的開放或封閉

程度，當然較為開放的場域越能增加新的瀰母，但若太過開放的接受每個創新，

將使的場域失去可信度，甚至造成知識領域的混亂。但太過封閉的場域卻又造成

創新的瀰母無法進入領域中，使的知識的發展停滯不前。因此擔任守門員的成員

必須有高度的平衡能力評價哪些創新值得成為領域的瀰母，使其成為「歷史上的

創造力」，又該捨棄哪些「心理上」的創造產出。 

評量創造產出的共同標準式新穎性和意義性，而貢獻的程度在是否足以推展

領域的知識版圖，因此創造系統的守門員並非無根據的評價創造者的產出，而是

依個人的主觀意識重新詮釋創造產出的新穎性和意義性，創造系統中的各個成員

對創造產出的主觀價值判斷在其所隸屬的組織中逐漸形成一個隱性的領域規則

或現場意見。為了在創造系統中順利的發展，創造者必須試著內化領域的規則或

現場的意見，如此才能在所有的新點子中挑選出最具成功機會的想法來執行。具

有創造力的人經常表示，他們擁有的長處之一是他們有自信能夠辨識哪些想法是

不好的，因此能夠捨棄不好的想法，不要在不好的想法上花費太多的時間

(Csikszentmihalyi, 1999)。如 Csikszentmihalyi(1999)引述諾貝爾獎得主 Pauling 的

回答:你思考許多想法，然後把不好的想法丟掉；Csikszentmihalyi(1996)引述專利

發明家 Rabinow 的說法:你會產生許多想法並且拋棄他們，因為你受過良好的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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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而且會說那是垃圾。當你看到好的想法時你會說咦這看起來挺有趣的，讓我

在想一想。Ｒabinow 同時也表示要有好的創造表現需要一個大型的資料庫，用

以認知領域中已經存在的瀰母，並透過瀰母掌握領域的規則。在條件相同的情況

下，物質生活豐富的社會較有助於創造發生。較富裕的社會能使知識更便於取得，

允許更多專業的實驗，甚至有更多的資源投入獎勵和實踐新的想法。創造牽涉到

符號系統的改變，這樣的改變將影響此場域成員的思想和感覺。不能影響成員的

思考、或不造成感覺或行為的改變，就不具備創造性。因此創造是以一群分享思

考和行為模式、互相學習、互相模仿的人為前提。我們可以把創造看成改變瀰母

(meme)。 

一個領域會隨著時間發展出自己的瀰母和符號系統，瀰母取得的難易度也影

響著創造的發展，當知識的取得受到少數人的控制或把持或被集中在少數的中心、

學校或實驗室，使得社會上普遍的人無法取得，則大部分具有創造潛力的人難以

獲得充分的學習，對知識就很難做出貢獻了。另外當紀錄知識的瀰母或符號系統

過於凌亂或散漫，以至於無法判斷產出是否具備新穎的特性；又或者符號系統太

過嚴密，使得新的瀰母無法進入領域之中，知識的發展將進入停滯的狀態，只有

在典範式的瀰母被放進領域的知識庫後，知識的發展才會重新啟動

(Csikszentmihalyi, 1999)。領域會吸引教具才能的年輕人進入與文化中所佔的地

位、創新與機會上所呈現的承諾和領域中工作的實質報酬有關；相反的一個較難

尋找議題或缺乏實質(或附帶)報酬的領域則較難引起年輕人的興趣。另外，對於

價值貢獻能提供客觀評價且具有清楚豐富的符號系統的領域也更卻乏的這些特

質領域教育吸引力。Gardner(1993)認為區別領域(特定的科學知識本體)和場域(知

識本體被研究的脈絡，如社會成員中的守門員)的重要性。 

文化是由各個不同領域集結而成的，創造力是驅使文化「進化」的引擎，進

化不代表會使文化變得更好，而是使得文化變得更複雜，甚至破壞原本的和諧進

而助長文化間的差異性。然而若進化持續進行，文化間的差異性將彼此發展成個

別的領域，並再次統合文化間的個別領域，直到新的創造破壞原有的和諧。 

近年來，數學學門場域中的文化背景逐以實用性為主體，也就是數學創造可

能不能流於想像中的或無意義的數學討論，其所建立的數學問題應對真實世界的

現象有所影響。更明確的說，數學問題的方程式可透過係數或指數的改變製造出

具不同性質的非線性方程式。改變所創建的數學問題雖然具備創造力中的新穎性，

也就是這個問題是過去從未曾討論過的方程式。但若不具備任何真實世界的現象，

則較難符合數學學門文化脈絡中的實用性。多個重要俱影響力的期刊均在投稿指

南中明文指出投稿的創造產出須同時具備新穎性和實用性，如 SIAM Journal on 

Applied Mathematics 的 introductions for referees 明文指出 

Submitted articles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mathematical and to the 

underlying physical understanding of specific scientific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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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期刊在給複閱者(reviewer)的審查意見書中亦有相似的選項，也就是創造

產出必須對真實世界的問題有所貢獻。因此數學學門的場域成員在扮演守門員時，

除了著重新穎(new or novelty)外，更重要的是創造產出的意義(meaningful)或實用

性(useful)。 

創造者扮演著推廣領域知識版圖的角色，同時創造者也不斷的從領域中尋找

和摸索版圖的邊緣。每位參與數學工作的人員均各自扮演獨立的創造者，卻也同

時扮演場域中的守門員和競爭者的角色，創造者提出的數學創造產出必須獲得場

域中其他成員(守門員)的認同才能將創造產出放入學門領域中，並將學門領域的

知識版圖加以推廣。創造者在場域中除了扮演守門員，更透過場域的橋樑與其他

的創造者進行創造交流，「創造者與創造者」或「創造者與守門員」的互動營造

出學門中專屬的社會脈絡或文化背景。(新進的)創造者則在此脈絡和背景下接受

來自場域對其創造過程的刺激與協助或對其創造產出進行批評與認同，創造者反

覆在大型的資料庫中尋找和摸索學門領域的瀰母，並透過守門員的互動行為逐漸

內化領域的規則，值到創造者熟悉場域可能的意見。因此場域的成員（守門員）

相對個人（創造者）提供反饋和刺激協助創造者持續進行創造，相對於領域則提

供適當的篩選工作協助領域知識基底的邊緣的傳播。 

從研究者的觀察，數學學門中有越來越多的創造者將創造產出放入不具審查

機制的公開資料庫，如 2006 年的費爾茲獎(Fields Medal)的得主 Grigori Perelman

拒絕傳統的複閱(peer-review)機制，直接將他創造產出發表於的 arXiv 資料庫，

這也意指著創造的成品在未經守門員的查核便已被送進領域知識庫的次系統中。

因此未經查核的產出能否成為 Boden 定義的「歷史上的創造力」，則須由場域中

的成員是否成為產出的欣賞者或追隨者來決定，如 Perelman 公開他的研究後隨

即受到其他追隨者的認同，並開始確認 Perelman 研究的正確性。這意指創造力

系統的架構並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與科技的進步進行自我進化

(self-evolution)，此進化並非來自某個單一的個人，而場域中的全體成員在角色

扮演上的改變；更具體而言，瀰母篩選的重要工作可能從原本的守門員進化成追

隨者。 

數學上的發現是將不同的想法加以合成(Poincare, 1948)，這樣的合成通常是

非常多的但只有極少數的合成是有用的(useful)，對於合成新想法所需的專門知

識則是場域的成員從學門的領域中逐步吸收得來的。因此新進的欲從事創造工作

的成員須從領域中吸收與數學有關的知識，並對已存在的知識感到不滿足和批判，

在經過對舊知識的重組與再製後提出自己的創造產出，嘗試推廣領域的知識版圖；

從事數學工作必備的專門知識，和研究領域中的相關才能。從 Usiskin(2000)的數

學才能層級認為，具數學創造力者必具有高度的數學才能，創造力的系統理論認

為新進的創造者必須先從領域中取得領域的專門知識才能，而有經驗的創造者則

常是在領域中尋找知識基底。因此研究者建議要提升專業層級創造力的首要工作

在數學知識的取得，數學知識越豐富的創造者越能掌握領域知識基底的前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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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從事的工作越能造成知識基底的推廣，並獲得場域中扮演守門員的成員認同，

將創造者的貢獻傳播到領域之中。 

場域中的社會脈絡和文化背景是由場域中的成員透過專業社群，如專業的學

會或專業的研討會，彼此相互交流而逐漸成形的，並非由一人或少數的成員所控

制的。除了協助創造者在領域中學習專門知識，創造者的內在動機也是提升創造

力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創造者的動機和場域中脈絡和背景存在關係性，在場域中

的文化背景提供新近成員較多正向的刺激，如對於新進尚未成熟的作品給予正面

的建議，或使新進成員獲得較多心理層次的肯定，將可強化新進成員的內在動

機。 

6. 數學資優生特質與數學創造力 

資優生在「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教育部，2006) 指在記憶、

理解、分析、綜合、推理、評鑑等方面，較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其經鑑定後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標準：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

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

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Clark(2007)在啟迪資優生(Growing 

Up Gifted)的著作中提出資優生的相關特質，從認知領域她認為資優生具有完備

的數學知識和認知、推理與歸納能力。從情感的領域她認為資優生具有正面的態

度和自信心；也就是資優生通常具有較高的智力測驗成績和完備的數學知識和正

面的態度，因此本節嘗試從知識、智能和情感三個層面和創造力的相關特性，探

究數學資優生與數學創造力的關係。 

從知識層面 

資優生較能迅速記憶相關的數學材料，並具備較為完整的數學知識。數學記

憶力也是數學能力的一種特殊性質，亦即對一般化的法則、形式化的結構邏輯推

理架構的記憶能力。不同能力數學資優生皆能利用語言知識、基模知識及數學相

關概念知識來理解、聯結及應用題目的條件、相關知識、解法及方向。其中能力

越高的學生運用的數學知識越多、越廣( 劉貞宜，2000 )。吳宣鋒 ( 2008 ) 在探

究空間能力優異學生解空間視覺問題的研究中亦發現學生因記得在書上看過看

過類似的題目而能加以推廣應用，並且能使用較多的數學名詞與概念，這表示資

優孩童具有較高的數學記憶力。 

陳嘉皇 ( 2013) 的研究中也提出「歸納」與「形式化」是內在於數學的活動

與思考，也是促進數學的物件。由此可見形式化數學題材的能力是現行數學教育

所重視的，而且與數學學習成效具有很重要的影響。在我們的觀察中發現資優學

生經常能從具體的數字關係或空間圖形中抽離出數學問題，並能以形式化的結構

（關係與關聯性的結構）來思考或運算。 

在王煜 ( 2010 )資優生代數解題的研究中提到，資優生在解題中常會運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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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符號來簡化題目，再用歸納推理之方法，找出題目中的循環規則，或將繁複

的題目經由表格來簡化，並從中找尋規律進行歸納，從其解題歷程與思維可發現

資優生優異的邏輯推理能力。Gravemeijer (1994)的自我發展模式中清楚的看到形

式化數學題材的過程，學生從「問題情境」，到「依賴情境解決問題」，到「用數

學語言做數學推理」，到「形式化數學知識的形成」，這樣由下而上逐步建構數學

知識，並且學生能夠從情境的模式轉換到數學推理的模式，就是具備了數學化的

能力。Gravemeijer (1994)形式化的數學知識（formal knowledge）是指最後得到

形式化的數學知識和算則，並使用慣用的程序或符號來解決問題。 

從創造力的張力觀中，James (1908)指出「習慣的力量，慣性的堅強，讓人

們降格，成為反應的機器。」他認為知識和真正的創造力間只有鬆散的關係存在，

甚至有妨害。相似的主張，Weisberg (1995)認為複製與生產性思考有明確的分野；

複製是根據先前成功的經驗再製而成的，使用的是舊有的思考習慣。生產性思考

則是使用洞察與真正新穎的思考，是能夠在一種普遍的層面上應用過往經驗，卻

依然能是為個別狀況處理新問題的情境。DeBono (1968)則認為太多領域內的經

驗有愛創造力，因為你對於事情該如何完成已經知道太多了，以至於無法逃脫產

生新的想法。Simonton (1984)研究三百位名人的傑出創造性成就與正式教育間的

關係，發現創造力成就和正式教育學位呈現倒 U 的關係曲線；也就是名聲最高

的是那些具有大學訓練中等教育水準的人，因此他認為高知識水準對於創造力有

負作用。知識和創造力是獨立關係，甚至思考的慣性理論強調舊經驗對創造裡的

影響。因此知識是一種雙面刃，我們須要知識來瞭解領域的邊界。卻又因之是使

人僵化阻礙創造。 

Weisberg(1999)藉由創造力十年法則指出創造者再提出第一件重要的產出前

至少需要在特定的領域中浸淫數十年，意指創造者必須在選定的領域中有深厚的

知識作為創造的基礎，也就是大量的知識是創造的先備知識。知識和創造力存在

正相關，創造思考是建立在舊有的知識基礎上，而非破除既有的知識才能產生新

的。擁有想像力(imagination)是建構數學知識的必要條件，知識式產生創造力的

必要條件；更進一步而言，數學知識是流暢性和變通性數學推論的必要條件

(Leikin and Lev, 2013)。資賦優異分為分析才能(analytical talent)和創造才能

(creative talent)。Milgram and Hong (2009)認為分析才能對於利用樣式(pattern)配

對過去的學習或工作經驗具有較高的邏輯、系統化思考的能力；創造才能是製造

超出分析思考的虛構、機敏、優雅和驚艷的想法的能力。創造才能和分析才能透

過不同的組合營造出不同的層次，從這樣的觀點數學創造力同時使用分析和創造

才能達成不同層次的成就。因此過度弱化知識對於創造的影響或破除資賦優異學

童的邏輯推理與歸納能力，將使得資賦優異學童失去「將知識重新排列組合以適

應新問題」的能力。 

從智能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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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r(1993)的多元智能理論認為大部分的人都擁有不只一種智能，但也有

明顯的弱勢智能。同時他也指出，創造者為了擁有過人的成就，在達成創造性突

破時，都有堅定的支持力量，也及放棄了許多生活樂趣。創造力是智能的特定用

法，但智能的組成不局限於創造性用法。數學創造是將已知的樣式再組合成新的

樣式，如前所言數學創造力的展現需要先具備數學領域的專門知識，因此若擁有

協助他掌握領域技能和知識的天賦會較有機會發揮創造力。許多具有創造力的個

人，在孩童時期軍展現出不尋常的早期能力，甚至幾乎達到天才兒童的程度。當

然也有一樣多對領域有有成就貢獻的人，在兒童時期並不出色，直到成年階段才

嶄露頭角。Csikszentmihalyi (1996) 引述 Rabinow 的說法認為應該擁有想做的事

所需要的那種記憶力，做擅長的事會越做越好，因為越傾向於做自己擅長的事，

越做越多事情就會變得越上手，而越上手就會越做越好，最後變成單一面向的人，

但將在這個領域中表現的與眾不同。Leikin 和 Lev (2013)將學童分成三群－數學

與資賦優異組(G)、高學習成就組(HL)與一般學習成就組(RL)，並使用多元解題

的方式測量學童數學創造力指標中的流暢性、變通性和原創性。在試卷的得分上，

G 組高於 HL 組且 HL 組高於 RL 組。對於需要較高洞察力的題目，智力因素在

流暢性、變通性和原創性上有較為顯著的影響。 

從情感層面 

劉貞宜(2000)指出數學資優生在情意層面上具有求知的好奇心和具正面的

學習態度，對於數學作業很少感到疲勞耐力較強且較能持續。其他研究亦指出數

學資優生的特質(吳昆壽，2006；郭靜姿，2000)包含從小就表現出對於數有關訊

息的好奇與興趣和對於超越其年齡水準的數理題目或新鮮的情境願意嘗試解決。

相同的態度在觀察亞太地區數學奧林競賽(APMOPS)培訓過程時亦發現選手在

休息時經常閱讀超過其年齡數學書籍。在課堂上非常積極的表現自己的經驗並樂

於和其他同學分享自己的做法。Clark(1987，2007)指出，具有這樣特質的資優生

需要給予接觸多元學科和議題的機會，並且依照其興趣來探究個別的領域；而這

樣的孩子也可能會伴隨著一些問題的出現，他們難以順從團體的作業、常常精力

過於充沛、一次想要做太多的事。黎世光（2002）則認為擴闊這些學生對學科的

接觸及他們關注的層面，並容許他們追尋個人興趣，以達極致之境，這有助於學

生在學習上的發展。 

雖然在很多相關研究在進行資優生特質的歸納時，將高度的自信、積極的態

度，定義於偏向資優生的情意特質中，如 Clark(2007)認為資優生在情意表現具

有會因自我實現的需要，而產生強烈的動機、積極的態度的特質；但相對的在認

知表現上，她也提出資優生擁有不凡的堅持和目標導向行為的認知特質；另外，

也發現數學資優生在面對數學問題時，對自己的解題能力擁有較高的自信。 

除了學生本身的數學知識、推理思考能力，以及經驗外，自信更是解題成功

的關鍵要素。具有積極的解題態度、會自我鼓勵、有足夠的解題耐力和能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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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也是解題成功的因素（顏榮義，2001；謝明昆，2001）。 

具有這樣特質的資優生喜歡超時的追求與探索，但需在積極的態度下，學習

如何設定、並評估優先的順序；更需要設立合理的目標，並能夠接受失敗也是學

習歷程的一部分，傾聽別人是如何在成長過程中自我接納的。相對地，這樣的特

質也容易使得數學資優生因為一時的挫折，而備受打擊；更無法在維持別人對資

優生所建議的高標準時，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在不能達到他人傑出的期望情況

下，就引起高度的挫折(Clark,1987)。黎世光（2002）則認為學習設定優先順序、

學習辨別各種感覺及他人期望、尋求可認同價值觀、超越負面感覺，有助於資優

生在高度自信、積極態度的正向發展。 

Clark(2007)指出，許多資優生的特質，也偶爾會出現於一般學生上，只不過

資優生在展現這些特質的方式上，會較為密集而強烈，而資優生的求知慾強、建

立結構的能力佳、處理資料的方法更好、更有效率；雖然每個資優生都有其獨特

的特質，但沒有一個資優學習者，會在所有領域中展現上述的所有的特質。她也

指出當人類發展高度智能時，許多獨特的形態與特質也會隨之顯現。當一個人的

資優程度越高，其展現的資優生特質也越顯著。 

具創造力的個人的顯著特徵或許是持續不斷的好奇心，對於周遭發生的事保

持強烈的興趣。這種熱衷於經驗的態度被視為具創造力個人天真的一部分

(Csikszentmihalyi, 1999; Gardner, 1993)。簡單的說一個缺乏熱忱的人很難埋首於

一個領域直到有能力改變他的程度。具創造力的人通常可以為了達成創造的目的

性持續很長的工作時間(Gruber and Wallace, 1999)，甚至將創造工作當成生活的

一部分。Amabile (1996)則認為內在動機是培養創造力重要的原動力之一，而國

小數學資優生對於從事數學工作經常也有較長的持續性和忍耐力，也能自發性的

思考數學的相關問題，因此長期而言數學資優生在發展數學創造力上有較高的可

塑性。然而根據研究者對於國小奧林匹亞金牌選手的觀察，選手們進入中學後經

常選擇其他科學領域做為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欲提升我國專業級的數學創造力，

可能需要完整的配套措施使得選手能長期浸淫在數學的領域中。 

7. 結論與建議－數學創造力與數學教學 

A mathematician, like a painter or a poet, is a maker of patterns.   

If his patterns are more permanent than theirs, it is because they 

are made with ideas.                  (Hardy, 1992 , p. 84) 

在數學教師的專業訓練與學生面對聯考的升學壓力下，教學上多務求正確與

嚴謹。要求學生的作答過程必須經過縝密「聚歛思考」的過程，更要求學生細心

寫下每個證明的步驟，其評量的方式在驗證學生證明過程的邏輯推理是否環環相

扣，達成做工精細的美麗數學作品。從數學系畢業的數學教師更害怕被扣上教學

不夠嚴謹的評論，在每次的教學過程中均將每個步驟細心寫下供學生抄習。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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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發現數學科的教學現場常是教師一個人唱獨腳戲，將整黑板由左至右滿

滿寫完，彷彿形成一幅美麗的藝術作品，而學生的筆記本更是一頁接著一頁努力

紀錄。在數學殿堂中嚴謹是非常重要的，每個偉大的數學作品都需要經過反覆嚴

謹的論證才能成就現今的輝煌的價值，因此多數的數學教師在課堂上多強調聚歛

思考和邏輯性思維的重要性，要求學生的作品滿足創造力指標中的「精緻性」。 

雖然被放入數學領域的瀰母都是精緻化後的產出，但數學知識版圖的推廣並

非始於精緻，而是終於精緻。臨摹大師的畫作能提升自己繪畫的技術，因此學藝

術的科班經常將臨摹當成自我訓練的基本工。但藝術的價值除了畫技之外更重要

的是作品本身的創造性，過度的模仿使得藝術家失去自我的特色，更可能褪色成

為一名畫匠。數學的價值亦是如此，現今的數學教學現場教師太過琢磨於臨摹大

師的創作成就，在觀察與發現的階段卻略顯不足，使得學生對數學認識僅停留在

記憶、邏輯與推理的階段；因此學生對數學美感欣賞的僅停留在技法上的嚴謹與

困難，卻失去數學美感中最重要的發現與創造。 

相當多的研究建議『再認識』問題是提升問題解決創意的基礎能力(Kim, 

2009)。Brinkmann (2004)提出如果我們希望學生明白數學的美我們應該利用數學

題目中的的複雜性(complexity)使學生體驗到數學中發現的感受(the aesthetic 

feeling of discovering)不應僅止於展現數學的簡單(simple)。Peressini and Knuth 

(2000)建議培養創造價值的數學工作應具備下列幾個原則：鼓勵學生採取一系列

的方法來求解，引導顯著的數學概念，要求學生檢視自己的論證和提供學生開放

性的問題。 

在教學環境中 Cropley (1997) 指出培育學生創造力的教師應具備九項行為

特徵: 1.鼓勵學生獨立學習。2.採取合作形式的教學。3.鼓勵學生精熟基本知識，

培養擴散思考的知識基礎。4.延緩判斷學生的觀念。5.鼓勵彈性思考。6.鼓勵學

生自我評鑑。7.慎重處理學生提問與建議。8.提供學生接觸各種材料和不同情境

的機會。9.協助學生因應挫折，培養嚐新、接受不平凡的勇氣(引自張雨霖、陳學

志和徐芝君，2010)。從數學創造力的角度思考，教師應提供學生適當的題目引

導學生學習、探索、建構概念和假設、檢驗、論證、採用策略和說明與檢驗結論

的機會。同時教師應該協助學生發現 (discover)數學知識並引導學生將新的知識

應用到不同的數學環境使學生對數學概念能產生頓悟(insight)的感受。Neumann 

(2007)認為培育數學創造力的有效環境是提供互動的環境  (interactive 

enviroment)；透過和其他正在處理相同問題的工作者交換自己的新想法(new idea)

能使創造者對自己的新想法有更多不同的認知。 

數學創造力建構在數學知識的基礎下，在建立適當的數學知識前，提升數學

基本能力的過程依然不宜偏廢，以建立學童創意性思考時使用的工具。在國小學

童的數學發展過程中，數學基本能力（如記憶力、計算能力和邏輯能力）和數學

創造力（如創新能力、連結能力和轉換能力）如同數學能力的兩個樑柱，兩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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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發展才能發展的數學才能。缺乏數學基本能力則無法在已知的知識下撰寫與眾

不同的解題過程或發展高度抽象性的數學模型；反之過度強化學生數學知識的記

憶過程或數學計算能力的精熟程度則關閉了學生學習彈性思考的重要過程，數學

知識與數學創造力兩者過與不及不可偏廢。在教學的過程應依照學童的數學能力

給予不同的課程內容，並宜採用螺旋式的教學過程，在給予學生足夠的數學知識

後應該提供發散性思考的環境，引導學童「再思考」或「連結」相關的數學知識，

同時提升學童的數學創造力和數學基本能力。關於培養思維的流暢性和變通性可

由同一道問題，發現解決問題的多種方法，具有變通性的學生，有時會有令人驚

奇的解法。要求受試者在合乎邏輯的情況下，從一組故事中所提供的信息回答相

關的數學問題，可培養學童在數學領域的適應和應用的流暢性、變通性和新穎性

的概念(Balka,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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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學乃是科學之母，強調符號推理以及問題解決能力，更是我國積極培養學

生應具備的重要能力。但數學卻是學生感到困擾及挫敗的科目。國小數學強調符

號的運算能力以及四則基本運算，尤其熟練的展現流暢的計算能力包含概念的理

解與計算的精熟是國小數學的重要核心。然而，研究指出國小學生學習四則混合

計算不甚理想，存在許多迷思概念(吳昭容，1996；劉曼麗，2005)。原因在於學

生僅具備工具性的了解，記憶四則運算的規則，但缺乏關聯性的了解。因此本研

究以國小整數四則混和運算為研究主題，運用視覺引導幫助學習者選擇、組織及

整合的認知學習歷程，進而能深入理解並思考問題。此外，本研究亦使用認知負

荷理論中完成問題原則，在練習題的問題僅提供第一個解題步驟，讓學生有足夠

的注意力專注於待解的重要步驟與主動思考問題與提供的解題步驟之間的關聯

性，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目的為： 

1. 視覺化引導與完成原則運用於國小整數四則混合計算教材。 

2. 探導不同數學程度國小三年級學生在視覺引導與完成原則的四則混合運算教

材之學習成效與認知負荷。 

 

關鍵字：視覺引導，整數四則混合計算，認知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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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ve difficulty solving four 

basic integer arithmetic. The reason may due to students only have the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which students memorize the application of Four Basic integer 

arithmetic rules without knowing why. However, having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was not enough, students should acquire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that is knowing 

both what to do and why (Skemp,1976).Thu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aimed to 

apply visual attention and problem completion of the Four Basic integer arithmetic 

problem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By using visual attention, it is aimed to 

facilitate students cognitive processing which can direct students’ attention to focus 

relevant aspects of the problem as well reduce cognitive load. In addition, using 

problem completion is to demonstrate the first step and require student to work out the 

rest of the steps. It can ensure students paid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key information 

and led to active learning. It is hypothesized applying visual attention and problem 

completion of Four Basic integer arithmetic can enhance student solv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Four Basic integer arithmetic, visual attention, problem comple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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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數學乃是科學之母，強調符號推理以及問題解決能力，更是我國積極培養學

生應具備的重要能力。國小數學強調符號的運算能力以及四則基本運算，尤其國

小高年級數學著重在培養學生解題基礎能力，意即對數學問題的分析。在數學教

學中，整數的四則運算是數學的重要基礎，學生要能察覺數字的關聯性，培養流

暢的計算能力，是銜接日後學習抽象符號及推理的重要基礎(教育部,2008)，學生

若能充分掌握抽象符號的假設及演繹，對其數學及科學的推論、歸納有莫大的助

益。然而研究指出國小學生學習解四則混合計算題，因為不了解題意或是欠缺解

題策略導致無法順理解題(吳金聰、劉曼麗，2007；吳昭容，1996)。臺北市教育

局(2008)「國民小學數學基本能力檢測」報告指出，國小六年級學生在數學四大

主題通過率的平均表現，僅「數與量」主題未能達到該層級所應達成的通過水準，

此主題檢測的概念為「整數的運算」，意即學生的四則運算能力尚未能達到精熟，

根據解題類型分析發現，學生對四則運算計算存有迷思概念，例如以「100÷5×2」

為例，學生往往會先處理乘式5×2=10，再處理除式100÷10的部份，而形成計算

上的迷思而不自覺。根據教育部編定的國小數學課本，學生學到併式使用括號，

以「左到右依序計算」原則為主，但是當解題的步驟愈來愈多愈來愈複雜時，學

生往往無法察覺數字符號的關係，對四則運算的規則「括號先算」、「從左到右」、

「算先乘除後加減」僅具備工具性的了解(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欠缺關聯

性的了解(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導致無法解題。 

國小的四則運算教材編排是先以整數的計算為範圍，將學生之前所學的加、

減、乘、除運用於具體情境中。國小數學教科書的「整數四則混合計算」單元，

請學生依照情境中的題意用兩個算式記錄下來，並藉由老師引導進行解題，但是

教科數各版本的四則混合計算大都以簡單題型為主，康軒版的數學課本是以算式

的答案引入運算規則，南一和翰林版本則是以宣告和比較算式的答案導入運算規

則(易庭緯，2011)，導致學生較少有機會察覺數字間的關係，更遑論建立數學概

念關聯性的瞭解，學生僅能記憶零碎的計算法則而未能真正瞭解題目的語意。此

外，學生對數學符號缺乏有意義的瞭解，無法將文字敘述轉譯為個人可以理解的

符號，再加上題目中多餘的訊息受到認知上的干擾，導致無法成功解題。數學是

抽象符號概念的學習，學生在解題過程往往需要透過圖像化演算數學，而表徵及

視覺化是理解數學的重要關鍵(Duval, 1999)，研究指出運用提供圖示能幫助學生

理解數學概念亦能降低學生在解題的認知負荷(吳昭容，1990；徐文鈺，1992；

林秀燕，2005；楊淑靜，2007)，因此本研究運用視覺引導將重要訊息明確的標

示，減少學生解題的困難度與工作記憶的負荷量，輔助學習者認知歷程。 

 

本研究的四則混合計算定義為計算題中以三個不相同運算符號所列出的基

本數學算式包含（1）加減混合兩步驟、（2）乘除混合兩步驟、（3）加乘、減

乘、加除、減除混合兩步驟，為主要探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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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於上述研究背景，本研究目的為： 

1. 視覺引導與完成問題原則運用於國小整數四則混合計算教材。 

2. 探討不同數學程度的國小三年級學童在視覺引導與完成問題運用於整數四則

混合計算教材之學習成效與認知負荷。 

 

貳、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探討不同數學程度的國小三年級學童在視覺引導

與完成問題運用於四則混合計算教材之學習成效與認知負荷。本研究隨機選取台

北市某國小三年級四個班級做為研究對象，指派其中兩班為實驗組，另外兩班為

控制組，實驗組學生進行「視覺引導與完成原則國小四則混合計算教材」，以搶

救想狗大作戰為故事背景，並以「數學建構反應試題與表現分析」的四則混合計

算題為教材題目基礎，期盼藉由視覺引導與完成原則輔助學生解體歷程，降低學

生認知負荷。 

本實驗教材的數學題目以例題、完成問題原則(問題及第一個的解題步驟)階段

性呈現題目，逐步將鷹架與引導撤除，讓學生能獨立解決問題，以培養其解題能

力。控制組學生亦使用故事情境為背景呈現四則混合運算，但無提供視覺引導的

設計。 

 

實驗對象 

本研究探討視覺引導運用於整數四則混合運算，研究對象為台北市某國小三

年級，隨機選取四個班級 91 位學生進行教學實驗。為降低因老師的教學風格而

產生不同的學習成效，本實驗教材以多媒體方式教學，搭配同一研究者於教學時

的特定階段，提供相同的學習提示。 

 

實驗教材 

本實驗教材是以康軒版國小數學三年級課本的「整數四則混合計算」為實驗

教學範疇，並參考台北市教育局(2008)「數學建構反應試題與表現分析」的四則

混合計算題型為教材題目。四則混合計算教材中的題型涵蓋有括號與無括號之

（1）加減混合兩步驟、（2）乘除混合兩步驟、（3）加乘、減乘、加除、減除

混合兩步驟。本研究運用 power point 為設計的媒介。實驗教材內的數學題目以

例題、 問題及第一步的解題步驟(完成問題原則)以及問題三種方式呈現，逐步

將引導的鷹架撤除，讓學生到最後能獨立解決問題，以培養其解題能力。教學設

計模式是以例題以及問題和第一步的解題步驟(完成問題原則)，運用視覺引導(紅

色格子圖框住重要訊息)突顯重要訊息，讓學生主動思考題目並依照算式規則逐

步列式，本實驗教材設計架構圖，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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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以故事人物對話為主並以生動情境呈現，除了引發學習者學習整數

四則運算概念的動機，也讓動機轉化為有趣的的學習活動。相關研究指出故事運

用在教學能提供視覺及聽覺豐富的展現空間，讓學習者可以將視覺及聽覺加以整

合，增進學生的想像力並能提高其參與感。本研究的教學故事大致分為四個階

段，每一階段皆呈現一個重要整數四則運算的概念，階段間的故事皆有連貫關

係。表一說明各階段所對應的目標與教學內容。 

 

表一、階段所對應的目標與教學內容 

 

 

 

 

 

 

 

 

 

 

 

 

 

 

 

故事階段 教學目標 故事摘要 

階段一 

認識加減混

合 

• 解決生活情境中兩步驟連加、連減

與加減混合的實際問題 

• 將兩步驟加與減的問題併為一個式

子 

• 能解出加與減之併式且紀錄解題流

程 

狗村的小狗被惡狼給抱走了，小吉和

巴哥正要透過地圖去解救小狗，解救小狗

前必須先去超市儲備糧食，小吉和巴哥想

了解從狗村到超市有多遠，圖中的狗村到

涼亭要一百100公尺、涼亭到休息站要150

公尺、休息站到超市要400公尺，這時候

小吉發現100先加150等於250…… 

階段二 

認識乘除混

合 

• 解決生活情境中兩步驟乘除混合的

實際問題 

• 將兩步驟乘與除的問題併為一個式

子 

• 能解出乘與除之併式且紀錄解題流

程 

走進超市後，巴哥發現麵包師傅把30

個餅乾平分裝成6包，小吉買了4包，這樣

小吉總共買了多少個餅乾呢？又該怎麼

將問題列成一個式子？最後巴哥發現到

原來一個式子中只有乘除的時候就可以

直接由左往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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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三 

認識先乘除

後加減 

• 解決生活情境中兩步驟整數四則運

算的實際問題（減乘問題、加乘問

題） 

• 將兩步驟的整數四則問題併為一個

式子 

• 能解出整數四則運算之併式且紀錄

解題流程 

小吉買完餅乾，巴哥想用100元買六

瓶十元的養樂多，那還剩下多少錢呢？又

該怎麼將問題列成一個式子？最後歸納

出四則運算中「先乘除後加減」之規則。 

巴哥發現超市有周年慶活動，消費超

過100元就送神秘好禮，巴哥只有150元該

怎麼買才有神祕好禮？最後他決定買四

罐幼犬罐頭和雞肉罐頭，但牠覺得只用連

加的方法實在很麻煩，小吉這時提出把罐

頭以類別作分類，先算所有幼犬罐頭的錢

(10x4)，再算所有雞肉罐頭的錢(20x4)，

最後再把它們相加就知道總共要多少元。 

階段四 

認識括號 

• 能知道括號在數學上的意義並區分

兩步驟問題的計算順序 

• 將兩步驟的整數四則問題利用括號

併為一個式子 

• 能解出整數四則運算之併式且紀錄

解題流程 

 

聽完小吉的解法，巴哥也想到不同的

計算方式，先將幼犬罐頭的10元加上雞肉

罐頭的20元共30元，因為買了四組罐頭所

以再把30x4。巴哥又說因為10加20先算，

所以把圈起來的部分用括號表示，然後有

四組，故完整列式為(10+20) x4。並歸納

出「括號要先算」之規則。 

巴哥還想再買5瓶養樂多和3個幼犬

罐頭，總共要多少錢呢？小吉發現養樂多

和幼犬罐頭都只需要10元，巴哥則購買的

商品共有(5+3)個，所以總共要10x8=80

元。又該怎麼將問題列成一個式子？……  

階段五 

再次強調先

乘除後加減 

• 解決生活情境中兩步驟整數四則運

算的實際問題（減除問題） 

• 將兩步驟的整數四則問題併為一個

式子 

• 能解出整數四則運算之併式且紀錄

解題流程 

巴哥看到廚師將一大片800元的豪華

牛肉平分為四塊，用500元買了一塊，這

樣巴哥還剩下多少元呢？又該怎麼將問

題列成一個式子？並再次強調如果式子

中有加減乘除的符號，要先乘除後加減。 

階段六 

數感之加減

混合 

• 以數感方式解決兩步驟連加、連減

與加減混合的問題 

• 分辨兩步驟連加、連減與加減混合

的問題以數感方式解決是否較為

快速 

離開超市前，巴哥發現超市原本有108隻

動物，接著又有19隻動物走進超市，而最

後有8隻動物結帳離開了，所以現在超市

到底有多少隻動物呢？巴哥先以從左到

右的方式計算動物總數，但算完又發現

108和8最後都有一個8 ，可以先算108減

8=100等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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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則運算規則的呈現方式是以紅色格子圖框注重要訊息作為視覺引導，提醒四則

運算順序 ，教材頁面如下圖所示 

 

 

 

 

 

 

 

 

 

 

 

 

 

透過圖示表徵教導學生建立正確的解題概念。 

 

 

 

 

 

 

 

 

 

 

 

 

 

 

 

 

 

 

 

 

 

 

+

雞肉

20元

雞肉

20元

雞肉

20元

雞肉

20元

幼犬

10元

幼犬

10元

幼犬

10元

幼犬

10元

10 × 4 20 × 4

 

+

+

+

+

30

30

30

30

10元

10元

10元

10元

幼犬罐頭

20元

20元

20元

20元

雞肉罐頭

30 x 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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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紅色方框強調括號的概念，並逐一顯示解題步驟 

 

實驗設計 

    本研究將使用準實驗研究法，探討不同數學程度的國小三年級學童在視覺引

導運用於四則混合計算教材之學習成效與認知負荷。本研究使用 2×2 二因子變異

數分析(ANOVA)統計分析方法，分析視覺引導及完成問題原則運用於國小四則

混合計算教材對不同先備知識程度的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認知負荷之影響。第一個

自變項為「視覺引導以及完成問題原則的四則混合運算教材」；第二個自變項為

「學習者的先備知識」，分為高、低二個水準，依變項分為「學習成效」與「認

知負荷」。 

 

實驗工具 

1. 前測: 為瞭解受試者的先備知識的程度，研究者依據文獻資料以及教材分

析，並與國小數學老師一同編製四則混和運算測驗題材，題型涵蓋整數四則

混和運算涵蓋有括號與無括號之（1）加減混合兩步驟、（2）乘除混合兩步

驟、（3）加乘、減乘、加除、減除混合兩步驟。題目類型為計算題 10 題應

用題 4 題共 14 題。前測題目編制完畢試題後請兩位資深數學老師審定後修改

成正式測驗工具。在正式實驗前挑選國小三年級一個班級進行預試，以確認

測驗工具之鑑別度及難易度。前測的 Cronbach’s 信度為.67。 

 

2. 學習成效: 為瞭解受試者在學習整數四則運算後的學習成效，研究者依據文

獻資料以及教材分析，與國小數學老師一同編製四則混和運算測驗題材，題

型涵蓋四個不相同運算符號所列出的基本數學算式包含（1）加減混合兩步

驟、（2）乘除混合兩步驟、（3）加乘、減乘、加除、減除混合兩步驟。 在

編制完畢試題後，請兩位數學老師審定後修改成正式測驗工具。後測的 

Cronbach’s 信度為.65。後測試題分析如表二。 

( 10 + 20 ) × 4

先算的部分用括號表示

=        30        × 4

= 120

( 10 +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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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難度 鑑別度 學生解題分析 題目處理 

1 0.939 0.081 部分學生具有數感之概念，能有

效解題。 

涉及判斷學生是

否具有數感，故

保留。 

2 0.805 0.263 有不錯的難度與鑑別度。 保留。 

3 0.908 0.142 部分學生具有數感之概念，能有

效解題。 

涉及判斷學生是

否具有數感，故

保留。 

4 0.514 0.334 有不錯的難度與鑑別度。 保留。 

5 0.484 0.395 有不錯的難度與鑑別度。 保留。 

6 0.7215 0.259 有不錯的難度與鑑別度。 保留。 

7 0.825 0.096 多數學生具有括號先算之概念。 涉及判斷學生是

否了解括號之概

念，故保留。 

8 0.939 0.081 多數學生懂得括號先算之概念。 涉及判斷學生是

否了解括號之概

念，故保留。 

9 0.453 0.498 有不錯的難度與鑑別度。 保留。 

10 0.835 0.16 在只有乘除的式子中，多數學生

能依由左至右算之規則計算。 

保留。 

11 0.617 0.171 部分學生仍有先乘後除之迷思。 涉及判斷學生是

否具正確先乘除

後加減之概念，

故保留。 

12 0.959 0.04 由於本題不論是否有括號皆為

由左至右算，故通過率極高。與

第 7、8 題一同比較可知學生是

否真的了解括號之概念。 

涉及判斷學生是

否了解括號之概

念，故保留。 

13 0.898 0.163 多數學生能正確列式，並有效進

行解題。 

涉及判斷學生是

否了解先乘除後

加減以及併式之

概念，故保留。 

14 0.794 0.242 有不錯的難度與鑑別度。 保留。 

15 0.878 0.203 有不錯的難度與鑑別度。 保留。 

16 0.795 0.324 有不錯的難度與鑑別度。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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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知負荷量表: 本研究是根據 Hart 和 Staveland（1988）NASA-TLX 評定量

表（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Task Load Index）以及 Reid 

和 Nygren（1988）SWAT 評定量表（Subjective Workload Assessment Technique）

編製而成，題目共 5 題，量表 Cronbachα 係數為.78，具有良好的信度。第一

題測量受試者對完成題目的困難度。其他四題測量受試者花了多少心力才解

出題目、感受到的挫折感、所感受到的心理壓力、完成這些數學題目過程中

我所付出的注意力，採李克特五等量表計分。本量表由受試者根據自己的感

受填寫，所圈選的數字愈小，代表感受愈弱；所圈選的數字愈大，代表感受

愈強，受試者所得總分愈低，代表其認知負荷愈小；所得總分愈高，代表其

認知負荷愈大。 

 

教學流程分析 

 本研究之實驗教學流程圖如下圖： 

  

 

 

 

 

 

 

 

 

 

 

 

 

 

 

 

 

 

 

 

 

 

 

 

教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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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由於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必須將所有控制變數降到最低，為排除兩組前

測成績干擾教學效果，因此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兩組上學期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平均

成績進行共變數分析，進行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實驗組與控制組之迴歸係數同

質性檢定結果，未達顯著差異。表示兩組迴歸線之斜率可視為相同，符合組內迴

歸同質性假定。因此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未進行教學實驗前，兩組程度相近。實驗 

組與對照組學生在實驗前後的數學測驗的平均數、標準差相關資料如表三所示。 

表三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學習成就測驗前後測之描述性統計摘要表 

 

 

 

 

 

 

 

 

 

 

 

 

 

 

 

 

 

 

 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實驗組 
前測 45 38 90 61.40 11.07 

後測 45 30 100 76.12 15.11 

對照組 
前測   46 44 100 65.68 11.43 

後測 46 25 98 75.14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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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探討不同程度國小三年級學生在視覺引導運用於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教材之學習成效，以二因子共變數分析，排除前測分數對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

結果顯示實驗組的後測成績高於對照組學生的學習成效，但未達顯著差異

(p>.05)。根據此次的教學以及學生的學習測驗卷，學生的「從左至右計算」的概

念相當牢固，儘管在教材中透過相關情境說明從左至右計算的概念需要依照題目

而有所彈性使用，但是部分學生遇到考試卷題目仍是無法跳脫左至右計算的想

法，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學生的從左至右計算的經驗已在一二年級奠定的相當穩

固，無法透過短時間的教學改變學生既有的數學概念。因此建議之後的整數四則

運算的教學設計應先從其他的概念開始教學，「從左至右計算」的概念應該成為

最後的複習。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的認知負荷顯著低於對照組的學生(p<.05)，

表示視覺引導的提供有效輔助學生注意重要訊息及降低學生在解題的認知負

荷。推論其原因為運用紅色邊框先將重要的訊息清楚標示，專注於重要的訊息，

同時降低學生在解題時的認知負荷。再者運用圖示表徵協助學生思考，讓概念更

加具體。 

表四 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之認知負荷 

 

 實驗組 (N=45)  對照組(N=46) 

高先備 
(N=20) 

低先備 
(N=25) 

 
高先備 
(N=20) 

低先備 
(N=26) 

M SD M SD  M SD M SD 

認知負荷        12.64 4.05 13.80 5.31  14.90 04.64 16.59 3.95 

 

 

研究成果 

1. 整數四則運算教材: 本研究的整數四則運算教材在經過預試之後，具體修正

視覺引導及增加情境，透過多感官的刺激以及生動有趣的故事，在課堂間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增進數學學習態度。透過課程回饋單，多位老師本研究

教材的故事以及情境設計能引起學生對於整數四則運算高度的學習興趣及提

供練習題目給學生複習給予高度肯定。 

2. 故事情境教材方便老師使用: 本研究根據第一次的實驗修正教材，並將教材

設計更多的情境可讓現場老師方便教學與編輯。 

3. 投稿國內外期刊: 本研究根據第一次實驗結果具體修正視覺引導以及故事情

境，預計 11 月中第二次實驗將能提供更為顯著的實驗結果。本研究將根據第

二次的實驗結果投稿於國內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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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內容 

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網路與資訊科技在學習領域上的成熟與普及，造就整合虛擬物件與現實環境互動科技所

創新的數位學習型態（林信志、陳光禧、謝文杰、李瑋婷、黃國祝，2012），逐漸成為數位學習領域

中有趣的研究議題。然而，如何有效地融入創新的技術在科學的學習活動當中，引導學習者迅速而有

效率的學習科學知識，而不至於受到科技的吸引分散了學習的焦點，應是創新技術如何落實於教育應

用的重要研究議題。藉由體感互動的前瞻發展，學習模式得以全新的方式呈現，讓學習者以肢體動作

代替原本的滑鼠鍵盤裝置，進行與電腦互動的虛擬學習，以期能更融入學習的情境中。盧秀琴與姚乃

丹（2002）也認為透過多媒體展現出較抽象的教材，對學習者而言能對理解學習內容有所幫助，聲音

與影像讓學習者參與教材所設計的互動，透過體感互動所設計的教材可有效刺激較多的學習動機且可

以獲得更佳的學習成效（莊順凱，2006）。雖然教師專業的教育能力在教學過程中為必要因素，卻仍

需要有別於傳統教學以教師為主的革新教學設計，將「順應科技的教學」(Technology-adapted Instruction)

轉化為「順應教學的科技」(Instruction-adapted Technology)的教育新模式（宋曜廷、張國恩、侯惠澤，

2005)。 

在小學數學領域中，圖形與空間的推理與轉換對多數的學習者而言是會有學習困難的，學習成效

相較於其他單元就顯得低落（王嬿茵，2008）。然而，空間能力在數學的幾何學習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

角色（Wheately，1990；吳明郁，2004；魏春蓮，2005)，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2000）亦將幾何與空間感視為學習數學的標準之一。因此，為有效提升學習成效並促

進學習者的理解度，Van Hiele （1986）的「幾何思考層次」與「幾何思考模式」被廣泛的應用在空間

幾何的教學教材與測驗上，Van Hiele認為各層次間的成長過程需要不同教學模式的引導，所以必須循

序漸進的設計教學的方法與教材的內容。本研究若將此幾何理論整合至教學活動與教材設計中，相信

對於學習者空間幾何領域的學習將會有很大的助益。 

運用遊戲的特性來幫助學習者進行學習是近來幾年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育中常用的學習方式之

一。透過數位遊戲導入課程，不僅可使學習者提高學習興趣、主動學習、提供個別化學習的機會，甚

至減輕學習者的學習壓力（吳天貴，2007）。因此，一群國內遊戲式學習的先驅研究者在揭示悅趣化

數位學習的宗旨上即主張：將數位遊戲和智慧型玩具中促進參與和持續的元素，應用於數位學習設計，

以實踐「寓樂於教」與「寓教於樂」的亙古理想，並以情境脈絡為研究取向，給予學習資源和主控權

（梁朝雲、陳德懷、楊叔卿、楊接期，2008）。從悅趣式學習的應用領域及研發工具觀之，由於網路

科技與互動裝置的快速發展，使得融合多媒體與遊戲設計之新興教學模式，已逐漸蔚為風潮。例如：

運用2D 與3D電腦繪圖、電腦動畫、以及虛擬實境等技術，能克服學習的諸多限制，並有效提升學習

成效，已獲得許多實證研究的支持（陳伶伶，2004；馬紀楨，2008；賴崇閔、黃秀美、廖述盛、黃雯

雯，2009）。這其中，整合互動遊戲與虛擬實境技術來建置數位學習的教學情境，能將原本抽象且不

易呈現的科學概念，以提供學習者親自操弄的體感方式來模擬，再透過遊戲設計方式提供模擬物件的

行為與控制，是相當值得深入研究探討與開發的科學過程技能與科學態度學習模式。 

綜上所述，本研究依據空間幾何學習理論，擬整合Kinect體感互動技術，開發能呈現立體展開圖之

空開概念學習遊戲系統，從而探究此系統對提升學童空間概念能力之成效為何。本研究將以國小數學

課程中之「立體圖形和展開圖」為學習單元，設計並開發一套能協助學習者藉由體感互動活動瞭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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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圖形各個構面之輔助學習系統。研究工具包括空間概念量表、訪談紀錄、系統可用性問卷等。經由

量化分析與質性探究瞭解此系統對於提升學童空間概念能力成效、以及Kinect系統之可用性。本研究在

創新性的課程設計與發展的議題擬定上，聚焦於提升學習者幾何空間概念能力、築基於體感互動裝置

的創新設計、探討遊戲式教學對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影響等三個向度上，提出具理論基

礎與實用價值之創新體感互動遊戲教學系統。整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幾何空間學習概念之學理基礎。 

(2) 探討體感互動裝置技術之動作原理、技術規格與應用於數位學習領域課程設計與發展之創

新性。 

(3) 探討遊戲式學習之理論基礎及應用於學習系統與活動之教學設計方法。 

(4) 開發能提供學習者進行立體展開圖的推理與轉換的體感互動學習系統。 

(5) 以小規模的先導教學實驗，問卷調查了解學生與教師對於體感互動系統可用性之看法。 

2. 文獻探討 

2.1空間概念能力 

2.1.1空間概念能力在數學教育之重要性 

空間能力是組成數學能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國內外數學課程的改革與標準規畫裡，空間能力都

是重要且必要的學習活動之一（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2000；教育部，2003），

尤其在立體幾何學習時，空間能力與幾何能力更是密不可分；空間能力包含解釋圖形資訊的能力及視

覺處理歷程，尤其當學習者經常在腦海中建構及操作相關動態心像之心智活動能力將會對於學生的數

學學習成就有所影響（Bishop，1989）。Piaget & Inhelder（1967）認為兒童空間概念的發展是經由拓

樸空間（Topological space）階段以觸覺來分辨接近、分離等空間關係；再進階至投影空間（Projective 

space）階段具備運思物體位置與物體間的關係；最後至歐氏幾何空間（Euclidean space）階段可以正確

明白各地方關係並具有整體概念。Linn & Petersen（1985）及Lohman & Kyllonen（1984）認為空間能

力包括空間視覺、空間知覺、空間導向或空間定位、空間想像、移動及組合轉換等。本研究的空間概

念能力則是指對於空間中幾何物體的認知能力，也就是轉換二維與三維幾何物體間關係的能力，將物

體由平面展開圖想像組合轉換成立體圖形、或是將物體由立體圖形想像展開對應平面圖形之能力。左

台益和黃哲男（2001）認為幾何圖形在幾何學習與解題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地位，然而幾何圖形亦

有可能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Harada. et al.，2000）：(1) 圖形使人產生錯誤的視覺判斷；(2) 對圖形缺

乏動態的觀點（dynamic viewpoints)；(3) 依賴典範例（prototype example）。King & Schattscheider（1997）

亦指出，不精確的圖形會造成解題的錯誤，而單一的圖形有時候對解題較不具啟發性。綜上所述，本

研究將利用豐富的3D物件與圖形，協助學童進行幾何圖形學習的正確性與啟發性。 

2.1.2數學科「空間能力」單元知識分析 

本研究將以正方體與長方體展開圖的學習為主要內容，並以教育部（2003）、李雲浩（2006）及

（王嬿茵，2008）在立方體展開圖教學所作的能力指標詮釋進行整理與能力分段，如表1~表3所舉之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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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第一階段分段能力指標與舉例 

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第一階段（一～三年級） 

數學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 舉例 

S-1-01 能由物體的外觀，辨認、描

述與分類簡單幾何形體。 

能辨認、描述與分類正方體、長方體等。 

S-1-02 能描繪或仿製簡單幾何形

體。 

能黏貼複製、或描繪出給定的正方體、長方

體。 

S-1-03 能認識周遭物體中的角、直

線和平面。 

能從教室中或教學媒體中，知道正方體、長

方體每個角是直角、有 8 個頂點、12 條邊、

6 個面等。 

能指出正方體與長方體的每一個頂點連接

了 3 條邊、每一條邊都是兩個面的連接之處。 

S-1-06 能描述物體的相對位置。 能在正方體與長方體上，指出哪個面在哪個

面的上方、下方，或與這個面「相鄰」、「相

對」的面。 

S-1-07 能認識生活周遭中水平、鉛

直、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能從教室中或教學媒體中的物體，指出哪些

有水平、鉛直、平行與垂直的現象。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李雲浩（2006）及王嬿茵（2008） 

 

表2、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第二階段分段能力指標與舉例 

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第二階段（四～五年級） 

數學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 舉例 

S-2-01 能運用簡單幾何形體的組成要

素，作不同形體的分類。 

正方體有六個全等的邊、面，長方體有三

組全等的邊、面。能根據展開圖各面的形

狀特徵辨認、比較正方體與長方體展開圖

的異同或其形式。 

S-2-02 能理解垂直與平行的意義。 能認識正方體與長方體及其展開圖中相

對的邊、面平行、相鄰的邊、面垂直。 

S-2-03 能透過操作，認識簡單平面圖

形的性質。 

能將適當的六個正方形或矩形重新黏摺

成展開圖並還原成一個正方體或長方

體，能指出哪些是指定正方體與長方體的

展開圖。 

S-2-04 能認識平面圖形全等的意義。 能指出正方體與長方體展開之兩個全等

相對的面，在展開圖上的位置。能透過實

際操作察覺，原本在長方體上兩個相對且

全等的面在展開圖上不可以相鄰。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李雲浩（2006）及王嬿茵（2008） 

 

表3、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第三階段與第四階段分段能力指標與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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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第三階段（六～七年級） 

數學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 舉例 

S-3-01 能利用幾何形體的性質解決簡

單的幾何問題。 

能利用「長方體兩個相對的全等面，在展

開圖上不能相連在一起」這個性質，判斷

何者是合理的展開圖。 

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第四階段（八～九年級） 

數學課程綱要分段能力指標 舉例 

S-4-01 能利用形體的幾何性質來定義

某一類形體。 

能將正方體或長方體展開圖形容為由「由

六個正方形或長方形相連而成的平面圖

形，且經過適當摺合能還原成一個正方體

或長方體；展開圖上最多只能有 4 個面連

成一直線，在正方體或長方體上對稱全等

的兩個面不能在展開圖上相連在一條邊

上」。 

S-4-02 能指出合於所給定性質的形

體。 

能指出哪些是指定長方體的展開圖。 

能指出長方體展開圖上相連成一直線的

面數最多為 4 個，在正方體展開圖上也是

如此。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3）、李雲浩（2006）及王嬿茵（2008） 

在上述四階段的學習中，透過正方體與長方體展開圖的學習，希望能讓學習者擁有正確的推理能

力與空間概念。在數學幾何能力的教育中，Van Hiele（1986）的「幾何思考層次」與「幾何思考模式」

被廣泛的應用在空間幾何的教學教材與測驗上，Van Hiele認為各層次間的成長過程需要不同教學模式

的引導，所以必須循序漸進的設計教學的方法與教材的內容，其發展層次、學習階段模式整理如表4。 

 表4、Van Hiele幾何學習模式 

發展層次 發展階段 舉例（層次／階段） 

Level0 視覺化 

(visualization) 

詢問 

(inquiry/information) 

認識正方體、長方體、角、頂點、邊、面。 

師生雙向溝通，了解學生的先備經驗與知識。 

Level1 分析 

(analysis) 

直接導向 

(directed oriented) 

分辨正方體、長方體之「角」、「頂點、「邊」、「面」的

數量、相鄰、相對、垂直、平行等要素關係。 

教師引導問題，學童主動探索。 

Level2 非形式歸納 

(informal deduction) 

顯露 

(explication) 

知道正方體是長方體的一種，或是知道不同種樣貌的

展開圖，可以摺合成同種樣貌的正方體等，但無法明

確證明。 

教師解說，師生討論。 

Level3 形式歸納 

(formal deduction) 

自由導向 

(directed oriented) 

理解正方體是六個全等的面構成的立體圖形，其逆定

理是六個全等的面構成的立體圖形是正方體。 

給予教材，學生嘗試錯誤、自由操控。 

Level4 嚴密性 整合 歐氏幾何與非歐氏幾何的異同，達此階段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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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or) (integration) 師生共同統整概念，反省思考、分析類推。 

資料來源：Van Hiele（1986）、王嬿茵（2008）及本研究整理 

2.2體感互動創新技術 

Kinect體感遊戲在Xbox 360上獲得極高的好評，因此微軟在2011年6月推出了Kinect for Windows 

SDK（曹祖聖，2012）。Kinect的硬體如圖1所示，包含了兩個3D深度感測器、RGB攝影機、多重陣列

麥克風及動態傾斜座，透過這些Kinect感應器我們可以獲得下列資訊：(1) 彩色影像（透過中間的RGB

鏡頭）；(2) 3D深度影像（透過左右兩顆感測器，一顆是紅外線發射器，另一顆是紅外線CMOS攝影機）；

(3) 聲音（透過多重陣列麥克風）。另外，Kinect也支援追焦功能，底座馬達會隨著焦點人物而轉動Kinect

方向（左右各28度）。詳細規格如表5。 

 

圖1、Kinect硬體架構 

（資料來源：http://blogs.msdn.com/b/ampuri/archive/2012/02/09/kinect-for-windows-sdk-nui.aspx） 

  表5、Kinect詳細規格 

項目內容 參考值 

顏色與深度 1.2~3.6公尺 

骨架追蹤 1.2~3.6公尺 

視野角度 水平57度、垂直43度 

底座馬達旋轉 左右各28度 

每秒影格 30FPS 

深度解析度 QVGA(320X240) 

顏色解析度 VGA(640X480) 

聲音格式 16KHz，16位元mono pulse code modulation(PCM) 

聲音輸入 四陣列麥克風、24位元類比數位轉換(ADC)、雜音消除 

http://blogs.msdn.com/b/ampuri/archive/2012/02/09/kinect-for-windows-sdk-nui.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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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http://msdn.microsoft.com/zh-tw/hh367958.aspx 

Kinect for Windows的運作架構與SDK架構則分別呈現於圖2及圖3所示。透過Kinect硬體將蒐集到

的資訊串流（影像串流、深度串流、聲音串流）送至自然人機介面（Natural User Interface, NUI）函式

庫，所有應用程式皆透過此函式庫介面操控Kinect所有相關設定參數，並擷取相關感應器中的資訊進行

對應的功能，像是辨識人體骨架、關節位置、手勢等來完成工作。 

 

圖2、Kinect for Windows的運作架構 

（資料來源：http://yannickloriot.com/2011/03/kinect-how-to-install-and-use-openni-on-windows-part-1/） 

 

http://msdn.microsoft.com/zh-tw/hh367958.aspx
http://yannickloriot.com/2011/03/kinect-how-to-install-and-use-openni-on-windows-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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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Kinect for Windows的SDK架構 

（資料來源：http://blogs.msdn.com/b/ampuri/archive/2012/02/09/kinect-for-windows-sdk-nui.aspx） 

目前Kinect的應用大多在於使用者介面設計，郭泰谷（2012）利用Kinect所抓取之深度影像，設計

產生一個類似觸控螢幕介面，讓使用者可以利用此介面進行操控以獲取資料，達到不用特定的標誌呈

現3D虛擬物件的效果。Tang. et al. (2011)利用Kinect偵測虛擬物件的表面資訊並進行透視校正以彩現和

投射出更真實的擴增實境3D物件。Kar. (2010)則以RGB和深度感測器的串流資訊進行人體上半身骨骼

的追蹤。 

2.3遊戲式數位學習 

自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於1991年與LEGO合作推出MindStorm系列的

智慧型機器人積木，以遊戲方式整合系統模擬與程式操控的學習途徑，就成為近年來遊戲式學習的經

典範例(Resnick & Ocko, 1991; Rusk, Resnick, Berg, & Pezalla-Granlund, 2008)。由於此類數位遊戲與玩具

的不斷推陳出新，對學齡兒童的學習方式產生不同於學校教育的創新變革，以致正規學習與非正規學

習有逐漸整合的趨勢。而遊戲式學習以遊戲和智慧型玩具的理念核心，融合認知、心理、教育、社會

與資訊等跨科際領域，也為數位學習注入新的元素，開創更為寬廣的研究範疇。  

國科會科學教育發展處於 2008 年專題研究計畫徵求書中，正式提出悅趣化數位學習

（Game/Toy-based e-learning）研究議題，同時成立以「悅趣化學習與社會（Joyful Learning & Society）」

為名之主體研究群，目的在探討如何將遊戲中增強參與性與持續性的特質應用於數位學習設計中，實

踐「寓樂於教」與「寓教於樂」的亙古理想。並運用網路科技與聰慧型實物（smart tangible），提供學

習者充滿樂趣與挑戰的學習環境、學以致用的沉浸經驗，以強化學習動機，支持學習歷程，並促進學

習成效。同年，該主題研究群之眾多學者共同發表「悅趣化數位學習」研究宣言，說明以悅趣化學習

代替遊戲式學習的說法，是為了避免遊戲一詞在國內家長心中具有負面意向，故以悅趣化學習代之（梁

朝雲等人，2008）。由此可知，悅趣化學習的理念源自於遊戲式學習。 

探討「遊戲」在學習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其理論基礎源自於兒童認知發展心理學(郭靜晃，1997)。

認知發展學者認為遊戲行為與認知發展實為相輔相成的一體兩面，隨著認知能力的增進，學童所從事

的遊戲型態亦有所不同。皮亞傑即認為遊戲是個體對環境刺激的仿傚與同化，使自己原有的認知基模

符合現實生活之運作。因此，遊戲的本質原就具備學習之意義。  

Prensky(2001)認為數位遊戲之所以引發使用者的學習動機是因為「fun」，並歸納出下列特性：  

(1) 娛樂性(fun)：帶給人們樂趣與愉快感。    

(2) 遊戲性(play)：帶給人們激昂的樂趣。    

(3) 規則(rules)：讓人們有機可循。    

(4) 目標(goals)：帶給人們前進的動機。    

(5) 互動性(interactive)：讓人們有自行操控的彈性。    

(6) 適性化(adaptive)：讓人們可以順利的沉浸其中。    

(7) 產出與回饋(outcomes & feedback)：人們有東西可學。    

(8) 勝利的狀態(win states)：帶給人們自我滿足。    

(9) 衝突/競爭/挑戰/對立：讓人們有興奮刺激的狀態。  

http://blogs.msdn.com/b/ampuri/archive/2012/02/09/kinect-for-windows-sdk-nui.aspx
http://etds.lib.tku.edu.tw/etdservice/searching?query_word1=郭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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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能夠適當的鼓舞玩家發揮創意。    

(11) 社會互動(interaction)：擁有人與人之間互動形成社群。    

(12) 圖像與情節(representation & story)：故事與場景 

綜合上述探討，研究者發現在為數不少的體感、擴增實境及遊戲式的研究中，同時探討科技及互

動遊戲對空間概念能力學習成效的影響者，仍付之闕如。本研究擬以Kinect體感技術取代傳統滑鼠鍵盤

介面，並將資訊即時傳輸至電腦運算對應之物件或數位遊戲內容，設計的理念將聚焦於Van Hiele的幾

何學習理論，開發分層式遊戲體感學習系統引導學習，並能讓學習者進行科學實驗的體驗操作。 

 

 

3. 研究成果 

3.1體感互動輔助教學系統 

本計畫採用微軟的Kinect Sensor作為互動資訊擷取工具，並結合開放源碼(Open Souce)的函式庫進

行系統設計與開發，系統架構如圖4。應用程式開發以VS.NET C#為主，整合OpenNI及OpenTK函式庫，

擷取使用者雙手位置並進行系統操作。 

Application

Devices

OpenTK OpenNI

APIOpenGL

Core

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Device Drivers

OpenCL

OpenAL

 

圖4、輔助教學系統架構圖 

整個教學系統分成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基本知識教學，以簡單的翻頁概念讓學習者使用右手

進行幾何圖形與立體展開圖基本知識概念的學習。學習完後即可進行互動學習小遊戲，包括：  

教學模式 

 請以右手進行游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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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角為上一頁選項，右上角為下一頁選項。 

 選擇方式將右手移至選向上往前伸進行選擇。 

 
圖5、教學模式範例畫面 

遊戲一操作說明 

 請以右手進行游標操作。 

 依照題目選擇正確答案，移動到該選項後右手往前移動進行選擇。 

 全部答完後擇說明答對率。 

 

圖6、幾何展開選一選範例畫面 

遊戲二操作說明 

 請以左手及右手做操作。 

 依照題目指定形狀進行繪畫，左手往前後右手可操作鼠標進行繪製，繪製完成後舉起左

手可進行確認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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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開心畫畫學形狀範例畫面 

遊戲三操作說明 

 請以左手及右手做操作。 

 依照題目選擇正確答案，此題型為多選題，請以右手操作鼠標移動到選項上時，右手往

前伸進行選擇。 

 選擇之選項底色為綠色。 

 

圖8、形狀比一比範例畫面 

操作過程中會以補教教學的方式進行錯誤觀念導正與記憶加強，也會將使學習者操作過程記錄下

來做為下一次學習的參考，整個系統流程如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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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遊戲系統

是否玩過 登錄基本資料

調閱資料

否

是

選擇遊戲類型
遊戲1.

形狀比一比

遊戲2.
開心畫畫學形狀

遊戲1

遊戲2

資料登
錄

進入遊戲主
畫面

選擇與圖片相
同之選項

是否答對進行下一題 教學模式否

是

否

保存紀
錄

遊戲結束

照著圖形畫出
形狀

是否畫完

否

是否正確

是

進入下一題 教學模式否

是

否
是

是否全部答完

是否全部答完

保存紀錄

是

遊戲3.
幾何展開選一選

選擇題目顯示幾
何圖形之展開圖

是否確定

否

是否完全正確

是

進入下一題 教學模式否

是

否 是否全部答完

保存紀錄

是

遊戲3

教學模式

教學模式

圖9、系統流程圖 

3.2實驗成果 

本次實驗對象為北部國小五年級學生共48位，實驗中因設備關係將學生分組為3人一組進行體感互

動操作，時間為60分鐘。主要針對系統可用性進行評估，採用系統可用性問卷(System Usability Scale，

SUS)，共10個題目，並根據學者Lewis & Sauro (2009)的研究進行Usability(題號1、2、3、5、6、7、8、

9)及Learnability(題號4、10)的分析(圖10)，系統可用性的平均分數為71.73 (SD=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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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S、Usability、Learnability平均分數               (b) SUS分數分布圖 

 

(c) Usability分數分布圖             (d) Learnability分數分布圖 

圖10、系統可用性問卷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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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暸解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統計圖理解的現況和差異性，並探究影

響三年級學童對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試題為研

究工具，北北基地區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為母群體，立意選取 6 所學校，有效樣本

為 812 人。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及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分

析資料，以瞭解學童對統計圖的理解情形。另針對研究工具中，三、四年級學童

得分未達顯著差異的試題訪談三年級部分學童，以探究影響國小三年級學童對統

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研究結果發現：三種統計圖均可以在三年級進行教學：單

一長條圖和單一折線圖的「知道」；可直接觀察圓形圖的扇形面積的大小。四年

級的統計圖教學可以加強學童「推理」的能力。最後綜合研究結果提出之建議，

可作為國小三、四年級數學課程中有關統計圖評量設計及課程安排之參考。 

 

關鍵字：統計圖理解、長條圖、折線圖、圓形圖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mprehension towards statistical 

graphs performed by the 3
rd

 and 4
th

 grades students.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research method. Subjects were 409 3
rd

 and 403 4
th

 grades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the graph contexts, used in TIMSS 2011 mathematics cognition framework, including 

three types of questions - knowing, applying, and reasoning, and three types of 

statistical graphs - bar chart, line chart, and pie chart, were adopted to design our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of dependent samples ANOVA illustrat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ree types of statistical graphs; and illustrate that, in 

three types of contexts, the students of the 4
th

 or the 3
rd

 grade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in reading than in applying, and than in reasoning. Also, the results of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illustrate that, no matter in each context or in each 

statistical graph, the performance of the 4
th

 grade were better than the 3
rd

 grade. 

According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we suggest that: 1.the program of three types of 

graphs – bar, line, and pie can be arranged at the 3
rd

 grade; 2. enhance the ability of 

the 4
th

 grade students to reason the data questions in statistical graph. 

The significant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will provide a process of assessment 

design and substantive guidelines for mathemati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in the policy 

improvement. 

Keywords: statistical graph comprehension, bar chart, line chart, pi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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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接觸到許多和統計有關的資訊，我們在各種媒體

（報紙、雜誌、電視和網際網路）上常看到的報導主題，例如經濟、氣象和醫學

等；大家常關切的議題，例如：少子化和高齡化社會、油價波動、節能減碳和全

球氣候異常等，這些資訊常會以表格、圖和圖表的形式呈現。 

能將資訊運用圖表呈現並且能正確解讀，是現今國民應具備的統計素養。臺

灣 92 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以下簡稱 92 課綱）亦強調，培養國民

具備基本的統計素養是國民教育階段的重點之一（教育部，2003）。研究者整理

相關文獻後，發現 92 課綱（教育部，2003）建議將統計圖的解讀安排於社會、

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域中進行教學，於是將統計圖的解讀能力指標從數學課程中

刪除。而陳幸玫（2005）發現國小三年級「社會」領域中有關家庭的消費與支出

單元時（南一版）已出現了圓形圖，但此時數學課程尚未進行任何統計圖的教學，

這樣的課程安排仍有討論與觀察的空間。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是近年來備受各國重視的成就測驗，其施測對象是

以四年級和八年級學童為主。TIMSS 從 1995 年以來，至 2011 年已有五次。臺

灣四年級學童是在 2003 年第一次參加 TIMSS，在 TIMSS 2007 統計領域的排名

為第 4 名，前四名的國家依序為新加坡、香港、日本和臺灣（Mullis, et al., 2008）。

在 TIMSS 2011 統計領域的排名為第 2 名，前四名的國家依序為韓國、臺灣、香

港和日本（Mullis, Martin, Foy, & Arora, 2012），表現均不錯。研究者進一步分析

TIMSS 2007 四年級的公布試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2009）發現，

其中 M031045、M041274、M041336 和 M031135，不僅有圓形圖的題型出現，

更有圓形圖與長條圖兩種統計圖之間資料的轉換問題。由於臺灣現行的四年級數

學課程綱要或評量試題均未出現這一類圖形之間資料轉換的題型，檢視其答對

率，雖然表現都還算不錯，但是為什麼學童沒有學過卻可以有不錯的表現？是學

童的其他經驗使得其對統計圖理解有好的表現嗎？因此本研究想探究學童這方

面的學習經驗是如何形成的。 

國外已有許多對統計圖理解的研究，而國內學者針對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的

研究則僅有陳幸玫（2005，2006），以及國內少數幾位碩士研究生李佳芳（2004）、

顏嘉吟（2005）和蔡佩真（2009）的研究，相較於數學領域其它主題的研究仍有

待努力。因此，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是依據 97 課綱的三種統計圖類型－長條

圖、折線圖和圓形圖，並參考 TIMSS 2011 評量架構（Mullis, Martin, Ruddock, 

O'Sullivan, & Preuschoff, 2009）的內容領域－「資料呈現」的三種認知層次－知

道（knowing）、應用（applying）和推理（reasoning），自編一份「國小三、四年

級學童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附錄二），來瞭解國小三、四年級學童對數學課程

中統計圖的理解表現。 

此外，由於時間、人力和財力等因素的限制之下，本研究乃以北北基地區國

小三、四年級學童為母群體，立意選取 6 所學校，取得有效樣本為 812 人，亦針

對部分三年級學童進行訪談，以進一步探究影響其對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並

據此探討國小數學課程中有關統計圖的教學提前安排的可行性。最末綜合研究結

果，以做為國小三、四年級數學課程中有關統計圖的評量設計或課程安排之參考。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一、研究目的 

（一）、暸解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統計圖理解的現況和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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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影響三年級學童對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 

（三）、綜合研究結果，對國小數學課程中有關統計圖的評量設計或課程安排提

出建議。 

二、待答問題 

（一）、暸解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統計圖理解的現況和差異性為何？ 

（二）、探究影響國小三年級學童對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為何？ 

貳、文獻探討 

一、統計與統計圖概念 

統計是用來處理數據的，而數據由數字組成，但它不只是單純的數字而已，

是有內容的數字，統計便是從數據中找出訊息，並且做成結論。簡而言之，統計

可以說是從數據中獲取資料的一門科學。然而，一個完整的統計教學，應包含讓

學童實際參與的動態活動。進行統計教學時，必須先從資料的認識著手，確定資

料屬性後，再根據資料的性質進行簡化、分類、整理，針對問題呈現資料，最後

進行分析、預測，如此才能讓學童體會到統計精神。因此，統計方法大致包含收

集資料、整理資料、呈現資料和解釋資料等四項重要步驟（陳幸玫，2005；Jones, 

Thornton, Langrall, Mooney, Perry, & Putt, 2000）。 

原始資料在經過整理、分析後，大多以統計圖來呈現資料，藉由製作統計圖

可以將各種複雜的數據，加以簡化並藉此呈現自己的觀點，也比較容易讓他人瞭

解。因此，在報導龐雜的數據時，適當的使用統計方法（包含統計圖）與用語是

必須的，這些數據可能是有關於社會現況、經濟趨勢、商業情勢、意見調查或各

式資料普查等，但是經由不同的運用和呈現方式，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所造成的

印象會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應先對統計圖有著基本的認識。 

（一）統計圖的定義 

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與傳遞資訊的管道多元化，人們經常需要處理繁複且龐

大的資料，因此，使用統計圖簡化、呈現並解釋資料數據，在現今的高科技社會

已是家常便飯之事。然而，各學者對統計圖的樣式、目的、運用時機與範圍的看

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定義也有所不同。Fry（1984；引自 Friel, Curcio, & Bright, 

2001）提出統計圖是藉由點的位置、二維平面上的線或面積來傳達資訊。Kosslyn 

（1989；引自 Friel 等人，2001）指出，統計圖是使用兩軸、尺度、格線與參考

圖示測量資料並以此傳達資訊。譚寧君（2000）指出統計圖是以圖形的具體外在

特徵，將事實作有系統、規則的陳述，以便閱讀者讀取其中的訊息，進而判斷資

料內的關係。另外，在鍾靜、林素微、魯炳寰與鄒聖馨（2002）則說明統計圖表

是利用具體的外在表徵，如圖形、表格等，有系統、有規則地陳述，以利讀者讀

取其中所含的訊息，進而判斷資料內的關係。因此，所謂的統計圖，並非只是單

純的圖像，而是格式化後的產物。 

歸納上述學者的想法，研究者將統計圖定義為「統計圖是藉由具體的圖象表

徵，來代表資料的數量或數值，經由系統化、概念化、符號化的程序描述資料，

以期引起興趣、得到明確的概念，進而判斷資料內的關係」。然而，不同類型的

統計圖所造成的視覺效果有所差異，即使是相同的數據呈現在不同類型，都會使

讀者讀取到與原始數據不同意義的概念。因此，理解各種類型統計圖的特色與使

用時機，也是解讀統計圖的重要環節。 

（二）、統計圖類型 

學童在日常生活的經驗中看到統計圖的機會頗大，在現行課程中，國小學童

在數學課程裡直到四年級才真正接觸到統計圖課程。能否讓學童提早接觸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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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教學，並有能力適當地解讀統計圖傳達之資訊為本研究所感興趣的議題。於

是，研究者將國小階段數學課程中所使用的統計圖類型（長條圖、折線圖、圓形

圖）及其藉由統計圖所傳達訊息模式整理如下。 

1. 長條圖： 

是以長條狀圖形高度或長度代表資料量的統計圖形，其中各長條間並不相連

接（教育部，2003）。長條圖從認知層次的發展來看可分為個別數值長條圖和次

數分配長條圖（陳幸玫，2006）。Friel 與 Bright（1998）也提及在長條圖中，個

別數值長條圖，可以展現個別的數據資訊；次數分配長條圖，則喪失個別的數據

資訊，呈現在長條圖中的是該類別的頻率次數。 

2. 折線圖： 

從數學意義的角度來論述折線圖，折線圖是以直線連接相鄰兩資料點的圖形

（教育部，2003）。其圖形為一條「連續」的折線，因此各分組或類別之間的連

接應當具有「連續」的意義。不同的資料型態有其不同的統計圖呈現方式，折線

圖主要是在表現資料因時間、空間或事物的「連續」變化而產生的「趨勢」，最

常看到的折線圖為時間序列折線圖（橫軸為時間，縱軸為對應時間所產生的數

值，如每月平均溫度的趨勢）（鐘靜、林素微、魯炳寰、鄒聖馨，2002）。 

3. 圓形圖： 

主要在表現全體資料與部分資料的比例關係。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數學學

習領域（教育部，2000）以百分圓形圖為主，提供一百等份的圓形圖作為報讀和

製作圓形圖的教學依據，其先備知識是比值、相對次數與百分比率的對應關係。

而 92 課綱（教育部，2003）則以圓形之幾何概念為先備知識，引入比值與扇型

面積之關係作為報讀和製作圓形圖的基礎。陳幸玫（2004）研究發現國小高年級

兒童對於圓形圖的報讀有很高的通過率，對比值與百分率或扇形面積的換算關係

也能掌握，但是對於不同全體其資料個數之比較與比例之多寡則產生混淆。 

不同統計圖類型，可呈現不同特色，在製作統計圖前，選擇適當的統計圖以

呈現不同的資料特徵，可以讓讀圖者能容易地理解統計圖所傳達的資訊。由於在

臺灣國小三、四年級的數學課程中，只安排了長條圖、折線圖及圓形圖等三種統

計圖，而繪製的部份在高年級實施，並不在本研究的範圍之內，因此，本研究僅

著重於這三種統計圖的認識與分析。 

（三）統計圖的理解能力 

研究者從 Carswell（1992）、Curcio（1987）、Friel、Curcio 與 Bright（2001）、

McKnight（1990）及 Wainer（1992）等研究中，歸納出理解統計圖的三個層次，

分別為基礎層次（an elementary level）、中階層次（an intermediate level）和高階

層次（an advanced level）。基礎層次是能直接從統計圖中提取數據資料，即直接

報讀資料本身；中階層次是能從統計圖中的資料內推並能指出資料之間的關係，

進而描繪資料的特徵；高階層次則是能以統計圖中的資料為基礎進行推論，並能

分析隱含在統計圖中資料之間的關係，且在此層次中，可以激起讀圖者對資料深

層架構的理解。要解答不同難易度的問題，其對應所需的程度如表 1： 

 

表 1 

資料的理解層次 

    理解層次 

作者 
基礎 中階 綜合 

Bertin 能直接由基礎資料提取 能透過整併或整理，減少 將所有資料化簡為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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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資訊。（例：X 股票在 7

月 15 日的價格為多

少？） 

資料的分類。（例：在一

週當中，X 股票的價格如

何變化？）  

敘述或關係。（例：X 股

票的價格在 7 月 15 日到

30 日這段期間的趨勢變

化？） 

Curcio 

（1987） 

（報讀資料） 

能由統計圖中的資訊直

接回答問題。（例：有多

少盒葡萄乾是 30 顆的

呢？） 

（比較資料） 

能解讀或整合統計圖裡

呈現的資訊。（例：有多

少盒葡萄乾裡面的葡萄

是多於 34 顆呢？） 

（推論資料） 

能由統計圖呈現的資訊

推廣、預測，或推論以回

答問題。（例：打開一盒

葡萄乾後，能預期大約有

多少顆的葡萄乾呢？） 

McKnight 

（1990） 

能觀察或解釋統計圖所

呈現的單一組資料。

（例：在 1985 年時，在

發展中國家他們的主食

品是什麼？） 

能由統計圖觀察出資料

群組間的關係。（例：比

較兩條曲線的關係？） 

1.能由統計圖解讀或推

論關係。 

2.能判斷統計圖傳遞的

訊息正確與否，並能給

予證據或推論上的支

持或否定。（例：如何

描述統計圖的資料與

試圖論證為真的假設

之間的連結？） 

3.要能評估一個證據本

身的可信度。 

Wainer 

（1992） 

能讀取資料。（例：在 1980

年中，石油的用量為

何？） 

能辨別資料之間的不同

或變化。（例：在 1970 與

1985 年間，石油的用量

有何改變？） 

能瞭解資料全面地深層

結構，通常要透過比較趨

勢或觀察群組。（例：預

測那一種燃料的用量將

會增加最多？） 

Carswell 

（1992） 

能指出或注意圖形中呈

現的單一特性。（例：請

問這扇形區域的大小為

何？） 

能局部或綜觀性的直接

比較統計圖中的特點，且

能注意到一個以上特

性。（例：扇形區域 D 是

否比扇形區域 C 大？或

扇形區域 A 加 B 是否等

於 C 加 D 呢？） 

能綜合或統整統計圖中

大部分或全部的資料。

（例如：這些資料的變化

程度大嗎？） 

資料來源：譯自Friel、Curcio & Bright (2001). Making sense of graphs: Critical factors in influencing 

comprehension and instructional implications.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32, 

124-158. 

 

國內在 92 課綱和 97 課綱（2003、2008）提到「報讀」是指「將統計圖表上

所看到資料直接讀出來」。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課程中，學童都有過「報讀」

的生活經驗，例如：「報讀」時間、溫度計等日常生活的物品，「報讀」在教學上

比較沒有爭議， 而學童的學習也較為容易（陳幸玫，2004）。「解讀」在九年一

貫課程暫行綱要數學學習領域（教育部，2000）有提到「觀察資料」之後，依學

童程度「用自己的話說出其對資料的想法」。但在 92 課綱及 97 課綱（2003、2008）

指標 4-d-01 建議把「解讀」在「社會」與「自然與生活科技」等學習領域的教

學綜合進行。陳幸玫（2006）將解讀能力分成兩個層次，包括學童能參考統計圖

表中部分資料或整體資料，說明資料分布的情形；以及學童能配合相關領域的資

訊或知識來合理解釋資料的分布，或由資料的分布觀察解釋相關領域的資訊或知



王美娟  運用 TIMSS2011認知評量架構探討影響我國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能力之因素 

 

173 

識。 

整體而言，在進行統計過程時，必須先從最簡單報讀統計圖的資料著手、再

根據統計圖的內容進行比較、或進行數學運算得到結果，最後能根據統計圖的趨

勢推論統計圖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二、各國統計圖課程的比較 

社會變遷的步伐正快速進行，未來是全球移動、資訊爆炸且以知識為基礎的

社會，我們必須為下一代年輕人做好準備。即便各國課程綱要因世界潮流的變動

而變更，但各國對學童數學概念皆有一定的基本要求，差別在於內容及安排方

式。雖然國情不同，但各國數學概念發展相去不遠。 

臺灣四年級學童在歷次的 TIMSS 表現均優異，因此，研究者比較了 TIMSS 

2011 國小四年級統計主題名列前茅的國家，包括臺灣的 92 課綱（教育部，2003）

與 97 課綱（教育部，2008）、韓國（譯自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2011 年第 361

號函）、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2000）、日本（譯自日本文部科學省，

2008）、新加坡（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2007），以及芬蘭（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2004）等，數學領域中有關統計圖的能力指標，以下依各國

教學年級整理如表 2： 

表 2 

各國統計圖表概念之教學年級整理比較 

年級 

國家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92 

課 

綱 

1-d-01 能對

生活中的事

件或活動做

初步的分類

與紀錄。 

1-d-02 能將

紀錄以統計

表呈現並說

明。 

 3-d-01 能報

讀生活中常

見的直接對

應（一維）

表格。 

3-d-02 能報

讀生活中常

見的交叉對

應（二維）

表格。 

4-d-01 能報

讀生活中資

料 的 統 計

圖，如長條

圖、折線圖

與 圓 形 圖

等。 

4-d-02 能報

讀較複雜的

長條圖。 

5-d-01 能整

理生活中的

資料，並製

成長條圖。 

5-d-02 能報

讀生活中有

序資料的統

計圖。 

5-d-03 能整

理 有 序 資

料，並繪製

成折線圖。 

6-d-01 能整

理生活中的

資料，並製

成圓形圖。 

97 

課 

綱 

1-d-01 能對

生活中的事

件或活動做

初步的分類

與記錄。 

1-d-02 能將

紀錄以統計

表呈現並說

明。 

 3-d-01 能報

讀生活中常

見的表格。 

4-d-01 能報

讀生活中常

用 的 長 條

圖。 

4-d-02 能報

讀生活中常

用 的 折 線

圖。 

 6-d-01 能整

理生活中的

資料，並製

成長條圖。 

6-d-02 能整

理生活中的

有序資料，

並繪製成折

線圖。 

6-d-03 能報

讀生活中常

用 的 圓 形

圖，並能整

理生活中的

資料，製成

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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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國 

1.分類：能對教室裡和生活

中的事物進行分類或數

數，並能報讀結果。2.表的

建置：能將資料分類，並報

讀簡易的表格。 

3.繪製圖表：能使用○，×，

／等符號表示分類的資

料，並能報讀數據。 

1.資料的整理：能收集、分

類、整理現實生活中的資

料，並以簡單的圖表呈現調

查資料的特殊性。2.長條圖

與折線圖：能收集現實生活

中的資料，並能用長條圖呈

現；收集連續變項的資料，

並能用折線圖呈現；能用適

當的圖表呈現所收集的各

種資料，能用長條圖或折線

圖來比較資料的特性。 

1.概率與平均：能從現實世

界中學習到事件發生的可

能性，透過一個例題說明概

率；能知道平均的意義、能

計算資料的平均，並且能靈

活運用它。2.資料呈現：能

繪製圖表呈現現實生活中

的資料，並能靈活運用它；

能收集現實生活中的資

料、以適當的圖表呈現，並

能説明資料的特性。3.比率

圖表：能以折線圖和圓形圖

呈現資料；能解釋比率圖

表，並能説明它。 

香 

港 

 象形圖（一）

1.以排列方

式比較三類

或以上物件

的多少。2.

閱讀及討論

簡 單 象 形

圖。3.採用

「一個圖形

代表 1 個單

位」的表示

法製作象形

圖。 

方塊圖 

1.閱讀及討

論方塊圖。

2.製作方塊

圖。3.觀察

方塊圖，估

計數據的平

均值。 

棒形圖（一）

1.閱讀及討

論簡單棒形

圖，並認識

蹤 軸 及 橫

軸。2.製作

棒形圖。3.

觀 察 棒 形

圖，估計數

據 的 平 均

值。 

象形圖（二）

1.閱讀及討

論象形圖。

2.製作數據

較大的象形

圖。3.討論

所製成的象

形圖。 

棒形圖（二）

1.閱讀及討

論棒形圖。

2.製作棒形

圖。3.閱讀

及討論複合

型棒形圖。 

4.製作複合

型棒形圖，

並討論所製

成的圖。 

棒形圖（三） 

1.閱讀及討

論數據較大

的棒形圖。

2.用「一格

代表 1000、

10000 或

100000個單

位」的表示

法製圖。3.

觀 察 棒 形

圖，估計數

據 的 平 均

值。 

二、折線圖 

1.閱讀及討

論折線圖。

2.製作折線

圖。 

日 

本 

1.能用圖畫

或圖表來表

示東西的個

數，並能夠

理解。 

 

1.能將週遭

的數量分類

整理，利用

簡單的表格

或圖表來表

示 和 理 解

（領會）。 

1.能將資料

分類整理，

會用表格或

圖表清楚的

表示，並能

夠理解。 -

能知道如何

報讀與繪製

長條圖。 

1.能夠表示

及觀察兩個

變數之間的

關係。-能用

折線圖來表

示改變的樣

子，並理解

其改變的特

徵。2.能夠

順應目的將

資料收集分

類整理，並

用表格或圖

表清楚的表

示，觀察它

的特徵。 -

能將資料從

兩個觀點來

分類整理，

1.能利用表

格來觀察兩

個變數的關

係。-在簡單

的情況，能

夠知道它的

比例關係。

2.能順應目

的將資料收

集 分 類 整

理，並能夠

用圓形圖或

長 條 圖 表

示，且觀察

其特徵。 

1.能夠觀察

兩個變數的

關係。-能理

解比例的關

係。並且利

用算式、表

格與圖表來

觀 察 其 特

徵。2.能觀

察資料的集

中(平均)與

分散情形，

且會用統計

方法來觀察

和表現。 -

能知道關於

資 料 的 平

均；能理解

及表示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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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觀察其特

徵；能知道

如何報讀與

繪 製 折 線

圖。 

分配的表格

或圖表。3.

關於具體的

事情，能夠

按照順序整

理觀察其發

生 的 可 能

性。 

新

加

坡 

1.能收集和

整理數據。

2.能製成意

象圖。3.能使

用符號/意象

圖代表一個

物件。4.能報

讀和解讀水

平和垂直兩

種形式的意

象圖。不含

有刻度的意

象圖 

1.能製成有

刻度的意象

圖。2.能報讀

和解讀有刻

度的意象

圖。3.能使用

意象圖中的

訊息解決問

題。不含不

完整的符號/

圖 

1.能報讀和

解讀水平和

垂直兩種形

式的長條

圖。2.能報讀

刻度。3.能從

給定的資料

完成長條

圖。4.能使用

長條圖中的

資訊解決問

題。 

 

1.能從給定

的資料完成

表格。2.能報

讀和解讀表

格。3.能使用

表格中的資

訊解決問

題。4.能報讀

和解讀折現

圖。5.能使用

折線圖中的

資訊解決問

題。不含距

離－時間的

圖形 

 

1.能以「總和

÷個數」解讀

平均值。能

計算平均數

目/數量。2.

能由給定的

平均值和個

數求出總

和。3.能解決

含有平均值

的文字題。

4.能解決含

有平均值三

步驟的文字

題*。5.能報

讀與解讀表

格、長條圖

與折線圖*。 

6.能從給定

的資料完成

表格/長條圖

*。6.能使用

表格/長條圖

/折線圖中的

資訊解決問

題*。*註：

允許使用計

算器 

1.能報讀與

解讀圓形圖

*。2.能使用

圓形圖中的

資訊解決單

步驟的問題

*。不含估

計、推測或

預測的程度 

*註：允許使

用計算器 

芬

蘭 

資料的處理與統計 

1.能尋找、收集與儲存資

料。2.能報讀簡單的表與圖

表。3.能以長條圖呈現收集

來的資料。 

（註：芬蘭第一階段學一到

二年級） 

資料的處理、統計與機率 

1.能尋找、收集、儲存與呈現資料。2.座

標系。3.能報讀簡單的表與圖表。4.算術

平均的概念與計算。5.分類與組織資料；

介紹眾數與中位數的概念。 

古典經驗機率。此階段學生們將學會 

1.知道如何收集資料和整理、分類、並提

出他們的統計數字；學生能知道如何報讀

簡單的表格和圖表。2.知道如何分辨不同

事件，並評斷哪一個是不可能的、或哪一

個是確定的事件。 

（註：芬蘭第二階段學三到五年級） 

機率與統計 

1.機率的概

念。2.次數與相

對次數。3.計算

平均、眾數和

中位數。4.分散

概念。5.解釋圖

表。 

6.蒐集與整理

資訊，並以適

合的形式呈

現。 

此階段學生們

將學會 

1.能確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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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個數，

並能由一個簡

單試驗觀察機

率；學生將能

了解機率與隨

機的意義。2.

能報讀各種表

格和圖表，並

計算次數、平

均、中位數與

眾數。 

（註：芬蘭第

三階段學六到

九年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分析 92 課綱和 97 課綱之「統計與機率」主題的能力指標後發現，課程要

求學童需具備「紀錄」、「分類整理」、「報讀」及「製成統計圖」等能力，包含

了「長條圖」、「折線圖」及「圓形圖」等三種統計圖的教學。由表 1 可知，原

92 課綱的 3-d-01 與 3-d-02 已合併為 97 課綱的 3-d-01」能報讀生活中常見的表

格」。原 92 課綱的 4-d-01 已將圓形圖的報讀，改至 97 課綱的 6-d-03。而 92 課

綱的 5-d-01、5-d-02 及 5-d-03 則全部整併至 97 課綱的六年級。 

在韓國的一、二年級中，能對資訊分類，與我國一年級課綱中的分類相同。

韓國二年級課程的特性是仍有一些生活上的統計內容，教導學童思考如何解決問

題，而我國在此時並沒有安排統計相關的課程。在韓國的三、四年級中，學童開

始學習長條圖與折線圖的記錄方式、選用合適的長條圖或折線圖來表達，並且學

習比較資料的特性，而我國此階段的學童只需要能報讀長條圖與折線圖即可。在

韓國的五、六年級，與我國一樣開始接觸圓形圖。整體而言，韓國從低年到中年

級強調如何將生活中的資訊化為統計圖表，高年級則要求要能靈活的運用它。 

象形圖是香港二年級的教學目標，不在本研究的討論範圍內。方塊圖是採用

「一格代表 1 個單位」的表示法製圖；棒形圖是以「一格代表 1 個單位」或以「一

格代表 2、5 或 10 個單位」的表示法製圖。方塊圖與棒形圖均相當於臺灣課程的

長條圖。在報讀統計圖上，香港則從二、三年級實施簡單的象形圖及方塊圖，至

四年級提出棒形圖，六年級提出折線圖，圓形圖則至第三階段（中一至中三）才

提及。而臺灣於四年級同時提出長條圖和折線圖，另於六年級再提出圓形圖。就

香港的計圖教學課程而言，棒形圖與折線圖的內容較深入（有提及估算與平均值

的計算），而臺灣只針對報讀的部份進行教學。最大的不同是，香港對於長條圖

的概念導引是乎每個年級都有對應適當的長條圖，難度隨年級而增加。 

日本在一年級要求學童能將東西的個數記下，並能理解其意義。在二年級要

求學童能以簡單的表格或圖來分類。在三年級則開始要求學童能清楚的用統計表

分類出資料個數，還要能依此繪製出長條圖，理解長條圖的資訊。日本的課程在

這點與韓國接近，即是讓學童能在二年級時繼續接觸統計題材。我國三年級則是

能讀懂生活中常見的表格，在四年級時能報讀長條、折線圖即可。日本在四年級，

要求學童能清楚的掌握資料變化，繪製出折線圖，這點相較於我國四年級的課程

所要求的報讀來得深入些。此外，日本四年級學童應學會利用兩個變數間的關係

做成圖表，而這是學習函數關係的前置經驗，以便未來能更容易學習函數的概

念，這部分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五年級時，日本開始要求學童要能製作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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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六年級時，日本學童已學會圓形、長條、折線圖的製作，並且開始學習次數表

與資料的平均，也要求學童能對資料的變化更加的掌握，並活用已學過的統計圖

表或算式來處理與表達。 

新加坡國小一、二年級進行意象圖的教學；在三年級進行長條圖報讀與解讀

的教學；在四年級進行折線圖報讀與解讀的教學；在五年級進行長條圖與折線圖

的報讀、解讀與圖形製作的教學；在六年級進行圓形圖報讀與解讀的教學。研究

者發現新加坡數學課程比較特別的是，在資料分析的學習目標裡，從五年級起即

允許使用計算器，並強調平均數的概念與計算。芬蘭有關統計圖教學的課程，在

國小一、二年級進行簡單圖表的報讀，並進行長條圖的製作；在國小三至五年級

進行簡單圖表的報讀，介紹算術平均數、眾數與中位數的概念，並提及古典經驗

機率；在國小六至九年級進行各種表格和圖表的報讀與解釋的教學。 

芬蘭於小學一、二年級與我國相當的是對資料初步記錄的能力，但需要會製

作長條圖來呈現資料。在三至五年級的階段，開始導入機率與各項統計量的學

習。而此階段，學童也開始學會如何用正式的統計圖表來呈現資料、報讀統計圖

表。六至九年級的課程內容則相當於我國國中階段，他們開始導入比較複雜深入

的統計內容，探討如計算平均數、眾數和中位數，或分散概念及深入性的機率教

學等，且要會製作表格與報讀各類統計圖表。 

分析上述幾國的課程發現，各國對資料呈現的教學時間雖然有所不同，但是

均是從學習的發展理論來安排課程，學童是先能使用具體物或符號表徵，再利用

統計圖呈現資料。此外，TIMSS 四年級數學內容領域中的資料呈現是著重於學

童能閱讀和解釋所展現的資料，包括理解應該如何組織已收集的資料、如何展現

該筆資料於圖表中、能夠比較資料的特性和根據展現的資料圖表作出結論。 

TIMSS 2007 和 TIMSS 2011 均是將認知領域分為三種層次來描述－「知道」

不只是事實、程序和概念，還包含回憶、認識、計算、擷取、測量、分類和排序；

「應用」重視知識和概念上的理解，這個主題中項目之間的連結，學童需要應用

已理解的知識和概念，來選擇策略、描述、建立模式、執行程序和解例行性問題；

「推理」指的是邏輯又有系統的思考能力，包括分析、推廣、綜合和統整、證明、

解決非例行性問題等行為。這就是 TIMSS 認知領域中三種層次的能力培養。 

而臺灣的數學課程則較著重於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的報讀和製作，對於

解讀的部份則在其他領域教學。鍾靜等人（2002）認為，統計教育應讓學童學習

以明確的、有批判力的證據做出結論，並思考如何運用資料來支持其論述。因此，

臺灣數學學習領域裡的統計課程應可再加強分析與解讀的內容。在數學課程裡除

了報讀統計圖的活動外，應該再加深一層，進入解讀的層次。從四年級起，應可

開始安排引導學童嘗試解釋統計圖並試著去推論，不只教學童觀察圖表上的表徵

符號，更要學童加入圖表情境，思考資料呈現的訊息。此外，97 課綱的圓形圖

教學是安排在六年級，是因為在教學上必須和百分率概念結合。因此，研究者認

為圓形圖的教學若不涉及百分率，是可以討論提前教學。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對象 

（一）預試樣本 

本研究的預試階段屬於試探性研究，對於統計圖理解試題的初稿先進行預

試，給予受試者充足的時間作答，目的是為了檢核評量工具的表面效度，包括題

意是否清楚、版面是否清晰、答題時間約需多少時間，並進行初步的試題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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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分析。預試樣本選定新北市一所大型學校作為預試學校，抽取三、四年級各

3 班學童，分別為 84 與 80 人，共 164。研究者再根據預試所收集到的資料，作

為修改研究工具的參考。 

（二）正式施測樣本 

本研究的母群體主要是北北基地區（即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等三個縣市）

的國小三、四年級學童，但由於人力、時間及經費限制，施測對象是自北北基的

常態分班學校中立意選取 6 所學校，合計三、四年級各 15 班，有效樣本分別為

409 人與 403 人，合計為 812 人，人數分布如表 3 所示。 

表 3 

正式施測有效樣本分布表 

學校 學校 三年級 四年級 

台北市 

01 學校 
01 班（26 人） 01 班（28 人） 

02 班（30 人） 02 班（25 人） 

02 學校 
01 班（25 人） 01 班（27 人） 

02 班（28 人） 02 班（26 人） 

新北市 

03 學校 

01 班（28 人） 01 班（28 人） 

02 班（25 人） 02 班（28 人） 

03 班（27 人） 03 班（26 人） 

04 學校 

01 班（30 人） 01 班（25 人） 

02 班（27 人） 02 班（27 人） 

03 班（28 人） 03 班（26 人） 

05 學校 
01 班（28 人） 01 班（28 人） 

02 班（27 人） 02 班（28 人） 

基隆市 06 學校 

01 班（27 人） 01 班（29 人） 

02 班（26 人） 02 班（25 人） 

03 班（27 人） 03 班（27 人） 

總計  409 人 403 人 

（三）晤談樣本 

依據正式施測結果，將三年級學童分為高分組（測驗得分在全體受試者前

27％之學童）、中分組（測驗得分在全體受試者中介於 73%～27％之學童）和低

分組（測驗得分在全體受試者後 27％之學童），從各組中分別選取 9 位，共 27

位學童為晤談對象，並由研究者自行設計的晤談大綱進行訪談。 

二、研究工具 

（一）國小三四年級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 

本研究參考 97 課綱國小的統計圖類型（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與 TIMSS 

2011 數學評量架構認知領域（知道、應用和推理），自編一份「國小三四年級統

計圖理解成就測驗」。試題的設計當中，長條圖的部份有分為直式的長條圖、橫

式的長條圖及兩組資料比較的複雜長條圖；折線圖的部份包含一般的折線圖及兩

組資料比較的複雜折線圖；圓形圖方面在不涉及比率與百分率的前提下，包含單

一圓形圖、兩組資料比較的圓形圖。此外，還包含從長條圖轉換為圓形圖，長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9%9A%86%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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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轉換為折線圖的題型。在數字方面，考量施測對象為國小三、四年級學童，故

數字以 1000 以內的數為主，試題初稿設計為 43 小題。本研究工具採專家效度，

試題編製完成後，邀請數學教育的專家學者及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包括：大學

教授四位、國小中年級級任老師六位，針對研究者所擬之試題，依內容的重要性、

文字清晰度逐項評分，進行內容效度處理，並針對試題提出建議，以適度修改試

題，研究者據此建立專家效度。 

本研究工具設計為二元化計分，答對該題得 1 分，答錯該題得 0 分，因此本

研究所稱的｢理解表現｣是指學童在研究者自編的這份試題中，在各個認知層次

（知道、應用和推理）的試題得分，或在各種統計圖類型（長條圖、折線圖和圓

形圖）的試題得分，除以題數後，再乘以一百換算得之。經由預試後，將難易度

介於.1 至.9 的試題、鑑別度大於.2 的試題予以保留，最後共刪除 4 題，剩餘 39

小題，形成正式試題。整份試卷之平均難度為.730，平均鑑別度為.412。將題號

做修正後如附錄二，並形成正式測驗試題的雙向細目表如表 4： 

表 4 

正式測驗試題之雙向細目表 

 長條圖 折線圖 圓形圖 合計 

知道 

A3(1) B1(1) C1(1)、C1(2) 

15 

A5(1) B2(1)、B2(2) C2(1) 

B5(1) B3(1) C5(1) 

C3(1)、C3(2) B4(1)  

C4(1)   

應用 

A1 B1(2) C2(2)、C2(2) 

11 

A2 B3(2) C5(2) 

A3(2) B4(2)  

A5(2)   

B5(2)   

推理 

A3(3) B1(3) C1(3) 

13 

A5(3) B2(3) C3(3) 

 B3(3)、B3(4) C4(2)、C4(3) 

 B4(3) C5(3) 

 B5(3)  

總計 13 14 12 39 

整份測驗的 Cronbach’s α 係數值為.9041。此外，本測驗之三種統計圖類型

－統計圖類型（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Cronbach’s α 係數值分別為.8063、.7384

和.7274；三種認知層次－TIMSS 2011 數學評量架構之認知領域（知道、應用和

推理），Cronbach’s α 係數值分別為.6541、.8483 和.8369。在信度係數的接受度

上面，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最好在.80 以上，如果在.90 以上則信度更佳。

而因素層面的 Cronbach’s α 係數最好在.70 以上，如果是在.60 以上勉強也可以接

受。如果測驗太簡單或太難，信度傾向會降低（Kubiszyn & Borich, 1996；引自

吳明隆、涂金堂，2011）。由於「知道」的試題是認知領域中較簡單的部分，因

此信度略低，但仍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因此，本試題具有良好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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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晤談大綱 

研究者自行設計晤談大綱，對測驗中部份試題的理解情形進一步深入探討，

以探究影響國小三年級學童對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晤談地點則挑選在各校盡

可能不受干擾的地方，晤談時間選在中午休息時間為原則。研究者事先擬定的晤

談大綱結構表如表 5 所示。 

表 5 

晤談內容結構表 

測驗目標 重要提問 注意事項 

對於題目的語意

是否瞭解？ 

這個題目的意思是什

麼？你看得懂題目所要

表達的意思嗎？ 

在晤談之前，先請學童用大約 5

分鐘的時間，將測驗再瀏覽一

次，喚起學童當時的記憶。 

依照題目的順序，依序記錄學

童對該題的理解情形。 

觀察學童的解題

過程，並了解學童

在解題過程中所

發生的迷思概念。 

你是如何算出這題的答

案的？  

依照題目的順序，讓學童寫出

算式或用口頭表達對該題的理

解情形，研究者學童的答題狀

況及正確性記錄下來。 

研究者在記錄學童的答題情形

時，若發生迷思概念也需一併

記錄。 

觀察學童的日常

生活經驗中是否

接觸過統計圖。 

你曾經有印象做過這種

題目嗎？如果有？請說

明在什麼時候做的？ 

將學童的回答情形記錄下來，

若回答有，則註明時間、地點。 

你曾經在其他的領域的

課程中，碰到像這種的統

計圖形嗎？如果有，請說

明是哪一種統計圖？ 

將學童的回答情形記錄下來，

若回答有，則註明時間、地點、

哪一個領域及哪一種統計圖。 

你曾經在其他的地方，例

如：電視、網路、報紙看

過類似這種圖形嗎？ 

研究者先指三種統計圖學童觀

察，再請學童回答，將學童的

回答情形記錄下來，若回答

有，則註明時間、地點、哪一

種統計圖。 

瞭解學童對於該

測 驗 的 難 易 程

度，並瞭解哪些題

目對學童而言是

困難的。 

你覺得整份試卷中，有覺

得比較困難的題目嗎？

或是你覺得整份的題目

都很簡單？ 

研究者先請學童再重新審視題

目一遍，詢問學童該份測驗的

難度？再請學童找出該測驗中

對學童而言難度較高的題目，

將結果記錄下來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統計圖理解的現況和差異性 

（一）全體表現 

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的整體表現，如表 6。在整體表現

方面，其平均得分為 81.21、標準差為.17。此外，在三種統計圖類型的整體表現：

長條圖的得分為 81.89、標準差為.19；折線圖的得分為 80.63、標準差為.21；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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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圖的得分為 81.16、標準差為.20。另外，在三種認知層次的整體表現：知道的

得分為 84.46、標準差為.18；應用的得分為 80.55、標準差為.20；推理的得分為

78.03、標準差為.19。整體而言，全體樣本在三種統計圖的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

序為長條圖、圓形圖和折線圖，但是整體的平均得分頗為接近；而全體樣本在本

研究工具認知層次的平均得分依序是「知道」、「應用」和「推理」。 

表 6 

國小三、四年級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的整體表現 

註：1 知道、2 應用、3 推理。 

***p<.001。 

經由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知，在三種統計圖類型方面 F=2.611，

p>.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國小三、四年級學童在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的

全體平均得分沒有顯著差異；而在三種認知層次方面 F=93.477，p<.001，表示學

童對本研究工具的平均得分有顯著差異，且經由 Scheffé 事後比較發現「知道」

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應用」和「推理」的平均得分，而「應用」的得分也顯著

高於「推理」的平均得分。 

（二）三年級表現 

國小三年級學童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的表現，如表 7。整體而言，三年級學

童在三種統計圖的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圓形圖、長條圖和折線圖，但是平均

得分頗為接近；而在本研究工具認知層次的平均得分則是「知道」的表現最好，

然後依序是「應用」和「推理」。 

表 7 

國小三級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的表現 

統計圖類型與認知層次 全體平均得分 標準差 
相依樣本變異

數分析 F 值 

Scheffé

事後 

比較 

圖形類型 

長條圖 81.89 .19 

2.611  折線圖 80.63 .21 

圓形圖 81.16 .20 

TIMSS 2007 

認知評量架構 

知道 84.46 .18 

93.477*** 1>2>3 應用 80.55 .20 

推理 78.03 .19 

 整體 81.21 .17   

統計圖類型與認知層次 平均得分 標準差 
相依樣本變異

數分析 F 值 

Scheffé

事後 

比較 

圖形類型 

長條圖 77.03 .20 

2.098  折線圖 75.55 .23 

圓形圖 77.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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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知道、2 應用、3 推理。 

***p<.001。 

經由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知，在三種統計圖類型方面 F=2.098，

p>.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三年級學童在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的平均得分

沒有顯著差異；而在三種認知層次方面 F=39.326，p<.001，表示三年級學童對本

研究工具認知層次的平均得分有顯著差異，且經由 Scheffé 事後比較發現「知道」

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應用」和「推理」的平均得分，而「應用」的平均得分也

顯著高於「推理」的平均得分。 

（三）四年級表現 

國小四年級學童在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的表現，如表 8。整體而言，四年級

學童在三種統計圖的平均得分由高至低依序為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但是平

均得分頗為接近；而在本研究工具認知層次的平均得分則是「知道」的表現最好，

然後依序是「應用」和「推理」。 

表 8 

國小四年級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的表現 

註：1 知道、2 應用、3 推理。 

***p<.001。 

經由相依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可知，在三種統計圖類型方面 F=2.963， 

p>.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四年級學童在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的平均得分

沒有顯著差異；而在三種認知層次方面 F=59.893，p<.001，表示四年級學童對本

研究工具認知層次的平均得分有顯著差異，且經由 Scheffé 事後比較發現「知道」

的平均得分顯著高於「應用」和「推理」的平均得分，而「應用」的平均得分也

顯著高於「推理」的平均得分。 

（四）小結 

國小三、四年級學童在三種統計圖類型理解的平均得分高低順序略有不同，

TIMSS 2007 

認知評量架構 

知道 79.91 .20 

39.326
*** 

1>2>3 應用 75.29 .22 

推理 73.72 .21 

 整體 76.54 .19   

統計圖類型與認知層次 平均得分 標準差 
相依樣本變異

數分析 F 值 

Scheffé

事後 

比較 

圖形類型 

長條圖 86.75 .15 

2.963  折線圖 85.71 .17 

圓形圖 85.14 .17 

TIMSS 2007 

認知評量架構 

知道 89.02 .15 

59.893
*** 

1>2>3 應用 85.80 .17 

推理 82.33 .16 

 整體 85.8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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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三年級是以圓形圖的得分最高，而且得分也超過 70，有可能是因為圓形

圖的類型比較單純，所呈現的只是一個圓形，而圓形圖內分成幾塊扇形面積；也

有可能圓形圖的題目若是在不涉及比率與百分率的問題，學童的解題策略僅需利

用點數或直接觀察圓形圖中扇形面積的大小即可求出答案。相較於長條圖的類

型，有單一長條圖（直式或橫式）和複雜的長條圖（比較兩組資料）；以及折線

圖的類型，有單一折線圖或比較兩組資料的折線圖，再加上省略符號的折線圖。

對從來沒有上過統計圖課程的三年級學童而言，從視覺上來說，圓形圖的辨識會

比較容易，有可能是造成圓形圖得分比較高的原因。 

二、學童得分偏低的試題內容分析 

研究者進一步檢視三年級全體學童的得分低於（含）65 的試題進行分析，

總計有 7 題，所佔的比率雖不高，但仍須逐題檢視這些得分偏低的試題。由於研

究者在國小的教學資歷已近 20 年，因此根據自身的教學經驗，並與數學教育專

家共同討論三年級學童答題困難的可能原因。 

A5(2)為單一長條圖的題型，且包含省略符號。得分偏低的原因，可能是因

為此題需要以加法運算求出四科的總分，而三年級學童在加法的運算尚未完全熟

練所致。但這部份應該隨著三年級加法的熟練程度增加應可改善，故這類型的題

目應該可以適合三年級教學，只是資料數據的部份可以再小一點。 

A5(3)需要用三個步驟，必須先「報讀」出各科的總分，然後根據題意找出

兩科的分數差距，最後再根據差距比較大小。得分偏低的原因，可能是對題意的

了解不足，或可能是在於該題的解題步驟太多，對學童造成困擾，故研究者認為

此多步驟的題型較不適合在三年級進行教學，在題目的設計上，至多使用兩步驟

解題為宜。 

B3(2)是兩組資料折線圖的題型，比單一折線圖的類型複雜。研究者認為得

分偏低的原因，可能是三年級的學童在面對同時出現兩條折線圖時，容易造成學

童視覺上的混淆，造成「報讀」資料時，容易出現錯誤，故同時出現兩條折線圖

的比較可能不適合在三年級的教學中。 

B3(3)此題並不需要用到四則運算，只須觀察圖形的趨勢，去做推論。但此

題得分表現不佳，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圖形的複雜度造成學童視覺上的混淆，另一

個原因可能是三年級學童對題目中「從幾月份一直上升？」語意的了解，然後必

須對應到折線圖的走勢。對三年級學童而言，在推理的能力可能還不足以解釋這

種類型的題目，所以此種推理的題型較不適合在三年級進行教學。 

B5(2)為單一長條圖的題型，但在縱軸的呈現是以 2、4、6、8……等級距為

2 的方式呈現，但每個數字之間仍有標示出一半的部份，例如：2 和 4 的中間雖

然沒有標示，此題的得分為偏低的 65，可能是學童無法了解「下降了幾度？」

的語意，或是有其他的原因，例如：數據報讀錯誤，導致於用錯誤的數據來做減

法的運算，這方面有待更進一步的釐清。 

B5(3)是由長條圖，經過「推理」轉換為折線圖的題型，並不需要經過計算。

三年級學童在此題的得分表現不佳，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學童沒有這種題型的日常

生活經驗，且能力可能還不足以解決這種統計圖轉換類型的題目，因此此種統計

圖轉換類型的試題較不適合在三年級進行教學。 

C2(1)為圓形圖的題型，除了用扇形面積表示出每一塊的人數外，還加入等

分點，一格代表一人，讓學童在圓形圖中透過「點數」的概念即能「報讀」出答

案。但該題的得分只有 52，研究者從試卷找出學童答案所填寫的答案觀察，發

現答錯的學童，絕大部份的答案都填「7」人，與正確答案「8」人僅差 1 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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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分析後發現，填「7」人的學童，因為只「點數」等分點的部份，而不是算

間隔，所以是解題策略上用了錯誤的方法，並不是對於題意的不了解，所以此題

仍然適合在三年級進行教學，只是要先破除學童這方面的迷思概念。 

三、晤談資料分析 

研究者比較三、四年級在各題的表現，發現四年級學童在各題的平均得分在

66~97，而三年級學童在各題的平均得分在 52~92。由於四年級學童在各題的表

現優異，表示他們在統計圖這方面的理解達成學習目標應屬合理現象。而三年級

學童在數學課程中僅學過初步的分類和記錄，以及認識生活中常見的表格，尚未

學習報讀這三種統計圖，但在各題平均得分卻也都超過 50。此外，研究者將三、

四年級學童在各題的得分經由獨立樣本 t 檢定後，發現三、四年級學童在 A3(3)、

B1(1)、B1(2)、C2(3)、C4(2)、C5(3)這 6 題的表現未達顯著差異。再由研究者自

行設計的晤談大綱，針對這 6 題對部分三年級學童進行訪談。晤談過程均以錄音

記錄之，再將錄音的資料轉錄成書面資料，加以歸納整理，並與其筆試做進一步

的綜合比較與討論，以探究影響國小三年級學童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 

三年級學童的平均得分為 76.54，所選取的 9 位三年級高分組兒童得分高於

89.7，9 位中分組之兒童得分介於 69.1～89.7 之間，9 位低分組之兒童得分低於

69.1。研究者對這 27 名學童，進行半結構式晤談。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僅根據

晤談資料整理為表 8、表 9、表 10 與表 11。 

由表 9 可知，高分組、中分組和低分組晤談的學童大部份都了解該統計圖所

表達的意義。這部份包含兩種意義：即對於統計圖的認識及題意的了解，學童均

能有效的說出來。所以題意並不會造成三年級學童理解上的困難，表示三年級學

童在面對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時，即使以前未曾有過這些經驗，但對於圖形

和題意仍然能正確的了解。 

 

表 9 

對於題意的了解與否 

試題 

題號 

統計圖 

類型 

認知 

層次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了解 不了解 了解 不了解 了解 不了解 

A3(3) 長條圖 推理 9 0 8 1 7 2 

B1(1) 折線圖 知道 9 0 9 0 9 0 

B1(2) 折線圖 應用 9 0 9 0 9 0 

C2(3) 圓形圖 應用 9 0 9 0 9 0 

C4(2) 圓形圖 推理 9 0 9 0 8 1 

C5(3) 圓形圖 推理 9 0 9 0 8 1 

 

由表 10 可知，高分組在解題的策略中表現出來的正確性明顯優於中分組和

低分組的學童，特別是低分組學童的部份，有些題目是憑著直覺（但這種直覺是

錯誤的）來寫出答案。例如 A3(3)題目中，要選出誰當選環保小局長，學童大部

份都了解從長條圖來看，最多票數的就是當選人。但有些並不知用加法的運算來

算出結果；而是從其中一個年級，發現兩者相差最多，直接認定該年級最多票的

人，就是當選人，類似這種的表達方式便歸類於「錯誤」部份中，但在折線圖

B1(1)、B1(2)這兩題，各組學童均能正確地表達的解題策略，且符合研究者的期

望；另外在圓形圖題目 C2(3)的部份，有部份的學童在統計圖的點數過程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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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概念（算到等分點而不是算間隔），雖不影響答案，但亦歸類於錯誤的解題

策略。因此，在面對兒童對於統計圖理解情形時，也必需考慮到學童的錯誤有可

能是迷思概念造成的結果，這種現象值得注意。 

 

表 10 

解題策略的正確性 

試題 

題號 

統計圖 

類型 

認知 

層次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正確 錯誤 正確 錯誤 正確 錯誤 

A3(3) 長條圖 推理 9 0 7 2 5 4 

B1(1) 折線圖 知道 9 0 9 0 9 0 

B1(2) 折線圖 應用 9 0 9 0 9 0 

C2(3) 圓形圖 應用 7 2 5 4 5 4 

C4(2) 圓形圖 推理 9 0 7 2 6 3 

C5(3) 圓形圖 推理 9 0 9 0 6 3 

 

由表 11 可知，高中低分組學童在日常生活經驗中大部份的人都有看過這三

種統計圖形，特別是在氣象、選舉和股票這三種類型比較有印象，但也有些學童

說是在安親班有見過這種圖形，完全沒看過這三種統計圖的學童在中分組有 2

位，低分組也有 3 位。所以大多數的國小三年級學童對於這三種統計圖表在日常

生活中是有經驗的。 

 

表 11 

日常生活經驗 

統計圖類型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有看過 沒看過 有看過 沒看過 有看過 沒看過 

長條圖 8 1 6 3 5 4 

折線圖 8 1 7 2 6 3 

圓形圖 7 2 7 2 6 3 

 

由表 12 可知，對於該測驗中較難的題目，高分組學童普遍認為 B5(3)和 C3(3)

的試題較難，因為他們認為 B5(3)這一題需要將長條圖轉換成折線圖；C3(3)這題

需要將長條圖轉換為圓形圖，對他們而言需要花長的時間去理解，但結果而言在

高分組的得分的表現還算不錯。對中分組學童而言，B5(3)和 C3(3)也是被認為是

較困難的兩題，不過他們的得分並不高，研究者認為學童對於這兩題的題意理解

能力較差。但對低分組學童而言，除了 B5(3)和 C3(3)之外，還有 A3(3)、A5(3)、

B3(2)、B3(3)和 B3(4)這五題被認為是比較難，研究者從測驗中去分析他們的共

同點，發現這幾題的長條圖以及折線圖均不是單一條圖形，而是呈現出兩條圖形

之間的比較，導致於低分組學童無法去理解該統計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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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三年級學童認為較困難的試題 

題號 
三年級該試

題平均得分 

認為該題困難的人數 

高分組 中分組 低分組 

A3(3) 73 1 2 7 

A5(3) 59 0 2 5 

B1(3) 86 0 1 3 

B3(2) 54 1 3 7 

B3(3) 60 1 3 7 

B3(4) 79 0 3 5 

B5(3) 60 7 8 8 

C3(3) 72 4 6 6 

 

伍、結論、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三、四年級對於統計圖的理解表現相當優異。整體而言，

無論是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學童在長條圖、折線圖與圓形圖的理解表現，三者之間

均無顯著差異。在三種認知層次的表現方面，「知道」的表現優於「應用」和「推

理」，「應用」的表現優於「推理」，且達顯著差異。此結果與陳幸玫（2004）的

研究結果相似，「報讀」（知道）在教學上比較沒有爭議，而學童的學習也較為容

易。由於臺灣現行的數學課程僅強調「報讀」統計圖的資料，資料的「解讀」是

在其他學習領域的教學綜合進行。鍾靜等人（2002）認為，統計教育應讓學童學

習以明確的、有批判力的證據做出結論，並思考如何運用資料來支持其論述。因

此，臺灣數學學習領域裡的統計課程應可再加強分析與解讀的內容。因此，研究

者亦認為在數學課程裡除了報讀統計圖的活動外，應該再加深一層，進入解讀的

層次，亦可適度的把推理或是統計圖轉換的題型適度的加入數學的評量或課程

中。 

再者，92 課綱在三年級分年細目指標中並無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的課

程，但是從三年級學童的得分來看，這三種類型的統計圖理解對國小三年級的學

童並不困難，只需配合目前三年級的數學進度，例如：在題目數字的安排能以

1000 以內的數為主（配合指標 3-n-10 能做簡單的三位數加減估算），在運算的過

程最多以兩步驟為主（配合指標 3-n-07 能在具體情境中，解決兩步驟問題），研

究者認為在三年級可以進行三種統計圖的教學。從四年級學童在三種圖形的得分

來看，得分均很高且無顯著差異。研究者認為圓形圖在未來仍然可以安排在四年

級進行教學，只是必需配合目前四年級的數學進度，避免把比率和百分率的內容

放入圓形圖的教學中。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是自編的「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試題，雖力求

周全，但因考量受測樣本數與試題數目，因此採用紙筆方式施測，試題的答題型

態分為選擇題和填充題，然而，學童統計圖理解的表現不能完全由此測驗工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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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 

本研究以北北基地區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為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方法選取

樣本，並未包括其他地區的學童，因此本研究結果的解釋與推論無法擴及其他年

級或其他地區。 

三、研究建議 

對三年級統計圖評量設計或課程安排的建議：長條圖、折線圖與不涉及比率

或百分率的圓形圖可提前至三年級的數學課程實施，惟題型的設計可著重在「知

道」層次，且教師指導學童報讀資料時，長條圖和折線圖應避免出現級距過大的

統計圖；在圓形圖則可呈現扇形面積大小並呈現數據讓學童能直接報謮，或是能

用正確的點數方法來算出圓形圖的扇形面積大小。在「應用」層次應考量三年級

目前的數學經驗，避免出現數字過大或多步驟的解題，圖形也以單一長條圖和單

一條折線圖為主。在「推理」層次，教師在教完「報讀」統計圖課程後，可用一

些時間去引導學童推理統計圖背後的意涵，讓學童能自由去發揮他的想像空間，

但比較不適合將這部份正式納入三年級的課程中。 

對四年級統計圖評量設計或課程安排的建議：在圓形圖則建議不涉及比率和

百分率的內容，但可增加資料的報讀難度，例如：在點數方面，一格可改成代表

二人。在「知道」層次，除了增加一些比較兩組資料的長條圖或折線圖的報讀外，

級距也可以適度加大；在「應用」層次，可根據四年級的數學經驗加大數字間的

比較與計算。例如：十萬以內的數字或是更大；在「推理」層次，則建議數學課

程課可適度加入統計圖資料之間的分析問題。 

未來的研究對象若能針對更多的年級，並將樣本擴增到臺灣地區的所有縣

市，並考量到城鄉的學童對於統計圖的理解的差異，相信研究結果會更為一般

化、更為客觀。TIMSS 2011 的相關資料亦已於 2012 年年底陸續公布，建議有興

趣的研究者可在未來的研究中持續探討學童統計圖的理解情形。此外，由於臺灣

的國小四年級學童在參加 TIMSS 2007 和 TIMSS 2011 二次測驗當時均採用 92 課

綱的教學，未來參與 TIMSS 2015 的四年級學童將是採用 97 課綱的教學，學童

在統計圖的理解表現為何仍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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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小三、四年級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正式版） 

A1 右圖是四年申班學生最喜愛食物人數統

計圖。請問右圖中，喜歡豆干的人比喜

歡披薩的人多(  )人。 

 

 

 

 

A2 右圖是大賣場各種物品的進貨數量統計

圖。請問右圖中，這家大賣場進貨數量

少於 60 臺的是哪兩種產品？(①印表機

和相機②隨身聽和電冰箱③相機和隨身

聽)。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 

 

 

 

 

A3 下圖是田阿華和可南兩位環保小局長候選人在各年級得票的情形： 

(1)田阿華在二年級獲得的票數有(  )票。 

(2)兩位候選人得票數相差最多的年級是在 

  (  )年級。 

(3)當選環保小局長的是哪一位候選人？ 

  (①田阿華②可南③兩位候選人票數一樣)。 

  請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 

 

 

A5 下圖是小明上學期第一次期中考各領域的成績，請看圖回答下列問題：統計

圖中出現「 」表示省略符號，主要可節省繪製的空間。 

(1)小明上學期第一次期中考社會考(  )分。 

(2)小明上學期第一次期中考四科總分是(  ) 

  分。 

(3)從統計圖可以看出，國語和數學相差的分數 

  比自然和社會學相差的分數多，對不對？ 

  (  )【請填對或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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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大華從氣象站的網站下載 8～16 點的雨量折線圖，請看圖回答下列問題： 

(1 公分＝10 毫米) 

(1)在 13 點時，雨量有(  )毫米。 

(2)雨量最多與最少相差(  )毫米。 

(3)小朋友，請你觀察一下，哪一段時間，雨越 

下越大？(①10點至13點②13點至16點③12 

點至 14 點)。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 

 

 

 

B2 下面是阿唐 7 月至 12 月體重變化圖，請看圖回答下列問題： 

(1)阿唐在(  )月份的體重是 46 公斤。 

(2)阿唐的體重最重的時候是(  )公斤。 

(3)從這個統計圖，我們可以知道，從 9 月到 12 

月之間，阿唐的體重有沒有增加？(  )【請 

填有或沒有】 

 

 

 

B3 下圖是甲、乙兩城市去年的氣溫統計圖，請看圖回答下列問題： 

(1)甲城市在 6 月時，氣溫是(  )度。 

(2)10 月份甲、乙兩個城市氣溫相差(  )度。 

(3)甲城市從(  )月開始，溫度就一直上升。 

(4)乙城市的溫度變化是(①一直上升②先下降 

後上升③先上升後下降)。選出一個正確的 

答案。(  ) 

 

 

B4 下面是多啦 A 夢樂園 1 月～5 月的環境整潔評分表折線圖，如果當月成績少

於 150 分，則該月為不及格，請看圖回答下列問題： 

(1)4 月的分數是(  )分。 

(2)哪些月份的整潔評分是不及格的？(①2 月 

和 5 月②3 月和 5 月③1 月和 3 月)。選出一 

個正確的答案。(  ) 

(3)小朋友，從 1 月到 5 月的環境整潔評分來 

看，你認為它的分數是(①進步的 ②退步的 

③不變)，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 

 



王美娟  運用 TIMSS2011認知評量架構探討影響我國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能力之因素 

 

192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上午6時 上午9時 中午 下午3時 下午6時

B5 下圖是某一天不同時間的氣溫統計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⑴根據這個統計圖，你知道上午 9 時，氣溫是 

(  )度。 

⑵根據這個統計圖，從下午 3 時至下午 6 時， 

氣溫下降了(  )度。 

⑶根據上圖的紀錄表畫出一個沒有標出溫度 

刻度的圖，請問下面哪一個是這紀錄表的 

圖？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 

 

 

 

 

 

 

 

 

 

 

 

 

 

 

C1 下圖是文耀昨天全天的作息分配統計圖，請看圖回答問題：(一天有 24 小時) 

(1)文耀昨天讀書花了(  )小時。 

(2)文耀昨天花最多的時間是(①上學②看電視③睡覺。) 

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 

(3)老師規定一天看電視的時間不能超過 2 小時，請問文耀有 

沒有聽老師的話？(  )。【請填有或沒有】 

 

 

C2 下圖是圓圓班上同學上學方式的統計圖（1 格代表 1 人），請看圖回答問題： 

(1)圓圓班上走路上學的同學有(  )人。 

(2)比一比，騎腳踏車上學的同學和坐公車上學的同學，誰比 

較多？(①騎腳踏車上學②坐公車上學③一樣多)。選出 

一個正確的答案。(  ) 

(3)圓圓班上走路上學、家長接送上學及坐捷運上學的同學總 

共有沒有超過 20 人？(  )。【請填有或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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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小琳想要調查 20 個同學最喜歡喝的果汁是橘子、芒果、還是鳳梨的口味？她

將調查的結果製成下面的長條圖。 

(1)最喜歡喝鳳梨口味果汁的同學有(  )位。 

(2)哪一種口味的果汁喜歡的人最少？(①芒果口味 

  ②橘子口味③鳳梨口味)。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  )  

(3)小琳用上圖的資料繪製成一個圓形圖，下面哪個 

圓形圖能正確的表示上面統計圖的資料呢？選 

出一個較正確的答案。(  ) 

 

C4 甲班和乙班分別有 40 位學生，請回答下面的問題： 

(1)乙班的男生有幾位？(  )位。 

(2)想想看，甲班的男生大約有幾位？ 

(①10 位②20 位③30 位。)請選出一 

個較適合的答案？(  ) 

(3)想想看，甲班和乙班，哪一班的男生 

和女生的人數比較接近？(  )班。 

【請填甲或乙】 

C5 八方水餃店昨天和今天各賣出 1000 顆的水餃，下面兩個圖分為是昨天和今天

數量圓形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1)昨天的豬肉水餃賣了(  )粒。 

(2)今天賣的比昨天少的是哪兩種水餃？(①牛肉、豬肉水餃 ②豬肉、雞肉水餃

③牛肉、雞肉水餃)。選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 

(3)小朋友，仔細想想看，這兩天所賣出的水餃，哪兩種生意最好？(①素食和豬

肉水餃②豬肉和牛肉水餃③牛肉和雞肉水餃)。選出一個較正確的答案。(  ) 

牛肉水餃 

450 粒 雞肉水餃 

150 粒 

豬肉水餃 

300 粒 

昨天賣出的水餃數量 

牛肉水餃 

350 粒 

 

豬肉水餃 

400 粒 

雞肉水餃 

100 粒 

 

素食水餃 

150 粒 

 

素食水餃 

150 粒 

 

今天賣出的水餃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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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國小職前教師的數學文化課程之行動研究 

 

 

張子貴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建構國小職前教師的數學文化課程，以幫助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

本研究以修讀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課程的160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行動研究的方法，

以一個學期當作一個教學循環，進行二個教學循環，總共進行為期一年的教學行動，並透過

學習檔案、學習回饋單、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等工具來蒐集研究資料。研究結果發現：(一)

融入數學文化的題材以配合各章節教材來介紹數學知識發展背景的史料、相關數學家的生平

與貢獻及數學在生活上的應用實例等較能契合學生的學習舊經驗。(二)融入數學文化的可行

方式為：由教師配合所教授的數學知識撰寫相關的數學文化教材，在課堂上由教師配合各章

節數學教材講述數學文化教材，並請學生於課前先查閱相關文章與撰寫學習檔案。(三)融入

數學文化的教學對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具有相當正面的教育功能。(四)融入數學文化能幫

助國小職前教師對數學文化有具體的認識。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對數學教學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字：國小職前教師、普通數學、數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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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數學為科學之母，數學已被廣泛地應用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生命科學、社會科學、

人文科學等眾多領域，然而，在這些領域當中，數學常發揮其實用價值，卻鮮少被關注到它

的文化價值，使得一般教師在教學中只重視數學知識的教學，而忽略傳達數學文化的價值，

導致一般學生的數學素養不足，甚至因學習挫折而對數學產生恐懼。 

國小師資培育生將來在擔任教職時幾乎都要教數學，但在教學現場，卻發現大多數國小

師資培育生對數學並不感興趣或完全沒有興趣，甚至排斥及厭惡數學，使得國小師資培育生

在數學的學習成效不盡理想，可能也會影響到國小的數學教學品質。且讓我們聽聽國小師資

培育生在修讀普通數學之前對學習數學的心聲：「我很不喜歡數學，因為以前成績太差，即使

很努力也一樣，所以非常討厭數學。」(1020115回饋 S122)、「因為從小數學成績就很差，怎

麼讀都很差，影響平均，所以很討厭！」(1020115回饋 S141)、「對於數學以前曾有過慘痛的

經驗，導致一環節不會，之後學習就更加困難，根本不會，一再如此，就會放棄學習。」(1020115

回饋 S151)、「之前的學習經驗非常的挫折，對於數學特別感到害怕，因為先前的學習是靠死

背的方式，不懂得應用相同的概念解題，只要遇到稍有變化的題型就會不知道要如何改寫公

式，對考試充滿壓力，每次都提早練習題型，可是總在發下考卷的那一刻緊張到腦筋一片空

白，往後更恐懼寫題目。」(1020115回饋 S161)、「因為我自己的數學非常差，因此非常討厭

數學課，也覺得數學是一門努力卻不一定有成果的課。」(1020115 回饋 S210)、「從小對數學

就沒有太大的興趣，認為它很複雜也很無聊，所以從國小開始數學就沒有很常及格，因此更

不喜歡數學。」(1020115回饋 S257)、「對我來說從小數學是一直被逼迫學習，不管去補習或

父母教學，印象中都十分痛苦，在壓力極大的環境對於數學只想逃避，一點也不有趣，一點

也不懂學數學對我自己有什麼用處。(1020611 回饋 S424)」、「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消磨

了對於數學的喜好，也會下意識排斥接觸數學。」(1020611 回饋 S341) 

中國教育部在 2003年所頒布的《普通高中數學課程標準》中，有四個地方大段地從數學

文化的角度來闡述觀點，並以「數學文化」當作標題 (顧沛，2009年 12月 8日)。自從「數

學文化」一詞在中國官方正式使用後，便有更多人願意從文化的角度去關注數學教育，並強

調數學文化的價值。在中國各大學實施數學文化課程的經驗也顯示：數學文化中所呈現的數

學精神、數學方法、數學思維有利於提升學生的數學素養。此外，研究者在過去多年教授機

率統計的過程中，會和學生分享與課程主題相關的機率統計學家的生平及相關的故事，如：

常態分布的發展、高斯鐘形曲線、10元德國馬克紙幣、德國教授對麵包重量的故事等，學生

常為之精神一振，由此可見，學生喜歡從數學文化的脈絡中來理解數學知識。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目的乃藉由在國小教育學程的「普通數學」課程中建構蘊含文化視

野的數學課程，藉由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科學與人類社會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以體會數學的

科學價值、應用價值與文化價值，幫助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並探討融入數學文化對國小

職前教師在數學學習有哪些具體的效益及對數學文化有哪些具體的認識。因此，研究問題如

下： 

一、哪些數學文化題材適合融入於國小教育學程的「普通數學」課程？ 

二、如何在國小教育學程的「普通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 

三、融入數學文化讓國小職前教師對學習數學有哪些具體的效益？ 

四、融入數學文化讓國小職前教師對數學文化有哪些具體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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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研究者蒐集相關文獻加以探討，以做為研究方法之理論基礎，

包括：數學文化的意義與內涵、數學文化對數學教育的重要性及數學文化融入數學課程的教

學策略。茲分述如下： 

一、數學文化的意義與內涵 

美國著名數學家、數學教育家、數學史家 Kline認為：「數學一直是形成現代文化的主要

力量，同時也是這種文化極其重要的因素。」Kline界定「數學文化」應該包含二方面：一方

面是作為人類文化子系統的數學文化，它所涉及的是數學與其他文化及整個文明的關係；另

一方面是數學本身即為一個文化系統，包括它的發生、發展及其結構 (Kline, 1953/張祖貴譯，

2004)。之後，美國數學家懷爾德(R. L. Wilder) 在他的著作《數學概念的進化》和《作為文化

系統的數學》中，首次從數學人類學的角度、文化生成的理論、發展理論等方面提出數學文

化系統的概念及有關理論，這種將數學視為一種文化體系的數學哲學觀受到許多人的高度評

價。(楊渭清，2009；李強，2011) 

李強(2011)認為數學文化不僅包含人類在數學活動中所創造和累積的靜態結果(例如：數

學概念、知識、方法等)及其中所隱含的真、善、美的客觀因素，同時也包含了數學創造活動

的動態過程，包括：數學家的信念品質、價值判斷、審美追求、思維過程等深層的思想創造

因素。而靜態結果和動態過程以及它們所包含的各個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便構成了龐大的

數學文化系統。 

在傳達數學文化的實務教學中，顧沛(2009年 12 月 8日)認為狹義的「數學文化」是指數

學的思想、精神、方法、觀點、語言及它們的形成和發展，而廣義的「數學文化」則除了數

學的思想、精神、方法、觀點、語言、形成和發展之外，還包含數學史、數學美、數學教育、

數學與人文的交叉、數學與各種文化的關係。因此，在顧沛所領導的南開大學數學文化課程

便以數學史、數學問題、數學知識為載體，介紹數學思想、數學方法及數學精神。 

數學文化與其他文化又有什麼不同呢？李彤(2009)認為數學文化具有與其他文化不同的

特性及獨特的發展性，包括：數學文化具有獨一無二的語言系統、數學文化具有相對的穩定

性和延續性、數學文化具有應用的廣泛性和無限發展的可能性、數學文化具有特有的高雅品

質、數學文化的思維方法與眾不同。 

綜觀上述，數學文化是人類在數學活動中所創造和累積的數學概念、數學知識、數學方

法與在數學創造過程中的數學思想、數學精神，及其所交織而成的種種，而此數學文化更深

深地影響到其他文化的發展，甚至影響到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數學

文化界定為普通數學課程中所包含的數學概念、數學知識、數學方法及其中所蘊含的數學思

想、數學方法、數學精神、數學之美及數學與生活的連結，因此，研究者將參酌顧沛(2009)

多年發展數學文化課程所累積的成功經驗，以在普通數學課程中學生所必須具備的數學概念、

數學知識及數學方法為主軸，融入各主題相關的數學史題材，以呈現數學思想、數學方法及

數學精神等豐富的數學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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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文化對數學教育的重要性 

楊渭清(2009)認為數學文化最主要的教育功能是將數學知識的思想內涵融入數學知識的

學習過程中，其教育功能還包括：(一)了解數學家的創造活動有利於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二)

數學中嚴格的邏輯思維訓練有利於學生理性思維的發展；(三)學習數學文化中的數學精神、

數學思想與數學方法對學生的學習、思維與態度具有良好的薰陶；(四)數學所體現的對稱美、

簡單美、統一美所蘊含的藝術內涵有利於培養學生的科學審美觀。 

楊耕文(2009)自 1998年起，即在洛陽大學開設全校公共選修課「數學文化」，經過多年

的探索，發現透過數學文化的教學，學生不僅學到數學知識，更重要的是能學到數學的思想

方法，數學文化對大學生學習數學具有下列的影響：(一)透過數學文化的教育可使學生了解

數學的定義。(二)透過數學文化的教學可使學生了解數學的學科特性--抽象性、精確性、應用

的極端廣泛性。(三)透過數學文化課程中數學探索發現案例的教學可以培養學生的求知及創

新精神。尤其是數學歷史上的創新經歷能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學習數學史上的重要發現可

以激發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 

李彤(2009)認為在數學教學中融入數學文化對學生的學習具有下列的功能：(一)在課堂中

適當地向學生介紹與本課有關的數學文化，不但可以激發學習興趣，還可以拓展學生的視野，

培養學生全方位的思維能力，使數學不再枯燥。(二)在教學中介紹數學知識的產生背景與發

展歷程能幫助學生透徹理解數學知識的本質。(三)數學文化中所呈現的數學精神、數學方法、

數學思維有利於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尤其藉由數學史的講解可以幫助學生深入理解數學知

識產生的背景及發展的過程，呈現出隱含於歷史過程中的數學文化價值。 

綜觀上述，數學文化不僅是概念、定義、定理、計算、證明，它更是一種思維方式、創

新品質與文化精神，將數學文化的內涵融入大學的數學教學活動中，應有助於學生理解數學

知識的本質、特性、數學精神、數學方法與數學思維，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及創新的精

神，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與數學素養，拓展學生的數學視野，對數學教育具有極正面的教育

功能。因此，數學文化便成為新世紀公民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培養兼具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

的優秀人才已是目前許多大學的教育目標，例如：國立東華大學即訂定校的教育目標為：孕

育兼具創新思維、科學智能與人文素養之卓越人才，所以，將數學文化融入大學師資培育的

數學教學中，可能有助於培養職前教師的數學素養與文化素養，並有助於達成高等教育的目

標。 

 

三、數學文化融入數學課程的教學策略 

由相關文獻探討顯示，將數學文化融入大學數學教學具有正面的意義與價值，但如何融

入才能發揮預期的教學效益呢？中國各大學的數學教師在實踐數學文化課程後，提出許多寶

貴的經驗。 

李彤(2009)認為要呈現數學文化的內涵，必須在嚴格要求數學知識的前提下，將數學文

化融入於數學知識的教學過程中。有效策略為：(一)教師要更新教育理念，對過去的教學體

系和內容進行改革，將數學文化融入到數學教學中。(二)加強數學史的講解，讓學生能理解

所學的數學知識產生的背景及發展的過程，從多角度展現數學文化的價值。(三)開展互動型

教學研討活動，在教學中重視數學知識和其他學科的聯結，重視理論與實務的聯結，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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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習數學文化的空間。 

張京軒、吳樹華、畢曉華(2010)認為在大學教學實踐中提升數學文化素養的有效措施包

括：(一)樹立突出文化理念的數學教育觀，重視學生在數學文化經驗的累積和總結，包括對

數學的觀察、實驗、發現、意識。(二)選擇適當的教材，優化數學課程的教學內容，使教材

內容能呈現數學方法、數學思想、數學思維、數學精神與數學語言的文化價值。(三)改變傳

統的教學方法，重視數學史料的取材，透過對數學知識背景的介紹，讓學生感受到數學是一

種思想、方法，也是一種具有審美特徵的藝術。(四)教材應融合數學的知識性、思想性、科

學性和啟迪性，並展現與其他學科相互交叉的文化特徵，以構建體現數學文化的數學課程體

系。 

李強(2011)認為數學文化融入大學數學教學的有效途徑包括：(一)教師要切實轉變教育觀

念，樹立數學的文化教育觀，能理解數學教育要關注的不僅是數學知識，而是包含數學知識

在內的整個數學文化。(二)教師要不斷地學習，加強自身的數學文化素養，才能適切地在數

學教學中傳達數學文化。(三)在教學過程中，說明數學的廣闊背景、數學相關學科分枝的發

展與應用、數學與人文科學的相互作用，讓學生能體會數學的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 

在數學文化課程的課程架構方面，南開大學在開授數學文化課程時，原本對課程的設計

是採用比較系統性地講授數學的思想和方法、數學史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數學中的美

及數學與其他文化的關係，但受限於每週僅有二小時的授課時數而無法充分地呈現教材，在

進行檢討分析之後，便將數學文化教材的呈現方式調整成：每一章節都集中講授一個數學主

題內容，再針對這個主題內容展開數學文化，經過實踐後，發現修訂後的課程之呈現方式能

獲得更好的教學成效(顧沛，2009年 12月 8日)。 

在原有的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的教材勢必會花費更多的教學時間，若要兼顧原有課

程的完整性並呈現數學文化的教材，在教學實務上會遭遇到什麼困境？又如何解決呢？南開

大學自 1983年起即將「大學文科數學」列為必修課，並積極編寫教材，成果斐然，但在長年

推動文科數學的教學改革中，因限於每週的教學時數而不易落實「將數學文化融入文科數學

教學」、「培養學生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相結合」等改革理念。為克服此困境，並考量大學文

科數學課程不同於一般的數學課程，在融入數學文化的教學部分，便採用電腦多媒體來輔助，

但不能取代教學，尤其是對於較多體現抽象思維的數學課程，並不宜過度採用多媒體來輔助

教學。此外，亦利用教學網站來當作教學互動的平臺。透過電腦多媒體來輔助教學便成為南

開大學實施文科數學教學改革在教學策略上的關鍵突破點，這樣的改革讓原先的數學內容更

加形象化，又能融入數學文化的內容，幫助學生提升學習興趣，學生不但學到數學知識，而

且學到數學思想，進而提升了整體的教學成效。(顧沛、戴瑛、温媛，2010) 

綜觀諸多專家學者的實務教學經驗，要將數學文化融入大學的數學教學以培養學生的數

學素養及文化素養，成功的關鍵在於教師的教學理念與數學文化素養、課程的架構、適當的

數學文化教材及合適的教學方法與教材呈現方式。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即為教學者，研究者

必須體認數學文化對數學教育的重要性，並積極研讀相關資料以充實自身的數學文化素養，

並設計適合的數學文化教材，才能在數學教學中適切地傳達數學文化。在課程的架構方面，

參酌顧沛(2009年 12月 8日)多年在南開大學實踐及修訂數學文化課程的成功經驗，每一單元

都集中講授一個數學主題，再針對這個數學主題展開數學文化的題材，而對數學主題的選擇，

因「普通數學」的課程目標為培養職前教師具備教授國小數學的數學知識，故參酌教育部所

頒訂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數學領域的能力指標與分年細目及張子貴與周君彥(200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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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數學》的教材綱要加以修訂，再從每個單元的教材內容中來融入適當的數學文化題材

以傳達數學文化及其價值，以淺顯易懂的數學知識來闡述數學的思想、方法與精神，期能培

養國小職前教師的數學素養。此外，由於數學史乃研究數學概念、數學方法和數學思想的起

源與發展及其與社會政治、經濟和一般文化的聯繫(李文林，2003，頁 1)，故在教材內容中會

儘量融入相關的數學史料，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知識產生的背景與發展的過程，並展現數學文

化的價值。對於教材的呈現方式，除了以傳統的板書來解說較抽象的數學知識之外，對於數

學文化的教材則藉由電腦多媒體來呈現，以發揮多媒體教材生動活潑的優點，並能在有限的

教學時間內兼顧原有課程的完整性且呈現數學文化的教材內容。 

由諸多專家學者的實務教學經驗與研究結果顯示，數學文化對數學教育具有極正面的功

能，許多專家學者也提出一些有效的教學策略，卻較少具體詳盡地分析實施數學文化教學讓

國小職前教師對學習數學有哪些具體的效益及對數學文化有哪些具體的認識。因此，本研究

除了在實務教學中建構適合國小職前教師的數學文化課程外，擬著力於探究此數學文化課程

讓國小職前教師對學習數學有哪些具體的效益及對數學文化有哪些具體的認識。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的方法，以一個學期當作一個教學循環，進行二個教學循環，在整

個教學過程中，研究者不斷評鑑學生的學習成效，反省數學教材內容、數學文化教材內容及

將數學文化教材融入普通數學課程的合適性，並修訂教材內容與教學策略，期能在國小教育

學程的「普通數學」課程中建構蘊含文化視野的數學課程，以幫助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國立東華大學 101學年度修讀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課的 160位國

小師資培育生，學生來自教育學院與各系所大學部二年級及碩士班二年級。普通數學為單學

期 2學分的課程。 

 

二、研究歷程 

本研究的歷程強調「觀察計畫行動反省與評鑑」的循環特性。整個研究歷程如下： 

(一)研擬研究內容：包括界定研究主題、探討相關文獻資料及研擬研究構想。 

(二)規劃普通數學的課程架構與擬融入課程之數學文化題材、將數學文化教材融入課程的實

施方式及編寫融入數學文化題材之普通數學教材。 

(三)實施第一個循環的教學，為期一學期。 

(四)蒐集回饋資料：在實施教學過程中，隨時蒐集下列回饋資料，包括：學習檔案、學習回

饋單、教學觀察與省思札記等，做為省思與檢討修正教學之依據。 

(五)省思檢討與資料分析：根據前述所蒐集到的回饋資料進行初步整理與分析，對課程架構、

數學文化教材內容及將數學文化教材融入課程的實施方式進行反省、檢討與調整。 

(六)依據資料分析結果修訂數學教材、數學文化教材及教學策略。 

(七)實施第二個循環的教學，為期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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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蒐集回饋資料：在實施教學過程中，隨時蒐集下列回饋資料，包括：學習檔案、學習回

饋單、教學觀察與省思札記等。 

(九)資料分析：根據前述所蒐集到的回饋資料進行整理與分析，探討融入數學文化讓國小職

前教師對學習數學有哪些效益及對數學文化有哪些具體的認識。 

(十)撰寫研究報告：將在國小教育學程的「普通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所觀察到的結果

及研究發現撰寫成研究報告。 

 

三、初步的行動方案 

本研究為藉由融入數學文化於普通數學課程來幫助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故參酌顧沛

(2009年 12月 8日)多年在南開大學實踐及修訂數學文化課程的成功經驗，在教學設計上，每

一單元都集中講授一個數學主題，再針對這個數學主題展開數學文化的題材。因此，本研究

在普通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題材的行動方案如下： 

(一)普通數學的課程綱要與教材 

由於自 103年起國小教師檢定加考數學能力測驗，其中 50%為普通數學，內容為國中數

學。為配合師資培育中心的期待，在本研究中，普通數學的課程綱要乃參酌國民中小學九年

一貫課程數學領域課程綱要及張子貴與周君彥(2001)在《普通數學》的教材綱要加以修訂，

包括：怎樣解題、邏輯、集合論、數的產生發展與運算、基礎數論、代數、幾何、函數、機

率與統計等 9個單元。研究者便在此課程綱要下以國中數學知識為主軸並輔以數學文化題材

重新撰寫教材。 

(二)普通數學的教學方式 

對於教學方式，主要由教師講述，師生共同討論、學生在課後演練習題。因限於教學時

數不足，且學生對教材已有基礎，教材乃藉由電腦多媒體來呈現，並輔以板書來解說較抽象

的數學知識，以發揮多媒體教材生動活潑的優點，並能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兼顧原有課程的

完整性且呈現數學文化的教材內容。此外，亦利用教學網站當作師生在教學上互動的平臺。 

(三)融入普通數學課程的數學文化主題與教材 

本研究在基本數學知識的要求下，配合各章節的教材，融入與該章節教材相關的數學史

料，透過這些數學知識背景史料與相關數學家的介紹，期能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知識產生的背

景及發展的過程，並感受其中所蘊含的數學思想與數學方法。融入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如

表 1。研究者再依照欲融入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自行編寫相關的數學文化教材融入在普通

數學的教材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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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融入普通數學課程的數學文化主題 

教學主題 融入課程的數學文化主題 

第 1章  怎樣解題 數學家及數學教育家 Polya 的生平簡介及數學解題歷程簡介、數學解題的精神-燒水的

例子、轉化思想的方法-阿基米德(Archimedes)檢驗王冠與曹沖稱象的故事 

第 2章  邏輯 偉大的邏輯學家哥德爾(Godel)的不完備性定理、師徒的邏輯對決 

第 3章  集合論 數學史上的第三次危機-集合論中羅素(Russell)的理髮師悖論(paradox) 

第 4章  數的產生、

發展與運算 

阿拉伯數字的由來、自然數、整數、有理數的發展、負數的由來-劉徽、畢氏學派、數

學史上的第一次危機-無理數 

第 5章  基礎數論 韓信點兵、棣美弗(De Moivre)利用等差數列預測自己死亡日期的故事、數學王子高斯

(Gauss)的生平及其重要的數學貢獻、等差級數 

第 6章  代數 代數之父丟番圖(Diophantus)的墓誌銘、印度人對代數學發展的貢獻、挪威數學天才阿

貝爾(Abel)的一生 

第 7章  幾何 幾何學的發展、商高定理的發展背景、畢氏定理的發展背景 

第 8章  函數 尤拉(Euler)的故事 

第 9章  機率與統計 機率論發展的起源、費馬(Fermat)、拉普拉斯(Laplace)的古典機率與中央極限定理、棣

美弗(de Moivre)「獨立事件」的乘法定理、費雪(Fisher)的「實驗設計」-下午茶 

 

(四)融入數學文化教材的方式 

1.由研究者依照欲融入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自行撰寫數學文化教材，並在上課教學中配

合各章節教材，由研究者講述相關主題之數學文化教材。 

2.於期末時由學生分組製作數學文化的專題報告，每 5位學生一組，自行選定一個數學文

化的主題進行資料的蒐集、閱讀與彙整，並撰寫成書面專題報告，再於期末時進行分組

口頭報告。 

(五)研究工具 

行動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透過蒐集研究資料來理解教學現場的特性(Johnson, 2005/

朱仲謀譯，2006)，因此，本研究所使用來蒐集研究資料的研究工具包括：學習單、學習回饋

單、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等，茲分述如下： 

1.學習單 

依照每單元教材內容設計學習單當作回家作業，內容包括習題及關於對教材內容的

看法，以了解學生對該單元教學的數學知識與數學文化教材內容的認識、理解與啟發。 

2.學習回饋單 

研究者自行設計期末學習回饋單，共 5題，以了解學生對於在普通數學課程中融入

數學文化教材的學習狀況、學習省思與學習效益。回饋單的內容大多由學生以勾選的方

式省思自己的學習狀況，並分享自己的學習感受或想法。例如： 

老師在普通數學課程中所融入的數學文化教材是否能幫助你更理解數學知識發展的背景？ 

□非常有幫助  □有一些幫助  □不太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數學文化教材讓你對數學或數學文化有哪些具體的認識？數學發展的故事或數學家的故

事對你有哪些幫助或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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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 

研究者(即教學者)對學生的學習情況及學習單與學習檔案的內容進行觀察記錄，並對

所設計的數學文化教材融入課程之教學成效進行省思，以做為調整課程架構、數學文化

教材及教學策略之參考。 

 

四、初步行動方案執行後的省思與修正 

初步行動研究方案在執行一個學期後，研究者依據教學成效，將在教材設計、教學策略

與融入數學文化的方式等方面需要改善的省思與修正策略說明如下。 

(一)教材設計方面 

1.大多數學生喜歡將數學文化融入數學課程的教材設計方式，並能促進學生學習數學的興

趣與動機。 

2.從學習檔案中可發現：多數學生似乎不太清楚什麼是「數學文化」及「數學文化教材」

(1011225省思)。修正的策略為：加強學生對「數學文化」的意義與重要性之了解，在

教材中增列第 1章「數學文化」，說明「數學文化」的意義及「數學文化對數學教育的

重要性」，並講述「愛聽數學故事的俄國女數學家—蘇菲」的故事，讓學生理解數學故

事對數學學習的啟發。(1020215省思) 

3.可以在課堂上增加數學文化題材的圖片和簡短影片，如：公切線在生活上應用的圖片、

介紹阿基米德、畢達哥拉斯、高斯的動畫等。(1020115 回饋 S148、1011120 省思、1020215

省思) 

(二)教學策略方面 

1.李彤(2009)認為要呈現數學文化的內涵，必須在嚴格要求數學知識的前提下，將數學文

化融入於數學知識的教學過程中。在此課程上課中僅有極少數學生會專心聽課，有些學

生上課時總是三五成群的大聲聊天，被老師勸導後，就趴在桌上睡覺，拿了上課講義和

學習單且簽名後，第一節下課就先離開，多數學生則在課堂上做自己的事。學生的學習

態度不理想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此課程在過去很少會有學生不及格且本學期只有期末考

試而沒有期中考試，而使得學生認為不用聽課或讀書也會及格。下學期的普通數學教學

應加強數學知識的評量，包括：增加筆試的次數及所佔的學期成績百分比。(1011219

省思) 

2.將習題與數學文化教材的學習檔案分開，以彰顯數學文化在本課程中的重要性。 

(三)數學文化教材的融入方式 

1.許多學生在聽閱數學文化題材時通常只當作故事消遣，而未能掌握這些題材所呈現的數

學精神。未來在介紹數學文化題材時，應向學生強調這些題材所呈現的「數學思想」，

並列為習題，而不是讓學生只覺得聽一些有趣的數學故事，增加興趣而已。如：波利亞

(Polya)的「燒水」例子要闡述的是數學解題的精神。羅素的「理髮師悖論」所要呈現的

精神是「一個元素在歸屬上所出現的矛盾」。(1020215 省思) 

2.教師花費許多時間和心力編寫數學文化教材，並在課堂中講解，部分學生因太容易聽聞

這些教材而不懂得珍惜。未來可以將部分數學文化教材指定學生自行研讀或查閱，並撰

寫內容摘要，以增進學生涉獵數學文化教材的參與感。(1020115省思) 

3.有些數學文化題材可以在上課時只做簡要的介紹，細節留給學生去詳讀，或讓學生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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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閱相關資料，並撰寫學習檔案，也可以在學習檔案中問一些相關的問題，不一定只

有寫摘要和心得。亦可以同時提供其他書籍文章或網路文章供學生選閱或參考。

(1020215省思) 

4.對於數學文化的分組專題報告，只有極少數組別在期末的前幾週開始準備，大多數的組

別都是在最後一週才匆匆製作，對於涉獵數學文化的成效不佳。為了加強學生對數學文

化的涉獵與薰陶，未來可取消期末專題報告的製作，而改由每週閱讀指定主題的數學文

化題材及撰寫學習檔案。(1020115 省思) 

 

五、修正的行動方案 

(一)修訂後普通數學的課程綱要與教材 

為增進學生理解「數學文化」的意義及數學文化對數學教育的重要性，增訂「第 1章數

學文化」之教材，修訂後之課程綱要包括：數學文化、怎樣解題、邏輯、集合論、數的產生

發展與運算、基礎數論、代數、函數、幾何、機率與統計等 10個單元。教材內容則再加以補

充修訂。 

(二)普通數學的教學方式 

教學方式與第一循環的教學大多雷同，但為加強對數學知識的要求，筆試的部分增加為

二次期中考和一次期末考，共佔學期成績 70%。 

(三)修訂後融入普通數學課程的數學文化主題與教材 

經過一個循環教學後，補充於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包括：在第 1章數學文化增加「愛

聽數學故事的俄國女數學家—蘇菲(Sofia Kovalevskáya)」的故事，在第 7章代數中介紹丟番

圖(Diophantus)的墓誌銘時，增加「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高斯(Gauss)將自己的傑作刻在墓

碑上」的內容，在第 9章幾何增加「希臘的幾何學先驅泰勒斯(Thales)、幾何學之父歐幾里德

(Euclid)、公切線的應用、尤拉線」的題材。數學文化教材仍由研究者撰寫。 

(四)修訂後數學文化教材來源 

1.由研究者依照融入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自行撰寫相關的數學文化教材融入在普通數

學的教材當中。在教學中並已增加數學文化的圖片和簡短影片的呈現。 

2.由研究者提供融入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之其他書籍文章或網路文章，放在教學網頁

上。 

3.由學生自行上網查尋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之網路文章。 

(五)修訂後融入數學文化教材的方式 

1.由研究者依照欲融入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自行撰寫數學文化教材，並在課堂教學中配

合各章節，由研究者簡要講述相關主題之數學文化教材。 

2.在教授各章節教材之前，先請學生閱讀相關主題的數學文化題材，並撰寫學習檔案，學

習檔案的內容包括：資料來源、內容摘要至少 300 字及具體的認識或啟發。學生將學習

檔案上傳於教學網頁給老師，研究者批閱與回應後，再回傳於教學網頁讓學生各自下

載。 

3.學生所閱讀的內容可以是研究者所撰寫的數學文化教材、研究者所提供的其他書籍文章

或學生自行查尋的網路資料。此方式可兼顧學生閱讀的自由度及資料豐富垂手可得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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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將學生寫得較好的學習檔案放在東華 e學苑上讓學生觀摩學習，以達到見賢思齊的學習

成效。 

5.在介紹數學文化題材時，再三向學生強調這些題材所呈現的「數學思想」，並列為習題。 

(六)修訂後的研究工具 

修訂後的研究工具包括：學習檔案、學習回饋單、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等，茲分述如下： 

1.學習檔案 

學生每週閱讀由研究者所指定的數學家之故事，故事內容可以是研究者所編寫的數學文

化教材或研究者所提供的其他書籍文章或網路文章或學生自行上網查尋的網路文章。學

生閱讀後，撰寫學習檔案。學習檔案的內容包括：資料來源、內容摘要至少 300字及具

體的認識或啟發。學生將學習檔案上傳於教學網頁給老師，研究者批閱與回應後，再回

傳於教學網頁讓學生各自下載。一學期共撰寫 10次學習檔案，各次之主題包括：波利

亞(Polya)或阿基米德的故事、師徒的邏輯對決、數系發展的故事、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的故事、高斯(Gauss)的故事、丟番圖(Diophantus)的故事、挪威數學家-阿貝爾(Abel)的

故事、尤拉(Euler，又稱歐拉)的故事、歐幾里德(Euclid)的故事、牛頓(Newton)或費馬

(Fermat)或圓周率的故事。 

2.學習回饋單 

與第一個教學循環的學習回饋單雷同，只做些微文字上的修訂。 

3.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 

與第一個教學循環的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相同。 

 

六、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大部分屬質性資料，故採用分析歸納法，先對學習檔案、學習回饋

單、觀察記錄與省思札記等重要的質性資料加以編碼分類，每一筆資料均註明蒐集日期，並

分別以檔案、回饋、省思等表示上列各項資料，以 S***當作學生代號，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歸納與抽煉。 

研究者同時也採用三角校正法(Patton, 2002)，包括：方法的三角校正、資料來源的三角

校正及分析者的三角校正等三種方式。「方法的三角校正」是指研究者採用多種不同方法蒐

集研究資料，如：透過學生撰寫學習檔案與學習回饋及由研究者撰寫教學觀察與省思記錄等

不同方式來蒐集學生學習數學文化的相關資料。「資料來源的三角校正」是指研究者透過不

同來源的資料，從不同的時間點與不同層面檢驗研究發現的一致性，如：藉由學生的學習檔

案、學習回饋單、研究者的觀察記錄與省思記錄等不同來源的資料來了解學生在學習數學的

效益及對數學文化的認識與啟發。「分析者的三角校正」是指藉由不同的分析者來審視研究

結果，如：邀請教學助理、研究助理共同觀察所蒐集的資料，並針對初步的研究發現進行討

論及提供意見，藉由他人的批判來修正研究者的主觀看法。 

 

七、修訂後的行動方案執行後之省思與修正 

修訂後的行動方案再執行一個教學循環後，可以再改善與修正之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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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設計方面 

1.等差數列和等差級數的解題因用到解方程式與解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故應將此主題的

教材放在第 7章代數的後面，學生才有足夠的舊經驗。(1020423 省思) 

2.可以在數學文化教材中多補充「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之題材。例如：佛經中的等比數

列、五邊形與六邊形的美麗組合-巴克球、相似三角形在生活中的應用、圓周率的應用-

摩天輪的設計、北京天壇等生活中的幾何圖形。(1020622 省思、1020714 省思) 

3.在介紹阿拉伯數字的由來時，再加入義大利數學家費波那契(Fibonacci)將印度數字引進

歐洲的貢獻。(1020820 省思) 

4.在介紹有理數時可以再加入古埃及分數。(1020820省思) 

5.在代數的教材中加入法國數學家韋達(Vieta)將數學符號系統化的貢獻。(1020820省思) 

(二)教學策略方面 

1.當在第二循環的教學中提高學生在數學知識的要求時，學生便感到有壓力，縱使研究者

的教學經驗更豐富，教學更完善，學生的學習成效也提升了，但學生對教學的滿意度卻

大幅下降。 

2.可以再增加課堂上的解題實作，以提升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 

(三)數學文化教材的融入方式 

第一學期的學生只有在課堂上聽聞數學文化教材，而第二學期的學生因不僅在課堂上聽

聞數學文化教材，還查閱各個數學家的故事及撰寫學習檔案。因此，當學生在學習回饋單中

被問到「哪一個人或故事令你印象最深刻？」時，第一學期的學生都只是簡短的回答，對故

事內容沒有具體的理解與感受，對數學文化的認識與理解也顯得較不足，但第二學期的學生

對故事內容卻能有較具體的理解與感受。由此可見，要求學生查閱數學文化資料及撰寫學習

檔案有其必要性與效益。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在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的課程中以國中數學知識為主軸融入數學文化題材，

希望能幫助這些不喜歡數學而將來卻必須教數學的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經過二個學期二

次的教學循環與調整後，在本課程中適合融入的數學文化主題、可行的融入方式、學生在學

習數學的效益及對數學文化的認識分別說明如下。 

一、適合融入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課程的數學文化題材 

由於普通數學課程有其基本數學知識的要求，並不適合在此課程中全部講授數學文化的

題材。因此，數學文化的題材以配合各章節的教材來融入較為合適。雖然數學文化包羅萬象，

但在此課程中，以介紹數學知識發展背景的史料、相關數學家的生平與貢獻及數學在生活上

的應用實例等較能契合學生的學習舊經驗。經過二個循環的教學與修正後，適合在普通數學

課程中融入的數學文化主題如表 2。 

研究者再依照欲融入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自行編寫相關的數學文化教材融入在普通數

的教材當中，並提供其他書籍文章或網路文章，放在教學網頁上讓學生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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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適合融入普通數學課程的數學文化主題 

教學主題 融入課程的數學文化主題 

第 1章  數學文化 愛聽數學故事的俄國女數學家—蘇菲(Sofia Kovalevskáya) 

第 2章  怎樣解題 數學家及數學教育家 Polya 的生平簡介及數學解題歷程簡介、數學解題的精神-燒水的

例子、轉化思想的方法-阿基米德(Archimedes)檢驗王冠與曹沖稱象的故事 

第 3章  邏輯 偉大的邏輯學家哥德爾(Godel)的不完備性定理、師徒的邏輯對決 

第 4章  集合論 數學史上的第三次危機-集合論中羅素(Russell)的理髮師悖論(paradox) 

第 5章  數的產生、

發展與運算 

阿拉伯數字的由來、義大利數學家費波那契(Fibonacci)將印度數字引進歐洲的貢獻、自

然數、整數、有理數的發展、古埃及分數、負數的由來-劉徽、畢氏學派、數學史上的

第一次危機-無理數 

第 6章  基礎數論 韓信點兵 

第 7章  代數 代數之父丟番圖(Diophantus)的墓誌銘、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高斯(Gauss)將自己的傑

作刻在墓碑上、法國數學家韋達(Vieta)將數學符號系統化的貢獻、印度人對代數學發

展的貢獻、挪威數學天才阿貝爾(Abel)的一生、數學王子高斯(Gauss)的生平及其重要

的數學貢獻、棣美弗(De Moivre)利用等差數列預測自己死亡日期的故事、等差級數、

佛經中的等比數列 

第 8章  函數 尤拉(Euler)的故事 

第 9章  幾何 幾何學的發展、希臘的幾何學先驅泰勒斯(Thales)、幾何學之父歐幾里德(Euclid)、商高

定理的發展背景、畢氏定理的發展背景、相似三角形在生活中的應用、巴克球、圓周

率的應用-摩天輪的設計、北京天壇等生活中的幾何圖形、公切線的應用、尤拉線 

第 10 章  機率與統

計 

機率論發展的起源、費馬(Fermat)、拉普拉斯(Laplace)的古典機率與中央極限定理、棣

美弗(de Moivre)「獨立事件」的乘法定理、費雪(Fisher)的「實驗設計」-下午茶 

 

二、在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的方式 

經過二個循環的教學及調整後，在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的可

行且有效方式如下： 

(一)由研究者依照欲融入各章節的數學文化主題自行撰寫數學文化教材，並在課堂教學中配

合各章節教材，由研究者簡要講述相關主題之數學文化。 

(二)在各章節教學中隨時聯結相關的數學文化題材。例如：在第 2章「怎樣解題」中已介紹

波利亞(Polya)所舉的「燒水」例子來闡述數學解題的精神。在往後各章節解題的教學過

程中，不斷引導學生觀察如何利用解題的舊經驗來解決新的問題，並用此具體實例來讓

學生理解波利亞(Polya)所舉的「燒水」例子的意涵。在第 5章已介紹過無理數的發展及

數學史上的第一次危機，在後面章節中講解到無理數或等腰直角三角形時，就再簡要提

到當年畢氏學派的希帕索斯(Hippasus)提出無理數的發展過程及數學史上的第一次危機，

讓學生可以加深印象並融會貫通。 

(三)在教授各章節教材之前，先請學生閱讀相關主題的數學文化題材，並撰寫學習檔案，學

習檔案的內容包括：資料來源、內容摘要及具體的認識或啟發。學生將學習檔案上傳於

教學網頁給老師，研究者批閱與回應後，再回傳於教學網頁讓學生各自下載。一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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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 10次學習檔案，各次之主題包括：波利亞(Polya)或阿基米德的故事、師徒的邏輯對

決、數系發展的故事、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的故事、高斯(Gauss)的故事、丟番圖

(Diophantus)的故事、挪威數學家-阿貝爾(Abel)的故事、尤拉(Euler，又稱歐拉)的故事、

歐幾里德(Euclid)的故事、牛頓(Newton)或費馬(Fermat)或圓周率的故事。 

(四)學生所閱讀的內容可以是研究者所撰寫的數學文化教材、研究者所推薦的文章或學生自

行查尋的網路資料。此方式可兼顧學生閱讀的自由度及資料豐富垂手可得的需求。 

(五)將學生寫得較好的學習檔案放在課程網頁上讓學生觀摩學習，以達到見賢思齊的學習成

效。 

(六)在介紹數學文化題材時，再三向學生強調這些題材所呈現的「數學思想」，並列為習題。 

 

三、融入數學文化對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的具體效益 

在「普通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對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具有下列的效益： 

(一)融入數學文化教材讓數學課的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均變得更生動有趣、提升學生學習數

學的興趣與動機 

本研究中有 97%的學生喜歡老師在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教材，並覺得在數學課程中

融入數學文化教材，可以聽閱許多數學家及數學公式發展過程中生動有趣的故事，讓數

學課的教學活動與教材內容均變得更多元生動有趣，而比較不害怕或不排斥數學，並減

緩學習數學的恐懼感與厭惡感，甚至覺得數學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艱澀難懂，進而有較高

的學習興趣與動機繼續研讀數學教材內容，甚至主動查閱相關資料。有 88%的學生認為

在普通數學課程中所融入的數學文化教材能幫助自己提升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僅摘錄若

干同學的分享如下： 

 

有了數學文化教材，對於背景故事加深印象，生硬難背的公式也變活潑，更能應用，再也不用

一直死背了！(1020115回饋 S138) 

數學文化教材可以稍微減緩自己對數學的厭惡感(畢竟故事是有趣的)，所以，會比較沒有抗拒感。

(1020115回饋 S251) 

融入數學的小故事讓數學學習起來沒有那麼艱澀困難。同時故事中的偉人也成為我渴望變成的

角色。能有效抵勵人心，並成為我學習數學的一大動機。(1020115回饋 S106) 

有很多數學理論的背景被介紹出來，有趣的故事會讓人提起興趣，會更有動力去學習，也沒那

麼討厭數學。(1020115回饋 S155) 

原本對數學是非常厭惡排斥，文化教材的內容相對能夠增加文組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的興致，至

少我現在更能去接納數學及數學這個領域的相關訊息，現在我會去搜尋，或比過去更留意數學

相關的知識訊息，這是數學文化教材所帶給我在數學學習上的改變。(1020611回饋 S415) 

 

(二)融入數學文化教材能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知識產生的背景與發展的過程而對數學知識有更

深刻的理解 

本研究在教授數學知識時，會介紹相關的數學家或該知識產生的背景與發展的過程，多

數的國小職前教師在聽閱這些數學文化教材後，較能認識數學家的生平與貢獻，理解數

學知識產生的背景和發展的過程、公式的由來，進而對數學知識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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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數的運算時，能較理解數系的發展過程，甚至驚訝地理解到阿拉伯數字原來是由

印度人發明而由阿拉伯人傳布到世界各地。幾乎所有學生都對無理數發展的過程印象深

刻，在提到無理數時，便能想到希帕索斯(Hippasus)的貢獻及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邊和圓

周率這兩個典型的無理數。在進行代數運算時，較能理解代數之父丟番圖(Diophantus)創

立代數符號的需求、時代背景、對代數發展的貢獻。在學習幾何時，能理解尼羅河氾濫

催生了幾何學，認識幾何學之父歐幾里德(Euclid)對幾何學發展的貢獻。在使用畢氏定理

時，能理解中國與希臘發展畢氏定理的過程。僅摘錄若干同學的分享如下： 

 

具體的認識到數學發展過程，及認識了很多數學家，了解其定理是如何產生。(1020115回饋 S151) 

讓我以後可以很清楚的告訴小孩，阿拉伯數字是古印度發明的，但阿拉伯人發揚光大，我們不

能忽略了古印度發明的功勞。(1020319檔案 3S418) 

知道無理數的故事後，這才知道「無理數」原來是如此重要且珍貴的事物，因為它的存在，很

多事情才能得到解釋。甚至，有人因為堅持這樣事物的存在，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1020611

回饋 S429) 

代數之父丟番圖的故事，他創許多符號代表數來研究問題，然而藉由符號使各種計算變得簡單

又正確，他也成為現代符號代數學先驅，像是計算丟番圖到底活了幾歲有一段敘述來說明，但

用代數的方法去求出他的壽命，卻是一目了然啊！(1020115回饋 S224) 

「在一個直角三角形，斜邊的平方是兩股平方和。」這個定理中國人（周朝的商高）和巴比倫

人早在畢氏提出前一千年就在使用，但一般人仍將定理歸屬於畢達哥拉斯，是因為他證明了定

理的普遍性。(1020402檔案 4S404) 

 

(三)學生在數學文化教材中看到數學家努力不懈的精神並得到許多的激勵和啟發 

學生在聽閱數學家的故事後，或許看不懂他們所提出的偉大定理，但能看到許多數學家

雖然很有天分，卻非常勤奮、努力不懈，縱使遇到困難都永不放棄，堅持下去。例如：

波利亞和阿貝爾原本對數學並沒有特別的興趣、高斯與阿貝爾家境貧困、阿貝爾懷才不

遇與英年早逝、尤拉雙目失明等。此外，數學家們努力不懈的精神與態度，讓許多學生

對自己的學習態度有所省思，並願意效法，也鼓舞學生勇敢面對自己學習的困境。如同

S429 在學習檔案中所說：「每一個數學家教會我們的，永遠不只數學，還有學習的態度，

工作的態度，甚至面對人生的態度。」(1020521 檔案 S429) 

摘錄若干同學的分享如下： 

 

阿貝爾在求學過程中，曾有許多困難，幸運的是他遇見了非常好的老師引導並支持他，在他很

低落時，仍跨越許多的難題。他的學習態度，影響我對困難的事情，不再輕言放棄。(1020115

回饋 S230) 

每個能成為數學家的人都是憑著自身的天賦以及從不間斷的努力才會有這些成就。從他們身上

習得的，不是多了不起的公式，而是他們永不放棄的精神。(1020115回饋 S154) 

看到尤拉眼瞎了還在做論文的精神，真的很佩服，因為我覺得若是我就被打敗了，我會好好用

尤拉的精神努力學習數學的。(1020521檔案 8S418) 

看到尤拉對於生命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即使眼睛盲了，卻依然保持著熱愛數學的初衷，並且

毫無遲疑地投入在自己的喜好中。而更令我敬佩的是在此限制下，他那一顆不吝嗇的心，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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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後續的發現整理並流傳下來。(1020611回饋 S341) 

我覺得雖然高斯的爸爸反對讀書，而他能堅持不懈真的很不簡單。雖然高斯是個天才型的數學

家，但是他的教職生涯也不是這麼的順遂，也曾一度食不果腹，但是他依然堅持自己的專業領

域，才有今天人人稱道的名聲。我們應該努力的去克服外在不利的條件，去堅守自己最原本的

初衷。(1020416檔案 5S412) 

 

(四)融入數學文化的教學提供職前教師良好的數學教學典範 

1.數學文化的題材與融入數學文化的教學方式提供職前教師良好的數學教學典範 

許多學生深刻感受到數學文化對自己學習數學的助益，而渴望能多了解數學文化，希望

未來自己在教數學時也要融入數學文化，也能將這些數學文化的故事當作輔助教材講給

學生聽，讓學生更喜愛數學，提升學習數學的興趣，並學習數學家努力不懈的精神。甚

至，已經有學生將自己在課堂中聽到的數學故事講給家教學生聽，而提高家教學生的注

意力和興趣。因此，融入數學文化的教材與教學提供職前教師良好的數學教學典範。摘

錄若干同學的分享如下： 

 

未來在教學時也可以向學生介紹這些數學家，讓學生在課堂上不只學會「算」數學，更能學

到這些數學家努力不懈的精神。(1020115回饋 S228) 

未來能講許多有關數學的故事給學生聽，讓學生更愛數學。(1020115回饋 S258) 

讓我學習在教材上的編排，及建立一個好的示範，身為教師應該要自己編教材，並依照學生

學習的狀況，適度的調整課程。(1020115回饋 S223) 

我的學習變得更主動。我的教學方式改變了，在學新單元前講述有關的偉大數學家故事，不

但增加了我在教學上的多元化，對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有幫助。(1020611回饋 S430) 

 

2.數學家的學習經驗給職前教師樹立良好的教師典範 

學生在聽閱數學家的故事中，發現阿貝爾(Abel)和波利亞(Polya)雖為偉大的數學家和數

學教育家，但並非一開始就對數學有興趣。阿貝爾(Abel)是受到洪波義(Holmboe)老師的

啟發與教導後才開始對數學產生興趣，波利亞(Polya)是受到亞歷桑德教授的啟發才開始

研讀數學。因而，體認到老師對學生的重要性，也期許自己將來能發現學生的優點、培

養學生對學習數學的熱忱與興趣，成為學生的貴人。此外，波利亞(Polya)所提的「教師

十誡」及畢達哥拉斯願意幫助女性與窮人學習的精神也成為一些職前教師的學習典範。

摘錄若干同學的分享如下： 

 

原本的阿貝爾是不太用功的，卻因為受到老師的影響，開始對數學產生興趣。洪波義老師的

教學方式引起了學生的注意，是一個很成功的老師，是教育工作者的學習典範，期盼自己也

可以對孩子有些啟發。(1020115回饋 S226) 

波利亞並非一開始就對數學感到有興趣，而是受到亞歷桑德教授的影響，這提醒我在小學數

學的教學中更要著重在培養孩子們對學數學的熱忱與興趣。(1020305檔案 1S430) 

波利亞老師的「十誡」第一條，就是告訴我們：「對你所教授的科目有興趣」，我想要先喜歡

未來自己在小學服務時，教授的「數學」是很重要的，這樣才會有足夠的動機繼續地往下學

習。(1020305檔案 1S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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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融入數學文化的教學能拓展學生的數學視野 

學生認識了許多數學家與數學知識所交織而成的數學文化，進而拓展了學習數學的視

野。 

1.學生能理解數學在生活上的應用價值並能體認到數學的重要性 

許多學生在聽閱許多數學文化教材後，很驚訝地發現：原來數學不只是一堆艱澀難懂的

抽象符號和公式，而是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問題而產生及發展，如：數系、代數學和幾何

學等。並發現原來自己討厭的數學卻高度的被應用於日常生活中，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

關，並使得生活更便利，例如：天文、測量、建築、電腦、智慧型手機等。因而，能理

解數學在生活上的應用價值並能體認到數學的重要性。摘錄若干同學的分享如下： 

 

這些數學發展故事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數學就是生活，因為很多數學知識是為了解決生活

問題而出現的，像是有關幾何的尼羅河氾濫、測量太陽高度、直徑的商高定理。(1020115回

饋 S222) 

以前我不喜歡數學，但是卻在讀完阿基米德的故事後發現到數學其實不只是學術或是理論，

而是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生活中任何的大小事都有可能是由數學組成的，我們所住的房子

也是由數學中許多的數字、比例、面積公式以及體積公式組成，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物都有

數學的因子存在，除了房屋，還有電腦科技程式、金錢...等，忽然間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原

來我討厭的數學能成為彼此生活中的一部分。(1020305檔案 1S426) 

我的數學一直不太好，在高中時一度放棄了數學，讀完高斯這篇傳記後，赫然發現自己的眼

界十分的狹隘。如果沒有這些偉大的數學家導算出這些複雜深奧的公式的話，現在許多建築

學、天文學、統計學…都應該不復存在了吧！這些擴充出來的應用數學部分，對我們的生活

是多麼的重要。(1020416檔案 5S402) 

 

2.數學文化讓學生對數學有不同的觀感與認識 

學生從數學文化中能察覺到：每一個數學概念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平常看似簡單的定理

或公式其實都是數學家嘔心瀝血長期努力奮鬥得出來的，了解這些數學知識發展的辛苦

過程，讓學生感受到數學的豐富生命力，也能讚嘆及感謝數學家的努力與智慧，因而，

對數學產生不同的觀感與認識。摘錄若干同學的分享如下： 

 

數學文化教材讓我知道數學的發展有許多精彩的故事與先人的奮鬥血淚史。(1020115回饋

S127) 

看了畢達哥拉斯在 party看到地磚而想到勾股定理，學習定理的時候會更專心，感到數學是前

人用心，充滿力量與生命的經驗。(1020115回饋 S128) 

每一個數學概念都有自己的故事。要相信數學是活的，只要有耐心去看待它，我就可以去了

解它！(1020115回饋 S149) 

我們至今所學習的知識都不是憑空而來的，而是以前人辛苦所積累而成的，我們應該心存感

激有祖先的智慧替未來的人們開創的一片天。(1020115回饋 S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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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學文化能讓學生聯結數學與學生專長領域的知識 

由於學生是來自不同的系所，有些學生會將部分數學文化的內容與自己所熟知的專業知

識進行聯結與對比，而產生更多的共鳴。例如：音樂系的學生會將畢德哥拉斯在音樂上

的貢獻聯結到西洋音樂史，會從尤拉的眼盲聯想到貝多芬的耳聾。中文系的學生會將數

系發展中結繩記數的方法聯結到文字學。藝術系的學生會由數學家尤拉的眼盲聯想到患

有腦性麻痺的黃美廉，及尤拉被大火燒掉大量的研究成果而聯想到一位北藝大的教授的

畫室遭逢火噬。此外，學生也很感慨：許多數學家和音樂家、藝術家一樣懷才不遇、生

不逢時。摘錄若干同學的分享如下： 

 

有些跟自己所學的知識有相連結，在埃及、中國人結繩之事，在現在我們所上的文字學有說

到。(1020115回饋 S202) 

尤拉在眼睛失明後，仍是繼續研究，這讓我想起了貝多芬，他也在耳朵聽不見後仍繼續創作

他的曲子。(1020521檔案 8S405) 

尤拉讓我想到黃美廉，他小時後被診斷患有腦性麻痺，但他卻選擇樂觀的面對一切，而不是

感到自卑或自我放棄，因為熱愛美術，而不斷創作著，用畫筆描繪出內心的世界，他曾說過：

「我只看我擁有的，不看我所沒有的。」(1020521檔案 8S409) 

我認識的一位北藝大的教授，不久前他的畫室同樣也遭逢火噬，他畢生的作品都在畫室中被

燒毀，有人說作品如同自己的孩子，那種痛我能夠了解，尤其他和尤拉同樣都是在晚年才遇

到這樣的災禍，能夠繼續研究或創作的時間也沒有多久了，那種失落感想必是非常大的，但

能克服這些苦難，也才能成為一位偉人。(1020521檔案 8S415) 

我發現好像許多的數學家都和音樂家一樣生不逢時，而他們的窮困卻不影響他們對數學或是

專長的熱愛。(1020514檔案 7S426) 

 

在本研究中，關於融入數學文化對職前教師學習數學的效益，在「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能拓展學生的視野」、「能幫助學生了解數學知識的本質」等結果與李彤(2009)的研究

結果雷同，而在「受到數學家努力不懈的精神所激勵」、「樹立良好的教學典範」之效益則是

在其他相關文獻中較少發現的。 

 

四、融入數學文化讓國小職前教師對數學文化的具體認識 

融入數學文化讓國小職前教師對下列數學文化具有具體認識與深刻的印象： 

(一)認識數學史上的第一次數學危機 

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希帕索斯(Hippasus)發現了：「任何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一邊和斜邊都不

能用精確的數字表示出來(即斜邊不能被另一邊除得盡)」。這不僅違背了畢達哥拉斯學派

的信條，而且衝擊著當時希臘人持有的「一切量都可以用有理數表示」、「萬物皆數」的信

仰，而產生數學史上第一次數學危機。 

(二)對畢達哥拉斯及畢氏定理有深刻的了解 

許多學生從相關史料中了解到，畢達哥拉斯主張「凡物皆數」，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

可以化為整數或分數，他不僅是一位數學家，更是一位哲學家、倫理學家，對天文學、

力學、音樂也有研究，亦曾用數學研究樂律，這種在「和諧」中尋求美的概念亦對後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5%B8%95%E7%B4%A2%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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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羅馬的美學思想產生重大的影響。此外，學生對畢達哥拉斯發現畢氏定理的過

程印象深刻，知道是他證明了這個定理的普遍性。並對畢達哥拉斯願意幫助女性與窮人

學習的精神與做法感到讚嘆，認為畢達哥拉斯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教師。 

(三)認識歐幾里德(Euclid)對幾何學發展的貢獻及認為學習幾何沒有捷徑的說法 

多數學生都能了解歐幾里德編纂了《幾何原本》一書，而奠定了後世幾何學的基礎。學

生對於歐幾里德印象最深刻的是：歐幾里德對埃及國王托勒密一世(Πτολεμαίος ο Σωτηρ)

講授幾何學時所說的：「通往幾何並沒有皇家大道。(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geometry.)」，

並能理解學習數學沒有捷徑，必須下紮實的工夫，且對自己的學習態度有所反省。另一

件印象深刻的事是，有一位學生問歐幾里德：「學了幾何學之後能得到什麼？」歐幾里德

便直接給他三個錢幣，認為學習不應該這麼功利。 

(四)對四大數學家有深刻的認識 

1.阿基米德(Archimedes) 

學生對於阿基米德能在泡澡時發現溢出來的水的體積和自己身體沉入水中的體積相同，

而找到檢驗真假皇冠的方法，又能利用槓桿原理製造各種禦敵的武器，而覺得數學並不

是那麼枯燥乏味，而是可以運用於生活中。此外，學生亦能認識阿基米德在求圓周率的

近似值、球內切圓柱的幾何定理及逼近法等方面的成就。 

2.高斯(Gauss) 

多數學生對高斯(Gauss) 印象最深刻的是：家境清寒卻能勤奮苦讀，在小學時即能得出

等差級數的計算方法，在 18歲時用代數方法得出正十七邊形是可以用尺規來作圖，並

給出可用尺規作圖的正多邊形之條件，解決了兩千年來懸而未決的難題，並希望在他的

墓碑上刻一個正十七邊形來紀念此成就。高斯不僅對數學有重大貢獻，在天文學、測地

學、電磁學上也都有重大的貢獻。 

3.牛頓(Newton) 

多數學生對牛頓(Newton)印象最深刻的是：牛頓小時候成績並不優異，因被同學恥笑後，

才開始發奮圖強努力讀書。雖然牛頓的成就非凡，卻非常謙虛。牛頓的偉大貢獻包括：

光譜分析、萬有引力定律、微積分的開端。 

4.尤拉(Euler) 

許多學生都能認識：我們現在經常使用的數學符號很多都是尤拉(Euler)所發明介紹的，

例如：函數符號𝑓(𝑥)、圓周率𝜋、自然對數的底𝑒、求和符號 Σ、log x、sin x、cos x及

虛數單位𝑖等。尤拉能忍受雙眼失明的痛苦，不但不怨天尤人，反而不屈不撓，更努力

從事數學研究與數學教育的工作，甚至在一場大火燒掉他大量的研究成果，卻也絲毫沒

有動搖他在數學領域奮鬥的決心，學生對尤拉面對許多挫折與逆境仍堅持不放棄的精神

感到非常佩服，且有所激勵。 

(五)對挪威的天才數學家阿貝爾(Abel)的感動特別深 

許多學生被阿貝爾(Abel)一生窮困多病卻勤奮不懈的精神與態度所感動與激勵，為阿貝爾

(Abel)的懷才不遇與英年早逝而惋惜。學生也發現像阿貝爾(Abel)這樣偉大的數學家原本

也跟自己一樣不喜歡數學，是在洪波義(Holmboe)老師的啟發與教導下才開始對數學產生

興趣，展露數學天分，而體認到老師對學生的重要性，並期盼自己未來當老師時也能對

學生有所啟發與幫助。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6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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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認識業餘數學家費馬(Fermat)及費馬的最後定理 

多數學生對費馬(Fermat)印象最深刻的是：費馬是一位執業律師，將近三十歲才開始研究

數學，但因為他的努力，豐富了數學領域，他對數學的貢獻也使他贏得了業餘王子的美

稱。最為膾炙人口的是費馬最後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更妙的是，費瑪提出此定理

後，竟然只在該書的空白處寫下一句千古名言：「證明的方式很美妙，但頁邊空白太小，

不足以讓我寫下算式。」就因為頁邊空白太小，而使得 300多年來的許多數學家有了努

力奮鬥的目標。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101學年度修讀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的 160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行

動研究的方式在普通數學的課程中進行一學年二個循環的教學行動，綜合各項的研究資料與

發現，提出下列的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在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課程中建構數學文化課程，以配合各章節的教材來融入數

學文化較為合適，且以介紹數學知識發展背景的史料、相關數學家的生平與貢獻及數學

在生活上的應用實例等較能契合學生的學習舊經驗。相關的主題如表 2所示。 

(二)在國小教育學程「普通數學」課程中融入數學文化的可行且有效方式為：由教師配合所

教授的數學知識撰寫相關的數學文化教材，在課堂上由教師講述數學文化教材，並請學

生於課前先查閱相關文章與撰寫學習檔案。 

(三)融入數學文化的教學對國小職前教師學習數學具有相當正面的教育功能。其學習效益包

括： 

1.能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與動機。 

2.能幫助學生理解數學知識產生的背景與發展的過程而對數學知識有更深刻的理解。 

3.能讓學生看到數學家努力不懈的精神並得到許多的激勵和啟發。 

4.能提供職前教師良好的數學教學典範與教師典範。 

5.能拓展學生的數學視野，讓學生體認到數學的重要性及其應用價值，對數學有不同的觀

感與認識。 

(四)融入數學文化能幫助國小職前教師對數學文化有具體的認識，在本課程中學生對下列數

學文化有具體的認識且印象深刻。 

1.認識希帕索斯(Hippasus)對無理數發展的貢獻及數學史上的第一次數學危機。 

2.了解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畢達哥拉斯發現畢氏定理的過程及畢達哥拉斯的貢獻。 

3.認識歐幾里德(Euclid)對幾何學發展的貢獻及認為學習幾何沒有捷徑的說法。 

4.對阿基米德、高斯、牛頓、尤拉等四大數學家的生平與貢獻有深刻的認識。 

5.對挪威的天才數學家阿貝爾(Abel)一生窮困多病卻勤奮不懈的精神與態度感動特別深，

也從阿貝爾學習數學的經歷中體認到老師對學生的重要性。 

6.認識業餘數學家費馬(Fermat)及費馬的最後定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5%B8%95%E7%B4%A2%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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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各級學校的數學教師可以在數學教學活動中融入數學文化，以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幫助學生了解數學知識發展的背景與過程，拓展學生對數學的文化視野。 

(二)由於數學文化內涵包羅萬象，教師在融入數學文化時，應配合所教授的數學知識與學生

的學習經驗來撰擇適合的數學文化主題，並撰寫數學文化教材。 

(三)在融入數學文化教材時，除了教師講述之外，亦可讓學生查閱相關資料，以增進學生的

參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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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Culture Curriculum for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Tzu-Kuei Cha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aimed to construct mathematical culture curriculum for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to help their mathematical learning. The subjects were 160 students 

who took General Mathematics of the primary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With two one-semester 

cycles, this one-year action research collected data through learning portfolios, learning feedback 

sheets, teaching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 records. The findings were, 1)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cultural materials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each unit to introduce the developing background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related mathematicians’ life and contribution, and the examples 

mathematics has applied to life could better match students’ former learning experiences. 2) The 

feasible ways to integrate mathematical culture were: The teacher wrote teaching materials about 

mathemati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each chapter and gave lectures on the 

mathematical culture as well a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lso, students searched and read 

mathematical culture of related topics and built learning portfolios. 3)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culture had a very positive educational function on the mathematical learning of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4) Integrating mathematical culture helped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to 

develop a concrete understanding toward mathematical culture. In conclusion, we offer some 

suggestions for mathematical teaching. 

 

Keywords: elementary pre-service teachers, general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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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設計一個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並在第一、二階段集

中實習之間安排反省取向的增能課程，以探討其對國小師資生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發展的影

響。為達此研究目的，研究者於 100 學年度的第一學期，即以下學期預計要參加「國小教學

實習」課程的師資生為研究對象，並開始蒐集他們在參加「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

之前，有關數學教學實務知識之相關資料（基礎資料），以作為未來分析實施成效之參考依據；

在 100 學年度的第二學期，則於研究者擔任的「國小教學實習」課程中，將集中實習分成二

階段，開始進行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並以自然觀察、訪談及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師

資生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發展之相關資料，以初步分析實施成效。及至第二學年度（101 學

年度），當師資生正式進入國小進行半年的全時實習時，再追蹤瞭解其後續效應。研究結果發

現，本課程雖未讓個案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產生改變，但卻使他們的數學教學意象變得更

加清晰與細緻；另外，本課程雖未改變個案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但卻影響師資生的數學

教學目標知識、學習者知識及一般教學法知識等實務知識內涵的發展。據此，本研究所進行

的「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於國小師資生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的發展，實已造

成某些程度的正面影響。 

 

關鍵詞：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反省取向的師資培育、師資生、數學教學實務知識  

 

 

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 

    研究者長期在師資培育中心擔任「國小教學實習」課程，經常發現師資生反應許多教育

相關理論在現實教學中顯得窒礙難行，更時常聽聞他們在受到這種現實震撼的衝擊時，便根

據自己最原始與直覺的想法去進行教學；亦即只要能立即應用於實際教學中，且直覺上有教

育意義，便加以使用，而不管其是否符合過去所學習的教育學理。這種情形，又似乎以數學

科教學最為明顯。 

事實上，前述師資生在實際教學情境下，根據自己最原始與直覺的想法去進行教學，其

所憑依的知識，乃是所謂的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誠如許多有關教師知識的研究

所指出的，教師教學時所運用的知識不完全相同於理論知識，而是一種融合個人過去生活

經驗、專業理論知識、價值與信念的統整性知識（陳國泰，2006，2011；黃美瑛，1995；

Carter, 1992; Clandinin, 1985, 1986; Elbaz, 1983）。這種經過轉化的統整性知識，因為具有解

決當前教學事務的實務性功用，所以 Elbaz 首先於 1983 年將教師這種依照實際情境為導向

的知識稱之為「實務知識」。值得關注的是，許多研究者（陳國泰，2006；黃美瑛，1995；

Elbaz, 1983；Johnston, 1992）皆已發現實務知識的上層結構乃是所謂的「教學意象」（image of 

teaching），而此「教學意象」深具固著與不易改變之特性；一旦其內涵與師資培育者所傳授

的教學知識無法相容時，則師資培育教授所傳授的教學知識便無法進入師資生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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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Alderton（2008）和 Janssen、de Hullu 與 Tigelaar（2008）不約而同提出呼籲，建議師

資培育者在帶領實習課程時，應設法讓師資生根深蒂固的教學意象與想法呈現出來，然後透

過反省取向的方式令其自覺其中所存在的問題，再協助其改變與精進原有的教學意象與教學

想法。 

至於教育實習過程中的反省方式，由於許多研究者（王莉玲，1992；陳國泰，2011；Liliance 

& Colette, 2009）認為應讓師資生不斷檢驗自己的教學想法，因此，他們建議讓師資生在初步

實習及反省之後，便應有機會再回到之前的實習現場，以進行驗證與反省精進。然而，目前

國內的教學實習課程或因考量時間安排的困難，極少在同一學期間將其分成二階段予以實

施，並於期間安排反省性的「增能課程」，以促進師資生的實務知識之發展。是故，本研究即

將集中實習課程分成二階段（二階段之集中實習皆安排在同一學期），並在師資生進行第一階

段集中實習之後，安排有系統的反省性「增能課程」，以讓師資生針對前段實習經驗進行省思、

批判與精進，之後再回到實習現場進一步驗證。  

由於數學領域的教學長久以來即困擾一般教師，更是實習教師心中最感畏懼與排斥的一

大學科（許德田、張英傑，2004；蔡怡智，2004），因此，如何及早輔導師資生習得具體可行

的數學實務知識，以讓他們在正式實習及日後擔任數學教學期間能有效且愉快進行教學，並

讓學生在快樂中獲得充實的數學知能，乃是目前頗為迫切的議題。職此之故，研究者乃在教

學實習課程中，試圖將集中實習的方式進行調整，躬親實踐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

程」，以探究其對師資生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發展的影響，更希望如此的行動經驗與所獲得的實

習輔導模式，可作為國內數學師資培育之借鏡。 

 

二、研究目的 

誠如前述，本研究自 2011 年（民國 100 年）學年度起，以研究者服務之師資培育中心的

師資生（修讀第二年師資培育課程者）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為期二年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

發展之探究。具體言之，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第一年（2011.08.01-2012.07.31） 

在第一年的第一學期，研究者開始針對擬於下學期參加「國小教育實習」課程之學生，

蒐集他們在參加「反省取向的二階段實習課程」之前，有關數學教學實務知識之相關資料（基

礎資料），以作為未來分析實施成效之參考依據；之後，於第一年之第二學期，則於研究者擔

任的「國小教學實習」課程中，將集中實習分成二階段，開始進行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

習，並蒐集師資生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發展之相關資料，以初步分析實施成效。 

   （二）第二年（2012.08.01-2013.07.31） 

在第二年的第一學期，師資生至國小進行半年全時實習時，研究者進一步蒐集個案師資

生的數學教學相關資料；第二年的第二學期，則統整二年來之相關資料，以分析反省取向的

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師資生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發展的影響。 

 

貳、相關文獻探討 

 

一、教學實務知識的意義、內涵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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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學實務知識的意義 

綜合相關研究者的觀點，所謂實務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乃是教師為解決實際教

學問題及使教學順暢，而統整其過去相關知識與經驗、個人信仰與價值觀，進而在行動中所

產生的一種實務導向之知識（黃美瑛，1995；郭玉霞，1997；陳國泰，2011；甯自強，1997；

Clandinin, 1985; Elbaz, 1983; Gholami & Husu, 2010）。 

（二）教學實務知識的內涵 

統整相關研究者（陳國泰，2006，2011；Chapman, 2004; Duffee & Aikenhead, 1992; Elbaz, 

1983）的觀點，教學實務知識的內涵可分成以下六大類：1.教育目標知識（knowledge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係指教師想要培養學生成為怎樣的人或具備何種能力與特質的知識，

例如「培養學生能活用數學基本概念於日常生活中的能力」，即為一種教育目標知識；2.學科

內容知識（knowledge of subject matter），是指對於授課教材中包含的內容與概念的知識，例

如國小數學領域中的「數與量」、「幾何」、「代數」與「統計與機率」等知識概念；3.學習者

知識 knowledge of learner），是指關於學生在學習與發展方面的相關知識，例如關於學生在何

種情境下較能有效學習或較有學習動機的知識；4.課程發展知識（knowledge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是指教師在任教科目的課程知識，例如課程設計、課程組織或課程銜接等

相關知識；5.一般教學法知識（knowledge of instruction），係指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所知道的教

學原則與策略，例如引起動機與複習舊經驗的方法、教學表徵策略與評量方法等知識；6.教

學情境知識（knowledge of the milieu of teaching），則是指教師對於教室內、學校內及學區相

關情境了解的知識。 

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際研究過程當中，研究者應依照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歸類，而

不應在相關資料較少或不明顯的情況下硬套相關理論模式（Strauss & Corbin, 1997）。由於本

研究的進行時間不長，師資生未必在各項實務知識內涵皆有明顯發展，因此，本研究未來將

僅分析師資生較為明顯發展的實務知識內涵。 

（三）教學實務知識的性質 

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者的觀點，教學實務知識具有以下四點性質（陳國泰，2003；陳美玉，

1996；Carter, 1992; Gholami & Husu, 2010; Levin & He, 2008）： 

    1.教學實務知識具有「實用性」的特質：為了使教學活動流暢，教師必須以最實用、最

合乎現場教學需求，但不見得是教學理論所主張的知識去處理教學實務。 

2.教學實務知識具有「經驗性」與「反省性」的性質：教師從反省自己的教學經驗中，

累積許多教學知識與策略，以利教學的實施；因此，這些教學知識與策略乃帶有「經驗」

與「反省」的性質。 

    3.教學實務知識具有「個人化」的特質：教學活動的進行，往往融入了教師個人對教育

的信念與理想、情感與價值觀。  

    4.教學實務知識是從許多具體「教學事件」中建構而來：教師將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每

一事件加以串連，對於教學的情境脈絡會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以後遇到類似事件時，較會

從寬廣的教學情境脈絡中去解釋，以進一步採取適切的因應之道。   

教學實務知識既然具有上述性質，吾人在選擇研究方法／取向時即應加以考慮進去。

例如，教學實務知識具有「實用性」、「經驗性」與「反省性」的性質，且是從許多具體「教

學事件」中建構而來，研究者若要把握實務知識的這種性質，研究方法應採讓研究對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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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機會敘述及反省其教學經驗的詮釋取向（陳國泰，2003）。質言之，由教學實務知識的

性質所導引出的適切研究方法/取向，以下用圖 1 示之。 

 

 

 

 

 

 

 

 

 

 

 

 

 

 

 

 

 

 

 

 

 

 

 

圖1：由實務際知識的性質所導引出的適切研究方法/取向  

（修改自陳國泰，2003） 

 

二、教學實務知識的發展 

    由於教學實務知識的發展牽涉到實務知識的「認知結構」，因此，在探討教學實務知識的

發展時，當從實務知識的「認知結構」探討起。至於首先提出實務知識的「認知結構」者，

乃是 Elbaz。Elbaz 在 1983 年的著作中指出，教師的實務知識有三種不同層次的結構，從抽象

到具體分別為：意象（image）、實務原則（practical principle）與實務規則（rule of practice），

而所謂教學意象，是指教師心中對於教學「應該像怎樣」的圖像或想法，亦即希望其教學能

達到該圖像之境界。例如，某位教師對師生關係的意象是「亦師亦友」，則據此意象所訂出的

實務原則可以是：「只要學生懂得尊重他人，則不必強調學生一定要對教師行禮如儀」；而所

謂實務規則，乃進一步承上之實務原則而來，是指教師在實務原則的引導下，簡明地陳述出

在某一特別情境中的具體行為。若繼續以前述「亦師亦友」的例子來說明，則此時的實務規

則可以是：「行進中和學生相遇，師生雙方都可以主動和對方打招呼，且不拘形式」（轉引自

陳國泰，2003，2006，2011）。依據這樣的結構，實能看出實務知識的發展與運作乃取決於教

學意象，而實務原則與實務規則乃是實務知識內涵的層次。因此，欲探究師資生的教學實務

知識（內涵）之發展，實應先探究師資生的教學意象。 

 

三、反省取向課程的實施方式 

所謂「反省」，國內外相關研究者認為其是有意識地或自覺地去確認、定義所發生的問題，

從具體教學

事件中思考 

實務知識 

個人化 

經驗性  

反省性 實用性 

敘說其教學理想、信念

與價值觀 

探究教師

過往的經

驗；敘說 

取向；詮

釋取向；

反省取向 

觀察及訪談教師教學 

過程中的重大事件 

探討教

師處理

教學問

題的思

考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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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自身經驗與知識重新建構想法，以從中產生合理的想法，並經由用心思考過的行動去

驗證的一種過程（李源順、林福來，2003；張美玉，1995；黃譯瑩，1999；Grippin, 2005; Korthagen 

& Wubbles, 1991）。至於反省取向的課程，陳國泰（2011）綜合相關研究者（李源順、林福來，

2003；顏素霞，2000；Colton & Sparks-Langer, 1993; Shin, 2006）的觀點，認為其是指透過課

程教學，協助學習者培養反省思考能力，以解決問題或不斷省思與檢視自己的知識、概念及

信念；若將其運用於師資培育課程，即是指以批判、反省思考的理念為架構，協助師資生針

對其所擁有的教學相關知識進行反思，藉以修正及精進教學相關知識。另外，此種反省取向

的課程，相關研究者亦將反省的內涵分成三種層次（Morrison, 1995; Zeichner & Liston, 1987; 

Hyun & Marshall, 1996）：1.技術性層次的反省（technical rationality），是指對於程序性、技術

問題（例如教學技巧）的反省思考；2.實務性層次的反省（practical action），是指對於課程與

教學目的與方法能否真正達成教育目標的反省思考；3.批判性層次的反省（critical reflection），

此乃最高層次的反省，是指對於教育倫理與道德相關議題的反省思考。至於反省取向（師資

培育）課程的做法，包括鼓勵師資生撰寫教學日誌（何秋蘭，1997；林碧珍，2002；李源順

和林福來，2003；黃美瑛，1995；Altrichter, 1993; Binkley & Brandes, 1995; Corcoran & Leahy, 

2003; Kim & Choy, 2008; Sergiovanni, 1995; Vanhulle, 2005）、自我反省（陳國泰，2011；潘世

尊，2000）、協同反省（李源順和林福來，1998，2000；陳彥廷、康木村和柳賢，2010；陳國

泰，2006；鍾靜、沈書宇與黃美玲，2008；Clandinin, 1985; Elbaz, 1991; Gipe, 1992; Johnston, 

1992）、閱讀相關書籍等方式（Richert, 1990），以培養師資生反思的習慣與能力。由於本研究

將設計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因此前述相關做法當可作為重要參考。 

 

四、相關研究探討 

截至目前為止，國內外僅有研究者（陳國泰，2011）曾以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

程探討其對國小師資生實務知識發展的影響，發現其對國小師資生的實務知識發展具有效

用；但因該研究並未聚焦於數學教學實務知識，且該研究僅執行一學期，並未探討反省取向

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師資生的後續影響（例如對其在正式半年實習的影響），故對本研究

之參考價值仍相對有限。 

綜上所述，欲促進師資生的實務知識發展，首要之務即在澄清師資生的教學意象與各項

實務知識內涵，至於澄清的方法，許多反省取向課程的相關研究實已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例

如：撰寫教學日誌、自我反省、協同反省、閱讀相關書籍），甚至建議採行二階段的集中實習

方式；惟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研究者實施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以探討其對國

小師資生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發展的影響，故此議題實有待進一步深究。 

參、研究方法與歷程  

誠如前述，實務知識相當具有個人化、經驗性、反省性與實用性的特質，且是從許多具

體教學事件中建構而來，研究者若要把握教學實務知識的這種性質，研究方法應採讓研究對

象有充分機會敘述及反省其教學經驗（教學事件）的詮釋取向。因此，本研究欲深入瞭解師

資生參與「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對其數學教學實務知識

的發展情形，適切的研究方法乃為質化研究取向，亦即讓師資生有充分及反省自己的教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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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再透過其分享的內容逐漸歸納與分析其數學教學實務知識之內涵與發展情形。 

有關本研究進行的主要步驟詳如圖 2，以下分點詳述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對象的選取與相關前置作業準備 

    本研究以研究者所服務之師資培育中心國小教師教育學程（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修習

「國小教學實習」課程的 16 位師資生為研究對象，他們之前已修過大部分的教育學程課程；

待修完「國小教學實習」課程及部份課程之後，即於下一學期至國小進行一學期的全時教育

實習。本課程在實施前的一學期（即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即向學生預告本課程將採取反省

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的理由與相關做法，並在徵得學生的同意後，開始蒐集他們在參加此

課程之前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之相關資料，以作為未來分析實施成效之基礎資料。 

 

 

 

 

 

 

 

 

 

 

 

 

 

 

 

 

 

 

 

 

 

 

 

  

圖 2：本研究流程圖 

 

 

另外，由於本研究將集中實習課程改變為二階段進行，對於國小及師資培育中心在教學

與行政方面將造成一些影響，研究者已事先準備研究計畫書與前述二者之行政主管與教師懇

談（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實施方式與須遵循之研究倫理），以取得他們的認同與協助。 

 

二、與研究對象建立良好關係的途徑 

許多研究者指出，被觀察者的信任感是取決於研究者發展出來的個人關係，而不是研究

者對被觀察者所作的解釋（陳國泰，2000；Bogdan & Biklen, 1992; Struss & Corbin, 1996），因

此，研究者如何和研究對象建立良好關係，實至為重要。職此之故，研究者透過下列二種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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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與研究對象建立良好的關係： 

（一）向師資生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內容與執行流程，並說明此研究的目的乃在增進彼

此雙方的成長  

研究者在邀請師資生參與本研究計畫時，即詳細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內容以及執行流程，

藉以獲得師資生的信任感，減少其因對研究不瞭解而產生焦慮及恐懼。另外，研究者在從課

程進行之初，亦誠懇向師資生說明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促進師資生（數學）教學實務知

識發展的有效模式（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而此除可促進他們的數學教學實務

知識發展外，亦可讓研究者獲得研究結果，更可將研究結果做為師資培育之參考。 

（二）隨時向師資生表達關懷並與其分享研究結果 

研究者於研究進行期間隨時向師資生表達關懷，並協助其解決所遭遇之困難，以讓其了

解研究者對其之重視，而更願意與研究者分享內心的想法。除此之外，研究者亦向其說明本

研究將嚴守研究倫理，絕不會讓他們因參與本研究而受到不必要之困擾或傷害，且於研究結

束之後，亦將與其分享研究結果，讓他們瞭解到其對本研究的貢獻與幫助。 

 

三、研究者所扮演之角色與立場 

（一）在研究過程中 

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同時擔任「教學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角色。在教學中，研究

者所扮演的是一位實習輔導教師的角色，目的在增進師資生對於（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的發

展；在研究中，研究者所扮演的是一位蒐集研究資料的角色，希望能順利從師資生那裡獲得

充足的真實資料。在這樣的雙重角色扮演中，研究者認為應與研究對象營造出一種「亦師亦

友」的關係，亦即在師資生進行教學實習的過程中，隨時施予合宜的關懷，並和師資生分享

彼此的（教學實習）成長經驗與心理感受，以與師資生建立良好的友誼關係，進而從中輔導

師資生增進（數學）教學實務知識，並獲得師資生真實而深入的相關資料。 

（二）在教學實習現場 

在質化研究中，研究者對於其所要探究的情境，最好是「有點熟，又不會太熟」，因為如

果對所要探究的情境完全不熟，則可能不易掌握重點、發現情境脈絡所隱含的意義；但若是

過於嫻熟，則又可能將許多事務皆視為理所當然，而錯漏許多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機會。研究

者之前曾於小學擔任十二年導師，亦即擁有十二年之數學教學經驗，對於國小教師的數學教

學情形、學童行為、家長意見及學校情境早已了然於胸，因此，在整個研究歷程中，對於相

關的人、事、物，應頗能同理地理解與知曉。然而，如同前面所敘述的，對於所要探究的研

究情境如此熟悉，可能使研究者對於一些教學事務失去敏感性，而不易有新的收穫。因此，

研究者擬常常在研究過程中自省，並儘可能採取所謂「換一副透鏡看世界」（張芬芬，1996）

或「化熟稔為新奇」（高敬文，1996）的態度來面對研究情境，以期「重新發現」情境脈絡中

所隱含的意義。 

 

四、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之相關規劃 

    本研究所設計之「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分成二階段（每階段皆為期二週，

整天駐校），且在每一階段實習之前與後，皆設計文獻所述之相關反省性活動；尤其在第一階

段實習之後，至第二階段實習之前的那一段時間，更安排諸多此類活動，本研究將其稱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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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課程」。據此，本課程的進行時間可區分成五部份，每部份皆有相關反省性課程（表 1 是本

課程預定的實施內容）；至於其內涵，則儘量兼顧技術性、實務性及批判性（Morrison, 1995; 

Zeichner & Liston, 1987; Hyun & Marshall, 1996）等三種層次的反省。 

另外，在集中實習期間，研究者安排 2-3 位師資生為一組，共同在一個班級實習（按：

全部師資生皆於中年級實習），以讓他們能彼此討論與協同省思實習內容，且見習或試教的科

目皆以數學科為主（按：由於「國小教學實習」課程不應僅進行數學科教學實習，故另含少

部份的國語科教學實習與班級經營，但並不含行政實習）。此外，為了增加師資生上台試教數

學的機會，研究者請師資生每週至少安排一節數學課是採「協同教學」的方式進行試教（亦

即同一時間至少有 2 位師資生進行教學）。再者，為了讓師資生能將第一階段實習與增能課程

的心得應用於第二階段實習，第二階段實習的班級仍與第一階段實習的班級相同。 

 

表 1：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之主要內容 

時間 課程活動名稱 活動方式 

1. 第一階段集中實習

前 

（2012/02/20-2012/04/08） 

1-1 分享教學意象與實務

知識內涵（以數學科

為主） 

研究者先播放一段國小數學專家教

師的教學影帶，然後由師資生分享

心中的教學意象與各項實務知識內

涵，及其發展由來。 

1-2 專業性閱讀活動（以

數學科為主） 

研究者除指導師資生閱讀歷年師資

生與實習生的心得報告外，亦帶領

師資生閱讀初任教師與資深專家教

師教學知識發展的個案質性研究，

並進行心得分享與討論。 

1-3 至校外觀摩資深專家

教師的數學教學（集

體見習） 

帶領師資生參觀國小資深專家教師

的數學教學，之後再與專家教師會

談。 

1-4 微型教學（以數學科

為主） 

2-3 位師資生為一組（與之後的集中

實習分組相同），共同演示一個數學

單元概念主題。演示結束後，全班

共同討論。 

1-5 研究者與個別師資生

的協同反省活動（以

數學科為主） 

研究者與個別師資生一起觀看微型

教學錄影帶，並與其進行協同反省

活動。 

2. 第一階段集中實習 

（2012/04/09-2012/04/14） 

2-1 教學見習（2-3 天） 師資生見習原班輔導教師之教學活

動。 

2-2 實際試教  師資生以進行數學科試教為主，其

他科為輔（試教前須撰寫詳細教

案）；試教時進行全程錄影，研究者

（與其他班級之師資生）亦到場進

行教室觀察與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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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撰寫省思日誌（以數

學科為主） 

師資生每週撰寫一篇省思日誌（以

數學教學為主），內容包括對自己在

教學時的教學意象與實務知識內涵

進行批判與反省（例如反省與澄清

自己的教學意象與實務知識是否可

行？是否可再精進？」等）。 

3. 第一階段集中實習

後 

（實施增能課程） 

（2012/04/16-2012/05/26

） 

3-1 第一階段集中實習之

經驗分享（以數學科

為主） 

研究者播放部份師資生的試教影帶

，藉此讓師資生經由同儕間的專業

對話而進一步澄清概念與精進實務

知識。 

3-2 分組協同反省活動（

以數學科為主） 

同組師資生彼此分享實習心得與省

思日誌。 

3-3 研究者與個別師資生

的協同反省活動（以

數學科為主） 

研究者與個別師資生一起觀看試教

錄影帶，並與其進行協同反省活

動。另外，研究者亦以訪談大綱與

師資生晤談，以了解其數學教學意

象與實務知識的各個內涵之發展情

形。 

3-4 專業性閱讀活動（以

數學科為主） 

（與第一階段集中實習前之「專業

性閱讀活動」相同） 

4. 第二階段集中實習 

（2012/05/28-2012/06/02） 

4-1 實際試教  師資生仍以進行數學科試教為主，

其他科為輔；試教時進行全程錄

影，研究者（與其他班級之師資生）

亦到場進行教室觀察與觀摩。 

4-2 撰寫省思札記（以數

學科為主） 

師資生每週仍撰寫一篇以數學教學

為主的省思日誌。 

5. 第二階段集中實習

後 

（2012/06/04-2012/06/23） 

5-1 第二階段集中實習之

經驗分享（以數學科

為主） 

研究者帶領全體師資生一起分享第

二階段的集中實習經驗，以進一步

澄清概念與精進實務知識。 

5-2 研究者與個別師資生

的協同反省活動（以

數學科為主） 

研究者與個別師資生一起觀看其於

第二階段集中實習期間的數學試教

錄影帶，並與其進行協同反省活

動。另外，研究者亦以訪談大綱與

師資生晤談，以了解其數學教學意

象與實務知識的各個內涵之發展情

形。 

5-3 撰寫實習心得總報告

（以數學科為主） 

師資生撰寫其在整學期課程中的數

學教學意象與實務知識內涵的改變

或發展情形。 

 

五、蒐集資料的方法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法包括自然觀察（與錄像）、訪談與文件分析等，而資料蒐集的期間

自 2011 年 9 月開始，至 2012 年 12 月止。關於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法說明如下。 

（一）自然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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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師資生進行實際試教時，均進行觀察（每位師資生均觀察 2 次）。另外，本課程

在進行「1-1」（分享教學意象與實務知識內涵）、「1-2」（專業性閱讀活動）、「1-3」（觀摩資深

專家教師的數學教學）、「1-4」（微型教學）、「3-1」（第一階段集中實習之教學經驗分享）、「3-2」

（分組協同反省活動）與「5-1」（第二階段集中實習之教學經驗分享）等活動時，研究者亦

皆進行自然觀察。 

至於觀察的重點，由於實務知識係屬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因此，只有透過觀察

個案師資生在教學相關流程與相關教學事件的處理，再透過訪談其想法，方能得知其教學意

象與相關實務知識內涵。是故，自然觀察的焦點，將集中在師資生的數學教學相關流程與相

關教學事件的處理；及至訪談時，再進一步瞭解其背後所持有的教學意象與實務知識內涵。  

（二）訪談 

1. 本課程實施前的訪談（第一年的第一學期） 

本研究在本課程實施之前（研究第一年的第一學期），即與每位師資生進行 2 次訪談（2011

年 9 月、11 月各訪談一次），以了解師資生原有的數學教學意象與實務知識的內涵，以作為

未來分析實施成效之參考依據（基礎資料）。由於教學實務知識的內涵包括教育目標知識、學

科內容知識、學習者知識、課程發展知識、一般教學法知識與教學情境知識，因此，訪談的

焦點，除集中在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之外，亦聚焦在師資生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的各個內

涵；訪談大綱如表 2： 

 

表 2：本課程實施前與個案師資生訪談的大綱 

訪談面向 訪談題目 

數學教學意象  您覺得「數學教學」像什麼？（「老師」像什麼？「學生」像什

麼？「教室」像什麼？「學校」像什麼？）可以用什麼意象或

隱喻來表示？這樣的想法是如何演變來的？是受到哪些因素的

影響？ 

數學教育目標知識  您覺得學生學習數學的主要目的有哪些？您將如何把這些｢目

的｣融入到您的數學教學裡面？是否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數學的學科內容知識  您知道目前國小數學領域的主要學科概念有哪些？可否舉一些

您知道的來說明？您為什麼知道這些知識？這樣的知識是怎麼

獲得的？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按：1.研究者事先告知國

小數學領域的主要知識概念包括「數與量」、「幾何」、「代數」、

「統計與機率」等四大部分/暫不將「連結」此一部份納入，並

提供國小教科書，訪談時請其針對下學期將試教的單元予以說

明學科概念；2.訪談時，先瞭解師資生下學期將實習的年段，

並以以下相對應的單元請其說明該單元的學科概念： 

 三年級：第一階段集中實習之單元：時間（所屬主題：數與

量）；  第二階段集中實習之單元：分數（所屬主題：數與

量）； 

 四年級：第一階段集中實習之單元：等值分數（所屬主題：

數與量）；第二階段集中實習之單元：小數除法與分數（所

屬主題：數與量）。 

學習者知識  一般中年級或高年級學生在學習數學時，常見的習慣、困難和

迷思概念有哪些？您是怎麼知道的？您在這方面的知識是如何

獲得的？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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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課程發展知識  未來教學時，您將如何分析「教材地位」（本單元與前後單元的

關係）？如何組織相關教材或進行課程設計？為何會這樣做？

是怎麼發展出來的？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一般教學法知識  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您將採取怎樣的教學流程或模式？您為

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或做法？這樣的想法或做法是如何演變來

的？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您將如何評估學生的起點行為？為何會

這樣做？是怎麼發展出來的？初任教的前幾年又是怎麼做的？

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在每單元或每節課的一開始，您將如何

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是否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您為什麼

會有這樣的想法或做法？這樣的想法或做法是如何演變來的？

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您將如何因應不同程度的學生？是否可

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或做法？這樣

的想法或做法是如何演變來的？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為了有效達成教學目標，您將採取怎樣

的常規管理？是否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您為什麼會有這樣

的想法或做法？這樣的想法或做法是如何演變來的？是受到哪

些因素的影響？ 

 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您將如何評估學生是否聽懂教學內容？

是否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或做

法？這樣的想法或做法是如何演變來的？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響？ 

 您如何進行 ｢綜合活動｣（發展活動之後的統整活動）？為何會

這樣做？是怎麼發展出來的？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教學情境知識  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您認為需要考量哪些校內外因素？是否

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想

法或是如何演變來的？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2. 本課程實施期間的訪談（第一年的第二學期） 

因為研究第一年的第二學期已開始執行本課程，故配合表 1 相關課程之實施，再與每位

師資生各進行二次之訪談；亦即在「第一階段集中實習之後」與「第二階段集中實習之後」

等二個時間點，運用該課程之「3-3」與「5-2」等二個「研究者與師資生的協同反省活動」，

和師資生進行訪談（按：先進行協同反省活動，之後再進行訪談）。訪談的焦點，主要集中在

本課程對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與實務知識的各個內涵之影響或發展情形；至於其訪談大

綱，則如前表 2 之內容，惟訪談題目便將「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之用語改成「接受本課程

之後」。例如：「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您將採取怎樣的教學流程或模式？…」，將改成「接受

本課程之後，您採取怎樣的教學流程或模式？…」；又如：「您覺得數學教學像什麼？…」，將

改成「接受本課程之後，您覺得數學教學像什麼？…」。 

前述二種訪談皆在徵得師資生的同意後再進行錄音，而訪談記錄整理後，研究者將把所

記內容詢問師資生的看法，以進行參與者查核。 

3.正式實習期間的訪談（第二年的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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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第二年的第一學期，當師資生正式進行半年全時實習時，本研究再以前表 2 之內

容與其（電話）訪談（每位個案進行 1 次訪談），惟訪談題目便將「未來進行數學教學時」之

用語改成現在進形式，尤其著重其現今的數學教學想法或做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以確認

之前的反省取向之二階段實習課程對他們的後續影響。 

（三）文件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的文件資料包括個案師資生在各階段的省思札記、模擬試教與實際試教的

教學設計、針對第一階段實習所擬訂出之改進策略、教學實習心得總報告、正式實習期間所

撰寫的心得報告。 

 

六、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一）分析個案師資生在本課程實施中的教學意象及各項實務知識內涵的發展情形 

1.本研究係採質性研究方式進行，而對於質性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方式，Erickson（1998）

有其獨到見解，故本研究即以其建議整理與分析相關資料。首先，研究者先將經由觀察和訪

談所得之資料轉為逐字稿，並請個案師資生就逐字稿進行檢閱，以進行參與者查核；之後，

研究者再配合各種文件資料，反覆閱讀所有相關資料的內容。閱讀過程中，研究者採用分析

歸納法（analytic induction），亦即依據教學意象及實務知識的六項內涵（教育目標知識、學

科內容知識、學習者知識、課程發展知識、一般教學法知識與教學情境知識）為參考架構，

將文本資料予以適切分類及編碼（此乃為第一層次之編碼）；之後，再針對前述各類的文本資

料，依據「各項知識內涵在實際教學中的具體做法、理由或目的」與「各項知識內涵的發展

過程及影響其發展的相關因素」等層面，進行第二次的分類與編碼（此乃為第二層次之編碼）；

最後，則將第二層次編碼後之資料，依據「各項知識內涵的相關具體做法」、「形成各知識內

涵的理由或目的之說明」、「師資生對於形成各知識內涵的過程說明」與「師資生形成各知識

內涵的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說明」等四層面進行分類與編碼（此乃為第三層次之編

碼），編碼方式請見表 4。研究者在每次編碼後，皆再次重新瀏覽所有文本資料，以確保歸類

與編碼之正確性。 

 

表 4：本研究資料的編碼方式一覽表 

第一層次編碼 第二層次編碼 第三層次編碼 

（1）教學意象 

（1-1）左列教學意象反應在實

際教學中的具體做法、

理由或目的 

（1-1-1）師資生持有左列教學意象內涵的

具體做法 

（1-1-2）師資生對於為何形成或持有左列

教學意象的理由或目的之說明 

（1-2）左列教學意象的發展過

程及影響其發展的相關

因素 

（1-2-1）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教學意象的

過程之說明 

（1-2-2）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教學意象過

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說明 

（2）教學目標

知識 

（2-1）左列教學目標知識反應

在實際教學中的具體做

法、理由或目的 

（2-1-1）師資生持有左列教學目標知識內

涵的具體做法 

（2-1-2）師資生對於為何形成或持有左列

教學目標知識的理由或目的之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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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左列教學目標知識的發

展過程及影響其發展的

相關因素 

（2-2-1）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教學目標知

識的過程之說明 

（2-2-2）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教學目標知

識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說

明 

（3）學科內容

知識 

（3-1）左列學科內容知識反應

在實際教學中的具體做

法、理由或目的 

（3-1-1）師資生持有左列學科內容知識內

涵的具體做法 

（3-1-2）師資生對於為何形成或持有左列

學科內容知識的理由或目的之說

明 

（3-2）左列學科內容知識的發

展過程及影響其發展的

相關因素 

（3-2-1）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學科內容知

識的過程之說明 

（3-2-2）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學科內容知

識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說

明 

（4）學習者知

識 

（4-1）左列學習者知識反應在

實際教學中的具體做

法、理由或目的 

（4-1-1）師資生持有左列學習者知識內涵

的具體做法 

（4-1-2）師資生對於為何形成或持有左列

學習者知識的理由或目的之說明 

（4-2）左列學習者知識的發展

過程及影響其發展的相

關因素 

（4-2-1）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學習者知識

的過程之說明 

（4-2-2）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學習者知識

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說明 

（5）課程發展

知識 

（5-1）左列課程發展知識反應

在實際教學中的具體做

法、理由或目的 

（5-1-1）師資生持有左列課程發展知識內

涵的具體做法 

（5-1-2）師資生對於為何形成或持有左列

課程發展知識的理由或目的之說

明 

（5-2）左列課程發展知識的發

展過程及影響其發展的

相關因素 

（5-2-1）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課程發展知

識的過程之說明 

（5-2-2）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課程發展知

識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說

明 

（6）一般教學

法知識 

（6-1）左列一般教學法知識反

應在實際教學中的具體

做法、理由或目的 

（6-1-1）師資生持有左列一般教學法知識

內涵的具體做法 

（6-1-2）師資生對於為何形成或持有左列

一般教學法知識的理由或目的之

說明 

（6-2）左列一般教學法知識的

發展過程及影響其發展

的相關因素 

（6-2-1）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一般教學法

知識的過程之說明 

（6-2-2）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一般教學法

知識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

說明 

（7）教學情境

知識 

（7-1）左列教學情境知識反應

在實際教學中的具體做

（7-1-1）師資生持有左列教學情境知識內

涵的具體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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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由或目的 （7-1-2）師資生對於為何形成或持有左列

教學情境知識的理由或目的之說

明 

（7-2）左列教學情境知識的發

展過程及影響其發展的

相關因素 

（7-2-1）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教學情境知

識的過程之說明 

（7-2-2）師資生對於形成左列教學情境知

識過程中所受到的影響因素之說

明 

 

2.在相關資料完成編碼之後，研究者再將其歸納統整，並依時間順序加以排列，而形成

初步架構與文稿。在此同時，研究者亦根據 Guba 和 Lincoln（1989）對於質性資料處理的建

議，針對不同方法與時間所獲得之資料進行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以提高研究的可信性

（credibility）與'可靠性（dependability）。 

3.在完成初稿後，本研究再將其交予個案師資生進行檢閱，並根據其修訂意見進行修改。

另外，為保護相關人、事、物的隱私，本研究是以代號表示個案與資料形式（詳見表 5）。 

4.由於師資生的教學意象即使未曾發展或改變，其實務知識內涵仍有發展或改變之可

能，因此，本研究若發現師資生的教學意象未曾發展，仍將分析其實務知識的內涵是否發展。 

（二）綜合分析以及與相關研究進行比較與討論 

完成前述資料整理後，研究者再歸納所有師資生的教學意象與實務知識內涵的發展情

形，並進一步分析與討論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師資生實務知識發展的影響。 

 

表 5：相關研究資料的呈現方式 

資料形式 代號 備註說明 

教室觀察記錄 O（Observation） 1.研究結果中，以（A.B-C）之形式呈現資料： 

A：師資生編號。 

B：資料形式。 

C：資料日期。 

例：（A.I-2011/09/01）表示 A 師資生在西元 2011

年 9 月 1 日接受訪談的資料。 

2.文中以 S1 代表某位學生，SS 代表眾多學生。 

深度訪談資料 I（Interview） 

文件資料 D（Document） 

 

七、研究倫理的考量 

由於本研究所採取之質化研究方法通常會涉及到許多人事物的敏感問題，故在資料的隱

密性與道德倫理等議題之考量，實為相當重要。據此，本研究進行以下三點之處理： 

（一）於輔導者（教學角色）及研究者（研究角色）間取得平衡 

由於研究者同時扮演著課程輔導者及研究資料蒐集者的角色，因此，如何在教學與研究

二者之間取得平衡點，乃為相當關鍵之處。職此之故，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乃不斷提醒自

己進行反思，思索於當時所扮演之角色為何，並謹守著研究不影響教學之準則，亦即以師資

生的受教權為優先考量，避免為了研究資料之蒐集而延誤其學習。 

（二）研究相關人員之隱私將完全保密 

為了保護參與本研究之相關人員的隱私，本研究對於所有師資生與相關人員乃以「化名」

或「代碼」的方式來代替師資生、學校及相關人員；在呈現研究成果時，將確認所有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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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皆已經過研究相關人員之同意，且避免過度描述研究相關人員不願透露之事情；於研究

結束之後，將當著所有研究相關人員刪除掉相關錄音及錄影檔，以避免資料外流。 

（三）幫助師資生透過本研究獲得教學知能之成長 

由於研究倫理的具體表現之一乃為幫助研究對象從研究中獲得成長，故本研究乃秉持此

一理念，於研究過程中，讓師資生透過參與者檢核的方式，一一檢視研究者所獲得的相關資

料，並藉由檢核相關資料而進一步檢視自己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協助師資生不斷反

省與精進教學專業知能。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師資生數學教學意象發展的影響  

在本課程實施前，大部分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以「教室如遊戲場或實驗室」與「教師

是引導者」為主。例如，在「教室如遊戲場或實驗室」方面，部份師資生說道：「可能是在教

室佈置上會有很多一些運用數學概念的東西的教具。比如說我的設想是，在教室後面的一個

區塊可以擺滿讓小朋友下課時可以自行去操作的一些數學的一些道具，或是數學像益智遊戲

的那種東西。」（B.I-2011/09/23）、「我覺得應該是有很多建構教學法的道具，如果只是一直講

的話，數學應該比較不好懂。可能就是要透過一些使用三角板、圓規等等，就是該要有的道

具都要有，就可以直接畫給學生看，或是三角形可以給一些紙上的東西，然後發下去給小朋

友實作；或像那種立體的小積木那種小道具。」（L.I-2011/11/16）、「因為感覺數學教學是要動

腦的，然後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可能就會在每個階段分配一些遊戲或是活動讓學生去思考，

就是比較建構式的，而不是老師一直講，就是老師應該一直丟問題給學生，讓學生去思考，

然後一步步建構出概念這樣。」（F.I-2011/11/18）。又如，在「教師是引導者」方面，部份師

資生說道：「教師是要比較引導者的角色，讓他們（學生）去發現那個概念，而且是比較活潑

和生活化的，不要只有在課本上面，是要跟生活實際上是有結合的。」（A.I-2011/11/18）、「老

師應該比較像輔助的角色吧，就是他不會是很傳統的，叫你把公式或數學概念背起來，他會

用引導你的方式，一步步把你的概念引導出來。」（K.I-2011/11/16）、「我覺得老師應該是引導

者的角色，老師就要去想那個問題，然後那個問題是很厲害的，就是要去把學生的答案引出

來，所以老師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輔助角色。」（D.I-2011/09/21）。 

在歷經第一階段集中實習與增能課程之後，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雖然未曾改變，但卻

變得益加清晰與細緻。在「教室如遊戲場或實驗室」此一教學意象方面，師資生除了認為教

室應該像遊戲場或實驗室一般能讓學生自由操作與玩弄之外，更認為在數學教室之中，教師

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務）帶進教室，讓學生透過活動和遊戲來習得相關數學概念。誠

如師資生 F 所說的：「我現在覺得，即便是在班上，也要用日常生活的東西來教數學，來引導

他們，而不要讓他們覺得數學只有發考卷算而已，還可以利用其他方法去解決。比如說這個

長度有多高，就不一定要用算的，可以天馬行空想辦法去量。你會覺得看起來他們好像都在

做活動，但其實這跟他們學的東西都有關係，不見得是照課本上的，但是一定都有關係，可

以去啟蒙他們的數學，像我以前在學數學好像就沒有這一塊。」（F.I-2012/04/27）。觀諸師資

生 F 的試教，研究者發現師資生 F 的確將學生的日常生活經驗帶進教學中，常喜歡運用學生

的生活例子進行講解。」（F.O-2012/04/13）。另外，部份師資生因為體認到現場教師因課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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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壓力，容易為了趕進度而直接講授，且忽略掉讓學生從活動或遊戲中探索數學的機會，

故更加認為需要適時地給予學生操作和觀察的機會。如師資生 B 所說的：「我覺得還是跟原

本想的差不多，就是要更多的觀念澄清和建構，然後適時的讓他們操作，不論是教具的操作，

或是一些實物的觀察，讓他們有一些量感和數感。因為我覺得現在國小數學教學…可能是真

的是有所謂的進度，那一個班級大概有 30 人其實也不少，那在這樣的壓力下，我覺得老師他

們還是以很傳統的講授方式，包括很直接的跟你說這個是甚麼，那小朋友就不太有思考，那

他們也真的就是做一題算一題，但是他們不一定了解。」（B.I-2012/05/18），或是師資生 H 所

說的：「我之前是想都用遊戲和活動讓學生摸索，那因為學校會有課程安排，有進度上的壓力，

那如果時間上允許，還是會安排活動讓學生去摸索；如果時間不夠的話，還是要有活動，只

是稍微減少一些，這樣學生才能真正徹底地理解。」（H.I-2012/04/25）。 

此外，在「教師是引導者」此一教學意象方面，師資生在歷經第一階段集中實習與增能

課程之後，因為看到他們的實習輔導老師多以引導的方式帶領學生學習，且不主動告訴學生

答案，而是由學生自行發現答案和找出錯誤，發現學生的學習效果頗佳，因而讓他們更加強

化此一教學意象。誠如師資生 A 所說的：「（我們老師）算是輔助的角色，他就是會讓學生上

台做，他也不會直接糾正，會說好像哪裡有做錯了，然後讓學生自己或其他同學去找出錯誤，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A.I-2012/04/27），或是師資生 K 所說的：「（我們老師）也是會用帶領

的方式，用題目把答案帶出來。比如會問說這裡要寫多少，就是會問他們，而不是直接講說

這個加這個等於多少；或他可能會問說這題原本有幾顆糖果，被誰拿走了幾顆，那是要用加

還減。就是老師在檢討考卷的時候，他還是會用問的方式讓學生把答案講出來，而不是他自

己就直接說這題答案是多少。」（K.I-2012/05/15）。實際觀諸師資生 K 的試教，的確發現她在

某些部份已開始學習其實習輔導教師的引導做法（K.O-2012/04/14）。 

在第二階段集中實習期間，研究者發現大部分的師資生亦秉持前述教學意象在進行數學

教學。例如，在「教室如遊戲場或實驗室」方面，多位師資生便認為這樣的那樣的教學方式

才會讓學生有興趣學習。正如師資生 B 與師資生 F 所說：「我真的發現，不論是什麼概念，

如果可以讓他們動動手做做看、觀察看看、想想看，他們就會比較有心想要去學，而且也會

比較容易瞭解。所以我越來越覺得（教室如遊戲場或實驗室）這樣的想法是蠻 OK 的。」

（B.I-2012/06/11）、「經過上次（第一階段）的實習之後，我體會到小孩就是想要自己去發現

原理原則，所以如果可以讓他們自己操作，應該就是最好的。」（F.I-2012/06/20）。又如，在

「教師是引導者」方面，許多師資生更加認為以引導的方式才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也才

有較好的教學效果，所以越來越懷抱那般的教學意象；再以師資生 B 與師資生 F 為例，他們

便認為其是和前一個教學意象關，所以當然也越來越那樣認為。「事實上，我讓他們動手操作，

就是在引導他們，讓他們自己發現概念之所在，而不是由我們直接把概念告訴他們，這樣他

們才會比較有動機去學，效果也會比較好。...這個就是和前面的那個（教室如遊戲場或實驗

室）想法是一樣的。」（B.I-2012/06/11）、「我發現讓他們自己去思考的教學方式，雖然比較花

時間，但是我真的感覺到孩子是比較有參與感的，也會想得比較深入，所以我真的越來越相

信應該以引導的方式來讓孩子思考數學觀念，而不是由老師來教他們所有的過程和答案。」

（F.I-2012/06/20）。  

在正式實習（全時的半年實習）期間，部分師資生（註：此時個案的身分已轉為「實習

生」，但為全文閱讀通順之故，仍稱為師資生；以下皆同）因為發現他們的輔導教師的教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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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教學意象）與其相同，所以前述教學意象愈加強化。例如，師資生 H 說道：「我們老師

對學生超 nice 的，他教數學很重視觀念溝通，常常會用一些教具來讓學生操作或討論，而我

發現學生在那樣的教學引導底下，都蠻投入的，所以上課蠻活潑的，（學生的）成績也很

好。...，可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我越來越認為以前的那些想法是正確的，我以後如果

自己當老師，也會繼續秉持那樣的觀念和教法。」（H.I-2012/12/23）。另外，亦有部分師資生

發現他們的輔導教師的教學理念（教學意象）與其未盡相同，而在反省之後，愈加堅定原有

的教學意象。師資生 A 便談到：「我們老師的（數學）教法算是很傳統的，也就是照課本講

解，不太重視讓孩子去建構或溝通什麼的；雖然孩子好像都聽得懂，但是就是感覺比較死氣

沉沉。看到那個樣子，反而會讓我警惕，就會讓我更加希望用我自己的想法去教。」

（A.I-2012/11/21）。總言之，大部分（超過三分之二）師資生的教學意象，在經由正式實習之

後，似乎顯得更加清晰。 

綜合言之，經由本課程的實施，大部分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雖未改變，但卻顯得更為

細緻，且持續到正式實習階段。 

 

二、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師資生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內涵發展的影響 

    經由本課程之實施，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雖未改變，但在「教育目標知識」、「學習者

知識」與「一般教學法知識」等內涵上，卻有明顯的發展（惟在「學科內容知識」、「課程發

展知識」與「情境知識」的發展上較不明顯），以下逐一說明。 

（一）教育目標知識 

    在本課程實施前，大部分師資生的教育目標主要是以生活化且實用的方式培養學生的數

學智能和邏輯思考的能力。在培養數學智能方面，大部分師資生的教育目標是要培養學生具

備主動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數學的能力。例如，部份師資生便提到： 

我覺得學生學數學應該是他們覺得很實用，這個東西（數學）他可以學了之後，利用這

個東西去達成某個目的，這個時候他們就會覺得數學對他們來說很有意義。（B.I- 

2011/09/23） 

    至於在培養學生具備邏輯思考的能力上，大部分師資生皆認為邏輯思考能力亦是學生學

習數學是相當重要的教育目標。例如，J 師資生便認為「數學算是滿基本且很常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像是買東西算錢這些。我覺得數學的概念還滿會影響到自己的邏輯的，所以如果數學

學的好，邏輯應該可以慢慢地加強起來。」（J.I-2011/09/23）。另外，部份師資生同樣認為在

小學階段，邏輯思考的重要性更甚於學科知識的學習，她提到自己過去不愉快的學習經驗。

例如，E 師資生便侃侃談道： 

學數學的目的應該就是要是日常生活中會用到的東西吧！像他們會自己去買東西，然後

要知道怎麼算數。還有像是邏輯、幾何圖形的東西可以讓他們多動動腦。因為我之前對

幾何圖形很不了解，國小又考那種智力測驗，那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看，老師也沒有說

明，就直接讓我們考智力測驗，然後我就考得很差，然後人家可能就覺得你是智力不好，

可是我覺得不能單方面的這樣去看。（E.I-2011/09/30） 

在第一階段實習時，部份師資生發現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為當今教育制度下不可避免的

教育目標之一，而反省與修正了實習前主張要培養學生具備數學智能和邏輯思考能力的教育

目標。例如，師資生 C 在事後的協同反省時，認為「當然培養他們的邏輯思考能力很重要，

可是考試也很重要，因為這個在我們的社會中真的沒有辦法避免，所以我就會想怎麼做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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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到兩方面」（C.I-2012/04/26）。又如，師資生 G 在第一階段集中實習時，在其省思日誌中

提出一些修正的看法： 

我覺得考試也可以培養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當然不能整天都在考試，但是可以從

考試的過程中，順便培養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這樣應該比較折衷吧。（G.D- 

2012/04/13） 

在第二階段實習時，許多師資生便將前述省思所得付諸實踐。例如，師資生 G 在試教時，

便將習作的題目設計成分組競賽遊戲，希望學生能從競賽活動中習得相關數學概念，「這樣也

可以兼顧到實際的考試需求，要不然（輔導）老師可能在我們回去之後還要重上一次。」 

（G.I-2012/06/11）。另外，師資生 C 所分享的觀點，也反應出不少師資生的想法： 

我都是盡量以融入（課本/考試內容）的（活潑）方式來提升學生的數學觀念和邏輯思考

能力，因為現實上不可能沒有考試或定期評量，所以我會開始注意學生考試的東西，然

後用一些比較有趣的活動來讓他們瞭解考試的東西。或許可以這樣說，其實考試的內容

也應該是能提升學生的數學觀念和邏輯思考能力的東西，而不是只有死記的東西。這樣

就能把理想和現實慢慢拉近了。（C.I- 2012/06/04） 

在正式實習期間，師資生的此種省思似乎亦跟隨著他們－－大部分師資生的數學教育目

標都是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亦即希望能提升學生的數學智能和邏輯思考能力，同時

也能兼顧學生的考試成績。關於此想法，師資生 D 的以下說法可說是最具代表性： 

    我覺得只要評量的內容夠活，就不怕老師所教的東西沒有辦法提升學生的數學概念和         

思考能力。所以，我覺得怎麼考試也是很重要的。...，實習快結束了，我越來越覺得數

學（教學）就是要培養學生具備將數學觀念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的培

養，如果我們可以在平常的教學中，還有考試的時候加以注意，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另

外，如果可以將學生的數學觀念提升上來，那他的成績也就上來了。所以，我覺得這些

都是很重要的。（D.I- 2012/12/26） 

綜合言之，經由本課程之實施，大部分師資生的教育目標雖未改變，但對於教育目標的

內涵，以及在實施的方式與策略上，已有更細緻的發展。 

（二）學習者知識 

    在本課程實施前，大部分師資生對學生的認識，大都認為學生喜歡透過活動與玩遊戲的

方式進行學習。就像師資生 D 所說的：「他們就是喜歡玩啊，如果有玩的東西，他們就會比

較有興趣」（D.I-2011/09/21），或是師資生 A 所說的：「我認為小孩子都喜歡玩遊戲，所以老

師如果把課程設計得可以讓學生去玩、去進行活動，那是最好的。」（A.I-2011/11/18）。在經

過第一階段集中實習與增能課程之後，大部分師資生仍然認為學生喜歡透過活動與玩遊戲的

方式進行學習，但也開始發現只要老師能有效組織教材，且運用電腦媒體將相關數學概念有

條理地呈現與講解，而讓學生輕鬆與有效學習，學生仍然會喜歡。以下即是部份師資生的想

法： 

    我發現學生不是只有想要玩而已，他們也是想要真正學到東西；如果沒有學到東西，而

只是好玩，我覺得學生也未必會喜歡。以前，我都只有認為學生應該就是想玩而已，根

本不會主動想去學東西，但是經過這一次的實習，我發現我以前的想法未必正確，而發

現到小孩子其實也喜歡獲得學習的成就感和滿足感，所以我開始覺得設計一個可以讓學

生很愉快學得知識的課程或活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A.I-2012/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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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們老師很常用電子白板來教學，她的東西都做得很清楚，所以孩子也都很喜歡，

覺得很容易懂。…，雖然我們老師不常讓孩子玩遊戲，或是透過活動去學習，但是我看

孩子也很喜歡她上課的樣子，我就慢慢在想，應該還是要讓學生學到東西才是最實在的，

這樣或許才是孩子們最想要的吧！（C.D-2012/04/12） 

在第二階段實習期間，研究者發現多數師資生已將前述省思之後的理解融入於教學中。

例如，師資生 A 和師資生 C 即將前述省思落實在試教過程中。在試教過程中，他們二人雖然

都設計一些活動，但都能將活動與數學概念緊密結合，「我就是要讓學生從活動中體會平行和

垂直的概念，這樣不但比較有趣，也會（學得）比較清楚」（A.I-2012/06/14）、「如果只是為

遊戲而遊戲，而沒有辦法讓學生學到東西，那樣久了之後，學生也會覺得不對勁。」

（C.I-2012/06/21）。 

在正式實習期間，大部分的師資生也都是以前述省思之後的想法在理解學生。例如，師

資生 H 在一次返校座談的心得分享中，提及她在這方面的心路歷程： 

    我以前都以為學生不喜歡讀書，只喜歡做活動或玩遊戲，但是上次在（集中）實習的時

候，我發現好像不是這樣子。基本上，學生如果沒有學到東西，而你還一直帶他玩，那

他最後也會覺得奇怪。我後來發現學生也是希望好好學到東西的，只是希望以一種輕鬆

的方式來進行，所以一直到現在，我在上數學的時候，都會想怎麼上才會讓他們覺得輕

鬆有趣，又可以學到東西。（H.O-2012/12/14）。 

在師資生 H 分享的同時，幾乎所有師資生都點頭認同。 

簡而言之，經由本課程之實施，大部分師資生對於學生喜歡的學習方式有了更深層的認

識，並能延續至正式實習期間。 

（三）一般教學法知識 

    1. 引起動機的方法 

在本課程實施之前，大部分師資生因持有「教室如遊戲場或實驗室」之教學意象，所以

在引起動機的方法上，乃偏向認為以透過實物、生活經驗、時事、玩遊戲或有趣的活動的方

式去進行；此誠如師資生所說的：「我可能會用像是時事之類的，比如說今天要教一些籃球的

命中率，最近剛好林書豪很紅，就可以跟他們說我們來算林書豪投球的命中率這些，來引起

他們的興趣。」（喬）。因此，許多師資生在第一階段實習期間，常用實物或有趣的活動來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例如，L 師資生說道： 

如果是要教面積那個單元，就要拿出實物，就像是拿出一個盒子，然後再拿出一隻動物，

然後說動物是站在邊界上，還是站在四方形的周內或周外這樣，就是也是類似給實際的

東西，讓他們感到有興趣，然後就有興趣想要了解這堂課主要是要教甚麼。

（L.I-2011/11/16） 

經過第一階段的實習與增能課程後，師資生發現更多元化引起動機的方法──除了更加認

同透過實物、生活經驗、時事、玩遊戲或有趣的活動的方法來引起動機之外，部分師資生亦

認為製造讓學生覺得概念衝突的情境，也是引起學生動機及吸引其注意力的好方法。例如，

B 師資生和 G 師資生分享他的一些想法： 

以前，我都認為要讓學生玩活動，才能引發他們的興趣，不過，我發現我們老師在教學

的時候，會偶爾用一些讓學生覺得衝突矛盾的概念讓學生思考，我覺得這一個方法很不

錯；雖然它不會讓學生覺得很好玩，但是學生好像都很投入，就是會感到有趣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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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2012/05/11） 

    我看了我們老師的做法以後，我也嘗試學習，耶～，我真的覺得學生好像都會因為一時

搞混而特別覺得有趣，就會比較想要弄清楚，就比較有學習動機。（G.I-2011/05/17） 

在第二階段實習期間，研究者發現多數師資生除了仍透過實物、生活經驗、時事、玩遊

戲或有趣的活動的方式以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外，亦偶爾運用前述省思心得進行引起動機活

動。例如，研究者統計師資生在該階段的數學教案中所寫的引起動機方式，便有三分之二的

師資生是透過實物、生活經驗、時事、玩遊戲或有趣的活動的方式進行引起學習動機活動，

另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是以製造讓學生覺得概念衝突的情境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 

在正式實習期間，大部分的師資生發現他們的實習輔導教師大多沒有引起學習動機的活

動，僅有少部分師資生發現他們的實習輔導教師重視引起學習動機的活動。這些少部分師資

生在這實習期間，更加深他們之前所建立起來的引起動機知識，例如師資生 F 便說道：「我發

現用那樣的方式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真的還不錯，學生真的會比較有興趣，...這讓我更

相信在上課之前，就應該要用那些方式來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F.I-2012/ 11/03）。至

於發現實習輔導教師大多沒有進行引起學習動機活動的師資生，則因發現學生學習效果欠

佳，而亦進一步省思與強化他們之前的想法。誠如師資生 A 所便到的：「我們老師的（數學）

教法算是很傳統的，...看到那個樣子，反而會讓我警惕，就會讓我更加希望用我自己的想法

去教。」（A.I-2012/11/21），或是師資生 E 所說的：「我看在眼裡，反省在心裡！所以當我上

去教課時，就會帶一下引起動機，結果學生的反應就很熱烈，這讓我更堅信我的想法。」

（E.I-2012/11/27）。 

綜合言之，個案師資生在經由本課程的洗禮，其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的方法，除了保有原

來以玩遊戲或進行有趣活動的想法以外，部份個案師資生也開始認為製造讓學生覺得概念衝

突的情境，也是引起學生動機及吸引其注意力的好方法。這樣的想法，再經由正式實習期間

的反省而更加深。 

2. 為學生複習舊經驗的方法 

在本課程實施之前，大部分師資生認為幫學生複習舊經驗的方法，就是觀看學生在前一

單元學過什麼概念，然後在進行新單元教學時，再幫學生複習一下即可。「應該就是把前一節

上過的東西再複習一下吧！」（F.I-2011/11/18）、「我覺得就是再幫小朋友溫習上一次學過的重

要概念，不要很快就忘記。」（J.I-2011/09/23）。然而，在第一階段實習過程中，部份師資生

發現實習輔導老師幫學生複習舊經驗的方法異於他們的想法，「我看我們老師是幫學生複習和

單元進度有關的之前概念，而不一定是上一次教過的東西」（F.I-2009/04/27）、「我認為我們老

師的方法很棒，就是複習現在要教的這個單元的前一個舊經驗，這樣學生才能用舊經驗來連

結新概念」（A.I-2012/04/27）──部份師資生在增能課程的反省活動中如是說道。 

在第二階段集中實習期間，經研究者觀察統計，共有 10 位（63%）師資生在為學生複習

舊經驗時，已能把握前述省思所得進行教學。至於在正式實習期間，大部分的師資生仍沿用

此方法，並越來越感覺其重要性，正如師資生 F 所說的：「我最近在準備教檢（按：係指教師

資格檢定考試），讀到 Ausubel 的有意義學習，再加上我真的發現幫學生複習舊經驗的重要性，

所以就越來越覺得這方面的重要性。」（F.I-2012/10/25）。 

簡言之，經過本課程的實施，部份師資生已經較了解幫學生複習舊經驗的做法並非是為

學生溫習前一次的教學內容，而是要為學生複習所要教學的新概念之舊經驗（舊概念）。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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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正式實習期間的實際驗證，又更加強化此一知識。 

3. 進行概念探究教學的方法 

在本課程實施之前，許多師資生認為在以玩遊戲或有趣的活動來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

後，應採活動式的教學方法來引導學生針對教學主題進行探究。例如，A 師資生表示：「如果

是比較低年級的話，剛開始可能會讓學生用猜的去引導和瞭解今天要上的是甚麼，之後大部

分還是用活動來帶。像是畫圓，老師可能拿著圓規先讓小朋友去猜，然後再讓小朋友去畫，

去了解圓規甚麼地方是要固定的，甚麼地方是要畫圓的，讓他們摸索之後再作補充，那在課

程結束之前，會統整今天所教過的，會做個比較大的活動這樣。那如果是比較高年級的話，

如果說學到面積的話，就會先給他們透過遊戲來了解基本概念。」（A.I-2011/11/18）。又如，

D 師資生亦曾表示過：「譬如說，我會盡量在教乘法的時候玩一些遊戲，當然最基本的是你必

須要先把它背熟這樣，那從開始教他們九九乘法表的時候，我可能比如說今天教了 2 和 3 的，

那我就說你們回家就複習這個，然後明天來我們就玩遊戲。比如說，我會用傳球，然後傳到

誰，誰手上拿著球就要回答這個問題…用比較遊戲的方式來教學，我覺得他們可能比較能夠

接受。」（D.I-2011/09/21）。 

經過第一階段的實習與增能課程後，師生進行協同省思時，研究者發現部份師資生對於

進行概念探究教學的想法，已有一些修正；即如部份師資生在「學習者知識」方面的轉變一

樣，他們逐漸改變認為讓學生進行有趣的活動，才能引導學生主動探究與學習的想法，而認

為只要老師能有效組織教材，且運用電腦媒體將相關數學概念有條理地呈現與講解，而讓學

生輕鬆與有效學習，學生仍然會喜歡；此誠如個案師資生 A 所曾說過的：「我發現學生不是

只有想要玩而已，他們也是想要真正學到東西；如果沒有學到東西，而只是好玩，我覺得學

生也未必會喜歡」（A.I-2012/04/26），或是個案師資生 C 所曾經反省過的：「我看我們老師很

常用電子白板來教學，她的東西都做得很清楚，所以孩子也都很喜歡，覺得很容易懂。…，

雖然我們老師不常讓孩子玩遊戲，或是透過活動去學習，但是我看孩子也很喜歡她上課的樣

子，我就慢慢在想，應該還是要讓學生學到東西才是最實在的，這樣或許才是孩子們最想要

的吧！」（C.D-2012/04/19）。 

    在第二階段集中實習期間，研究者發現多數師資生仍重視有趣活動的設計，但部分師資

生在活動進行時，會輔以 PPT（或於黑板上）講解概念的發展，以使學生更有效習得數學完

整概念。就像師資生 A 所說的：「我雖然重視活動的進行，但那是為了幫助學生更能理解概

念用的，所以不能說已經做了活動就不重視概念的講解，反而要更有效呈現教材，這樣學生

才能輕鬆學習。」（A.I-2012/06/21）。 

    在正式實習期間，大部分師資生已越來越能體會讓學生輕鬆理解概念甚於讓學生玩遊戲

或進行活動的重要性。誠如師資生 F 所說的：「經過老師您帶我們（進行二階段集中）實習以

後，我就對這個議題比較敏感。現在如果有機會上台教數學，我都會先思考學生是如何吸收

新概念的，那我要如何呈現教材才能讓他比較容易瞭解，而已經不會先想到要玩什麼遊戲了。」

（F.I-2012/10/25）。 

  綜而言之，師資生經由本課程的洗禮之後，使他們原有的一般教學法知識獲得反省與澄

清，且經由正式實習期間的不斷省思與驗證，又更加強化此一知識。 

 

三、綜合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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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課程雖未讓個案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產生改變，但卻使他們的數學教學意象變

得益加清晰與細緻 

從前述研究發現中可知，大部分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教室如遊戲場或實驗室」與「教

師是引導者」）在經由本課程的實施之後，並未改變其性質，但經由反省、澄清與再度驗證之

後，使師資生考量更多細節（亦即精進數學教學實務知識內涵），而使教學意象變得更加細緻。

另外，由於這些教學意象經由二階段集中實習及正式實習的驗證皆獲得正面的回饋，而使師

資生更加珍視與堅信這些教學意象，亦即使這些教學意象更加清晰。如此的研究結果與相關

研究（陳國泰，2011；MacGillivray & Freppon, 2000）的研究發現類似，皆發現師資生或實習

教師的教學意象甚為固著、不易改變，但在經由反省取向的課程予以輔導之後，則可以使其

有更深的體會，亦即使其益加清晰與細緻，而促使教學實務知識內涵進一步發展。 

（二）本課程雖未改變個案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但卻影響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相關內

涵的發展 

從前述研究發現中可知，雖然本課程未改變個案師資生實務知識的上層結構（包括「教

室如遊戲場或實驗室」與「教師是引導者」二個教學意象），但卻影響師資生在數學教學目標

知識、學習者知識及一般教學法知識等實務知識相關內涵的發展。本課程之所以有效促進師

資生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內涵的發展，主因可能有二。第一、「反省性的增能課程」（例如：

反省札記的書寫、師資生與研究者的協同反省活動、第一、二階段集中實習之教學經驗分享

及協同省思）提供師資生重新調整認知與加入新觀點的機會，進而造成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發

展的契機。這樣的研究發現，與實施反省性師資培育課程的相關研究（如：林碧珍，2002；

李源順和林福來，2003，陳彥廷、康木村和柳賢，2010；陳國泰，2011；Corcoran & Leahy, 2003; 

Colton & Sparks-Langer, 1993; Kim & Choy, 2008; Shin, 2006）發現大致相仿，皆肯定反省性培

育課程具有協助師資生針對其所擁有的教學相關知識進行反思，藉以修正及精進教學相關知

識的功能。 

第二、「二階段」的實習課程讓師資生有機會驗證省思所得，而使剛剛發展出來的實務知

識進一步強化，亦即讓前述實務知識發展的「契機」得以「體現」。從本研究中發現，許多師

資生的實務知識經由第一階段集中實習之後，皆開始反省與澄清而獲得啟示，並於第二階段

集中實習加以驗證；而在獲得正面成效之後，乃進一步強化該實務知識。此種情況，在類似

的研究中（周水珍，2003；張明麗，1995；陳國泰，2011；Shin, 2006）亦曾發現。至於第二

階段實習之所以具有前述功能，乃因其能提供師資生於短時間內透過類似的教學情境，使其

重新面對類似的教學問題，並落實反省結果的機會（周水珍，2003；陳國泰，2011；Shin, 2006）。

目前各校集中實習的實施方式，大都是二週到四週的時間連續進行，缺乏給予師資生透過教

學經驗的省思和批判，進而調整自己下一個階段的教學心態、計畫及策略的時間；此外，也

缺乏給予師資生經歷實習階段之教學理論與實務辯證後，再回教學現場去驗證的機會。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雖未讓個案師資生的數學教學意象產生改變，但卻使

他們的數學教學意象變得益加清晰與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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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雖未改變個案師資生的教學意象，但卻影響師資生的

數學教學目標知識、學習者知識及一般教學法知識等實務知識內涵的發展；亦即本研究所進

行的「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於國小師資生的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的發展，實已

造成某些程度的正面影響。 

 

二、建議 

    本研究所設計的反省取向的二階段集中實習課程，對於國小個案師資生的數學教學實務

知識發展確有助益，據此建議相關師資培育者在設計集中實習課程時，亦能兼採「反省取向」

與「分段實施」的方式，並在第一、二階段集中實習之間，安排反省取向的增能課程，以有

效促進師資生數學教學實務知識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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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代課程改革之研究對於學童的推理能力相當重視，NCTM(2000)指出推理和證明是數學的基

礎，而且每個年級的所有數學領域都應該有系統發展學童之推理。我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

領域中，連結的能力指標也包含了推理能力。除此之外，國內外研究者亦強調推理的重要性。王文

科（1989）亦指出，數理推理是解決數學問題所必需的能力，要解決數理問題，沒有數理推理是無

法達成的。Russell(1999)認為，推理是學童數學學習的核心，用以理解數學概念，並運用於解決問

題，是數學學習的主要目標。Ball 和 Bass(2003)提出推理之所以重要的理由有三，第一是數學理解

若沒有強調推理，那麼這是沒有意義的。第二，推理是應用數學的基礎。第三是透過推理能重建被

遺忘的知識。由此可知，推理能力對於學童數學學習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種能力和技巧。 

雖然，許多課程及研究者均強調推理對數學學習的重要性，但我國小學之數學課程卻沒有說明

如何培養學生的推理能力。從數學教育研究與文件中發現，幫助學生發展數學推理的策略，其中一

項是建立規範(norm)。NCTM(2000)推理與證明的過程標準中，強調教師應該建立課室數學推理的

規範來幫助學生發展推理歷程(p59)。Ball 和 Bass(2003)亦認為，推理不僅僅是個人的實踐，還包含

一組集體的規範。雖然 Yackel 和 Cobb(1996)曾對課室文化中社會數學規範加以探討，並發現社會

數學規範有助於學童數學的學習以及智力自主性的發展，但很少研究針對課室之推理規範加以探

討，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將探討教師如何發展推理規範和此規範對學童數學學習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推理的本質 

Rosser(1994)認為推理是從舊資料中引出新訊息的思考歷程，個體需要根據系統性的原則，在

已知之間建立特殊關係。而推理能力是指個體擁有使用邏輯規則及先前所學之經驗運用至新情境的

能力。李丹（1989）認為推理是由一個判斷或多個判斷推演出另一新的判斷的思維過程。因此推理

不僅僅是個體探索數學的新關係，並且是了解數學知識產生合理性的認知歷程。 

然而，許多研究者指出推理歷程不但是個體認知歷程，而且亦是社會性認知歷程。Simon 和

Blume(1996)提出，證明活動是數學社群中決定數學有效性和發展數學理解的社會性認知與個體認

知之過程。驗證一個想法是否有效的判準，必須從社群中大家分享的知識為出發點，而且這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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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合乎社群先前建立的知識。而推理過程亦為社群可接受的過程。 

Ball 和 Bass(2003)認為推理是在特定領域中建立新知識與評價其有效性的過程，且這些過程是

該領域的成員可接受的。 

由此可知，推理是依據原本的已知事實，用此當做基礎來產生新知識，並可用邏輯性的推理過

程來評鑑知識的有效性，而此推理所使用的知識與過程必須是社群中成員大家可接受，所產生的結

果才能被認可。 

然而，當社群中的個人之不同推理認知歷程如何發展成為社群可接受的推理過程呢？本文將發

展推理規範，藉此統整（coordinate）個人推理認知和課室群體之社會性推理認知。以下將介紹推理

規範之發展和其理論基礎。 

 

二、推理規範之理論基礎 

本研究之理論基礎是延伸Cobb和Yackel(1996)所提出的浮現觀點理論（emergent perspective）。

浮現觀點理論是企圖統整個人活動與集體活動，調和心理建構主義（psychological constructivism）

以及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 approaches），闡述個人之理解透過社會互動形成大家的共識，而

群體的產出能內化到個體之思考，並作為培養學童的社會性自主和智力自主性之主要理論基礎。以

下將由個人認知、社會文化認知及浮現觀點來說明推理規範之理論基礎。 

(一)個人認知心理學 

認知心理學之第一個假設為知識是被建構的，且有結構性地存在於人類心理。第二個假設是個

人對於周遭世界的知識結構和表徵及個人知覺、思考和行動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Putnam, Lampert 

& Peterson, 1990)。學習者之思考直接受其知識的影響，其思考亦引導學習者的行動。學習包含將

新的訊息和已存在的知識有系統地加以連結；換言之，教學將促進某些連結，即是幫助學習者去關

連既有的知識和新知識。學習就是獲得一些有系統的知識結構（皮亞傑稱它為基模 schemata）和認

知技巧。 

（二）社會認知理論 

雖然皮亞傑曾提到社會互動是影響個人認知發展面的重要因素，但社會面仍是附屬於個人認知

發展之客體。Vygotsky(1978)認為社會文化是促進學習者認知發展的主體，採用「文化歷史法」

（Cultural-historical approach）或「社會文化法」（Socio-cultural approach）之觀點來探討人類的認

知發展，他認為人類高層次的心理功能（如：知覺、注意、語言與認知）是起源於外在社會的互動

過程，而終至內化個體心理層次的歷程。 

依據魏考斯基之說法，社會互動是認知發展中重要之觸媒機制，魏考斯基提出於社會互動中「潛

在發展區」被創造出來。「潛在發展區」是指個體自己能獨立解決問題之實際發展水準，與專家指

導下或能力較好之同儕合作下，而能解決問題之潛在發展水準間的差距(Vygotsky, 1978)，過去許多

研究以魏氏「潛在發展」之看法對新手和老手之互動進行研究(Rogoff, 1990; Rogoff & Gardner, 1984; 

Saxe, Gearnart & Guberman, 1987; Wood, Bruner & Ross, 1976)。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學習者解決問題

的過程中，受到有經驗者適當的提供協助和引導所完成的目標比他們自己獨立完成的層次更高更複

雜。就教學而言，「潛在發展區」是個體認知發展的核心地區，它是師生及學童同儕間交互作用的

區域，是師生和學童間觀點交換之區域，這是學童真正學習的區域，也是教學的基礎。在此區域中

學習者合作解題，並且由一些老手（教師或能力較高的學習者）給予新手（認知層次較低或能力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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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學習者）適當的協助和帶領，使學習者自己所建構的「原始概念」慢慢演化為一般較正式的「科

學概念」，此乃是社會文化涵化過程（enculturalization）。 

總而言之，皮亞傑較重視個人主動建構知識和個人認知發展的歷程，但亦認為社會互動是影響

個人認知發展的重要因素；魏考斯基則認為社會互動是學習者認知發展學習過程中之重點，但其目

標亦在促進學習者思考層次之提昇。依 Rogoff(1990)之看法，學習者之個人認知層面和社會認知層

面兩者不是那一個為主體或客體，而是兩者對學習者之學習都是具有相同重要地位。 

學習者之學習除了個人主動建構教學知識和社會互動以促進認知發展外，另外一項因素需考慮

整個真實活動中（Authentic Activities）文化活動情境脈絡之文化涵化。不同社群在不同的真實文化

活動中建構了不同的實踐知識，一般而言，愈專業不同的社群其認知分享的可能性愈低。數學社群

之真實文化活動是合乎社群可接受之推理歷程之論證活動，而許多學者亦提出應在課室建立類似數

學家社群之數學探究活動。 

（三）浮現觀點 

為了統整個人認知和社會認知，Cobb 和 Yackel(1996)提出浮現之觀點（emergent perspective），

此學習理論是發展課室討論文化以培養學童的社會性自主和智力自主性為主要理論基礎。von 

Glasersfeld(1987, 1991)以皮亞傑的觀點為基礎，並強調建構知識的「存活」（viability）觀點。von 

Glasersfeld(1992)引用且延伸皮亞傑的調適主義將知識視為感覺動作和概念運作在知識者的經驗

中，被證明可存活（P.380）。因此真理（Truths）將被存活模式取代，並且存活經常和目標的選擇

有關。雖然 von Glasersfeld(1989, P.136)的學習定義為自我組織，但他很小心的澄清這種建構的活

動，可發生在知識個體和一個社群的其他成員之互動上。他強調認知衝突最經常發生在發展認知主

體和其他人之互動上。換言之，學習不僅僅是社會性，亦和他人互動可作為自主性概念發展的催化

劑，並且學習的結果，在社會不斷的互動下，可逐漸增加識知（Knowing）的複雜方式。 

社會文化認知之觀點，以 Bauersfeld 等人(1988) 所提的符號互動論為主。Cobb(2000)認為 

Bauersfeld 等人(1988)的互動觀點和 von Glasersfeld 的建構心理觀點可互補，兩者均視溝通是一種相

互調適的過程，在此個案藉由連續地修飾及其解釋而達成磋商意義，只不過 von Glasersfeld 所關心

的是在個體其識知方式的建構，而 Bauersfeld 等人強調的是學習被描述為社會意義和模式，透過社

會互動中意義磋商的主體再建構（the subjective & reconstruction），在說明此主體再建構時，他強調

課室文化下師生互動的組織。Bauersfeld 等人引用互動論者之隱喻且描述磋商是一種相互調適的過

程，其間教師和學生相互建立彼此活動中的期望和他們自己活動所需應盡的義務(Cobb & Bauersfeld, 

1995; Voigt,1995)， Bauersfeld 等人認為教室微觀文化是一種浮現現象（emerging phenomenon）。換

言之，教師和學生在互動的歷程中共同結合去組織教室規範和實踐。Cobb, Yackel 和 Woof(1989)

和 Bauersfeld 等人均提到，相容的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Social constructivism）他認為個別學生似

乎主動貢獻於課室數學實踐的演化，而且課室數學實踐（Classroom mathematical practices），同時亦

增能且限制學生個別的數學活動。換言之，學生數學活動和課室文化是具有反身性。從這樣反身性

的觀點，只單從學生個別的數學推理或從教室微觀文化一面，是無法充分說明其一而沒有同時考慮

二者。基於此觀點 Cobb 和 Yackel(1996)更進一步提出一個解釋架構（如表一）來說明在社會情境

脈絡下學習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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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分析個體和集體活動的詮釋架構（Cobb & Yackel,1996） 

社會觀點 心理學觀點 

課室社會規範 

（Classroom social norms） 

對自己角色、他人角色和數學活動一般

本質等的信仰 

社會數學規範 

（Sociomathenatical norms） 
數學的信仰和價值 

課室數學實踐 

（Classroom mathematical practice） 
數學概念和活動 

 

    此架構很明顯的統合教室活動中兩種不同理論的概念。社會觀點是視自治體和集體的課室過程

之互動主義的觀念；而心理觀點是視個別學生（或教師）的活動，當他們參與和有助於這個自治體

過程發展的建構主義觀點。Cobb 和 Bauersfeld(1995)將統合互動主義和心理的建構主義作為社會建

構主義的詮釋，他們將之稱為浮現方法（the emergent approach）或浮現觀點（the emergent 

perspective）。社會規範是用於說明教室教學的結構。這種規範利用於其他學科領域並非只用於數

學。例如，理想上，在課室中學生被期望挑戰其他人想法，或解釋和證明其想法，在科學和語文科

上亦可用。而社會數學規範是指針對學生數學活動中數學討論所形成的規範，其具有數學意義內涵

之特殊性。例如，蔡文煥（2004）研究中發現數學規範之一，是指學生在解釋其解法時，必須要回

到問題之題目情境中說明，否則只把作法的算式唸一遍是不被班上同學接受的。而在 Yackel 和

Cobb(1996)中提到什麼被視為是對數學地不同性、數學地複雜性和數學地有效性等均為社會數學規

範。這些規範同時影響個人對數學的信仰與價值，反之，個人認知就促進規範的發展。 

課室數學實踐是用來描述一個課室社群和個別學童之數學發展。換言之，某些數學概念和活動

在此課室之社群中以不言自明，大家均認為是理所當然而無需再加以證明，或一些過程上大家視為

合理的，如此的數學概念和活動稱為此課室數學實踐。在課室社會規範和社會數學規範之發展基礎

下，課室數學實踐逐漸已發展出來，而成為課室之數學學習之文化活動。當學生重新組織他們個別

的數學活動時，他們主動助益於課室數學實踐的發展。反之，這種重新組織會因學生參與數學的實

踐而受限制和增能。 

 

（四）推理活動的詮釋架構 

 

蔡文煥(Tsai, 2005)基於前面之研究資料分析中，發現學童之社會數學規範，例如說明規範、解

法之分類規範等等，均隱含推理歷程，但教師並沒有將學生之推理歷程公開明顯化，使之成為課室

數學概念和活動實踐，但推理是學童重要發展的重要能力之一，因此蔡文煥延伸 Cobb 等學者之社

會數學規範為推理規範之發展，來統整個人之推理認知歷程和課室社群推理認知歷程如表二。換言

之，什麼是被視為課室社群可接受的推理歷程，即為推理規範。如同 Yackel 和 Cobb(1996)之研究

一樣，此推理規範是建築在學童之實際推理之經驗上，並透過課室社群成員（含老師）共同討論、

磋商而形成課室社群可接受的說明歷程。由於 Cobb 等人之研究，發現社會數學規範對學童之數學

之不同性、精緻性和有效性之判準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亦預測推理規範之發展對學童的推

理歷程有影響。這就是本文要探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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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分析個體和集體推理活動的詮釋架構（Tsai, 2005） 

社會觀點 心理學觀點 

課室社會規範 
對自己角色、他人角色和數學活動一般本

質等的信仰 

社會數學推理規範 對數學的推理信仰和價值 

課室數學推理實踐 數學概念和活動 

 

 

三、文化認知學習理論 

本研究之學習教學理論基礎重點在於學習者之涵化過程之探討，其理論基礎植基於情境認知學

習理論並整合了認知心理學和社會認知理論。(如圖 1) 

 

 

 

 

 

 

Piaget 維度                                   Vygotsky 維度 

 

 

 

 

 

 

 

 

圖-1：文化學習理論（Tsai，2004） 

 

知識是脈絡地情境化，且深受活動、脈絡和文化之下如何使用而有所影響(Brown, Collins & 

Duguid, 1989)。Brown 等人（1989）將概念知識比喻為一組工具，必須透過在真實文化活動下使用

才能完全瞭解工具之特徵。Brown 等人（1989）批評學習者只獲得一些技巧，解決一些例行性問題，

及背誦一些去除情境化的規則和理論，而不知如何使用它。人們應主動地使用工具而非只獲得它，

當人們不斷地在其周遭環境使用工具，則對其所使用工具的周遭世界會更瞭解，且對工具本身的特

性亦會更清楚。初任教師往昔雖有一些學習數學之經驗和技巧，且在大學學程修習一些相關教學課

程和理論，但真正於教室的真實教學活動中有時卻不知道如何使用。 

 

Brown 等人（1989）強調活動、概念和文化是三面一體的，不可能只瞭解其一而不知其二，學

情境學習維度 

學習者能如老手般獨立

工作與有經驗分享經驗

逐漸進入社群核心參與 

          

在真實文化活動中發展建構解決 

各種不同情境的實踐知識 自主性 

涵化過程 

學習環境之 

近側發展區 

涵化過程 

在特定真實文化活

動所形式的規範中

建構發展實踐知識 他律性 受有經驗的人引導協助和

同儕互動及觀點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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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必須包含三者；換言之，文化和活動中工具的使用一起決定了人們瞭解周遭世界的形式。同樣地，

周遭世界呈獻給他們的樣式，也決定了工具和世界的文化理解。一位學習者如果想真正獲得工具並

知道如何使用它，必須進入此工具使用相關的教學真實文化活動中，從觀摩、練習與專家討論，逐

漸成為此教學社群的一員，此獲得知識的過程，稱為文化涵化過程（a process of enculturalization）。 

Lave 和 Wenger（1991）曾提出在一社群的文化活動中，一位生手逐漸由「合法之周邊參與」

到「核心參與」而變為專家之過程是一種情境學習的涵化過程，學習者有機會（權力）觀察、犯錯、

學習和專家觀點交換之互動，專家需有義務提供示範、鷹架等，幫助學習者成長。此時學習者被視

為 「完整的人」（the whole person），學習者須自己解決問題，自己是問題的決策者，且由自己判

斷是非。換言之，即是智力自主性之養成；另外，在此活動中學習如何於此文化活動中尊重別人之

想法，有機會和別人溝通討論，此種社會性地分享認知均對個人認知發展有相當程度之影響。文化

基礎學習理論，意指人們連續參與真實的文化活動，由於知識的連續使用，進而對文化更能深入瞭

解，文化之瞭解相對地促使文化活動進行更精緻化，由於文化活動精緻化之提升進而促進學習者知

識的更深入瞭解；換言之，它是一種文化；另一方面，由於社群各成員對文化瞭解的加深、加廣，

更能培養群體共同合作解決實際問題的文化。因此，社群對知識之理解發展和文化活動進行之精緻

化是相依相行的，事實上在學習涵化過程中，不但在培養個人之問題解決能力、創造力、洞察力、

評析能力；同樣地，亦在培養社群合作、溝通、磋商及尊重別人想法之社群之規範之養成。 

總而言之，依據新皮亞傑之觀點，社會互動僅作為本體自主認知發展的觸媒劑，而非發展的核

心部份；同樣地，Vygotsky 學派的觀點，傾向於將個人認知附屬在社會關係之間，學習者的學習最

初是人與人間之社會面，然後才慢慢內化為個人之心理功能的個人面(Vygotsky, 1978)。最近許多學

者強調此雙方面的論點不是附屬關係，而是具有等同重要性，個人之認知結構在個人面

（intrapersonal）和社會面（interpersonal）於真實的文化活動中來來往往的比對、分析、評析、分

類和磋商、分享中逐漸地演化成長。 

  學習理論是建立在情境學習理論之下並整合了 Piaget 和 Vygotsky 的理論（如圖 1），簡稱文化

學習理論。文化學習理論需有認知分享之社群，其在真實學習活動中建構各種之實踐知識並相互討

論分享。由皮亞傑之發展而言，學習者更需要較有經驗的專業人士提供學習環境並給予適當鷹架或

引導，逐漸培養其學習之自主性（Coaching、Modeling、Fending）。有經驗者雖然需要較少的協助，

但仍需要和一些專業伙伴共同討論合作才能解決某些專業上的特殊問題，這些認知分享無法抽離真

實的情境而須基於真實的課室之學習活動。 

此學習社群需藉由真實教學的活動之社會認知分享而產生了此社群的學習文化，其包含學習態

度、信仰和價值觀。對 Cole（1991）而言，文化是個人和社會的結合點。當新手進入此社群時，其

共同參與真實的學習活動的社會認知分享，除了建構一些知識和技巧外，其學習態度、信仰和價值

觀亦逐漸進入專業社群之文化涵化過程（the encultration）。 

事實上，文化學習理論是修改至早期研究者博士論文之所發展的理論（Tsai,1996 P.29），而其

最大的差異是在真實文化活動中融入 Cobb 和 Yackel（1996）之學習觀點。這亦有別於情境學習理

論之自然真實文化活動中涵化的觀點，其差異之一是包含了在特定的真實文化活動意圖去建立一些

規範，而支撐學習者逐漸進入真實文化活動的實踐，此理論在前幾年研究是以課室學生討論文化並

強調社會規範和社會數學規範之發展為主體說明，因此在課室討論的活動中，在小組討論時，同才

之間的互動，安排異質性之分享，透過社會規範之發展，而形成如何傾聽、如何從他人之立場去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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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等均是促進所謂學童「潛在發展區」之發展。而在全班討論時，需要有經驗的老手互動（有

解題經驗的學童和老師），以及老師之引導，因而慢慢建立社會數學規範，幫助學童形成判準社會

數學規範去決定如何說明其解題會比較清楚，了解一個問題有幾種解題方法且哪一種方法比較有

效，以及什麼是被大家可接受合理的推理過程和緣由。依據 Cobb 和 Yackle 之看法，這些規範之發

展均會影響學童之對自己的角色，他人角色和數學活動本質之信仰，以及對數學的信仰和價值，進

而發展其課室之數學實踐。本計畫將以推理規範之發展為研究目的。 

 

因此，本研究主要有三個： 

一、探討課室推理規範發展的歷程。 

二、探討推理規範之發展對學童推理歷程的影響為何？ 

三、探討推理規範發展對學童數學學習之影響為何？ 

 

參. 研究方法 

本計畫是配合九年一貫之數學教學之注意事項強調教師之專業發展及培養教室討論溝通之教

學規範和學習規範之文化。為達成此目標，一個協同成長團體由二位教育大學教授、四位六年級國

小教師和一些碩士班研究生共同組成一個數學教學專業成長討論團體，此四位教師經校長同意從四

年級帶到六年級。每星期三早上會有二節課之教室觀察，學校亦同意將六年級的第三節和第四節安

排其他科任上課，好讓其他參與計畫教師能進行教師觀察。全部人員會參加某位老師的教學且紀錄

學生個別解題和全班討論的情形，以便下午進行討論。每次所討論的議題或共識，每位教師想辦法

或試驗教學並在下次提供教學經驗分享；因此每次教學討論均會基於教學事件提出主要教學議題，

經由討論溝通而產生一些論點，再經老師之教學的檢驗修正，如此反覆不斷而逐漸形成教師有用的

教學知識。另外每位教師在教學觀摩後須觀看其教學錄影帶，依討論會議所討論的論點或教師自身

的看法，撰寫反省日記，作為檢視自己成長的探討。 

每位教學觀摩之教師均有二位參與研究生負責錄影並紀錄小組討論情形、鎖定之觀察之學生討

論小組，除記錄解法外亦用錄音筆放在桌上給予小組討論錄音，其他參與教學觀摩之教師亦須作記

錄（含學生討論之過程）且在下午討論會議時提出看法，研究生亦參與討論會議，並錄音。 

因此資料收集包含：教學觀摩之錄影、場地觀察記錄、會議討論之錄音記錄、教師之反省日記、

學生之作品等；錄影帶及錄音帶均打成逐字稿並加以分析，本研究是居於質性研究法（Strauss, & 

Corbin, 1998），由實際協同成長的互動去探討教師專業成長透過培養教室溝通討論文化和發展學生

智力自主性，質化研究的編碼過程是研究者閱讀語料多次以後，經分類整理而賦予資料意義化的過

程，其包含三階段的編碼：開放性編碼、主軸編碼和選擇性編碼。 

1、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將資料分解、檢視、比較、概念和類目化的過程。 

2、主軸編碼（axial coding）：在開放性編碼後，形成暫時性編碼系統，藉由分析現象的條件、脈絡、

行動/互動的策略與結果，將資料又加以組織起來的過程。 

3、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依據主軸編碼，選擇一核心類目，有系統地說明及檢證主要類

目與其他類目間的關係，及填滿未來需要補充或開發的類目之過程。 

因此研究者將語料逐句分析，因而歸類出「老師教學行為編碼系統」、「學生學習行為編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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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小組討論行為編碼系統」及「班級討論行為編碼系統」等四項分類編碼系統，為了登錄方便，

每一系統中的小類別將以英文代號代表，而這樣的結果將有助於之後的分析，目前已完成四項系統

的粗略編碼，並繼續發展中。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計劃為連續三年期的計劃，從國小四年級進行至六年級，本研究結果乃是以六年級課室

的討論而來的部份研究結果，四年級至六年級的縱向分析尚在進行中。本研究結果分為兩部份，第

一部份是在研究者所發展的推理，驗證本架構下指導研究生所進行的論文研究，第二部份是學童推

理規範的發展，第三部份是推理規範對學童推理歷程的影響。 

 第一部份研究生完成的論文如下： 

1、 許馨文(2013)。教師發展國小高年級學童數學推理之行動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2、 楊嘉菱(2013)。一位國小三年級教師發展數學課室推理規範之行動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

理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3、 王淑敏(2013)。一位國小六年級教師發展數學推理規範歷程之行動研究。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

理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4、 黃緗筠(2013)。數學推理規範對國小六年級學生比例問題解題表現之影響。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數理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許馨文發展國小高年級學童數學推理之行動研究結果是形成以下數學推理規範：運用已知的數

學知識作為臆測、解題及說明的依據、有系統地歸納發現規律，並以此作推論與驗證、提出反例以

發展推論，反駁主張、透過圖像和符號表徵來理解抽象概念、列式及說明。 

 楊嘉菱發展國小三年級學生的數學推理規範如下：從題目給予的條件來說明算式與符號、利用

多元表徵的方式，來表達題目中提供的條件、透過題目訊息作為說明算式的依據、從已知的數學知

識說明解題策略、藉由已知的數學知識發展新的數學概念、用畫圖表徵來說明解題過程、藉由題目

提供的訊息來判斷想法的合理性、用已知的數學意義(知識)來判斷想法的合理性。 

 王淑敏國小六年級學生的數學推理規範，形成以下數學推理規範：釐清題意、運用已知的數學

知識作為解題和說明的依據、發現數學關係、運用已知的數學關係作為解題和說明的依據、運用已

知的數學知識來證明、解題的方法必須說服別人才可以使用、反駁。 

 黃緗筠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探討數學推理規範對國小六年級學童比例問題解題表現之差異，研

究結果發現如下：學童在比例問題五種語意結構-兩種推理類型整體得分表現， 在「部份部份整體

(部份整體)/ 判斷合理性」實施數學推理規範教學高成就的學童，表現優於一般教學高成就的學童，

且達顯著差異， 在「良好合成之量數/已知推論未知」、「部份部份整體(部份部份) /已知推論未知」、

「部份部份整體(部份部份) /判斷合理性」實施數學推理規範教學中成就的學童，表現優於一般教學

中成就的學童，且達顯著差異；在「伸縮問題/已知推論未知」、「伸縮問題/判斷合理性」一般教學

中成就的學童，表現優於實施數學推理規範教學中成就的學童，且達顯著差異。六、在「已知推論

未知」題型，學童趨向使用內策略解題；「判斷合理性」題型中（絕對與相對思考概念）學生趨向

使用外策略，（情境的類推）學生趨向多元策略，（固定倍數觀念）學生趨向內策略。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lQ9EM/search?q=auc=%22%E8%A8%B1%E9%A6%A8%E6%96%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lQ9EM/search?q=auc=%22%E6%A5%8A%E5%98%89%E8%8F%B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lQ9EM/search?q=auc=%22%E7%8E%8B%E6%B7%91%E6%95%8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lQ9EM/search?q=auc=%22%E9%BB%83%E7%B7%97%E7%AD%A0%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lQ9EM/search?q=auc=%22%E8%A8%B1%E9%A6%A8%E6%96%87%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lQ9EM/search?q=auc=%22%E6%A5%8A%E5%98%89%E8%8F%B1%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lQ9EM/search?q=auc=%22%E7%8E%8B%E6%B7%91%E6%95%8F%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HlQ9EM/search?q=auc=%22%E9%BB%83%E7%B7%97%E7%AD%A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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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分析六年級課室推理規範之發展，本研究有五位教師參與實際教學，此次僅選擇一位

絹絹老師教學作分析，絹絹老師參與課室討論研究計劃已超過 6 年，在帶領過班級進行課室討論經

驗豐富，絹絹老師帶領其班上的學生，從 3 年級至 6 年級進行課室討論共四年。此次僅就 6 年級的

教學說明，其它從 3 年級至 6 年級的發展性分析尚在進行中。目前絹絹老師的班上已建立一些社會

規範和社會數學規範，但本文僅就一些課室推理規範加以說明，並探討此推理規範如何影響學生的

推理歷程。本文僅說明三個規範的發展，其它結果尚在分析中。 

一、學生均會回到題目說明算式的意義的規範。剛開始，有些學生在說明其解題過程時，僅說明其

算式的過程，絹絹老師將幾個學生的說明過程，作為全班討論的反思物件，請大家討論哪個人的說

明，你覺得比較清楚。有位學生提出某個同學的說明很清楚，因為他會回到題意說明他的算式是如

何產生的。絹絹老師問全班同學是否同意，大家均同意如此說明是比較清楚，因此絹絹老師要大家

以後在解說其解法時，應回到題目去說明算式是如何產生的，逐漸形成課室討論的一部份。絹絹老

師常常藉由學生的說明，作為全班反思的物件，在絹絹老師班上發展許多規範，下面的規範，亦是

如此形成。 

二、學生須藉由已學過的知識說明其解題過程之規範，絹絹老師同樣藉由比較同學在全班討論時，

說明其解題過程，何者說明大家比較容易了解，同學提出某某同學的說明，均會提到已學過的數學

知識，比較讓大家了解，因此逐漸形成同學說明的規範。此規範之發展對學童的推理歷程和數學學

習影響相當大，每次學童在說明其解題過程時，均要回想和以前學過的數學有何關連，因此概念和

概念之間的連結更加清楚，間接發展學童演繹推理的能力。 

三、學童的解題必須說服大家（含老師）才能夠公開使用的規範。學童在數學的學習並非僅在學校，

許多學童下課有上安親班，或其它人的指導，有些課外的教學比學校的進度還快，但往往重視技巧

而疏忽過程的了解，但在課室討論的學童必須說明其解題過程和理由。因此在小組討論時，如果沒

有足夠的理由說服小組組員，是不會被推派到全班發表，絹絹老師會先傾聽小組的討論，而自己選

出一些值得引發討論的解題貼在黑板上，並與小組推派的代表輪流對全班說明，絹絹老師要求學童

的解題方法，必須提出理由說服大家（含老師），經過大家同意後，才能使用。學童須利用班上以

前大家均學過的知識（公共知識），作為推理基礎來說服大家同意其解法的正確性，以下將舉一個

事件說明： 

絹絹老師佈題＂米缸有
3

2
6 kg 的米，小英家一星期吃掉

3

1
1 kg，米缸的米可吃多久？＂絹絹老師班上

的同學剛學會真分數同分母相除的問題，在教室觀察表中，大部份的同學把
3

2
6 化為

3

20
，

3

1
1 化為

3

4
，然後

3

20
÷

3

4
=20÷4=5，但絹絹老師發現有幾個同學利用顛倒相乘的方法，絹絹老師挑一張貼在

黑板上，讓此同學說明其解法的理由（如圖一）。此同學把算式說明一遍後，許多同學異口同聲說

＂為什麼？＂，另外一位同學舉手提問＂為什麼你那個地方可以顛倒相乘？＂，而此同學站在台上

沉默半分鐘而無法回答。接著絹絹老師說＂我沒有說這個是錯喔！我也沒有說這個是對喔！，所以

我強調的是什麼？＂，下面的同學馬上接著說＂理由！＂。此同學又在台上沉默了半分鐘，絹絹老

師說＂好！沒有關係，請回！其它同學能說明嗎？＂，接著有兩位同學上去說明，還是無法說服大

家為什麼分數相除可變為顛倒相乘。於是絹絹老師將此問題留給同學回去想想，看看哪個同學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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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此理由，接著在後面幾天的數學課，發展出精采的證明論證。在絹絹的教學中，他不會替同學作

對或錯的判斷，學童須自己提出足夠的理由對一個數學命題，作出對或錯的判斷，並說服全班同學

同意其說明，在此過程中學童推理和智力自主的能力逐漸的成長。 

 
圖一 顛倒相乘的解法 

 第三部份是分析學童之推理規範對其推理歷程之影響，雖然第二部份說明三個規範，但還有其

它推理規範尚在分析中，因此以下學童的推理歷程並非僅為以上三個推理規範的影響。以下將提幾

個案例來說明。 

在國小大部份的教材內容均為解題，而很少出現一個數學命題要求學生去證明其成立或不成

立，延續上面的案例，絹絹老師要大家回去想一想為什麼
3

20
÷

3

4
可以寫成

3

20
×

4

3
？下一次上課時，

絹絹老師佈一個整數除以真分數的問題如下：＂2 公升的果汁，每
3

1
公升裝一杯，可裝多少杯？＂。

這個問題對絹絹老師班上的同學並不難，大部份同學將它化為同分母的分數，然後分子除以分子，

例如：2÷
3

1
=

3

6
÷

3

1
=6÷1=6，他們均會說明 6 個

3

1
公升以 1 個

3

1
公升裝一杯，共裝了 6 杯。有位東東

（化名）的作法是在證明分數相除可顛倒相乘，絹絹老師很快先讓普遍性的解法先說明。接著讓東

東說明；絹絹老師為了讓大家看清楚，將東東解法抄在黑板上（圖二）。 

 

 

圖二 東東的證明 

接著請東東上台說明：東東依題意說明算式的意義，接著開始說明為何可以顛倒相乘。 

1 東東：我可以擴分，上下均乘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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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師：
3

6
怎麼來的？ 

3 東東：喔！我把 2 寫成
3

6
 

4 老師：好！我幫忙補上（老師在 2÷
3

1
後面補上=

3

6
÷

3

1
，如圖二），請繼續說！ 

5 東東：我們之前只看分子（指著 6×3，和 1×3），只看 6 個
3

1
和 1 個

3

1
（東東指著

3

6
÷

3

1
） 

6 東東：這是除法的意思（東東指著
31

36




中間的橫線），所以這是 6×3 除以 1×3 

7 東東：然後同為分母可以交換，這是（東東用手指著
13

36




），分數乘法有交換律，所以這個等於

這個，接著用手指
13

36




 

8 老師：等一下，這一步到這一步有沒有問題？他用到什麼數學知識？（教師開始第二步到第三步，

第三步到第四步，東東的說的理由，是被大家同意） 

 從這段語錄說明東東均有提出以前大家所學過的知識，作為說明基礎，絹絹老師一步一步檢

查，大家對東東的理由均表示同意，即使是如此，很多同學尚不知道東東在做什麼？有位同學提出

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3

6
÷

3

1
，6 除以 1 答案就出來了。絹絹老師讓大家想一想東東在做什麼，有些同

學能看出東東的意圖是在說明為什麼分數相除可以寫成顛倒相乘。經過全班討論以後，大部份學童

可以了解東東的證明。第二天上課時，絹絹老師說明昨天同學做法（含東東的部份），接著要求全

班同學直接證明：
5

15
÷

5

2
=

5

15
×

2

5
，並經過討論。其中比較發展性的討論，為什麼上下要乘以 5，而

不能乘以其它數字，絹絹老師提出琪琪那組上下乘以 2，結果產生了無法產出顛倒相乘的問題。因

此，許多學童了解到要乘以特定的數。 

 這些論證也導致很多同學能在異分母分數相除，如何上下乘上一個數，也能證明可以改為顛倒

相乘。在分數相除的教學結束時，研究者為了檢驗學童能否將此種證明一般化，因此，要求學童證

明下列的問題：＂如果 A、B、C、D 都是「不為 0 的整數」，
B

A
÷

D

C
是不是可以看成

B

A
×

C

D
呢？請

你證明看看！加油！＂。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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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結果如下：全班共 29 人，能用一般化證明有 24 人，其證明的方法如圖四，將 A、B、C、D

用某個數字代入計算有 3 人，空白未作答有 2 人。由以上的結果，發展學童的推理規範，不但影響

學童的推理歷程，也深深影響學童的數學學習。 

 結論：本文主要提出幾個推理規範，說明其對學童數學推理歷程之影響，藉此說明表二中的推

理活動的詮釋架構。但另外影響學童推理發展的是教師之專業，本研究成立數學課室論證教師成長

團體之專業發展社群。研究者將課室論證的規範，應用至教師成長團體，發展一些可被大家接受的

教學規範（Teaching Norm），而這些教學規範亦影響老師在其班上發展課室論證文化的發展。其部

份結果尚在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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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研究的發現 

本計畫為 100 年度「促進國小教師設計數學概念啟蒙活動之教學力的師培課程設

計與評鑑」（以下稱前期計畫）計畫之延續。在前期計畫中，是以夜間授課之教學碩士

班學生(國小在職教師)為對象，以一門全學年必修課程為場域，探討在職教師概念啟

蒙教學之專業知能發展。研究者即是這些在職教師的師培者，負責該課程教學，也是

研究對象概念啟蒙教學設計的評析者與指導者。研究者的培育方式主要依據有四，包

含： 

1.概念啟蒙：主題式教學設計(Even, 1996; 林福來, 2010, 2011)。 

2.教學設計：教學實作練習(Lerman, 1997; Ruthven, 1998)。 

3.課堂討論：教學反思與同儕互動(Sullivan & Mousley, 1996, 1998; 林碧珍, 2000, 

2002)。 

4.師培者評析：外部的批判性反思(Jaworski, 1994, 1999; 林福來, 1998)。 

 

在前期研究中，研究者發現雖然概念教學是每一位在職教師最常做的教學活動之

一，但是在職教師在習以為常的教學脈絡中無法進行深度的反思，可能是過於關注學

生的外顯成績表現，因此並沒有認真思索學生的概念學得好不好，或者自己概念的教

學是否確實等問題。而在研究者提供研究資料，呈現學生概念學習的問題時，即使在

職教師有所領悟，但是在設計教學時並沒有如何會比較好的圖像，仍然只能依賴教材

進行，因而無法自己設計教學。 

分析在職教師設計教學的困難，主要原因包含有： 

1.實際教學任務侷限了更廣、更深的需求，例如在職教師認為課本本來就沒有這

樣精細的鋪陳，因此教學本來就不需要如此細緻；又如這個年級就只學長方形

周長而沒有其他圖形，因此周長的引入本來就不需要從更一般性的圖形下手。 

2.在職教師對欲教概念的了解不夠，概念相關情境的認識不足，因而易被教材侷

限，例如不明白用不同的單位化聚就可以發展出分數的概念，因此一直只能用

分餅、分蛋糕的方式教分數。 

3.這些在職教師多數來自台北市與新北市的中大型學校，學生學習情況較好，在

職教師因其高教學成就而阻礙了教得更好的動力，這個情況尤以數理背景教師

最為嚴重，他們普遍認為一個班裡本來就會有幾個學不好的學生，這些跟不上

的學生會有攜手激勵計畫作補救，級任老師並不需要刻意去為這些學生改變教

學，班級裡真正要照顧的還是跟得上的多數學生。 

 

在前期研究中亦有在職教師有相當程度的精進，例如有教師可以設計創新的啟蒙

例，提供豐富情境與探索活動，或者雖仍以教材範例為主，但能針對學生特性補綴概

念學習的活動，例如加入察覺概念屬性的操作或提問，或者將講述教材轉化為學生操

作與解題活動等。整體而言仍是創新的發展，不過對教師而言，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

將教學聚焦於概念而相對弱化程序熟練與解題練習仍有相當的疑慮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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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期研究的反思 

依據前期研究在職教師的表現，針對概念啟蒙教學設計不成功的在職教師的反應，

研究者反思師培課程的設計與實施上有以下不足與需要調整之處： 

1.培育課程揭示的概念內涵與教學現場的教學重點不一致。 

培育課程以研究文獻為根據介紹概念屬性時，雖然可以顧及概念屬性的完整性，

但是教學現場中每一個時點當下要處理的教學內容都是局部而片段的，可能是

在幾個接續的教學後就可以將概念的完整性呈現出來，或者某個屬性在教學中

並不是那樣絕對重要，因此培育課程一次呈現所有概念內涵的細節時，極可能

無法精確對應在職教師當下的教學需求，因而削弱了培育課程的價值。例如許

多在職教師認為分數概念屬性中的「單位 1」子概念事實上只在分數單元一開始

時可能被觸及，在之後的分數教學中，即使語意上沒有交代，同一個脈絡下的

「1」也必然都是相同的，斤斤計較每一個情境中每個分數的「1」是不是相同

是一件不必要的事情，因為即使學生單位 1 的屬性沒有掌握好，在國小的整個

數學課程中這個「1」幾乎都是被設定為是相同的。 

2.培育課程假設在職教師都瞭解概念的教學序列，事實上許多在職教師並不能體

會概念的完整教學脈絡。 

多數的概念在國小課程中都是長期發展的，因此在探討概念啟蒙的教學設計時

必然需要瞭解此概念的前置經驗與後續內容。培育課程設計時認為在職教師即

使不是每個年級都教過，但在教學指引上都有概念的分冊結構說明，因此應該

知道這個概念的教學序列。不過在前期研究中發現，許多在職教師真的只知道

自己任教年段的內容，也沒有完整的概念內涵的知識。例如高年級的教師並不

知道中年級時分數概念從真分數到假分數的發展是「幾等分中的幾分」到「幾

個幾分之一」的變化，也不瞭解這個變化有多麼困難學會。 

3.培育課程對於設計概念啟蒙教學的「實作思維」著墨太少，在職教師無法突破

設計的困境。 

培育課程雖然提供了完整概念內涵的介紹，也透過同儕討論的機制試圖讓在職

教師能做更完整的概念教學設計，但是培育課程偏重於分析與評論，分析教學

設計所傳達的概念內涵，評論教學設計對於概念主體的表現程度，但是對於較

不好的設計該如何修正與調整，培育課程基本上不會給「立即可用」的建議，

而是提供更廣泛的參考資料，或者試圖引發在職教師做現實情境的連結，整體

而言，這樣的介入方式並不是對每個在職教師都試用，許多在職教師常常會陷

入不知如何表現概念內涵的困境中許久而無進展。例如中年級老師普遍認為真

分數到假分數的概念若是要好好教，而不只是分子分母大小關係的區分的話是

很難的，但是到底要用怎樣的情境作怎樣的鋪陳與引導學生才能領悟，大家討

論好幾週都沒有結果，最後也沒有具體的教學設計出來。 

4.培育課程沒有把概念以及接續的概念操作做連結，弱化了在職教師在概念上進

行教學設計的動力。 

培育課程布置的任務條件就是設計概念的教學，不過教學現場著墨最多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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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教材或者實際教學所需，都是其後的概念應用，包含運算與解題。對在職

教師來說，過去幾年的教學或許沒有把概念教好，但是即使花了大把力氣在概

念教學上，終究還是要讓孩子能運算解題，如果概念學習與後續的運算解題脫

節，或者侵奪了後續運算解題的教學時數，在職教師等於是在做一場教學成效

的賭博，而非研究文獻上說的那般神效所能說服。 

 

依據上述的反思，本計畫在今年調整作法，除了將許多好的設計當作實際範例介

紹給在職教師外，也利用好的概念表徵讓在職老師知道概念教好的話，表徵本身就有

幫助後續運算與解題的功能。同時，由於本年度的在職教師中包含有國中教師以及補

習班教師，因此在數學知識的高度和廣度方面以及教學設計的有效度方面都可以有更

好的同儕和做效果。 

 

三、培育課程設計與實施原則 

1.以教師的現實經驗為基底，由在職教師提出他們所知學生學不好之處 

2.以教師的教學關心為起點，從在職教師認為必須解決的教學問題出發 

3.課程實施方式是以學習現象與教學問題的配對為設計目標，過程為： 

澄清概念內涵，針對特定概念內涵進行教學設計，教案報告並經同儕討論與創

意集思，培育者進行評析與建議，修正教學設計與試教 

4.概念的定義取用<S, I, R>模式，強調情境中抽取共通性以及建立可操作的概念表

徵 

5.國中教師從其教學經驗提出國小學生概念上之缺失，作為國小概念教學設計的

目標，並抽取出最多國小在職教師共同認定的教學問題，採取共同單元教學設

計的方式進行 

 

四、在職教師的設計作品思維 

    分數單元 

1.將一個量或物做等分割，用兩個不同的單位詞描述，兩個測量值之間就可以建

立分數關係，例如將一「個」蛋糕等分成 6「塊」，則每 1「塊」就是 1/6「個」。 

2.類似的方法可以用在所有的量上，例如時間量分別用「日」、「時」、「分」、「秒」

表示，任一低階單位對高階單位就可以建立分數關係，如 1「時」是 1/24「日」。 

3.可以用數線圖表示各階單位間的化聚量，如 

 

 

 

 

4.在高低階單位詞之下，假分數即是用多個低階單位描述，再聚成高階單位，如

90「分」即是 1+1/2「時」。 

日 時 秒 分 

   1＝24 

1/24＝1 

   1＝60 

1/60＝1 

   1＝60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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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每一個情境中，掌握描述數量的兩階單位之間的關係，即可建立正確的分數

關係。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NSC－101－2511－S－133－002 

計畫名稱 國小教師數學概念教學思維的學習與發展歷程之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鄭英豪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會議時間 
102年 7 月 28日至 

102 年 8 月 2 日 
會議地點 

基爾(Kiel)大學，德國(Germany) 

會議名稱 

(中文)第 37 屈國際數學教育心理學研討會 

(英文) The 37
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探討中學生幾何定理性質描述與圖型之落差 

(英文)Exploring the gap between verbal description and figural pattern 

of geometric theorem on secondary students 

  

一、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主要參加第 37 屆國際數學教育心理學研討會(The 37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會中發表「探討中學生幾

何定理性質描述與圖型之落差」(Exploring the gap between verbal description and figural 

pattern of geometric theorem on secondary students)一文。 

於 7/26 日深夜出發，7/27 日抵達德國基爾市，次日依大會時間完成報到手續，參與

會議，聽取專題演講與研究報告，並發表論文，於 8/2 搭機返台。 

就大會議程之安排，首日 7/28 下午開幕後即有大會演講，之後三日亦都在早上第一堂安

排專題演講。 

此次並於 7/29 晚間參加了 IJSM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的編審委員會議，此期刊為我國國科會贊助創辦，於 2012 年進入 SSCI，是目

前少數國際性且非英語系國家投稿量過半數的 SSCI 期刊，在進入 SSCI 後投稿量倍增，

審查人力目前稍有不足，會議上主編希望現有委員能推薦優秀學者參與審查行列，同時

期刊出版商也同意於 2013 年起提供經費辦理新研究者的期刊寫作指導工作坊。 

另於 7/30 晚間參加了德國學者 Dr. Reiss 的 60 歲生日宴會，此宴會為私人性質，我

國台灣師大林福來教授、楊凱琳教授以及研究者因長期與 Dr. Reiss 團隊合作，亦受邀前

往。宴會中介紹 Dr. Reiss 的工作與研究經歷，所培育的眾多優秀年輕學者一同籌辦此次

宴會，溫馨感人。 

二、與會心得 

所發表論文是以台灣國一學生為對象，探討學生對於幾何定理之性質描述（例如三

角形內角和為 180 度）與其在複雜圖形上正確對應之局部圖形與標記表示之間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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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呈現我國中學生在語文資訊以及圖形資訊上的認知落差。此落差顯現出教室內教師

的口語以及教材的文字敘述事實上與學生在幾何物件上的所見所知有明顯的落差，而此

落差可能來自於教授幾何圖形與定理時，簡化且標準的典型圖形被過度依賴，教學時又

未能在複雜圖形上進行充分的局部圖形視覺運思所致。 

論文發表後與多位國外學者進行討論，多數學者均持相近之看法，學生在語文上所

聽所見與在圖形上所見所知確實有明顯落差，認為中學幾何教學確實低估視覺運思活動

的重要性，也對學生的運思困難表達該國相關研究的發現，這將有助於讓我國的幾何學

習研究以及教學改進有很大的幫助。 

有國外學者建議此調查採開放性試題設計，應更能切合學生閱讀圖文時之真實反應，

亦有學者指出研究工具似乎還需要 Duval 所稱之操作性理解，應不僅止於只是圖文資訊

認知上的落差，結合兩項建議，本研究未來應朝向更開放之工具設計，學生之任務應同

時包含定理辨識與局部圖形的指認。至於本文中所建議之未來教學方案，亦有國外學者

表示期待看見實際的成果，整體而言迴響良好。 

本此大會演講是以「終身學習」為主軸，幾位大師級的學者主張可歸納如下： 

1. 終身學習已成數學教育研究之新趨勢，需要更多研究關注。 

2. 數學教育終身學習的主軸在於終身需求與數學學習之間的關連，這個主張相當程度地

反映在 OECD 對於未來公民素養測驗（PISA）的設計上。 

3. 就數學教師的終身學習來說，過去學習經驗與大學培育課程的銜接，以及大學培育課

程與未來學校教學的過渡是核心的研究議題。 

4. 較諸調查數據，與學生互動的資訊是促成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素材。 

5. 教師區分學習導向的教學以及測驗導向的教學是重要的專業能力，目前這方面還不見

有具體的成果。 

6. 傳統認知趨向的研究觀點(脈絡抽離的學科內容學習)以及新興社會取向的研究觀點

(活動經歷的內在建構)應有效地整合，才能充分描述學生的學習行為。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略) 

7/30 下午為大會安排之旅遊，研究者參加了漢堡工業港航行的行程，觀賞了世界三

大貨櫃港之一的繁忙以及高效率的貨櫃裝載作業方式。由於之前曾在國家地理頻道和探

索頻道看過貨櫃碼頭以及工業港特性的相關介紹，此次雖僅為船上航行，但仍能從中看

到許多有趣的設計與運作模式，算是實地走訪的收穫。 

四、建議 

大會恪遵環保政策，本次會議論文集僅提供隨身碟，會議文件大量簡化，也沒有大

背包的需求，而是以環保袋替代，感受到德國在環保運動上落實的程度，此部分實為喜

好華麗排場的我國文化可深思之處。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第 37 屈國際數學教育心理學研討會論文集隨身碟一枚 

六、其他 

（一）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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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GAP BETWEEN VERBAL DESCRIPTIN AND FIGURAL 

PATTERN OF GEOMETRIC THEOREM ON SECODARY STUDENTS 

 

Ying-Hao Cheng  Hui-Yu Hsu Jian-Cheng Chen 

Taipei Municip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ingChi University of 

Techonology 

 

Duval(2002) proposed that the crucial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proof is to recognize all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and apply appropriate geometric theorem.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showed that many students had heavy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theorems. A geometric theorem is learnt in both verbal and figural format. It was 

always introduced with theorem name, verbal description, and a figural pattern. The verbal 

description explained the premise and conclusion. The figural pattern established the 

prototype figural image. Fischbein(1993) showed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meanings of a 

geometric figure depend on the learners’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this study, we introduce 

one survey of how grade 7 students connected the verbal description and figural patter of a 

geometric theorem. There were 314 grade 7 students participated. The task provided 5 

theorems they had learnt. Every one contained their verbal description, a complex graph 

with labels, and 4 expressions. Fig 1. is one of the items. We asked them to choose the 

correct expression associated to the theorem. 

 

Fig 1: The example of item 

 

The data showed that (as item in Fig 1) there were 23% of grade 7 students chose correctly, 

30% chose both option 3 and 1, and 36% chose option 1 only. Option 1 (the sum of interior 

angles of a triangle) seems to be a more attractive expression in a graph with triangle. In 

concluding, the specific and simplified figural pattern in textbook for learning may narrow 

down students’ visualization process and make them unable to recognize an appropriate 

theorem for reasoning. 

 

Reference 

Duval, R. (2002):Proof understanding in mathematics: what ways for students? Plenary 

papers in the 200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Understanding Proving and 

proving to understand.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002.11.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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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自動組卷法建構認知診斷測驗平行題本之探究 

-以 Sgcell 隨機選題法為基礎 

(精簡報告) 

中文摘要 

    傳統大型標準化測驗通常僅提供受試者一個成績，無法提供受試者完成此測驗所需各項數學技能

是否精熟的診斷回饋。為提供受試者更多有效診斷回饋，以利教師適時設計補救教學課程。近年來認

知診斷測驗的相關研究大為盛行。然而，若仍以人工方式組認知診斷測驗題本，除耗時耗力外，也無

法有效控制各平行題本的品質。 

    以 IRT 理論架構為基礎，並輔以電腦程式，成就測驗可經由等化過程自動化組出平行題本。但在

診斷測驗，如何選用何種理論架構並輔以電腦程式，以組出認知診斷測驗平行題本之相關研究卻十分

缺乏。本研究選用 DINA 模型，以二元線性規畫為自動化組診斷測驗平行題本程式開發基礎，並以類

似 Finkelman et al.(2009)提出之 s 參數、g 參數隨機抽樣方式及各個認知屬性決斷值為模擬資料、民國

97~100 年國中基測代數試題、共 85 題為真實資料，研究目的如下： 

  1.開發六種組認知診斷測驗平行題本的自動化選題法。 

  2.以模擬資料為基礎，比較六種選題方式組出題本的 CDI 值、對各個認知屬性的辨視率及各個認知 

    屬性的 Delta B 值。 

  3.以真實資料為基礎，比較六種選題方式組出題本的 CDI 值、及各個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 

本研究分別以模擬資料與真實資料測驗，研究結果如下： 

1.模擬資料部分 

  (1)BP-Max 方法組成 3 個題本在各個認知屬性的辨視率差異性最大 

  (2)BP-Max 方法組成 3 個題本 CDI 值與目標題本的差異，是六種方式中最大的。 

  (3)BP-Max 方法組成 3 個題本在各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與目標題本的差異，是六種方式中最大的。 

  (4)BP-Match 方法組成的 3 個題本，其 CDI 值與 Delta B 值與目標題本差異最小。但 3 個題本在認知 

    屬性 4、認知屬性 5 辨視率的差異性，似乎較 cell 方法、sumQ 方法、cell and sumQ 方法、sumQ per  

    cell 方法高。 

  (5)六種方法所組成的 3 個題本，在認知屬性 1、認知屬性 2、認知屬性 3 的辨視率幾乎相等。 

  (6)sumQ per cell 方法組出題本在 CDI 值、對各個認知屬性的辨視率、各個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皆 

    比 sumQ 方法、cell and sumQ 方法高。 

2.真實資料部分 

  (1)比較各題本 CDI 值與題本中各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與目標題本的差異，以 BP-Match 方法組成 3 

   個題本與目標題本的差異最小。 

  (2)BP-Match 方法組成 3 本題本的 CDI 值與各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幾乎相等。 

關鍵字：認知診斷測驗(cognitive diagnosis assessment)、平行題本(parallel form) 、DINA 模型、自動化組卷(automatic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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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bly) 、認知屬性(attribute) 、認知診斷指標(CDI), 鑑別指數(Delta B), 辨視率(classcification rate) 

Constructing CDM-Based Parallel Forms: A Refinement of the 

Randomization-Based Sgcell Method 

Abstract 

Achievement test could be automatically constructed paraller forms by computer programming based on 

the IRT framework. But in cognitive diagnosis test, very few studies tried to adopt this kind of application in 

any testing programs. Based on DINA models, the study used binary programming to automated test assembly 

for cognitive diagnosis models, served algebra items on BCTEST from 2008 to 2011 as real data and made six 

automated test assembly methods based on CDM.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Developed six random sampling and classification approaches- Sgcell, sumQ, cell and sumQ, sumQ per 

cell, BP-Match and BP-Max methods to build multiple forms based on the reference form. 

2.Compared CDI, Delta B and classcification rate of multiple forms generated by the six test assembly 

methods(Sgcell, sumQ, cell and sumQ, sumQ per cell, BP-Match and BP-Max)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For simulation data: 

(1)For any attribute, compare the differnece between classification rate of three forms selected by six methods,  

  BP-Max is largest at all. 

(2)Compare the differnece between CDI of three forms selected by six methods and reference form, BP-Max  

method is largest and BP-Match method is smallest. 

(3)For any attribute, compare the differnece between Delta B of three forms selected by six methods and  

reference form, BP-Max method is largest BP-Match method is smallest. 

(4) The differnece between classification rate of three forms selected by BP-Match method at attribute 4,  

attribute 5 is larger than sumQ method, cell and sumQ method and sumQ per cell method. 

(5) For any method, classification rate of three forms at attribute 1, attribute 2 and attribute 3 is almost the  

same. 

(6)Compare CDI of three forms , Delta B of three forms for any attribute and classification rate of three forms  

for any attribute, sumQ per cell method is larger than sumQ method, cell and sumQ method. 

2.For real data: 

(1)For any attribute, compare the differnece between Delta B of three forms selected by six methods and  

reference form, BP-Match method is smallest. 

(2)Classification rate of three forms selected by BP-Match method at all attribute and CDI of three forms  

selected by BP-Match method is almost the same. 

Keyword 



陳姵樺  以認知診斷模型分析國中數學科基本學力測驗並以蒙地卡羅法編製平行測驗 

 

271 

CDM, parallel form, DINA, automated test assembly, attribute, CDI, Delta B, classcification rate  

 

壹、前言 

大型標準化測驗通常僅提供單一成績來反應受試者表現層級。然而，單一成績只能檢視受試者學

習結果，並不能有效提供能協助教學及幫助學生學習的回饋。以實務面而言，發展能提供合理及診斷

訊息的測驗已是目前測驗研究的趨勢。多向度認知診斷潛在類別模型的發展，已可以辨別學生精熟或

不精熟何種技能。近年來，美國已發展數種認知診斷模型，且將其應用在不同測驗程式中(Gierl, 2007; 

Haertel, 1984; Katz,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 et al., 1993)。將認知診斷模型方法用在評量，可提供

教師、家長、學生診斷訊息，每位受試者將得到一份完成此測驗所需各項數學技能是否精熟的成績單，

家長可以藉由此成績單，了解子女那項數學技能仍未精熟，教師亦可使用此診斷回饋，針對學生不精

熟的技能進行補救教學。 

    除此之外，以實務面而言，大型測驗通常有數量龐大的受試者，且需同時在不同區域施測。若以

人工組試題複本的方式進行，除耗時耗力外，也無法保證題本品質是否符合心理計量學理及內容覆蓋

範圍合理性等實務性要求。是故，發展自動化組平行題本方式，可以有效降低測驗研發者組測驗題本

的辛勞，並兼顧題本品質。大多數自動化組平行題本的方式有：linear programming、heuristic-based、

network flow 和 optimal design (van der Linden, 1998)，這些方式背後的數學原理，皆屬於「滿足數種限

制式條件下求極值問題」領域。此領域將組平行題本問題，視為在符合測驗題數及內容覆蓋範圍等限

制下，求其測驗目標訊息函數極值的問題。解一個「滿足數種限制式條件下求極值」問題，通常需要

大量計算。除此之外，通常也需要費用十分昂貴的解題軟體。若只為處理平行題本，而花大約 30 萬台

幣買一套解決此類問題的軟體，大多數測驗機構並無法負擔(Davey, 2009)。因此，發展各種自動化組平

行題本方式是被高度期待的。 

貳、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計畫研究目的主要是在符合心理計量學理的條件下，以Sgcell方法出發，開發六種自

動化組卷方法。研究問題主要有三項，條列如下：  

 1.如何以 Sgcell 隨機選題法為基礎，開發出六種自動化組卷方法( Sgcell 法、sumQ 法、cell  

   and sumQ 法、sumQ per cell 法、BP-Match 法、BP-Max 法)?  

 2.如何用模擬資料，比較六種選題方式組出 3 個平行題本的 CDI 值、對各個認知屬性辨視率與各認知 

   屬性的 Delta B 值? 

 3.如何用真實資料，比較六種選題方式產出題本的 CDI 值與各個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 

參、文獻探討 

    依據古典測驗理論(CTT)或試題反應理論(IRT)所發展的大型測驗，僅能提供受試者單一總結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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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提供單一成績外，測驗理應提供受試者更多的診斷訊息。認知診斷測驗可以提供每個受試

者自身的認知剖面，明確說明那些技能(在認知診斷文獻中通常稱為「認知屬性」)精熟或不精熟，以協

助教師分辨需要增加那些教學內容。以實務面觀之，認知診斷測驗可以協助學生及家長了解自身不足

之處，並引導教師設計及調整其教學。以下就 DINA 模型、平行題本和 Kullback-Leibler 訊息、認知

診斷訊息指標(CDI)、認知屬性鑑別指數δj
B及辨視率(classification rate)等五項發展認知診斷測驗自動化

組卷方式所用的要項，說明如下： 

一、DINA 模型 

    在 DINA 模型中，測驗試題將受試者分成二類，一類是受試者具備所有認知屬性，另一類受試者

不完全具備所有的認知屬性。令 휀𝑗𝑐 = ∏ 𝛼𝑐𝑘

𝑞𝑗𝑘𝐾
𝑘=1  , 휀𝑗𝑐 = 1 表示潛在類別 c 中的受試者，精熟正確答對

第 j題所需的所有認知屬性， 휀𝑗𝑐 = 0表示潛在類別 c 中的受試者，不精熟正確答對第 j 題所需的所有

認知屬性。 

    當 휀𝑗𝑐 = 1，除非受試者「失誤」，否則應該能夠正確答對第 j 題。同樣地，當휀𝑗𝑐 = 0, 除非受試者

「猜對」，否則他應該答錯第 j題。所以，在 DINA 模型下，每道試題皆有二種答題反應機率，一種是

受試者具備答對該試題所需的所有認知屬性，但卻答錯該試題的機率(稱為失誤參數 js )，另一種是受試

者不完全具備答對該試題所需的所有認知屬性，但卻答對該試題的機率(稱為猜測參數 jg )，數學式如

下：  

                  𝑠𝑗 = 𝑃{𝑋𝑗𝑐 = 0 | 휀𝑗𝑐 = 1}                       ………(1) 

                  𝑔𝑗 = 𝑃{𝑋𝑗𝑐 = 1 | 휀𝑗𝑐 = 0}                       ………(2)  

若𝑋𝑗𝑐 表示潛在類別 c 中的受試者在第 j 題的答題反應，則正確答對該題的機率，其數學式如下：               

                     𝑃(𝑋𝑗𝑐 = 1 | 휀𝑗𝑐 ,  𝑠𝑗 , 𝑔𝑗) = (1 − 𝑠𝑗)
𝑗𝑐

× 𝑔𝑗
(1− 𝑗𝑐)                    ………(3) 

    失誤參數與猜測參數表示給定受試者認知剖面的情況下，其是否可正確答對該試題的機率。在

DINA 模型下，受試者需具備答對該試題所需要的所有認知屬性，才可能正確答對該試題。且對於每

道試題，DINA 模型僅需要 2 個簡易合理的參數。除此之外，上述性質顯示，當測驗中欲測量的每個

認知屬性是同等重要的情況下，應用 DINA 模型是適合的 (de la Torre, 2009)。我們可使用最大概似估

計法(MLE)來估計試題參數及受試者的認知剖面。因此， DINA 模型是一個在計算上十分有效率，且

在建立自動化組卷程式上首選的模型。 

二、平行題本與 Kullback-Leibler 訊息 

    在試題反應理論(IRT)架構下，試題訊息量代表該試題能測量到的最好能力層級。試題訊息量總和，

可反應出此測驗如何有效測量出能力連續統的測驗總訊息量。若數個測驗題本的測驗訊息函數(TIFs)

皆相等，則我們可將這些題本視為弱平行題本(Samejima, 1977)。以 DINA 模型而言，測量任意二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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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布間距離的 Kullback-Leibler 鑑別訊息量，可視為建構平行測驗的基礎。能這樣作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 Kullback-Leibler 訊息量並不要求參數空間是連續的。因 DINA 模型的認知屬性參數
ik 是離散的，

故 Kullback-Leibler 訊息量適合用於 DINA 模型。此外， Kullback-Leibler 訊息也具備每道試題的

Kullback-Leibler 訊息量總和就是測驗 Kullback-Leibler 訊息總量的可相加特性。 

 

    Kullback-Leibler訊息是測量任意二個機率分布(f(x)、g(x))間距離。其數學式如下： 

                               [ , 𝑔] =   [  𝑔 [
   )

   )
]]                              …….(4) 

    假定f’(x)是任意二個機率密度函數f(x)、g(x)對數概似比率的真分布函數。在x是隨機資料且可以是

純量或向量的條件下， [ , 𝑔]可視為其期望值(Henson & Douglas, 2005)。因為此量範圍從0到∞，故可

將此量視為測量距離函數，但它並不對稱且不符合三角不等式。然而，當此量增加時，容易鑑別此二

個分布。Henson and Douglas (2005)注意到Kullback-Leibler訊息量不需要連續參數的特性。若𝑃𝛼′(𝑋𝑗)表

示給定𝛼 情況下，產生𝑋𝑗反應的機率，令f(x)= 𝑃𝛼′(𝑋𝑗)， g(x)=𝑃𝛼′′(𝑋𝑗)，則可將Kullback-Leibler訊息量

應用到CDM中。因此，任意二個機率分布f(x)、g(x)間的Kullback-Leibler訊息量數學式如下：                            

                           𝑗 𝛼
 , 𝛼  ) = ∑ 𝑃𝛼′(𝑋𝑗)

1
𝑋𝑗=0 log (

𝑃
𝛼′(𝑋𝑗)

𝑃𝛼′′(𝑋𝑗)
)                     ……..(5) 

將(6)式展開，可得(7)式如下：: 

                  𝑗 𝛼
 , 𝛼  ) = 𝑃𝛼′ 1) × log (

𝑃
𝛼′ 1)

𝑃𝛼′′ 1)
) + 𝑃𝛼′ 0) × log (

𝑃
𝛼′ 0)

𝑃𝛼′′ 0)
)                ……(6) 

將𝑃𝛼′ 1) 與 𝑃𝛼′′ 1)定義為給定𝛼 與𝛼  的情況下，正確答對該題的機率、𝑃𝛼′ 0)與𝑃𝛼′′ 0)定義為給定𝛼 

與𝛼  的情況下，答錯該題的機率。由Kullback-Leibler 距離的定義，可描述由二個能力組型所鑑別出的

能力。然而，𝛼 與𝛼  共有 𝐾 ×   𝐾 − 1)種比較可能情況。對於第j題而言，其數學式如下： 

                           𝑗𝛼′𝛼′′ =  𝛼′ [log (
𝑃
𝛼′(𝑋𝑗)

𝑃𝛼′′(𝑋𝑗)
)]                                ……(7) 

簡單來說，可把(7)式的所有值視為( 𝐾× 𝐾) 的 𝑗矩陣元素，最後，注意到這個矩陣可以隨試題不同而

相加。特別地，若是一份測驗有J題試題，則此測驗的矩陣   為各試題所對應的 𝑗矩陣和。 

三、認知診斷訊息指標(Cognitive Diagnosis Indices, CDI) 

給定一對𝛼 、𝛼  ，其權重函數數學式如下： 

ξ 𝛼 , 𝛼  ) =
1

∑ |𝛼𝑘
′ −𝛼𝑘

′′|𝐾
𝑘=1

                                         ……(8) 

利用(8)式，第 j 題的CDI𝑗的數學式如下： 

                     CDI𝑗 =
∑ ξ(𝛼′,𝛼′′)𝐾𝑗 𝛼

′,𝛼′′)∝′≠∝′′

∑ ξ 𝛼′,𝛼′′)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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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ξ 𝛼 , 𝛼  ) =
1

∑ |𝛼𝑘
′ −𝛼𝑘

′′|𝐾
𝑘=1

. 

定義一本題本的CDI值，為其所有試題CDI𝑗值的總和，其數學式如下(Henson & Douglas, 2005)： 

                            CDI = ∑ CDI𝑗
 
𝑗=1                                         ……(10) 

 

 

四、認知屬性鑑別指數𝛅𝐣
𝐁 

    在給定𝛼 分布的條件下，由(12)及(13)所定義的𝛿𝑗𝑘
𝐵  1) 與 𝛿𝑗𝑘

𝐵  0)形成第二個指標集合。(註用(估計)

認知組型聯合機率，將 𝑗中的特定元素加權)  

                    𝛿𝑗𝑘
𝐵  1) =  𝛼′( 𝑗𝛼′𝛼′′| 1𝑘)                                ……(11) 

                    𝛿𝑗𝑘
𝐵  0) =  𝛼′( 𝑗𝛼′𝛼′′| 0𝑘)                                ……(12) 

其中：1.  1𝑘 = { 𝛼 , 𝛼  )|𝛼𝑘
 = 1, 𝛼𝑘

  = 0, 𝛼𝑣
 = 𝛼𝑣

  , ∀𝑣 ≠ 𝑘} 

2.   0𝑘 = { 𝛼 , 𝛼′′)|𝛼𝑘
 = 0, 𝛼𝑘

  = 1, 𝛼𝑣
 = 𝛼𝑣

  , ∀𝑣 ≠ 𝑘} 

假設已知𝛼 分布或可估計，我們可將(11)式與(12)式表示成： 

                    𝛿𝑗𝑘
𝐵  1) = ∑ 𝑤0 𝛼

 ) ×  𝑗 𝛼
 , 𝛼  ) 𝛼′,𝛼′′)∈𝐸1𝑘

                       …….(13) 

                    𝛿𝑗𝑘
𝐵  0) = ∑ 𝑤0 𝛼

 ) ×  𝑗 𝛼′,𝛼′′)∈𝐸0𝑘
 𝛼 , 𝛼′′)                       .……(14) 

其中： 

      1.𝑤1 𝛼
 ) = 𝑃{𝛼𝑖

 = 𝛼 |𝛼𝑖𝑘 = 1}，𝑤0 𝛼
 ) = 𝑃{𝛼𝑖

 = 𝛼 |𝛼𝑖𝑘 = 0} 

      2. 𝑗 𝛼
 , 𝛼  ) = 𝑃𝛼′ 1) × log (

𝑃
𝛼′ 1)

𝑃𝛼′′ 1)
) + 𝑃𝛼′ 0) × log (

𝑃
𝛼′ 0)

𝑃𝛼′′ 0)
) 

      3.𝑃𝛼′ 1) = (1 − 𝑠𝑗)
𝑗𝛼′

× 𝑔𝑗
(1−

𝑗𝛼′)
   

        𝑃𝛼′ 0) = 𝑠𝑗
 1−

𝑗𝛼′) ×  1 − 𝑔𝑗) 𝑗𝛼′
 

      4. 𝛼 , 𝛼  ∈ 𝐶 

    (13)式與(14)式將特定屬性訊息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𝛿𝑗𝑘
𝐵  1)是假定k屬性真實分類為精熟的情況下，

沿著k屬性所測量出的試題鑑別力。以類似的方式，第二部分 𝛿𝑗𝑘
𝐵  0)假定k屬性真實分類為不精熟的情況

下，沿著k屬性所測量出的試題鑑別力。由於Kullback–Leibler距離是反對稱的，故Henson et al.(2008)分

別定義這些指標。因  𝑗 𝛼
 , 𝛼  ) 不一定與 𝑗 𝛼

  , 𝛼 )相等，且𝛿𝑗𝑘
𝐵  1)不一定與𝛿𝑗𝑘

𝐵  0)相等。假如試題可以

沿k屬性分辨出精熟或不精熟，則精熟或不精熟的假定，一般來說可以不設定。因此，第j題對k屬性的

整體鑑別力指標，可視為(14)式與(15)式的平均，數學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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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𝛿𝑗𝑘
𝐵 =

𝛿𝑗𝑘
𝐵  1)+𝛿𝑗𝑘

𝐵  0)

2
                                   …….(15) 

其中 𝑘 = 1, , ……  

由上述定義，可將(15)式結果視為一個有K個元素的指標向量， 𝛿𝑗
𝐵 =  𝛿𝑗1

𝐵 , 𝛿𝑗2
𝐵 , …… , 𝛿𝑗𝐾

𝐵 ). 雖然 𝛿𝑗
𝐵是沿

著k屬性測量第j題的鑑別力，但ATA方式所注重的，是整份測驗的鑑別力。利用𝛿𝑗
𝐵的可加性質(Henson 

et al., 2008)，若要得到整份測驗在k屬性的鑑別力，可將個別試題在k屬性的鑑別力相加。換言之，當使

用𝛿𝑗
𝐵指標時，若在k屬性的整體鑑別力記成𝛿𝑡𝑘

𝐵，其值是將個別試題的指標元素相加，數學式如下：    

                               𝛿𝑡𝑘
𝐵 = ∑ 𝛿𝑗𝑘

𝐵 × 𝑥𝑗
 
𝑗=1                                  …….(16)



陳姵樺  以認知診斷模型分析國中數學科基本學力測驗並以蒙地卡羅法編製平行測驗 

 

276 

五、辨視率 

我們將對認知屬性 k 的錯誤率，定義為適當地平均分布在以 α 為貝氏事前分布情況下，錯誤分辨

該屬性的機率。(註:舉例說明：將受試者分類在精熟某個認知屬性，但實際上該受試者並不精熟此認知

屬性，反之亦然) 。令  𝛼) 表示 α 上的事前分布，�̂�𝑘表示以特定能力估計值為基礎，對於認知屬性 k

的觀察分類， 𝛼 𝑋)表示在 α 下，隨機變數 X 的期望值。故對認知屬性 k 錯誤率的數學式如下( Finkelman 

et al. , 2009)： 

        𝑒𝑘 = ∑   𝛼) 𝛼 |𝛼𝑘 − �̂�𝑘|)𝛼                            …….(17) 

由(17)式，定義對認知屬性 k 的辨視率如下： 

                               1 − 𝑒𝑘                                           …….(18) 

肆、研究方法 

    為符合心理計量學理，本計畫研究方法是以 Sgcell 自動化組卷方法出發，選用 DINA 模型，利用

六種自動化選題法，分別從模擬資料與真實資料中，組成三本平行題本，並比較其 CDI 值、對各個認

知屬性的辨視率及各個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 

    以下分別就模擬資料、真實資料及六種自動化組卷方法原理，說明如下： 

一、模擬資料 

(一)題庫與目標題本 

    本計畫題庫中共 310 道試題，每道試題的失誤參數及猜測參數皆由 U(0.05,0.30)中隨機選取且測量

5 個認知屬性。今研究者任意抽選 310 種組型而形成一個 310×5 階 Q 矩陣，且從模擬題庫中，選出 31

道測 5 個認知屬性的試題，並以這 31 題試題所構成的題本當作目標題本。  

(二)受試者認知屬性生成方式 

    研究者生成一個 1000×5 階的矩陣，其中，第 i 個列向量α̃i表示第 i 個受試者真實精熟認知屬性組

型。假定各受試者間的認知組型互相獨立，可逐列生成此矩陣。各精熟組型是由多重變異標準常態分

布、每組認知屬性間的相關係數為 .5，並依據由常態分布生成的認知屬性是否超過切割點值，將每個

認知屬性分成「精熟」或「不精熟」。研究者定義各個認知屬性的切割點為「母體中精熟此認知屬性的

比例」，其值分別為 .45、 .50、 .55、 .60 與 .65。 

(三)測驗成績生成方式 

    基於每個主題的精熟認知屬性組型，正確答對的機率(pij)是在 DINA 模型為基礎下所生成。且以pij

為參數的二項分配生成成績yij。 

二、真實資料 

(一)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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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選取 DINA 模型，並利用 R 中的「DMA」、「CDM」&「WLE」套件，以真實資料來估計

DINA 模型中的各項參數，將民國 97 年至民國 100 年、共 85 題的國中基測數學科代數試題視為題庫，

並將 99-1 數學科基測代數試題、共 9 題視為目標題本，且以每次測驗隨機選取的 5000 筆受試者真實

作答反應作進行估計。研究者進行診斷分析前，先製作一個85 × 4階的 Q-矩陣，以表示各試題需要那

些認知屬性才能達對。 

(二)認知屬性組型估計 

    由 de la Torre (2009)所開展的軟體，可獲得並用來分析受試者作答資料，以提供個人認知屬性向量

型式的診斷回饋及估計受試者的認知屬性組型。並以比較真實及所估計出的認知屬性組型二種組型為

基礎，計算出辨視認知屬性是否精熟的正確辨視度。  

三、六種自動化組卷方法 

1. Sgcell 法 

    首先，分別將題庫中各試題與目標題本之失誤參數與猜測參數分布圖，各分成 9(3×3) 格。然後，

以每格中的目標題本試題數量為基準，自題庫中隨機挑選試題，且不重覆選取。 

2. sumQ 法 

    首先，以目標題本各題題序為列、認知屬性為行，逐題列出答對目標題本各試題所需的認知屬性(矩

陣列向量)，形成一個以目標題本為基準的 Q 矩陣。然後，分別以各行向量元素總和為基準，自題庫中

隨機挑選試題，且不重覆選取。 

3. cell and sumQ 法 

    以每格中的目標題本試題數量與目標題本 Q 矩陣各行向量元素總和為基準，自題庫中隨機挑選試

題，且不重覆選取。 

4. sumQ per cell 法 

此方法步驟如下： 

  (1)先將題庫分成 3×3 格，分別以 sumQ 法求出各格的 Q 矩陣，以同樣的方式，作出目標題本試題在 

    各細格的 Q 矩陣，並將目標題本試題在各細格所形成各個 Q 矩陣視為測驗規格書，分別自題庫 

    中對應的各細格挑選試題。  

  (2)若(1)無法選出 3 個題本，則分別再將題庫與參照測驗分割成 4(2×2) 格，並以(1)的程序進行。 

持續進行上述步驟，直到選出 3 本題本為止。 

5.BP-Match 法 

為了能適當地確認測量所有認知屬性，通常會希望將各認知屬性的鑑別度最大化。將此想法應用

在CDM上，亦可用類似此概念的程序，將Henson et al. (2008)所提出、用以替代 Fisher訊息的鑑別指數

最大化。假定從題庫中任意選出I本N題、測驗K個認知屬性、與目標題本平行的I本題本，且各題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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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相同試題。由BP方式，定義目標函數如下： 

Maximize   𝑝 × 𝑑 + 𝛿𝑡𝑘
𝐵  

 

其中： 

 (1) 𝑝………(各認知屬性與題本間的容差) 

 (2) d………(各認知屬性與題本間的 delta 值差異) 

 (3) 𝛿𝑡𝑘
𝐵  = ∑ 𝛿𝑗𝑘

𝐵 × 𝑥𝑖𝑗
 
𝑗=1 , 𝑥𝑖𝑗 ∈ {0,1}, 

  𝑘 = 1, , ……  , 𝑗 = 1, , …  𝐽 ,  𝑖 = 1, , …  𝐼         

 

限制式如下： 

 (1)∑ 𝑥𝑖𝑗 = 𝑁 
𝑗=1  ,∀ 𝑖 ∈ 𝐼 

 (2)∑ 𝑥𝑖𝑗 ≤ 1,𝐼
𝑖=1 ∀𝑗 ∈ 𝐽 

 (3)𝐿𝑘 ≤ ∑ 𝐶𝑘𝑗 × 𝑥𝑖𝑗
 
𝑗=1 ≤ 𝑈𝑘 , ∀𝑘 ∈  , 𝑖 ∈ 𝐼 

 (4)−𝑑 < ∑ 𝛿𝑗𝑘
𝐵 × 𝑥𝑖𝑗 −{𝑥𝑖𝑗=1} ∑ 𝛿𝑗𝑘

𝐵 × 𝑟𝑒 𝑗) < 𝑑{𝑟𝑒 𝑗=1} , ∀𝑘 ∈  , 𝑖 ∈ 𝐼 

 

6.BP-Max 法 

為了能適當測量所有認知屬性，通常會希望將認知屬性的鑑別度最大化。將此想法應用在CDM上，

亦可用類似此概念的程序，將Henson et al. (2008)所提出、用以替代 Fisher訊息的鑑別指數最大化。假

定從題庫中任意選出I本N題、測驗K個認知屬性的平行題本，且各題本內沒有相同試題。由BP方式，

定義目標函數如下： 

Maximize   𝑝 × 𝑑 + 𝛿𝑡𝑘
𝐵  

其中： 

 (1) 𝑝 ………(各認知屬性與題本間的容差) 

 (2) d ……….(各認知屬性與題本間的 delta 值差異) 

 (3) 𝛿𝑡𝑘
𝐵  = ∑ 𝛿𝑗𝑘

𝐵 × 𝑥𝑗
 
𝑗=1 , 

                  𝑘 = 1, , …… , 

                  𝑥𝑗 ∈ {0,1}, 

                   𝑗 = 1, , …  𝐽  

限制式如下： 

 (1)∑ 𝑥𝑖𝑗 = 𝑁 
𝑗=1  , ∀ 𝑖 ∈ 𝐼 

 (2)∑ 𝑥𝑖𝑗 ≤ 1,𝐼
𝑖=1 ∀𝑗 ∈ 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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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𝐿𝑘 ≤ ∑ 𝐶𝑘𝑗 × 𝑥𝑗
 
𝑗=1 ≤ 𝑈𝑘 , ∀ 𝑘 = 1, , …     

 (4)−𝑑 <  ∑ 𝛿𝑗𝑘1

𝐵 −{𝑥𝑗=1} ∑ 𝛿𝑗𝑘2

𝐵 ) < 𝑑{𝑥𝑗=1} ,  ∀ 𝑘1, 𝑘2 ∈  ,  i：fixed 

 (5) −𝑑 < (∑ 𝛿𝑗𝑖1
𝐵

𝑘 − ∑ 𝛿𝑗𝑖2
𝐵

𝑘 ) < 𝑑，∀ 𝑖1, 𝑖2 ∈ 𝐼 

伍、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用六種方法，分別用六種方法從模擬資料及真實資料中各組出三個平行題本，並比較其 CDI

值、對各個認知屬性的辨視率、各個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其結果分別如下： 

一、模擬資料 

1. 以六種方法各組出三個平行題本的 CDI 值，如圖 1： 

        

 

 

 

 

 

 

 

 

 

 

 

 

 

 

 

         圖 1 各題本 CDI 值 

 

2. 題本對各個認知屬性的辨視率，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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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題本對各認知屬性的辨視率 

3.題本中各個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如圖 3： 

 

 

 

 

 

 

 

 

 

 

 

 

 

 

 

         圖 3 題本中各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 

經綜合比較上述結果，研究者評論如下： 

1.BP-Max 方法組成 3 個題本在各個認知屬性的辨視率差異性最大 

2.BP-Max 方法組成 3 個題本 CDI 值與目標題本的差異，是六種方式中最大的。 

3.BP-Max 方法組成 3 個題本在各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與目標題本的差異，是六種方式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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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P-Match 方法組成的 3 個題本，其 CDI 值與 Delta B 值與目標題本差異最小。但 3 個題本在認知屬 

 性 4、認知屬性 5 辨視率的差異性，似乎較 cell 方法、sumQ 方法、cell and sumQ 方法、sumQ per cell 

 方法高。 

5.六種方法所組成的 3 個題本，在認知屬性 1、認知屬性 2、認知屬性 3 的辨視率幾乎相等。 

6.sumQ per cell 方法組出題本在 CDI 值、對各個認知屬性的辨視率、各個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皆比 

 sumQ 方法、cell and sumQ 方法高。 

 

二、真實資料 

1. 以六種方法各組出 3 個平行題本的 CDI 值，如圖 4 

 

 

 

 

 

 

 

 

 

 

 

 

 

 

 

 

 

        圖 4 各題本 CDI 值 

 

 

2.題本中各個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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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題本中各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 

經綜合比較上述結果，研究者評論如下： 

1.比較各題本 CDI 值與題本中各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與目標題本的差異，以 BP-Match 方法組成 3 個 

  題本與目標題本的差異最小。 

2. BP-Match 方法組成 3 本題本的 CDI 值與各認知屬性的 Delta B 值幾乎相等。 

    此外，以本研究而言，在以 sumQ per cell 方法處理心測中心資料時，因為 slipping and guessing 兩

個參數進行切割成比較小的 cell 時，遇到一個 cell 中選不出三個滿足條件的題本的狀況，所以研究者

處理方式如下： 

    放大 cell(減少切割數)，目前從 3*3 的方式，修整成 2*2 後，再降低至 2*1(or 1*2)。但在 

    2*1 的情況下依然會遭遇相同。 

或許這是與 sumQ per cell方法對真實資料進行組 3個題本所得到的CDI值與各認知屬性的Delta B值，

其一致性與模擬資料組 3 個題本所得到的結果並不相同的可能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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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灣缺乏天然資源，因此投資人力資源乃刻不容緩之事，資優生有高於一般生的潛能與

表現，理當積極培養，期冀未來可以在擅長領域中發揮所長。可惜的是，在升學主義掛帥的

台灣，國中階段資優學生的學習似乎全為升學在做準備，學科加強成了首要任務，學生被動

地被填塞許多知識，學習過程中反覆、大量的練習更是免不了的課題（郭靜姿，1997：侯雅

齡，2008），「資優」的光環顯然讓家長以及老師只關注其認知能力的發展，甚至將其與「績

優」劃上了等號，而忽視資優學生其它的特殊需求。事實上，若從現在被廣為接納的資優概

念來看，除了認知能力之外，各種情意特質也被含括其中，例如：資優教育專家 Barbara Clark

（花敬凱譯，2007）就認為資優應從認知、情意、感官與直覺四方面的發展同時考量；Renzulli

（1978）認為資優的發展為中等以上的智力、高度的創造力以及全心投入的熱忱；Feldhusen

（1986）則是提出一般心智能力、積極的自我概念、高度成就動機與特殊才能。所以，資優

學生的教育目標除了認知方面的提昇，自我概念、學習動機與熱忱，也是不應輕忽的面向，

Renzulli（1978）發現僅有高智力而缺乏高度投入意願，恐將造成資優生低成就的現象；雖然，

資優生有高於普通學生的學習動機動機，不過它們對環境的感受力也特別敏感，如果學習環

境缺乏回應性（response）、課程與教學無法滿足其特殊需求，他（她）們喪失學習動機的速

度會比一般學生來得更快、幅度更大（Clark，2002；Roberts & Inman, 2007）。然而，越來越

多的研究發現：有內在動機的學習將激發高度的學習熱忱，如此學習的內容方可能內化，甚

至成為個人終身發展的職志，以近來相當暢銷的「讓天賦自由」（The element: How finding your 

passion changes every thing）一書為例（謝凱蒂譯，2009），作者透過對各領域傑出成就者的

訪談，結果發現，除了天資之外，當個人能對自己所擅長做的事懷抱「熱情」，才有可能締造

更高的成就或自我實現。所以，資優教育應該提供給資優學生符合其學習需求的適性化課程，

與正向的學習經驗，來維持或提昇其學習的動機，期能激發積極投入擅長領域的熱忱。 

近來，對於人類智力的概念，已從過往服膺單一智力，發展到能充分理解智力的多樣性，

因此提供給資優學生的課程，也開始著眼於學生的特殊性向，協助學生發揮其特殊潛能。就

學術性向優異而言，由於國中階段學生甫有較明確的學科能力分化，因此我國目前學術性向

優異的鑑定乃皆由國中階段開始，近幾年提供給具有特殊學術性向資優學生的資優方案也有

日益增多的趨勢，以研究者所位處的南台灣為例，高雄市的資優資源班，多數為學術資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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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班，至於屏東縣限於財源的困窘，雖未設立資優資源班，但也自九十七學年度開始提供區

域性學術資優方案。可見，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得以在早期經過嚴格鑑定程序，確認其數理性

向而接受資優教育的服務。不過，我國國中學生有攸關未來升高中的基本學歷測驗壓力，再

加上目前國中執行資優方案的合格資優教師比例不及 10%（教育部，2009 

http://www.set.edu.tw/static/ clslist.asp.），所以，提供給數理資優生的資優課程能否在教學內

容、教學方法、教學速度等方面滿足其特殊需求，相當值得關注，如果課程無法回應個人的

興趣、協助優勢領域潛能的發揮，也無法讓學生體認學科知識在真實情境中的價值，那將無

法使資優學生擁有對學習期待或自主性，更遑論內在學習動機的維持甚至熱忱的激發。 

研究者在近年參與南台灣資優班評鑑與資優方案審查的經驗中發現，多數給予數學或科

學資優生的課程，太過於強調加速學習或過度運算，前者若未做好課程的濃縮或課程調整，

並無法符合高能力者的需求，而後者，透過大量的反覆練習，則可能扼殺了學生高層次思考

能力與創造力。此外，提供給學術性向資優學生的課程，除了需考量資優生的身心特質外，

也不能忽視學生在不同學科領域的學習與認知特質，Johnson（2003）認為對於特定學術性向

資優的學生，課程設計應有別於一般資優生的方案，例如在思考技巧上，就應關注於特定學

科內容下的過程技巧，而非教授一般性的思考方式，不恰當的課程將無法滿足學生需求、甚

至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當然，這些資質優異的國中學生，多數在未來極有可能成為「明星

高中」、「明星大學」的一員，但是長遠來看，將天賦能力只用於應付考試，而未能對自己天

賦能力抱有熱情、懷有自信，自無可能在擅長領域自我實現，從人才培育的角度來看，這是

相當可惜的一件事！  

數學是科學之母，然而在 Eccles 等人（1983）長期的研究中，明確地發現國小到國一階

段是學生的數學成就動機下降最快的階段，Clack 認為青少年階段大腦已趨成熟，需要給予多

元且豐富的刺激，若資優學生的學習需求未獲滿足，可能出現種種問題（花敬凱譯，2007）。

因此，研究者希望能在國中學生開始接觸數學資優方案時，即能有適性的學習經驗，故決定

以數學性向優異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在考量數學資優學習者，不僅有能力學習更豐富的數學

內容，在推理的速度、組織綜合歸納的能力也較為優異，故擬先發展適性的課程來協助他們

發展這些高層次數學能力，使其能去探究數學的意義、進行數學的建模、發現數學的胚騰

（patton）、理解數學的語言並用數學的語言向他人表達數學概念等等，希冀藉此協助學生能

欣賞數學之美，進而維持或提昇個人學習數學的內在動機。 

http://www.set.edu.tw/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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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循上所述，本研究有兩個主要研究目的 

（一）應用概念模式發展國中數學資優課程。 

（二）瞭解參與資優數學課程的學生其數學成就動機隨時間改變的情形。 

 

參 文獻探討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資優的概念已不再獨尊智力，學者們皆主張應從多方面來思考資優

的概念，故本研究從全人發展的資優概念著眼，希望對目前國中階段偏重認知發展（學科訓

練）而輕忽情意的資優教育，提供改進的策略，在考量國中教育的許多現實條件後，希冀提

出概念導向（concept orientation）的數學課程，協助數學資優學生在參與資優方案中獲得正

向的學習經驗，以維持或提昇其數學成就動機，期冀能展現高度的數學學習熱忱，有追尋新

事物和新創見的動力。在此，研究者乃先對資優生數學課程的關鍵要素做探討，並析論概念

導向數學課程模式的優勢；繼之，則介紹從社會認知觀點所發展之「期望-價值動機理論」，

希望藉此來探討適性課程與動機維持的正向關係；最後，由於本研究採縱貫研究型態，在資

料分析上採用潛在成長模式進行分析，盱衡此一資料處理方式在國內並不普遍，故也對此一

統計處理方式做探討。 

 

一、資優生數學課程的關鍵要素 

今日的資優生將會解決明日的生存的問題，前提是他們需要被給予機會去發展個人的

天賦與興趣。當教育能提供資優對生適性且富挑戰的課程時，若有機會讓他們站在「真

理的大海」岸邊時，他們才會潛游而不是漫無目標地站在沙灘上 

（引自 Clark(2002). P.249-250） 

 

Johnson 認為適性教育與挑戰性課程對資優生相當重要，因為數學資優生常有不尋常的預備能

力以及強烈的探究意願，如果教育環境未能回應其特殊需求，將使資優生對課程內容感到無

聊進而喪失學習的動機（Johnson, 1994）。 

在資優課程中，有三種理論模式被證實有益於資優學生的學習，它們是：內容精熟模式、

歷程/產品研究模式以及概念模式，這三種模式同時都適用於資優數學課程（VanTassel-Bas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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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mbaugh, 2006），以下乃先做一說明： 

（一）應用內容模式組織數學課程：Feldman（1982）指出數學資優生在數學推理能力比其它

學生更早達到形式運思期，再加上數學本身結構化的特質，所以以加速的方式來進行

課程調整是常用的方式之一。 

（二）應用過程／結果模式組織數學課程：過程／結果模式特別強調問題的發現與解決，在

數學教學中也不乏透過適切的佈題或情境提供，來協助學生發展高層次的數學思考技

巧。 

（三）應用概念模式組織數學課程：以主題（theme）或關鍵概念作為軸心，不同於傳統課程

將數學內容做領域區分，此模式重視學生應學到知識的「體系」，屬於科際整合的課程，

希望學生有跨領域的學習經驗去瞭解數學重要的觀念和原則。 

上述三種資優課程調整模式，都有助於資優生免於在基礎課程中反覆學習，並給予學習

更多的挑戰。另外，Johnson（1994）針對資優生的數學學習，也提出發展資優方案不得輕忽

的六項關鍵要素： 

（一）學習內容範圍應該盡可能寬廣：有別於數學基礎課程強調反覆練習，資優生的課程必

須更為豐富。 

（二）學習內容應具有深度、高層次的複雜度以及概念的抽象度：對資優生而言，100%精熟

是沒有必要的，只要具九成的精熟，就沒有必要再做過度的要求，課程應加強有關思

考歷程能力的培養。  

（三）重視探索概念的發現導向：鼓勵資優生探索和發現式的思考，如果學生在非直接教學

下，自己發現「數學關係」，這種方式習得的概念將比較可能內化進而長期維持。例

如，教導 π 的概念時，可以提供學生大量的圓形物品，由學生去探究任何一個圓其圓

周和直徑的關係，讓學生自行發現兩者存在的比例。 

（四）學習應以問題解決為重點：適當的問題解決可以提供資優生在實際情境的高層次思考

技巧與科際整合的應用，例如 Polya（1971）的問題解決模式，有助於學生在解決數學

問題時去組織思考歷程。對於資優生而言，非例行性的的問題、開放性問題等皆可以

鼓勵他們主動發現問題，並嘗試多元的解決途徑，協助他們優游於思考問題間的關係、

形成問題和創造答案的經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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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重視後設認知策略： VanTassel-Baska 和 Stambaugh（2006）提出教師在教學歷程應

強調對學生各種高層次思考能力的培養，其中後設認知策略更受到 Sternberg（1982）

的推崇。 

（六）應重視科際整合的連結：「科學是數學概念發展的最大動力，數學是科學運作的基本

與有力的工具」，由此可知數學與科學是有相關的，事實上，數學與生活經驗也有極

大的關係，甚至與語文、地理、歷史乃至於藝術都有相當的連結性，可惜為了學習的

便利將這些連結給化約了，資優生的學習有必要強調此一科際整合的連結，以下乃針

對數學與其它學科可能的連結做具體說明。 

1.與科學的連結：觀察、形成假設 (推測或命題)以及實驗等方法，是協助學生瞭解數

學建模的歷程所必然使用到的方法。而上述方式也是科學探究歷程重要的技巧。 

2.與生活的連結：中國的九章算術中多數的內涵即與生活中的應用息息相關，日常生

活中也有不少問題可透過數學加以解答。例如：大賣場中，大排長龍的快速收銀台

與隊伍不長但是每個人都購買很多東西的收銀台，何者結帳會比較快？又如：如何

規劃以 500 元暢遊屏東「海角七號」拍攝景點？學生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藉由觀

察、假設、收集資料、推算等方法才可做出結論。 

3.和語文的連結：要提昇數學資優生的能力，發展口頭和書寫溝通技巧是必要的。美

國 NAEP（NAGB, 2002）認為溝通(communication)是三種數學威力（mathematical 

power）之一，也就是學生應能使用數學語言表達他的數學概念，解釋答案後面的推

理，甚至可以對數學概念進行反思性的寫作。 

4.與歷史的連結：角色楷模（role models）對資優學生的影響不容小覷，數學和科學名

人的傳記可以提供資優學生做為典範，也培養學生的鑑賞能力。 

5.與地理、哲學、甚至天文的連結：同一時間，東、西方數學的發展如何？數學和哲

學的關係、數學和天文學的相遇等……，都是相當好的科際整合素材。 

6.與藝術的連結：看似無關的藝術其實也與數學有連結，例如：幾何學對於建築的影

響、方格組合、比例、對稱，對於繪畫的影響都值得加以探索。 

由上可知，要滿足數學資優生在數學學習的需求，絕非是提供更多的測驗卷、更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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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題可以達成。教師必需對現有的課程作適當的調整或者重編，以給予資優生真正適性的

課程，與擁有正向的數學學習經驗。我國去年公布的資優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08）中，

明確指出我國目前在提供給資優學生適性課程的努力並不夠，在行動計畫中亦以給予資優生

適切的課程，作為中長期目標。由於數學的結構上有順序性的特質，方便了數學的加速學習，

所以多數的資優數學課程採用內容導向的加速方式（例如：Brody & Benbow, 1987; Davis & 

Rimm, 1988; Feldhusen, Proctor, & Black, 1986; Southern, Jones, & Fiscus, 1989）；另外，國內

提供創造思考與問題解決等高層思考能力的數學課程研究也佔有相當的比例；而雖然 Marker

（1982, 2002）、VanTassel-Baska 和 Stambaugh（2006）都對概念模式的資優課程多所讚揚，

不過在數學領域採用概念模式來組織學習內容仍不多見。筆者在近幾年參與高雄縣、市國中

資優班評鑑的經驗，發現多數資優班的數學課程是以「大量練習」或將九年一貫數學課程進

行「加速」教學，當然亦有部分優質的教師能提供給學生有關思考歷程能力提昇的課程或教

學活動。然而，在基本學測的緊箍咒之下，未見教師能提供資優生概念導向的數學學習經驗，

這對於資優生而言是相當可惜的事，Schunk（1991）比較專家與生手在問題解決上的差異，

發現專家有較大的知識體系，且其知識體系內的各種概念有很好的組織，所以為資優生設計

的課程，不應該輕忽協助其經由探究與討論，來發展並組織完善知識體系的重要性；另外，

研究者比對 Johnson 所提出之資優數學的六項關鍵要素，以概念導向來進行的課程設計應能

滿足最多的要素。 

總之，研究者者認為目前的資優教育中，資優生花太多時間在練習基本技能、規則、以

及學習特定的解題方法，我們應該透過概念導向的課程設計與實施，協助資優生經由探究、

問題解決與實驗等方式和數學作互動，藉此瞭解數學建模（mathematics modeling）的歷程，

一方面建構自己的數學知識基礎，以便能對數學知識有深入了瞭解與流暢的應用；另方面則

可體會數學學習的價值感與意義，進而激起學習數學的熱情（Jacobs,1994）。當然，此一課程

的規劃人員也需要進行科際整合，結合資優與數學領域的專家共同合作，才能協助學生在數

學得到該有的有品質的教育，而非以拼湊課程來滿足他們的需求。 

二、「期望-價值動機理論」意義及對資優生的應用價值 

Sternberg 與 Grigorenko（2000）認為動機（內在動機）對於智力的表現以及成功的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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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關鍵，如果缺乏內在動機，智力再高也沒有用。Robinson 與 Aronica（謝凱蒂譯，2009）

發現唯有讓天賦與熱情接軌才有機會創造非凡的成就，而影響個人甚深的學校教育，有必要

協助學生探索個人的天賦與能力，進而引燃他們對天賦展現的熱情，如果擁有天資但缺乏實

踐的動機與熱情，將使個人逐漸喪失因應世界未來變革的能力。Renzulli（1978）注意到許

多低成就資優生，都普遍有學習動機低下的情況，他提出資優的三環概念，始納入了非智力

因素，也就是資賦優異應該是智力、創造力與毅力（動機）的交集，在程度上，屬於認知取

向的智力因素僅需具有中上的水準，然而屬於情意特質的動機、努力與毅力應具有強烈的水

準。在此之前，多數的資優定義是僅著眼於智力因素，當然高智力一般也與學習動機、努力

等因素有著高相關；不過 Lupart 及 Pyryt（1996）推估加拿大的 4 至 10 年級資優學生約有

21%為低成就者，Gagné,（1991）推估美國的低成就資優生更高達 40%，造成低成就的成因，

可能受來自個人、學校、家庭各方面影響，不過，從國內、外相當多的研究中（如：王文科，

1995；Baum, Renzulli & Hébert, 1995; Clark, 1992; Emerick, 1992; Rimm & Lowe,1988; 

Whitmore, 1980），可彙整出缺少動機與低成就之間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而低成就資優生的

學習潛能若未能充分發揮，無疑是社會的損失（Emerick, 1992），八零年代之後，資賦優異

的定義也逐漸納入智力以外的因素，例如 Clark（1992）的大腦功能理論，在認知能力之外，

還納入情感的、直覺的與身體的三方面因素，認為在協助資優生成長的過程，四個向度的發

展缺一不可；Sternberg 與 Davidson（1986）則認為資優不能僅依據外顯的能力或智力來界定，

動機與態度等非智能因素也是形成資優的重要因素；其它如 Gagné,（1991）、Gardner（1983）

的理論也都在傳統智力之外納入了情意方面的特質，由此可見，全人發展的資優概念已是資

優教育的共識。可惜的是，我國國中的資優教育似乎仍偏重於對認知能力的關注，甚至在升

學主義的影響下，窄化到僅關注學業成績，由考試來主導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習動機外在化

與功利化。殊不知，對於偏好複雜與挑戰性作業的資優學生，若未能給予適性的課程與教學

可能影響學生的成就動機，長期以往，可能造成處事保守、失去追尋創見的動力，也會因此

限制了學生的發展（王振德，2000）。所以，資優班的課程目標不僅需提升學生學科知識，

其在情意部分的維持或增長亦值得重視。 

所有情意特質中最受重視的學習動機，一直是教育心理學領域相當重要的課題，從早期

行為主義傳統下所強調透過行為後果來促進或抑制行為發生的外在動機論（如：Skinner, 

1974），到人本主義標榜個人有自發自主心理需求，為滿足需求而產生的內在動機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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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1992; Deci &Ryan, 1985; Maslow, 1954），以至認為個人的思想、信念對學習行動引發有

關鍵影響的歸因論（如：Weiner,1992）、目標設定理論（如：Locke & Latham,1990;1994;2002），

以及同時強調外在與內在動機的自我效能論（如：Bandura, 1997）與期望價值論（Eccles, 1983; 

Wigfield & Eccles, 1992; 2002），動機的研究越來越精緻與深入。其中，期望-價值動機理論

在探討個體在學習成就領域的行為選擇與表現的探討角度最為廣泛與周延（邱連煌，2007），

在其理論模式中也對動機所影響的投入（engagement）等成就行為多所探究。 

Eccles 等人（1983）修正Atkinson理論，從社會認知的觀點提出期望-價值模式來詮釋成

就動機，該理論認為影響個人是否投入某一活動或課業的理由有二：一為個人對自己所具備

的能力能否帶來成功的判斷（期望），另一則是個人忖度欲從事的活動其重要性、有用性、趣

味性以及可能付出的代價（價值）。他們用此一理論來瞭解青少年的數學成就表現與工作選

擇，結果發現兩者對於實際成就表現、努力程度等的影響甚鉅。該模式也強調領域（domain）

的差異，在不同的學科領域中，個體會有不同的期望與價值（Wigfield & Eccles, 2002），當

學生知覺自己有能力去完成某一領域的任務（expectancy of success）且該任務對學生具有價

值性（task-value），學生才有投入其中的動機並有好的成就展現。以下乃對此一領域的兩大

構念做簡要的說明： 

（一）期望信念 

期望信念（expectancy beliefs）意旨個體在從事活動時，對於自己是否成功的預期，也

就是自己對於目標達成或成功結果的信念，此一期望即是個人對某一學習領域能力的自我概

念，與Bandura（1986）的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tions）稍有不同，Bandura重視的是個人

在特殊情境知覺對特定學習內涵自我能力的信念，而Eccles 等人所指稱的期望比較傾向於對

未來學科成果表現的感知，且在知覺的內涵不僅著重於對自己能力的知覺（整體性），尚且

包含與和他人能力比較下的知覺（個體間）與比較自己在不同領域的能力知覺（個體內）

（Wigfield & Eccles, 2000）。 

（二）任務價值信念 

Eccles 與Wigfield（1992, 2002）認為任務價值（task value）包含達成價值、功用價值、

內在價值與代價四個成分：  

1.達成價值（attainment value），也就是任務的重要性，它涉及一項活動對個人理想上與

實際上的自我概念，當該任務符合個體的自我基模，其達成價值越高，反之偏低。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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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生把數學視為是「男性（masculine）」的剛毅活動」與女性的溫柔價值抵觸，便

會賦予數學較低的達成價值，因而減少碰觸數學。 

2.功用價值（utility value），指個體盱衡任務的短期或長期的目標對自己是否有用，如果

知覺眼前任務有助於個人未來的目標有利，便會願意而努力從事此任務、賦予該任務較

高的功用價值。 

3.內在價值（intrinsic or interest value），有別於功用價值，個體在參與活動的經驗中，感

受到任務的樂趣（活動的內在獎賞）而願意專注於當前任務並持續下去。此一內在價值

概念和 Deci 與 Ryan（1985）及 Vallerand 與 Losier（1999）所提出的內在動機理論

概念相類似，均是描述願意從事某一任務並非受到外在誘因影響，而是個體在從事活動

的歷程享有學習到新的技能或知識的樂趣，而認為該活動有價值，願意繼續投入。 

4.代價（cost），代價是與其他三種成分相反的負面成分，它意旨完成某一任務將付出的

代價，當個人忖度欲付出的代價愈高，該任務被賦予的價值愈低。個體對代價的評估會

受到三種變數的影響，第一個變數是努力，個體會評估完成活動需付出多少的努力，要

付出愈多努力才能成功，代價就愈高，其活動的價值也愈低。第二個變數是其他機會的

損失，當個體從事某項活動時，就不能參與其他活動。當從事某項活動時，在其他活動

的損失愈大，即代價高，價值愈低。第三個變數是失敗的心理代價，若個體感受到某項

活動上，失敗所帶來的心理傷害，則會賦予該活動較低的價值。 

從上述期望-價值動機理論內涵觀之，對於自己是否成功的預期，以及對學科知識的價值判

斷，將是資優學生決定是否投入心力的重要動機，資優生若對學習缺乏期待、窄化學習的價

值性，必然無法有高度內在成就動機。 

我國學生在近來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 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的結果，在數學皆有極為亮眼的成績，但是在數學學習興趣與自信方面卻

明顯低於國際平均，此一不相稱的現象，國二學生又比小四學生明顯，且高層級組學生亦然。

足見我國數學教育對於學生學習動機、興趣與自信的關注仍有待加強。筆者在目前執行的研

究案中，發現相較於一般學生，接受資優服務的學生其學業自信與學業成就不相稱的狀況更

為明顯，顯見資優服務對學生的情意教育仍然不夠重視，造成能力優異的學生在學業自我概

念的知覺不佳。從Eccles等人的期望價值動機論來看，學業自我概念將影響個人對學習的期

望，進而造成就低落，台灣向來以「科技島」著稱，學生數學能力優異亦受國際讚譽，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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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待所有優秀學生能對數學有更符合能力的期待，並建立正向的價值，讓資優人才可以

充分發展潛能。 

雖然國內亦有部分研究呼籲應重視國中資優生的情意教育，不過以我國國中目前的教育

生態以及資優資源班的經營方式，要在每周僅有的四至六節的資優課程中外加情意課程，無

疑是緣木求魚，而研究者也發現國中階段的數學資優課程的適性化不足 ，因此主張透過相稱

的與適性的課程來維持資優學生學習數學的高度動機而有積極投入（engagement）的行為，

故提出能滿足其特殊需求的數學課程，來瞭解學生在參與過程中內在成就動機的變化。 

 

三、潛在成長模式在縱貫性研究的應用 

潛在成長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簡稱 LGM）的理論架構緣起於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簡稱 SEM）之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簡

稱 CFA），主要用於縱貫研究的分析，亦即分析重複測量的變數在不同時間點的變化情形。模

式中包含兩個潛在變數，一個潛在變數用來描述所有觀測值的起始狀態，類似於簡單迴歸分

析中截距（intercepts）的概念，透過此一變數我們可以瞭解每一觀測值在第一個時間點的情

形；另一個潛在變數則是用來描述各觀測值被觀測期間的成長（或衰退）情形，類似於簡單

迴歸分析中斜率（slope）的概念。 

有別於過往的縱貫資料之分析方面未能提供個體成長軌線（growth trajectory）以充分瞭

解個體成長之情形、只探討個體在固定時間點（fixed time point）上的差異情形很少考慮到個

體間改變速率（rate of change）之差異，僅進行平均數之比較並無法了解改變之趨勢及速率。

而 LGM 不同於過往的分析方式，其用於縱貫式資料時，至少有以下特點：（下列資料主要參

考吳裕益（2006）、Bollen 與 Curran（2006）以及侯雅齡（2009b）進行整理） 

1.可描述個體身心變化趨勢 

在LGM中可以藉由代表平均成長率參數的統計檢定結果，來瞭解受試能力或特質是否隨

時間進行而產生變化，藉由代表起始點參數的變異數統計檢定結果，來瞭解受試能力或特質

在第一個時間點是否有差異。在本研究中，若成長率潛在變數顯著不為零，則表示隨著時間

改變學生的成就動機有了變化，且由成長率的迴歸係數也可以進一步瞭解學生的成就動機潛

在變化情形；若起始點參數的變異數達顯著水準，則表示個別學生間在起始點的成就動機有

差異。Bollen與Curran（2006）說明了若潛在變項「起始點」與「成長率」有顯著差異，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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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二個變項上，作第二階因素的探討，瞭解有哪些變項可能會影響「起始點」與「成長率」。 

2.不受複對稱性假定之限制 

在執行重複量數 ANOVA 時，必需符合差異分數變異數（σ
2）相同的假定，由於重複量

數 ANOVA 各次測量之得分得自同一群體，彼此之間有相當程度的關聯，在比較各發展階段

之差異時，其差異分數之變異數( 2

D )並非如同獨立樣本等於兩個組的變異數相加，而是

2

D = 2

1X + 2

2X -2 21XX ， 21XX 是 1X 與 2X 的共變數，所以彼此之間的共變數也必須相同，此

一「複對稱假定」在縱貫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很難滿足，因為通常相鄰時間較近的兩次測量之

相關可能會高於相距較遠的兩次測量之相關。但此法不受此種假定之限制。 

3.可分析有缺失值之資料 

    實際進行長時間的縱貫研究時，很難保證能獲得所有受試的完整資料，但是重複量數

ANOVA 或 MANOVA，均要求每個受試需有完整的資料，如果因有缺失資料就將該受試的資

料全數刪除，不但浪費有用訊息，可能也會因此得到偏差的結果。但是此法在缺失值不多的

情況下，仍可就所獲得的資料點數進行迴歸係數參數估計，也就是說對於有缺失值的資料仍

可納入分析。 

4.允許彈性的時距 

    傳統重複量數 ANOVA 通常將「時間點」及「分組變項」因子視為固定因子(fixed factors)，

而此法將時間視為一連續變項，允許受試接受測量的時間可以不同，也就是允許時間間距不

同的資料。 

因此，在本研究中，也由此一資料分析的方式來瞭解學生在參與概念導向的數學課程歷

程，其數學學習內在動機是否呈現正向變化的趨勢。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先發展概念導向的資優課程，並在課程正式實施歷程蒐集參與課程學生的內在動

機資料，以瞭解內在動機的長期變化情形。以下乃分二部分說明研究方法。 

 

一、概念導向數學資優課程設計與試探 

概念性課程重視科際整合，能協助學生體會知識的體系，而非體系中的個別元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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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導向最能呼應資優生能敏銳洞察事物間交互關係的特質。目前多數的國中資優數學課程

以調整現有教科書為主，採取內容加速或過程性技能的充實活動，較少以數學主題（theme）

或數學概念來設計系統性的課程。故本研究首先將設計概念導向（concept orientation）數學

資優課程，以提供通過資優鑑定的國一、國二學生使用。 

（一）數學資優課程設計的流程 

VanTassel-Baska（1994）提出資優課程發展模式的階段論，將課程的規劃與發展分成數

個階段，階段間呈現動態反覆的歷程，研究者規劃資優數學課程也援此一發展模式進行，以

下乃將研究各階段執行重點做說明： 

1.針對資優生對適性課程需求，規劃概念導向區別性數學課程 

研究者發現國中數學資優課程的規劃，存在不夠適性以及未能重視區分性的問題，故從

文獻探討及自身經驗中決定以「課程即學術理性」（curriculum as academic rationalism）的哲

學觀，作為課程發展的核心信念，並特別重視數學與其它領域知識之間的科際整合。 

2.組成課程規劃小組 

本研究課程規劃小組成員包含：擔任此一資優方案的主導與協調者的資優領域專家一

人、提供課程中有關數學內容的專業意見的數學領域專家一人以及四名實務教師。 

3.課程規劃小組共同規劃及發展教學單元 

小組成員在充分理解本課程目標與概念導向課程內涵後，進行教學單元發展，發展時

考量的重點如下： 

(1)盱衡我國九年一貫課程中七至九年級的數學學習內容，擬定適切的單元或主題。 

(2)蒐集所有科際整合的資源與資料。 

(3)訂立主題下各單元的目標以及活動目標，並據以設計教材與教學活動。 

(4)提出合宜的評鑑方式。 

4.對數學資優學生進行教學單元試探性試驗（pilot testing） 

為瞭解課程的適用性，先以一所學校進行所有教學單元的試探性試驗，以提供課程規

劃小組作修正與調整。試探性試驗的教學者必須在充分理解教學方案設計內涵與理念下實施

課程，所以實施歷程中也對教學者在：教學方法、教學資源實施、教學材料應用與原設計的

差距進行檢核。課程實施時，教學者需對教學計畫的應用做軼事記錄與自省札記，另由參與

觀察者對於學生反應與上課氣氛做評鑑與紀錄，課後也對參與的學生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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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行評鑑以瞭解課程應做怎樣的校正、修訂或刪除 

在每一主題教學結束後，則分析所有取得的資料，再經由課程規劃小組成員共同討論

應對課程做怎樣的校正、修訂或刪除。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以一所中學 16 位國中數學資優學生為研究參與者，選擇國中學生之理由有三：一

是著眼於近來全人資優的概念，不僅應重視認知能力也需對情意熱忱給予關注，而我國國中

資優教學現況明顯過度強調學業成就而輕忽情意；二是著眼於學生的學科能力分化自國中階

段才較明確，我國目前學術性向優異的鑑定也由國中階段開始；三是根據文獻探討，青少年

階段大腦已漸趨成熟，未給予資優學生多元且豐富的資訊，將因挑戰不足而讓學生的成就動

機大幅下降。研究者在先前的研究案中發現國三階段的資優學生在學業自我概念上已呈現明

顯與成就背離的情形。 

（三）研究工具 

在此使用的研究工具包含： 

1.資優方案課程原則檢核表 

為更周延地瞭解，課程規劃小組所規劃的課程與教學單元是否符合資優生需求與數學課

程關鍵要素，以「資優方案課程原則檢核表」（Van Tassel-Baska, 1994）進行課程設計內容效

度評鑑。 

2.資優數學課程實施觀察表 

本評鑑表用於試探性試驗（pilot testing）階段，目的在瞭解所規劃的課程於教學現場實

做的情形，以作為課程規劃小組修訂與增刪課程的參考。此表主要在蒐集可觀察到的教室訊

息，除了瞭解學生對於課程的接受情形與學習狀況外，教學者的教學方法、教學資源實施、

教學材料應用與原設計之間差距亦將被檢核。 

(四)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所獲得的資料除了「資優方案課程原則檢核表」檢核的結果，以及「資優數學課

程實施觀察表」之評鑑結果的量化資料；尚包含試探性試驗過程中教師的軼事記錄、省思日

誌，參與觀察者對學生表現的記錄，以及對學生的訪談資料。這些資料全部轉成文字形式的

資料，並進行編碼歸類，以從教學者、觀察者以及學生三種不同來源的資料中，發現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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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來瞭解課程於現場實施的情況。 

 

二、數學學習內在動機變化之縱貫性研究 

經過試驗確認的概念導向數學資優課程，乃提供 100 學年度通過資優鑑定的國中生使

用，考量目前高雄地區的國中資優學生鑑定採入學後鑑定，學生於國一下才開始接受資優教

育服務，因此本研究乃在瞭解自國一下至國二上，參與一年數學資優課程，學生內在動機的

變化情形。 

（一）研究參與者 

參與本研究案的學生來自高雄市大仁國中、右昌國中、立志中學（國中）、左營國中、光

華國中、英明國中、後勁國中與高師大附中，共計 101 位學生。以及教授數學課程的老師八

位。  

（二）研究架構 

參與本研究的國中數學資優學生，接受為期一年的「概念導向數學資優課程」，課程以

每週兩節課外加方式實施。由於本研究採縱貫研究形式，故在課程實施之初（T0）以及每一

主題教學結束皆進行數學成就動機之測驗，以瞭解學生在參與此一課程的歷程，成就動機的

變化，此一動機之縱貫性資料的分析架構之檢驗，乃用以回應研究目的二。 

（三）研究工具 

研究者參考Eccles與Wigfield編製的「兒童與青少年的期望價值信念量表」另編製數學成

就動機量表作為本研究之工具，此量表共有四個分測驗，分別是數學的能力信念、興趣價值、

實用價值、重要性價值，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佳，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也顯示具有好的

構念效度證據。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 AMOS21.0 進行潛在成長模式（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 簡稱 LGM）

分析，為瞭解學生在成就動機的潛在成長情形，模式中包含多次重複評估內在動機所得之觀

察變項。這些觀察變項又受二個潛在變項影響，分別為研究開始時的起始點（ICEPT, ηI）與

研究歷程的成長率（SLOPE, ηS），此外，本研究亦假定二個潛在變項間具有相關（ψSI）。

為減少估計參數，本研究設定所有被預測的觀察變項之截距為 0（因為截距項已包括在起始

點），以及將所有殘差之變異數限制為相等（設為 var）。在「起始點」及「成長率」對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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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之「徑路係數」部分，則假定內在動機呈直線成長模式，故將成長率對觀察變項的因素

負荷量係數（λ）起使設定為 0，終點設為 1，亦即改變狀態對 M1 的影響效果是 0，對 Mn

的影響效果是 1，由此看出平均數的改變速率（rate of mean change）。至於起始點是簡單迴歸

的截距，因每個觀察變項均包括該成分，所以將所有係數均設定為為 1。 

由於 LGM 之起始點及成長率兩個潛在變項之測量加權是依據直線成長模式所做之設

定，不是估計值，因此在解釋上宜採用未標準化解，因此在結果與討論中研究者所繪之模式

圖皆呈現未標準化解，圖中起始點及成長率兩個潛在變項因素上面之左右兩數據分別代表平

均數及變異數（Bollen & Curran, 2006；Duncan, Duncan & Strycker, 2006）。在模式適合度評鑑

上，乃參酌 Bagozzi 與 Yi (1988)的看法，由基本的適合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

式適合度(overall model fit)及模式內在結構適合度(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三方面來評

鑑。 

 

伍 結果與討論 

 

一、 概念導向數學資優課程設計 

 

本研究共發展四份完整的課程，以協助學生體會知識的體系，而非體系中的個別元素，此一

課程導向最能呼應資優生能敏銳洞察事物間交互關係的特質。課程皆由課程規劃小組在建立共

識後訂立主題，並依據主題進行課程規劃並發展教學單元，發展後的教案先送請資優領域以及數

學領域專家對課程內容進行評鑑，隨後在選定的合適的伙伴教師與資優資源班進行試探性（pilot）

試驗，經現場觀察、紀錄後，課程規劃小組成員就實施方式與實施結果做討論以對課程做適度修

正後定稿。完成發展的課程的主題分別是：「沒有數字的數學：一筆畫」、「正多邊形：密鋪」、

「機不可失：機率」以及「由連方塊學幾何」。 

（一）沒有數字的數學：一筆畫 

限於篇幅，以下乃列舉「沒有數字的數學：一筆畫」進行說明，本課程包含四個單元

（topic），分別是：哥尼斯堡七橋問題、漢米頓路徑、與大師相遇：數學家 L﹒Euler，以及

理性與感性的交會：數學與藝術。預計每一單元的教學時間為二至四節課，各子題的教學目

標與節數分配詳如表一，以下乃針對設計構想與教學重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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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單元教學目標與科際整合連結之領域 

單元 

名稱 

節次 

分配 
教 學 目 標 連  結 

哥
尼
斯
堡
七
橋
問
題 

四 1.能理解哥尼斯堡七橋問題，並排除與解題無關之情境元素。 

2.能畫出簡化問題情境表徵的網路圖，進而將原來的問題轉化為

易於操作之等價問題－「網路圖一筆畫」問題。 

3.能由操作若干典型網路圖案例，析出「可一筆畫」之網路圖所

共有的「奇點」要素。 

4.能由操作若干典型網路圖案例，析出「可一筆畫」之網路圖所

共有的「偶點」要素。 

5.能應用判斷「任一網路圖可否一筆畫」的通用準則，解決哥尼

斯堡七橋問題與其他網路圖相關問題，進而發展改善之道。 

 

1.數學建模技巧的學習 

2.觀察、歸納、推理與證明

能力的培養 

漢
米
頓
路
徑 

四 1.能理解「掃街車」問題和「送報員」問題，並排除與解題無關

之情境元素。 

2.能找出掃街車路線（尤拉路徑）和送報員路線（漢米頓路徑）。 

3.能理解尤拉路徑和漢米頓路徑的異同之處。 

4.能體會尤拉圖與漢米頓路徑不必然共存。 

5.能找出掃街車的最佳路徑和送報員的最佳路徑。 

6.能理解漢米頓路徑和漢米頓圈的異同。 

7.能找出漢米頓路徑的一般化原則。 

8.能應用漢米頓路徑解決生活情境問題（郵差送信）。 

 

1.數學建模技巧的學習 

2.推理、證明能力 

3.問題解決 

4.數學溝通 

5.與生活應用作連結 

 

與
大
師
相
遇
：
數
學
家L ﹒

E
u
ler 

四 1.能閱讀 L﹒Euler 的傳記。 

2.能針對數學專門詞彙提出疑問，並預測文本之數學專門詞彙。 

3.能理解並歸納文本中的重點和內涵。 

4.能使用有效策略摘錄文本中的重點，並反思、議論文本中之內

涵。 

5.能使用適切閱讀策略來閱讀數學科普書籍。 

6. 能口頭發表個人的閱讀重點和心得。 

 

1.與數學史的連結 

2.楷模學習 

理
性
與
感
性
的
交
會
： 

數
學
與
藝
術 

二 1.能思考哪些行業需要數學。 

2.能瞭解數學能力對職業的相關性。 

3.能透過具體實例，瞭解跨領域知識的重要性。 

4.能瞭解藝術家 Matiss 晚期創作品，及其中包含之數學（拓樸學、

位相學）元素。 

5.能由操作相關藝術素材，以團體創作方式將數學元素融入藝術

作品。 

1.與美術的連結 

2.團體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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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說明 

1.數學建模活動融入 

「沒有數字的數學：一筆畫」以尤拉的七橋問題做開端，協助學生將問題情境以網路圖

進行表徵，再讓學生觀察許多圖形，並利用表列法進行歸納、推理、證明等高層次思考的技

巧，從中探尋一筆畫的規律；繼之，透過掃街車與送報員問題，讓同學瞭解除了尤拉路徑之

外，另有漢米頓路徑的提出，並用兩種習得的概念解決生活情境的問題。課程重點在於體會

數學知識形成與應用的數學建模（Mathematical modeling）歷程。數學建模是把實際問題加以

分析整理，提出數學模型在求解之後，再驗證模型是否合理；並應用該數學模型來解釋現實

問題（Andrews & McLone, 1976）。不同於傳統的解題只將焦點放在問題的數學表徵化和數學

解答，數學建模的焦點在於詮釋情境資訊、辨別潛在的問題、建立模式、再詮釋數學解答的

前提、假設，與可能的偏誤（楊凱琳、林福來，2006）。在升學導向之下，學校數學教學多是

依照下列步驟進行：介紹組織完整的單元概念、示範例題和演算技巧、讓學生練習、學生儘

可能提供自己正確的想法、教師提供便捷的解題技巧（Lin & Tsao, 1998），強記公式、精熟演

算、標準題型的訓練成為數學教學的重點，本例中融入數學建模的應用，希冀讓學生學習數

學的思維方式並將數學知識與生活應用作連結。 

2.與生活應用的連結 

一筆畫被視為是二十世紀拓樸學（Topology）的始祖，圖枝理論對現今資訊科學有重要

影響。另外，數學對生活、職業世界也都有關連。本課程中協助學生運用一筆畫的策略進行

日常生活的時間規劃；也引入麵包師傅伍寶春的故事，說明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以及數學在

麵包師傅職業的功能。而數學過程的分析性思考、歸納與推理能力是學習醫學、法律、新聞

行業的重要預備能力。筆者希望此一連結可以協助學生認同學習數學的潛在價值，讓數學知

識不與現實世界脫節。 

3.楷模學習與數學文化的連結 

透過閱讀尤拉的故事希望為資優學生提供典範，在資優教育的理論裡，以特殊人物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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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做為效尤的目標，是相當重要的，因為角色學習在個人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心理作用，

有適當的認同與學習對象，可以激發其成就動機，追求生涯發展。數學家尤拉不僅在數學有

豐碩的成就，在物理學、天文學皆有相當貢獻，本身即是一科際整合的良好典範，課程中引

介數學家尤拉的故事，能為資優學生提供見賢思齊的機會。另外，藉由閱讀數學文本，也指

導學生如何摘述重點、臆測數學詞彙，以提升數學閱讀能力。 

4.與藝術的連結 

一筆畫也對法國畫家馬蒂斯（Matiss）的畫作有所影響（朴景美，2004/2005），馬蒂斯學

習過位相幾何數學，在其晚年為疾病所苦的時候，其畫作風格乃由精巧的人類樣貌，變得極

為單純、抽象，此一作法與位相數學的概念相符，本課程藉由介紹馬蒂斯的畫作，協助學生

欣賞藝術，也讓學生瞭解藝術與數學的關係，並透過動手做進行創意發想。 

5.引導思考，歷程重於結果 

此一教材的重點不在於通透尤拉定理以求取考試的高分，各種作業單的給予與安排的目

的都在激發學生的好奇心、進行數學思考與開展創造力，所以教師必須營造一個鼓勵學生思

考與表達的支持性環境，讓學生可以自在的陳述想法、尊重與聆聽他人的意見，並協助學生

解釋自己的答案、彼此進行探討與提問，老師不是判斷答案正確與否的仲裁者，也不是真理

的來源，老師應該積極地啟迪學生的思維，以拓展數學視野、對數學建立正確態度為教學重

點。 

6.提供加深的課程，作為滿足個別需求的區分性教學 

對於部分在數學潛能特別優異且學習動機強的學生，課程也提供深度與複雜度更高的延

伸學習教材，讓資優學生有機會去挑戰與學習較複雜的數學問題，在一般的教室中對於能力

好的學生往往給予更多的練習和測驗，但這並不能擴展學生的數學能力，只是讓學生精熟學

習罷了，在本課程中，包含「騎士遊歷」以及「一筆畫定理一般化」兩個學習單元，提供學

生深入探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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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學習單與 ppt 

教學過程中教師使用的 ppt 以及學生的學習單也有系統性的設計與搭配，提供教師進行使用。 

 

二、 概念導向數學資優課程實施結果 

 

研究者邀集了八所學校教師以及 101 位資優學生參與本研究，在教師部分乃透過課程說

明會、教師培訓以及教學諮詢確認教師能有效執行本計畫發展之課程，每一單元結束後則蒐

集參與課程學生各種表現與數學成就動機資料。 

(一)研究變項的描述統計 

從表二四波次學科數學能力信念的描述統計分析結果可知，數學能力信念在第一波的平

均數為 35.378 至第四波升為 39.487，數學興趣價值在第一波的平均數為 35.921 至第四波升為

39.526，數學有用性價值在第一波的平均數為 38.639 至第四波升為 41.250，數學重要性價值

在第一波的平均數為 34.382 至第四波升為 37.000，整體而言，除了所有成就動機向度皆呈現

正向的的發展。在變異情形方面，數學能力信念四波的標準差介於 5.072 至 8.097 之間，數學

興趣價值四波的標準差介於 6.323 至 8.139 之間，數學有用性價值四波的標準差介於 4.735 至

6.385 之間，數學重要性價值四波的標準差介於 4.163 至 5.199 之間，從標準差的資料顯示，

四波重複觀測資料的標準差呈現漸次縮小的狀況。 

 

表二 四波次學科數學能力信念 

 能力信念 興趣價值 有用性價值 重要性價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第一波 35.378 7.970 35.921 8.139 38.639 6.119 34.382 5.199 

第二波 35.676 8.097 36.816 7.443 39.083 6.385 35.824 4.871 

第三波 39.000 5.072 38.553 6.323 39.861 5.362 35.353 4.677 

第四波 39.487 5.536 39.526 6.809 41.250 4.735 37.000 4.163 

 

 

(二) 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研究者先以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瞭解數學成就動機各向度在四波測量之間的差異，由

表三可知結果能力信念四波測量之間具有顯著差異（F=8.322, p<.001），事後比較結果，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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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與第三波之間未達顯著差異外，其餘皆有顯著的正向成長，興趣價值四波測量之間也

有顯著差異（F=8.322, p<.001），事後比較結果第四波高於第一和第二波，第三波高於第一波，

有用性價值四波測量之間仍有顯著差異（F=4.512, p=.005），第四波顯著高於第二波及第一

波，重要性價值四波測量之間有顯著差異（F=2.964, p<.035），事後比較結果則在第四波優於

第一波。 

 

 

表三 重複量數變異數分析 

 F p Eta 平方 事後比較 

能力信念 8.322 .000 .188 4>2,4>1,3>2,3>1 

興趣價值 8.322 .000 .188 4>2,4>1, 3>1 

有用性價值 4.512 .005 .109 4>2,4>1 

重要性價值 2.964 .035 .078 4>1 

 

(三)潛在成長模式驗證結果 

本研究分別針對學生參與資優數學課程歷程的數學能力信念、興趣價值、有用性價值與

重要性價值變化進行潛在成長模式的考驗。以下僅列舉數學能力信念的分析結果，圖 1 是含

未標準化解的數學能力信念潛在直線成長模式圖，茲對模式的考驗結果作說明。 

1.基本適合標準考驗結果 

本研究中設為相同的五個誤差變異值為 12.680，t=6.135，p<.01 符合無負的誤差變異以

及誤差變異必須達.05 之顯著水準，模式的基本適合標準符合期待。 

2.整體適合標準考驗結果 

能力信念潛在直線成長模式的整體適合度考驗結果。能力信念的潛在直線成長模式與觀

察資料適配的卡方考驗結果達顯著水準（ 2 =2.060,  p =.914），未推翻虛無假設，亦即本研

究所提出之成長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 

3.內在結構適合度考驗結果 

在 LGM 的標準化解之中，由起始點及成長率預測四個觀察指標之 R
2 分別

為.789、.788、.582、.565 皆大於.5，且所有估計的參數都達顯著水準，表示模式有良好的內

在品質。 

整體來說，此一結果支持能力信念的潛在直線成長模式為一理想的模式，亦即學生在參

與資優數學活動的歷程，其能力信念呈現成長的趨勢。 

 



侯雅齡  國中數學資優生參與概念導向數學課程之研究:數學成就動機變化的縱貫分析 

 

308 

35.13, 47.44

ICEPT

3.9
4, 2

2.4
6

SLOPE

0

一信念

1 .00

.00

0

二信念

1.
00

.00

0

三信念

1.
00

.89

0

四信念

1.0
0

1.
00

0, 12.68

x1

1

0, 12.68

x2

1

0, 12.68

x3

1

0, 12.68

x4

1

-26.73  

 

圖一含未標準化解的數學能力信念潛在成長模式 

 

 

4. 數學能力信念隨時間改變情形 

表四是數學能力信念潛在直線成長模式的參數估計結果，從表中固定效果部分可知數學

能力信念的起始點平均數為 35.127，成長軌線的平均數為 3.942，兩個參數的 t 值分別為 29.058

與 3.750，皆達顯著水準（p <.001），表示學生在參與資優數學活動的歷程，其起始數學能力

信念平均分數為 35.127 分，之後隨著每次參與活動其能力信念的平均改變速率為 3.942 分。 

此外，數學能力信念起始點及成長率之變異數分別為 47.436 及 22.464，且兩個參數的 t

值分別為 3.695（p <.001）與 2.295（p =.022），表示個別學生在參與資優數學活動的歷程，其

數學能力信念即有顯著差異，且個別學生在參與資優數學活動的歷程，其數學能力信念成長

速率亦存在顯著差異。至於殘差變異（E1 至 E5）的估計值為 12.680。 

最後，起始點與成長率之共變數是-26.726，相關係數為-.819，表示在學生在參與資優數

學活動時，其數學能力信念較低的學生隨著活動參與經驗的累積，其數學能力信念成長的速

率較快，而數學能力信念在起始點已有較佳的水準者，可能受極高點效應（ceiling effect）的

影響，其成長速率較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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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數學能力信念潛在直線成長模式的參數估計結果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p 值 

固定效果     

 起始點平均數 35.127 1.209 29.058 .000 

 直線成長率平均數  3.942 1.051 3.750 .000 

隨機效果 

 起始點變異 47.436 12.837 3.695 .000 

 直線成長率變異 22.464 9.786 2.295 .022 

 殘差變異（E1-E5） 12.680 2.067 6.135 .000 

共變與相關 

 起始點與成長率共變數 -26.726 9.846 -2.714 .000 

 起始點與成長率相關值 -.819    

 

 

三、 研究結果 

 

本研究應用概念模式來發展數學資優課程，能滿足數學資優生的特殊需求並維持其認知

功能的成長。再者，有別於多數研究關注學術性向資優生的學業成就，本研究由全人資優的

角度關注內在成就動機的重要性，將有助於教師協助學生發展潛能及自我實現。經以縱貫性

資料分析方式也瞭解學生在參與課程歷程之成就動機變化呈現正向的成長軌跡。整體言之，

此一課程對參與研究案的數學資優學生有直接的助益，未來也值得進一步推廣，以協助與引

導資優教師設計適性化的資優數學教材，讓資優生保有高度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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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數學資優社團學生教學法之研究暨師資之培育計劃之報告 

(1).主旨: 

本研究計畫擬以研究者和參與研究之國中資優社團之數學科教師(包涵桃園縣:

桃園國中, 建國國中、慈文國中、中壢國中、大園國中、過嶺國中、平興國中等;

新竹縣:博愛國中,仁愛國中等;新北市:中和國中等)共同合作，利用心理學上的

PAC理論來融入數學資優社團課程的教學以達成合作學習、認知學習與聯想類比

學習之目標，未達成類比研究之互映比較，本計畫中加入國中小高年級學生進行

同步施測。 

惟因本計畫經費受限之故，受測學校目前僅為中和國中與中原國小已完成。  

(2).施測對象: 新北市中和國中與桃園縣中原國小 

(3).延伸預備目標: 

1.利用 PAC分群合作學習的目標建立適當的群隊進行合作學習 

2.建立認知學習的模型導入群隊的合作學習，模型名稱「渦旋模型」。 

3.利用開發資訊的 APP 形式的建立「無所不在學習」 

4.將學習模型與「無所不在學習」、認知學習、對比式學習與聯想類比式學習進

行整合。 

(4).研究背景 

(A).合作學習 

1.Artzt & Newman(1990)認為「合作學習」是一小群體的學習者，以團隊

的型態一起共同解決問題，以達成任務或一個共同的目標。 

2. Johnson & Johnson(1990)認為「合作學習」是一種利用小組分組學習

以增進個人和小組成員學習成效的教學方法，但不是讓學生圍坐在一起、

彼此交談，做個別的作業；也不是一個人獨力完成指定的作業，其它人只

要簽名就好；也不是個別完成作業，先做完的人幫忙比較慢的人完成作

業。 

3.Slavin(1995)指出「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結構性、有系統性的教學策略，

在合作學習中，教師將不同能力、性別、種族背景的學生，分配到四至六

人的異質性小組中一起學習，同一小組學生共同分享經驗，接受肯定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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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合作學習的中心觀念為：小組獎賞(team reward)、個人責任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與同等的成功機會(equal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4. 合作學習包含了五個組成要素： 

(一) 正向的相互依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合作學習特別注重正向的相互依賴性，若不存在相互依賴，

合作學習也就無法存在了，亦即讓學生知道必須為自己與整個小

組負責，在此團體中，成員彼此互相需要，組成一個生命共同體，

互信互賴，整組成員一起工作，以達成小組的目標。 

(二) 面對面相互助長互動(face-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 

指學生之間面對面的互動，以達成小組的目標，方式有進行協

商與小組討論等。如果沒有互動，就無法產生學習，知識是社會

性的產物，是由個人不斷地與周圍環境的互動過程中發展出來的，

因此人與人的互動對個人的學習有著深深的影響。 

(三) 個人績效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小組成員共同努力以達成目標，是合作學習所強調的，每位

成員必須將分配到的工作完成，並且個人的表現也影響全組的表

現。換句話說，成員若沒有優秀的表現也無法產成優秀的小組成

績，因此小組成員在此環境中，意識到個人的努力與小組的命運

息息相關，會更加督促自己表現得更好。 

(四) 社會技巧(social skills) 

學生並不是天生就知道要如何與他人互動，必須要教導其社會

技巧(或稱合作技巧)，以利小組溝通，使學生能真正的透過合作

來學習。Johnson & Johnson 指出，教導學生團體技巧的步驟為：

先讓學生瞭解使用這些技巧的必要，再來瞭解使用技巧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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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練習後，安排固定的時間讓學生進行團體歷程，如此一直持

續下去直到學生能內化為止。 

(五) 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團體歷程目的在於提供小組反省檢討的機會，反省小組的學習

狀況是否有成效、是否需修正改進，期望下次小組合作時，能表現

得更好，達到小組的目標。 

(B).PAC理論: 

溝通分析法(Transactional Analysis,TA)為 Eric Berne 所創造的心

理治療方法，他認為每個人人格結構由三種自我狀態(ego state)所組成，

即父母(Parent)、成人(Adult)、兒童(Child)，並且對自我狀態定義為：

「一種思想與感覺一致的內在系統，藉由一套相對應的行為模式呈現於

外。」由於個人思想與感覺並無法直接觀察，外在的行為卻是可以觀察到

的，甚至有一套規則可循。透過 P、A、C 的自我狀態結構分析，可幫助我

們了解個人的思想、經驗、行為模式，也幫助個人了解自我，因此後來 PAC

理論被廣泛地應用在臨床的心理治療。 

 

 

 

 

 

 

 

 

 

 

 

本研究運用 PAC 理論融入數學教學，因此依據 Berne 的 PAC 理論，將人際

溝通過程類型轉換為個人數學學習類型，期望能對教學有所助益： 

「PP」：屬於父母自我狀態，對於學習表現於外在是具權威性或優越感，

使用的語句，如：”還不快去把工作完成！”、”我的數學能力在班

P 

A 

C 

我所想的、做的、感受的

事模仿自父母或可遵循之

對象 

我的思考、行為、感受的方式是

針對當下所發生情況的反應進

行客觀的分析 

我的思考、感覺、行為就

以我直覺、主觀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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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最好的！” 

「PA」：屬於父母自我狀態，對於學習能兼顧思想細密，依據事實做

出決定，使用的語句如：” 師長們要求我們認真學習數學，我也認

為一定要學好。” 

「PC」：屬於父母自我狀態，當別人用威權監督自己時，自己雖不得不

服從，卻對表現的結果不在意，如：”當老師要求我回答問題時，其

實我都不太願意回答。” 

「AA」：屬於成人自我狀態，對於學習能理智、客觀的分析、做決定，

以達成目標，如：”我會根據老師的上課進度，重覆練習題目以求完

全理解。” 

「AP」：屬於成人自我狀態，個人希望自己能進步、表現優良，但又怕

自己出錯，希望對方能幫忙監督，有時含有矛盾的情形在，例如：”

我希望老師能讓我上台回答問題以增進我的數學能力，但我又很怕答

錯。” 

「AC」：屬於成人自我狀態，自己外在能表現出理智的那一面，但內心

卻希望偶爾也能放鬆一下，不要太過拘束，如：” 雖然我知道學好數

學很重要，但我覺得數學課可以少上一點。” 

「CC」：屬於兒童自我狀態，外在行為及內心想法完全表現在兒童自我

的那方面，在學習方面完全不在意成績如何，也不想增進自己的能力，

如：” 即使我數學考得不好，也不覺得怎麼樣。” 

「CP」：屬於兒童自我狀態，對於學習沒有太多想法，覺得學了就會，

所以不會太專注在學習上，有時候會發生於資質很好的人身上，如：”

我希望數學課愈少愈好，因為數學太容易了，不必花太多時間上課。” 

  「CA」：屬於兒童自我狀態，對於學習不太在意，但因為師長們在旁

的提醒、教導，所以仍然會去學習，如：”數學有沒有學好我覺得不

是很重要，但我還是會儘量考出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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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 理論最初被運用於團體治療，因其理論概念容易為一般人所

接受，故漸漸廣泛地應用在其它的領域，並有其效用(游淑華,1985)。

研究者嘗試將 PAC 理論融入數學領域教學法，教學的重點在於了解學

生學習數學時其內心的想法、感受為何，將其表現出來的學習行為，

串連至對應的自我學習狀態，以做適當的處置，增進學生學習數學的

動機、信心、態度…等。 

(5).規劃與修正: 

究者參閱了相關 PAC 文獻後，首先思考如何將學生在數學課

程學習的自我狀態找出來，才能應用於 PAC 理論上，因此依據 PAC

理論中人際溝通模型，以 PAC 三種自我狀態為基礎，再加以詳細

區分為九小類型：「PP」、「PC」、「PA」、「AA」、「AP」、「AC」、「CA」、

「CC」、「CP」，設計了「數學課程學生學習狀態問卷」，實施預試

之後，將每位學生在數學課程中表現出來最明顯的學習自我狀態

統計出來，分為 P、A、C三大類，未來將此三大類學生平均分配

於各組進行合作學習。 

研究者將 P類、A 類、C 類區分開來各為同一群組，並對照過

去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可發現某些共同現象： 

(一) P類 

上課不理會老師的講解內容，雖然老師面對大家講解時能

表現出一付認真的樣子，但老師轉身或沒注意到他時，就在

做自己的私事，這種類型的學生在學習成就上呈現非常極端

的樣子，不是非常好就是非常不好，成就高的代表天資聰穎，

甚至不必老師教就會了，至於另一種則恰好相反，老師教的

聽不懂，甚至還會要求老師重複為他講解多遍，但最後師生

雙方都會得到挫折感(心理遊戲)，學習意願反而更加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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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類 

上課能跟上老師講解的進度，並且對老師的提問有回應，

能主動發表與上台示範，學習意願高，能學習態度主動積極。 

(三) C類： 

上課容易分心，如：把鉛筆盒裡的筆通通摸過一遍、東西

常掉到地上、眼睛看著黑板某個角落發呆、手撐在桌上…等，

當老師提醒之後，大部分還可以回到學習活動上，學習意願

屬於中等，屬於較動的學習態度。 

研究者以問卷了解學生的學習自我狀態後，運用 PAC 理論中互補溝通的技

巧，讓師生雙方都能進行良好的溝通，也逐漸建立師生雙方良好的關係，

讓學生能有機會從 P 或 C自我狀態轉換為 A 自我狀態，以提升其學習意願

和成就。 

本研究為探究 PAC 理論融入數學教學，希望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學習成

效。研究者運用行動研究的方式，於課堂中不斷的修正與調整教學方法，

期望能達成研究目的。 

(5).研究方法、設計流程與工具 

(A).研究者於研究期間參閱 PAC 理論與合作學習相關文獻，思考著如何將

PAC 理論融入數學教學活動，目的除了要分析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的人格自

我狀態，轉變為成人自我狀態以增強學習意願及成效外，也期望教師能從

中獲得更多教學省思，修正自己以往在教學中沒有發現的教學盲點。本研

究採行動研究的模式：規劃、行動、觀察、反省、修正等五個步驟進行研

究。 

 

 

 

 

規劃 

行動 

觀察 反省 

修正 

圖  行動研究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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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模式，研究者於教學過程中發現問題，並針對

問題提出相對應的解決方案，修正教學方式，待進入下個階段的教學活動

設計時，參考之前的修正方案，讓教學活動能更加完備。 

本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的教學過程，為嘗試改變期、行動反省期、修正改進

期，三階段循序漸進，以達成最佳的教學效果，敘述如下： 

(一) 嘗試改變期 

此階段為應用 PAC 理論設計問卷，將全班學生在數學課程學習數

學的自我狀態調查統計出來，經過分析學生的腳本(成功者 or 失敗者

or平庸的人)與學生經常進行的心理遊戲，將學生細分為各自我狀態

的類型，以「PP」、「PC」、「PA」、「AA」、「AP」、「AC」、「CA」、「CC」、「CP」

等九類型來表示，因此當該類的學生釋放出訊息時，教師已事先做好

應對的準備，隨時將學生導入成人自我狀態來學習，而不是教師本身

也陷入學生的心理遊戲裡，雙方最後得到的結局只是失敗與挫折感而

已。而教師本身也要調整自己的自我狀態與學生的溝通方式，以期望

能達到 PAC 理論融入數學課程應有的效果。 

(二) 行動反省期 

此階段為設計教學活動，並加入 PAC 理論的作法，如：訂定合約、

合約中加入較多的正向安撫、合約能使學生產生驅動力，以達到提升

學生學習數學的意願與成效。研究者進行此階段時，面對班上大部分

學生已能進行良好的溝通，尤其是 C 兒童自我狀態類型的學生，也不

太會用逃避、消極的態度來回應老師的提問；雖然偶爾學生仍會覺得

不會或是很無聊想進行心理遊戲，但是老師可以馬上察覺學生的目的

而立刻中止，並將焦點轉移回到教學活動中，自然就能讓學生的學習

活動持續下去，老師的教學過程也能流暢的進行。 

本階段另一個重點為合約的訂立，訂立一個學生願意遵守且有效

的合約，合約內容必須很明確，獎勵需多於處罰，並且讓學生知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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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獎勵是很容易的，條件是只要能依照教師的指示去做的話。以行為

改變技術的觀點來解釋，學生漸漸的對學習數學較不會逃避、排斥，

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就能慢慢的顯現出來。 

(三) 修正改進期 

此階段為實施前兩個階段後，對教學計劃的缺失與合約訂定內容提出反省，

找出解決的方案與策略，以修正教學計劃與合約。經過這三階段的調整後，

期望能找到 PAC理論融入數學教學中最合適的教學方法，並且此教學方法，

能夠有效的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學習成效。  

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分為三個階段：準備階段、教學階段、整理階段，

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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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研究之研究工具有二：學生自我狀態評量表、問卷分析統計軟體

SPSS18.0 

一、學生自我狀態評量表 

 本研究為將 PAC 理論融入數學教學活動中，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及

學習成效。因此在實施教學之前，必須先把每位學生的數學課程學習自我

狀態調查統計清楚，依據 PAC 理論中的溝通技巧，調整教師對學生的溝通

方法，以進行「有效的」溝通。 

 研究者依據 Berne 的想法，認為三種自我狀態可以想像成心理能量在

流動，例如成人(Adult)自我狀態能量高於其餘二個自我狀態能量，則個

人表現出來的行為便是成人自我狀態，其餘二個自我狀態不會表現在個人

行為上。若將此想法應用於學生在數學課程學習上的表現，分析學生對於

數學學習的 P、A、C 三種自我狀態(如表 3-1)，P類型細分為「PP」、「PC」、

「PA」等三種，A類型細分為「AA」、「AP」、「AC」等三種，C 類型細分為

「CA」、「CC」、「CP」等三種，依據此三大類中的九項，設計出調查學生數

學課程學習自我狀態問卷。 

P(父母自我狀態) A(成人自我狀態) C(兒童自我狀態) 

PA PP PC AP AA AC CA CP CC 

表 PAC自我狀態分項細目表 

 本研究於教學活動結束後，會再施測一次「國中小數學課程學生學習

狀態問卷」與分組競賽教學活動實施後調查表，統計段考成績後，分析 PAC

理論融入數學課程教學是否能真正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成效外，再從學

生的角度判斷自己是不是真的進步了，從這些方面做調查以分析本研究達

成率為何。 

本問卷中，每一大項設計 9題，細分後每一小項為 3題，共 27 題，1~3

題為 PP 類，10~12 題為 PC類，13~15 題為 PA類，4~6題為 AA類，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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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 AC 類，25~27 題為 AP類，7~9題為 CC 類，16~18 題為 CA 類，19~21

為 CP類，詳細問卷內容如下表： 

表 國中小數學課程學生學習狀態問卷(預試) 

 

 

 

 

 

 

 

 

 

一、個人基本資料 

1、就讀學校：                        

2、班級：       年       班 

3、座號：        

4、性別：□男   □女 

5、我在班上最近一次段考的數學成績：       分 

6、我對數學的喜好程度：□非常喜歡  □喜歡  □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二、數學課自我學習狀態 

 

                                                       完  大  少  完 

                                                       全  部  部  全 

                                                       符  分  分  不 

                                                       合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1、數學成績表現好時，讓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  □  □ 

2、我的數學能力很好，小組討論時大家都要聽我的意見。····□  □  □  □ 

3、當別人問我簡單的數學問題時，心裡會想：這麼簡單也不會□  □  □  □ 

4、當老師在檢討題目時，我會專心思考老師的講解內容。····□  □  □  □ 

5、我會根據老師的上課進度，重覆練習題目以求完全理解。··□  □  □  □ 

6、我問老師數學問題前，會先自己花時間嘗試解決看看。····□  □  □  □ 

7、即使數學考得不好，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  □  □ 

8、我覺得自己的數學能力不好，將來也不會變好。··········□  □  □  □ 

9、當考試時，一遇到不會的或計算比較複雜的題目，我就會想 

   放棄。··············································□  □  □  □ 

10、當老師要求我回答問題時，其實我都不太願意回答。·····□  □  □  □ 

親愛的同學： 

 本問卷主要是希望了解你(妳)在上數學課時，自我狀態跟學習表現的

關係，請你(妳)認真回想自己在上數學課時的情況，依照自己的實際狀況

與感受填答就好。這不是考試，沒有正確答案，跟你(妳)的成績也沒有關

係，所填寫的資料只提供學術研究之用，請放心作答，記得先填寫基本資

料。 

 謝謝你(妳)的協助！敬祝 學業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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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只有當老師講解到考試的重點時，我才會認真聽講，但我 

    一下子就忘記了。···································□  □  □  □ 

 

                                                       完  大  少  完 

                                                       全  部  部  全 

                                                       符  分  分  不 

                                                       合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12、只有當老師提醒我要專心上課的時候，我才會注意聽講， 

    但老師說的內容我都聽不懂。·························□  □  □  □ 

13、雖然學習數學要做很多練習題讓我覺得很煩，但我知道那 

    是對我有幫助的。···································□  □  □  □ 

14、師長們要求我們認真學習數學，我也認為一定要學好。···□  □  □  □ 

15、老師要求我們學習數學要多動腦筋思考，我覺得可以增加 

    我的數學能力。·····································□  □  □  □ 

16、我就是不喜歡數學，但我知道老師在想辦法教我改善我的 

    學習能力。·········································□  □  □  □ 

17、遇到我不會的數學問題，我不想花太多時間思考，但是我 

    知道這樣對數學能力沒幫助。·························□  □  □  □ 

18、數學有沒有學好我覺得不是很重要，但我還是會儘量考出 

    好成績。···········································□  □  □  □ 

19、我認為上課不必認真聽講，我可以靠自己學習好數學。···□  □  □  □ 

20、我希望數學課愈少愈好，因為數學太容易了，不必花太多 

    時間上課。·········································□  □  □  □ 

21、我認為學數學沒有用處，不學數學我將來也可以很有成就。□  □  □  □ 

22、我認為老師的的上課進度必須配合我的學習狀況，我才能 

    把數學學得好。·····································□  □  □  □ 

23、雖然學好數學很重要，但我覺得數學課可以少一點。·····□  □  □  □ 

24、我知道多做練習題可以增加數學能力，但我常常偷懶沒做。□  □  □  □ 

25、我希望老師能讓我上台回答問題以增進我的數學能力，但 

    我很怕答錯，會很丟臉。·····························□  □  □  □ 

26、我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數學，所以我要變成數學高手。□  □  □  □ 

27、學好數學對我的邏輯思考能力很有幫助，遇到任何問題都 

    難不倒我。·········································□  □  □  □ 

【問卷結束，請再檢查有無遺漏的題目。】 

二、問卷分析統計軟體 SPSS18.0 

 本研究以軟體 SPSS18.0 進行信度與效度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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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度檢定 

信度代表量表的一致性或穩定性，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氏量

表，信度估計以常用的柯隆巴哈α(Cronbach α)係數(又稱內部

一致性α係數)來表示。α係數於編製測驗或量表時，常為測驗分

數信度數據之一種，也代表內部一致性之函數及試題間相互關聯

程度的函數，如同組試題間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性而且是多向度的。

Cronbach(1951)提出α之係數，為目前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信度指

標，他另提出如何判斷信度之標準，為 α<0.35代表低信度，0.35<

α<0.7 代表中信度，α>0.7代表高信度。 

(二) 效度檢定 

Charles Lawshe(1975)提出了一項將內容效度予以數量化的

方法，稱「內容效度比率」(Content Validity Ratio,CVR)。CVR

為一種指數，為依據主題專家(Subject MatterExpert)對「內容

與工作內容的重疊程度」所作的評分計算而得的。 

舉例來說， 將欲測驗工作知識的考試題目交給一組主題專

家，判斷每一題目的知識、技能與能力對工作績效的必要性屬於

三種程度之一：必要的、有用但非必要、不必要，然後依據公式

計算每一道題目的 CVR 值： 

CVR=
2/N

Ne
-1 

(N為主題專家總人數、Ne為選定該題目為「必要」主題的專家人

數) 

CVR數值從 1到-1，1代表所有專家人數皆評該題為「必要」，相

反的-1即代表沒有專家人數皆評該題為「必要」。Charles Lawshe 

更發展了一個數值表，以指出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所須的最小 CVR

值。以下截取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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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評量專家人數與最小接受門檻 CVR 值對照表 

(6).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應用 PAC 理論融入數學課程教學探究提升學生學習意願與成

效，實施的結果如下面各節所述。研究者將教學活動分為三個階段：嘗試

改變期、行動反省期、修正改進期，並以行動研究法之五步驟反思及修正

教學計劃：規劃、行動、觀察、反省、修正，下列就各階段研究的心理歷

程與結果進行敘述與討論，分為四小節：嘗試改變期、行動反省期、修正

改進期、教學活動成果，分述如下： 

(A).嘗試改變期 

研究者於師資培育階段結束後，一直在國小教學現場從事教學工

作，由於對數學課程的教學相當感興趣，因此極積的參與國小數學相

關的增進教學能力研習，一直接觸到 PAC 理論前，大都採用傳統講述

法的方式來進行數學課程，偶而接觸到相關新的教學理論，也能勇敢

嘗試帶入教學現場中。研究者接觸到 PAC 理論後，認為從溝通分析理

論出發探究學生的自我狀態，如果教師能與學生產生良好的溝通，也

許能解答研究者之前進行教學活動時，常常陷入某幾位學生的心理遊

戲而不自知，導致師生雙方都不能達到教學與學習效果，評量的結果

想當然爾不會太好。 

研究者閱讀 PAC 理論相關文獻後，嘗試將 PAC理論融入教學，此

種新的教學方法，相關研究仍非常少，故研究者在沒有其它相關研究

參照下，便依據行動研究的模式，從做中學，隨時反省修正，以達成

本研究目標，內容敘述如下： 

評量專家總人數 10 11 12 13 

最小接受門檻 CVR 值 0.62 0.59 0.56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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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劃 

研究者參閱了相關 PAC 文獻後，首先思考如何將學生在數學

課程學習的自我狀態找出來，才能應用於 PAC理論上，因此依據

PAC理論中人際溝通模型，以 PAC 三種自我狀態為基礎，再加以詳

細區分為九小類型：「PP」、「PC」、「PA」、「AA」、「AP」、「AC」、「CA」、

「CC」、「CP」，設計了「國小數學課程學生學習狀態問卷」(如表

3-2)，實施預試之後，將每位學生在數學課程中表現出來最明顯

的學習自我狀態統計出來，分為 P、A、C 三大類，未來將此三大

類學生平均分配於各組進行合作學習。 

研究者將 P類、A 類、C 類區分開來各為同一群組，並對照過

去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可發現某些共同現象： 

(四) P類 

上課不理會老師的講解內容，雖然老師面對大家講解時能

表現出一付認真的樣子，但老師轉身或沒注意到他時，就在

做自己的私事，這種類型的學生在學習成就上呈現非常極端

的樣子，不是非常好就是非常不好，成就高的代表天資聰穎，

甚至不必老師教就會了，至於另一種則恰好相反，老師教的

聽不懂，甚至還會要求老師重複為他講解多遍，但最後師生

雙方都會得到挫折感(心理遊戲)，學習意願反而更加低落。 

(五) A類 

上課能跟上老師講解的進度，並且對老師的提問有回應，

能主動發表與上台示範，學習意願高，能學習態度主動積極。 

(六) C類： 

上課容易分心，如：把鉛筆盒裡的筆通通摸過一遍、東西

常掉到地上、眼睛看著黑板某個角落發呆、手撐在桌上…等，

當老師提醒之後，大部分還可以回到學習活動上，學習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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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中等，屬於較動的學習態度。 

研究者以問卷了解學生的學習自我狀態後，運用 PAC 理論中

互補溝通的技巧，讓師生雙方都能進行良好的溝通，也逐漸建立

師生雙方良好的關係，讓學生能有機會從 P或 C自我狀態轉換為 A

自我狀態，以提升其學習意願和成就。 

二、 行動 

研究者進入到此一階段，目標是與學生建立良好溝通。藉由

平時課堂上教師針對 P類與 C 類學生練習問答的機會，教師多運

用互補溝通技巧，引導學生以成人(Adult)自我狀態學習，讓學生

不再找藉口或逃避學習。 

三、 觀察 

研究者列舉教師與學生不良溝通的範例(交錯式溝通)： 

師：小豪，你上課一直在弄筆到底有沒有在認真聽課？ 

生：老師我聽不懂！ 

師：你就是不想聽當然不懂！ 

生：我就是不懂嘛！ 

師：你真是令老師太失望了。  

師生雙方用不同自我狀態回應對方，產生交錯式溝通，最後

雙方溝通中斷並且產生不舒服的感覺，此為不良溝通的範例之

一。 

四、 反省與修正 

從上述不良溝通的例子，從教師本身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回到

成人自我狀態，而不是停留在父母自我狀態，以責備、過於期待

的態度與學生進行心理遊戲而不自知，導致學生也更加增強了自

己負向的狀態，師生持續產生衝突，對學習一點幫助也沒有。 

依據 PAC 理論，若產生交錯式溝通，教師可以再運用一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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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式溝通反應，將話題轉移，也許會有不錯的結果；若學生希望

的只是跟教師進行心理遊戲，則教師應該持續用成人自我狀態做

回應，當學生發現無法進行心理遊戲時，便會自行中止該遊戲，

如下面兩個例子： 

（一）  

 生：老師我聽不懂！ 

 師：是哪裡不懂？你再說明白一點。 

教師回應學生所期待的，此為互補式溝通，讓學生回到成

人自我狀態進行學習。 

（二）  

     生：老師我聽不懂！ 

     師：你一直說聽不懂，對學習也沒有什麼幫助，說說看 

是哪裡不會？ 

     生：我真的聽不懂！ 

     師：你一直這樣子也不是辦法，你再從這個地方試試 

看…。 

教師面對學生的心理遊戲，知道這是學生放出的餌，教師

不能上勾，反而應該回到成人自我狀態，從問題解決著手，

引導學生嘗試看看，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的難，只要他肯踏出

學習的第一步。 

本階段的重點在於熟練良好的溝通技巧，使學生漸漸的知道

與老師進行心理遊戲是沒有用的，只有回歸到問題的根本，雙方

都能以成人自我狀態來溝通，研究者便能夠進入第二階段，嘗試

以 PAC理論的作法融入教學活動。 

(B).行動反省期 

經過上一個階段的嘗試改變，研究雖未能精熟 PAC 理論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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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學生大致上能進行良好溝通，教師知道學生的預期心理為何，隨

著平時教學活動的進行，相信教師的溝通技巧能愈來愈精熟。進入至

本研究階段，重點在融入 PAC 理論之作法設計教學活動，並以行動研

究的五步驟：規劃、行動、觀察、反省、修正，分述如下： 

一、 規劃 

施測者思考著如何在已經與學生建立良好溝通的基礎下，設

計教學活動，在既有數學課程進度安排上，大都以介紹基本的觀

念為主，如乘除法之算式填充題、介紹什麼是角、什麼是面積…

等，因此學生的基本概念若能打好基礎，對未來學習有更多助益；

若學生只是學到一知半解的概念，對未來學習非但沒有幫助，將

來教師還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實施補救教學以修正錯誤的概念。 

除了教學活動的規劃，教師在課堂中需應用 PAC理論的技巧，

如正向安撫。對三年級學生來說，往往是老師問什麼就會急著舉

手搶答，同儕間也會有競爭比較的心理，答對老師的問題固然高

興，但教師重點更要放在答錯的同學上，引導他要再接再厲，下

一次就會答對了，教師應多使用正向安撫的語句，如：「老師認為

你的觀念是對的，但只是表達不夠完整」、「很接近答案了，再想

一下」、「在…的地方你有沒有發現什麼，再思考一下」，讓學生願

意再為下一次的成功而努力(驅動力)。 

二、 行動 

在教材的設計上，以單元主題「角與面積」為例（如圖），研

究者抛棄了只是單純的課本講授式教學內容，而是以更多生活上

常見的圖片來呈現，讓學生用自己原本的經驗去感受、回想，以

自由發表的方式，同儕間也能互相學習，教師再適當做引導，讓

學生能自己說出正確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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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重點為合約的訂立，Berne(1972)對合約的定義是：「案

主與諮商師之間一項明白的協議，說明整個處置過程的目標。」

合約的訂定即代表在整個過程中，雙方負有同等的責任，對於未

來改變的決定，是可以自主選擇的，也必須負起改變的責任。 

合約的構成包含了四個條件(Berne，1972)： 

(一)雙方的一致同意 

(二)合理的報酬 

(三)執行合約的能力 

(四)合於倫理和法律的規定 

  研究者據此原則，訂立合約如下： 

(一)能舉手等待回答加一個章，答對再加一個章 

(二)答錯不扣章 

(三)上課不專心、講話扣二個章 

(四)每份學習單完成加三個章，否則扣三個章 

   (五)交出學習單並檢查完成可以兌換，累積六個章可換一小

禮物。課程剛開始就跟公布合約的內容，與學生約定好必須遵守，鼓勵大

家踴躍回答問題，雖然合約是要讓學生更專心於學習活動，但也要對不守

合約的學生做出處罰，教師在執行還是會給多一次機會改進，不以處罰為

目標，而是讓學生能專注於學習活動，就能得到獎勵，以成為學生進步努

力的驅動力。 

合約在執行上，教師必須嚴格做到獎賞與處罰，讓學生知道

得到獎勵不是免費的，要靠自己遵守合約，認真學習而能得到的；

圖角的組成要素 

邊 

邊 

頂點 

邊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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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處罰也要嚴格執行，必要時可再給一次機會，這樣才能

讓不想積極的人有個可以依循的藉口，不讓他覺得「不遵守合約

也不會怎麼樣」的負面思考，教師需多給正向安撫，如此學生的

思考、回應也會是正向的。 

三、 觀察 

當教學進行一段時間後，研究者針對學生在課堂上的反應，

取其重要的整理成以下幾點： 

(一) P類與 C 類的學生，表面上會依據教師給的教材做互動、

有反應，但專注力無法持續太久，每一次要完成的學習單

仍要老師常提醒才能主動完成，偶爾甚至需要靠合約的約

束力(懲罰)，但這樣往往會造成師生間不良的溝通，對學

習意願的提升較無幫助。 

(二) 對 A類學生來說，大都能自動完成學習單，提問也能遵守

合約的規範，表現中規中矩，因此與教師問答溝通的機會

較少，當自己的學習單完成後，顯得很無聊，沒在思考或

是發呆，以學習意願來說呈現下降的趨勢。 

(三) 一堂課40分鐘，由於教師大都與P類或C類學生進行問答，

當遇到題目較複雜時就需要花較多時間溝通、講解，一堂

課大概能與 5~6 位學生進行溝通問答，其它二十幾位學生

不能完全瞭解其想法與學習意願的高低，也造成教學進度

緩慢，整體上來說全班的學習意願與成效較無顯著改變。 

四、 反省與修正 

藉由觀察的情形，研究者認為師生之間良好的溝通是必要的，

但必須有足夠的時間來執行，面對有限的教學時間，無法對每位

學生一對一進行溝通，並且溝通的對象也僅止於 P類與 C類學生，

似乎不是當初研究者所卻達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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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研究者仔細的思考，若將教師的角色替換成 A類的學生，

將教師對 PC 類學生的溝通轉換為 A 類學生對 PC 類學生的溝通，

是否也能達到當初預期的目標呢？因此，實施分組教學，教師分

配同小組中有 PAC 三類的學生，每組 5~6 人，開放討論時間，讓

學生與學生之間進行溝通、對話、討論。研究者參考各類教學法，

認為以分組合作學習法進行教學活動，應該是最適合的方式。 

(C)修正改進期 

本階段研究者針對上一階段的問題加以修正，呈現新的教學活動

設計，將 PAC理論融入課程中，以提升學生數學課程之學習意願與學

習成效。研究者依行動研究模式五步驟，描述如下： 

一、 規劃 

研究者在本階段改變學生上課方式為分組合作學習，加入分

組競賽評比，將 A 類學生與 P 類、C 類學生進行溝通、對話、討論，

以 A類學生為小組長，負責該組成員任務分配與溝通，並將合約

內容加以修改為更適合本教學活動，以改善上個階段課程的缺失，

課程設計理念流程如下： 

 

 

 

 

 

 

 

 

 

 

學生分組 

修正

合約 

教師說明教學

小組長指派成員

救援時間 

組

長

指

上台作答 

評比、給章 
圖 分組教學設計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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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學活動重點在於教師分組的原則，根據最近一次段考的成績，將每一

組成員依分數高至低編號 1~6 號，以方便老師進行上台練習時，依學生程

度編製相同題號的題目，以方便教師佈題，也讓每次上台競賽的學生程度

平均、實力相近，落差不致太大，座位與編號安排如下表： 

編號(座號) 

表分組座位表 

經由如此的安排，在每個小組裡，每位學生都必須扮演好自

己的角色，內容敘述如下： 

 小組長：擔任小組長的 A類學生在教學活動中至關重要，

要能在救援時間指派適合學生上台擔任幫手，與組員進行

良好的互補式溝通，適時向老師提出小組需要協助的問題；

當小組成員完成學習單時，多指派任務給組員，如：增加

練習類題、檢查學習單、加入討論…，不讓成員有學習中

斷的空檔。 

 小組成員：身為組員的 P 類、C類學生，能接受小組長分

配的任務，若遇到題目能懂得思考或找幫手救援，不可拒

2 (10)   3 (4) 4 (29) 2 (24) 

5 (32) 1 (2) 1 (5) 5 (19) 5 (16) 1 (14) 

4 (11) 3 (18) 4 (3) 2 (28)  3 (30)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5 (31)  2 (1) 5 (7) 3 (15) 4 (17) 

1 (6) 2 (25) 4 (26) 1 (12) 2 (8) 1 (22) 

4 (23) 3 (13) 6 (27) 3 (20) 5 (21) 6 (9)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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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上台，找藉口逃避學習。 

合約是本階段教學活動另一個重點，除了教師融入 PAC 理論

於教學活動中，與學生建立良好溝通之外，合約內容的獎賞、處

罰必須明確載明，多利用正向安撫，保持各組競爭的公平性，而

負向安撫也必須要有，但不以處罰為目的，為了強化學生主動上

台練習的動機，設計較多的加分。 

教學活動中，教師希望在上台練習時，學生們能主動互相討

論數學，從合作學習的模式中，學生建構自己的數學知識，進一

步提升學習意願與成效。教師需注意各組有沒有確實進行討論，

或只是小組長一人的意見為全組的意見，教師需掌握時間，當各

組進行討論差不多達成共識時，才請指定同學上台練習。 

教學活動之合約如下表： 

 

 

 

 

 

 

 

 

 

 

 

 

 

                         

國小組:合約 

分組競賽規則 

加分： 

 1.搶答：答對問題加一個章，答錯不扣章 

 2.指定回答：答對問題加二個章，答錯不扣章，不可找同組成員求救 

 3.指定編號回答：教師依編號布題，各組成員依編號上台作答，可以 

             請同組成員救援，最多 3 分鐘，依作答完成順序給 5個   

             章、3 個章、其餘為 2 個章，答錯不扣章 

 4.學習單：完成者每人加 2 個章 

 5.回家作業：每組指派一人檢查下一組作業，如第一組檢查第二組， 

            第二組檢查第三組，…，第六組檢查第一組。若全組有完 

            成作業，則全組加 5個章 

 6.隨堂考試：平均最高的兩組加 5 個章，個人滿分者加 2個章 

扣分： 

 1.回答或上台作答的組員，放棄作答或沒求救扣 2個章 

 2.回家作業沒完成扣 3個章 

兌換禮物： 

 1.每週進行統計，最多章的小組每人皆有一份小禮物 

 2.課程最後一節進行個人統計，只要達到 50個章者皆可獲得精美  

   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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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將同樣的模式套用在國中組，分組的方式類似，我們不在此重複

敘述 

           

國中組:合約 

 

 

 

 

 

 

 

 

 

 

 

 

 

二、 行動 

依據上述規劃，施測者著手進行規劃教學活動，選定單元主

題為教學內容，實施 2週後，利用第二次段考成績來評定教學成 

 

 

    舉例來說教學活動之架構圖與其中一節課教案如下所示: 

 

 

 

 

國中分 組 競 賽 規 則 

加分規則： 

1各組搶答：答對問題者加一分，答錯不扣分。不限制各組回答的成員。 

2指名回答：答對問題者加二分，答錯不扣分。 

3各組指定號碼上台作答：各組成員皆有編號，由教師指定上台作答的號碼，最多給  

                        2分鐘時間求救，最先完成者(且正確)加 6 分，次之加 4 

                        分，其它加 2分。答錯不扣分。 

4檢查作業、筆記：A組一名成員檢查 B組全組作業、筆記，全組皆完成，則加 5 分。 

5上課隨堂小考，平均最高的兩組各加 5分；有滿分者該組加 1分。 

 

扣分規則： 

1回答或上台作答的組員，若沒求救就放棄作答，扣 3分。 

2被檢查出作業、筆記未完成者，該組一人次扣 2分；檢查出別組有人未完成作業筆      

  記，則檢查員該組一人次加 2分。 

 

兌獎原則： 

1每一節課結束後統計，最高分的兩組每位成員皆可獲得小獎品。 

2周冠軍的每位成員皆可獲得精美文具一件。 

 

指名選秀制度： 

    每周累計積分最後的兩組，擁有向積分最高的兩組指定交換一名成員，來該組進

行救援補強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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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國小組與國中組教案 

圖 國小組教學單元架構

圖構 

單元：角和面積 
 認識角並比較角的大小 

 排出圖形的面積 

 認識平方公分 

 切割重組圖形 

數學內部連結： 

N-1-14 能對兩個同類量作直接比較 

N-1-15 能作兩個同類量的間接比較與個別單位比較 

N-1-16 能使用日常測量工具進行實測活動，理解其單位和刻度 

      結構，並解決同單位量的比較、加減與簡單整數位的問題 
S-1-03 能認識周遭物體中的角、直線和平面 

S-1-05 能透過操作，將簡單圖形切割重組成另一已知簡單圖形 

「連結」單元與生活數學 

 察覺 

C-R-1 能察覺生活中與數學相關的情境 

 轉化 

C-T-1 能把情境中與問題相關的數、量、形析出 

 C-T-2 能把情境中數、量、形之關係以數學語言表出 

 C-T-4 能把待解的問題轉化成數學的問題 

 解題 

C-S-3 能熟悉解題的各種歷程 

C-S-4 能運用解題的各種方法 

 溝通 

C-C-1 能了解數學語言的內涵 

C-C-3 能用一般語言與數學語言說明情境與問題 

C-C-6 能用一般語言及數學語言說明解題過程 

 評析 
C-E-1 能用解題的結果闡釋原來的情境問題 

C-E-5 能將問題與解題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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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主題 角與面積 班級 三年○班 人數 32人 

教材來源 南一版國小數學第五冊 教師 林宣伶 時間 
共 5節課 200分鐘

之第 5節 

教學目標 

5-1 透過圖形切割活動，了解面積的保留概念。 

5-2 透過操作，將平面圖卡緊密拼合成另一種圖形。 

5-3 求出原圖形的面積 

先備經驗 

二上  

1. 能拼排圖形並比較大小 

2. 面積的初步認識、直接比較 

二下 

1. 認識平面 

教學要點 

單

元

內

容 

面積的初步量化經驗： 

面積的間接比較先決條件是兒童能具備「切割或移動後，面

積不改變的保留概念」，首先讓學生經驗：利用較小的正方

形拼出給定較大的圖形，知道某些簡單圖形可以作無空隙的

平面鋪設，進而發現要用相同的個別單位，才能正確比較兩

者面積的大小，也藉此導入教學活動的重點「認識平方公

分」。 

 

PAC

理

論

技

巧 

運用分組競賽的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意願，藉由小組成員

間良好的溝通互動，以合作學習的方式建構數學知識，教師

需注意以下幾點： 

 運用正向安撫，使學生建立對數學的自信與學習意願 

 注意學生良好的表現，適時給予讚美 

 教導學生保持在成人自我學習狀態，做良好溝通 

 隨時注意分組討論情形，適時給予協助 

以互補溝通或交錯溝通中止學生進行的「心理遊戲」， 

教學頁次 教師教學活動 學生活動 評量或注意事項 

 

 

 

 

 

 

先請學生分組照編號

座位就坐後，講解競

賽規則 

 

 

 

認真聆聽 

 

 

 

 

 

抽問學生對於剛剛的

合約內容有無問題，

並抽問其中一條規

則，若答對給予合約

規定中之獎勵方式，

其詢問其它學生是否

還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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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

稱 

直線與圓的位置關

係 

班級 3年 5班  人數 31 人 

教材來

源 

國三第五冊(康軒

版) 

教師 連晉鋒 時間 共 1節課 45分鐘 

教 

 

學 

 

目 

 

標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作法 

I.認知方面： 

1、能判斷圓和直線的位置關

係。 

 

2、能了解圓和切線的特性。 

 

 

3、了解圓的切線段長性質 

 

1-1學生能利用圓心到直線的距離和 

圓半徑的大小關係判斷圓和直線

的位 

置關係。 

2-1了解切點到圓心的連線垂直切線。 

2-2了解切點到圓心的連線等於半徑。 

 

3-1能在題目應用三個性質。 

3-2會使用勾股定理。 

3-3能做根式的化簡計算。 

教 

 

學 

 

目 

 

標 

II.情意方面： 

1、改善消極的學習態度。 

 

 

 

 

 

 

2、培養思考後再回答問題的

學 

   習態度。建立數學學習信 

 心。 

 

 

 

 

 

1-1老師先和學生約定分組競賽的合

約，不可用強迫責罵的方式要求，而是

用公平的賞罰制度訂定學生願意遵守

的合約。 

1-2合約內容如附件一 

2-1依照先前統計的學生自我狀態問

卷，了解同學缺乏成人自我。因此教師

設計問題引導學生回答，達到去汙染的

目的，訓練學生建立一個功能良好和清

楚明確的成人自我。 

2-2設計問題時，也要先預想學生回答

的可能反應，避免溝通陷入學生的心理

遊戲，導致得到扭曲。 

2-3利用糖果給學生正向有條件的安

撫。剛開始給獎的標準放寬，等學生學

習皆進入狀況，再提高給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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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背景分析 

◎ 學習障礙學生共通特性 

1、從自我圖中了解 PAC 的 A得分較低。 

2、在數學學習方面意願低落。 

3、看到數學題目就直覺認為不會寫而直接放棄。 

4、上課反應冷漠、不專心，無意願主動參與課堂問答。 

5、其他科目學習並無障礙。 

◎ 學生共通的心理遊戲：【我沒用】 

◎ 學生舊經驗 

   1、勾股定理 

   2、根式的化簡 

教學重點 

    老師無法在課堂提供學生諮商或心理治療，但可以利用分組競賽的教學方式，激發

學生學習意願，教導學生如何使用自己成人的資源，來解決問題。以下是老師可以營造

的氣氛方式： 

○１老師可以專注學生良好的表現，並邀請他保持在這狀態。 

○２老師可以運用正向安撫，以及設計適當的問題，讓學生順利發展對數學的自信與自尊。 

○３老師可以給予學生允許，允許學生嘗試新的學習行為方式。 

○４老師要隨時注意各組是否在討論數學，不適藉機聊天。 

目標頁次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注意事項 

 

 

 

 

 

 

主題二 

課本

p59~60 

 

 

 

 

 

 

 

1、先請同學照分組

座位就坐後，再

講解分組競賽規

則。 

 

 

教師先作圖並講解

並請同學自己畫一

次 p60的圖表。再強

調切線的兩個特性。 

 

 

 

 

 

 

仔細聆聽 

 

 

 

 

 

認真作圖 

完成 p61隨堂練習 

 

 

 

 

 

 

 

 

老師可以抽問學生合約中

各情況的獎懲方式，此時就

要照合約來獎懲，讓學生知

道只要專心聽老師講，回答

問題就可以得到獎勵。並且

確認同學都了解規則。 

 

各組派人檢查是否完成要

求的練習，依此加減分。 

切線的兩個特性： 

○１ 圓心到切點的距離等於

半徑 

○２ 圓心到切點連線垂直切

線 

預告將對例 2的熟練題進行

上台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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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頁次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注意事項 

例 1、2 

 

熟練 2 

 

 

 

 

熟練 3 

 

 

 

 

老師示範解題 

 

指名回答 

 

 

 

 

1、指定各組上台練

習 

2、要求各組先派一

人上台畫圖 2分鐘，

再由指定作答者上

台，(2分鐘)。 

 

學生聽講、並練習 

 

依照指定時間完成 

 

 

 

 

 

 

 

 

 

 

 

上台畫圖的 2分鐘，作答者

可以向其他組員求教 

 

 

 

 

課本 p64 

例 3 

 

示範熟練 3 的 4、5 

講解切線段性質 

 

示範講解例題 

 

仔細聽講、並作筆記 

仔細聽講、並熟記性質 

 

仔細聽講 

 

 

告知學生明天小考一定會

考。 

 

告知明天小考要考作圖跟

性質 

 

 

熟練 4 

 

 

 

 

 

 

 

1、指定各組上台練

習 

2、要求各組先派一

人上台畫圖 2分鐘，

再由指定作答者上

台，(2分鐘) 

 

依照指定時間完成 上台畫圖的 2分鐘，作答者

可以向其他組員求教 

上台練習後，教師將課程作

結束 

1、請各組派員檢查今日上

課筆記。 

2、統計今日成績 

3、指定作業 

4、提醒明日小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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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 

A  

 1 
 
點與圓的位置關係   對應課本：P.58 內文 

 

1. 根據右圖，判斷各點與圓 O 的位置關係： 

(1) 在圓外的點是： B、E     。 

(2) 在圓上的點是： D、F     。 

(3) 在圓內的點是： A、C、G、O      。 

(4) O 點的位置在 圓內     (填圓內、圓外、圓上)。 

2. 已知圓 O 的直徑為 8，且有 A、B、C、D、E 五點，若¯ OA ＝3，¯ OB 

＝4，¯ OC ＝5， ¯ OD ＝8，¯ OE ＝10，則： 

(1) 在圓外的點是： C、D、E     。 

(2) 在圓上的點是： B     。 

(3) 在圓內的點是： A     。 

 2 
 
直線與圓的位置關係   對應課本：P.62 例 1 

 

1. 根據右圖，判斷各直線與圓 O 的位置關係： 

(1) 與圓 O 不相交： A、F     。 

(2) 是圓 O 的切線： B、D、G     。 

(3) 是圓 O 的割線： C、E     。 

2. 已知圓 O 的直徑為 10 公分，而圓心 O 到直線 L、M、N、H 的距

離分別為 4 公分、5 公分、6 公分、10 公分，則此四條直線與圓 O

的關係為： 

(1) 與圓 O 不相交： N、H     。 

(2) 是圓 O 的切線： M     。 

(3) 是圓 O 的割線： L     。 

 3 
 
切線段長   對應課本：P.63 例 2 

 

 

B 
F 

E 

D 

C 

A 

G 
O 

 

 B 

F 

E 
D 

C A 

G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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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 A  

 
O 

B 

C 

A  

 

x＋3 

x－1 

O 

C 

B A 
 

 

O 

B C A  

1. 如圖，直線 AB 為圓 O 的切線，切點為 A，若半徑為 6， 

¯ OB ＝10，則¯ AB ＝ 8     。 

 

2. 如圖，直線 AB 為圓 O 的切線，切點為 A，若半徑為 5， 

¯ AB ＝12，則¯ OB ＝ 13     。 

 

3. 如圖，直線 AB 為圓 O 的切線，切點為 A，¯ OB 交圓 O 於 C，若半

徑為 7，¯ AB ＝24，則¯ BC ＝ 18     。 

 

 

4. 如圖，直線 AB 為圓 O 的切線，切點為 C，若¯ OA ＝

5，¯ AC ＝3，¯ BC ＝6，則¯ OB ＝ 2 13      。 

 

5. 如圖，直線 AB 為圓 O 的切線，切點為 A，¯ OB 交圓 O 於

C，半徑為 8，¯ AB ＝x＋3，¯ BC ＝x－1，則 x＝ 3     。 

 4 
 
圓的切線性質   對應課本：P.65 例 3 

 

1. 如圖，P 為圓 O 外一點， ̄PM 、 ̄PN 為圓 O 的切

線，M、N 為切點，若半徑為 4， ̄OP ＝8，∠

MOP＝60°，則： 

(1) ∠MPN＝ 60°     。 

(2) 四邊形 OMPN 的周長＝ 8＋8 3      。(3) 

 ̄MN ＝ 4 3      。 

 

O 

M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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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練三 上台練習試題 

1. 如圖，直線 AB為圓 O的切線，切點為 A，若半徑為 5， 

 ̄OB ＝10，則 ̄AB ＝ 8     。 

                                                   

 
O 

B 

C 

A  
2. 如圖，直線 AB為圓 O的切線，切點為 A，若半徑為 5， 

 ̄AB ＝9，則 ̄OB ＝ 13     。 

                                                     

 

O 

B A  

3. 如圖，直線 AB為圓 O的切線，切點為 A， ̄OB 交圓 O於 C，若半徑為

5， ̄AB ＝12，則 ̄BC ＝ 18     。 

                                                   

 
O 

B 

C 

A  
4. 如圖，直線 AB為圓 O的切線，切點為 A，若半徑為 3， 

 ̄OB ＝10，則 ̄AB ＝ 8     。 

                                                  

 
O 

B 

C 

A  
5. 如圖，直線 AB為圓 O的切線，切點為 A，若半徑為 4， 

 ̄AB ＝7，則 ̄OB ＝ 13     。 

                                                     

 

O 

B A  

6. 如圖，直線 AB為圓 O的切線，切點為 A， ̄OB 交圓 O於 C，若半徑為

9， ̄AB ＝12，則 ̄BC ＝ 18     。 

                                                   

 
O 

B 

C 

A  
 

 



王牧民  國中數學資優社團學生教學法之研究暨師資之培育計劃 

 

342 

表  分組競賽實施後調查表 

  

 

 

                                                            非  同   

                                                 非  同  不  非                 

                                                 常  意  同  常 

                                                 同      意  不 

                                                 意          同 

                                                             意   

1 .對 於學習數 學 我更有自信心 了 。 · · · · · · · · □  □  □  □ 

2.為了小組的榮譽，我比以前更專心上課。·············□  □  □  □ 

3.老師上課提出問題時，我比以前更願意舉手搶答。·····□  □  □  □ 

4.實施分組學習後，讓我上課更有參與感。·············□  □  □  □ 

5.我喜歡老師用分組學習的方式上數學課。············□  □  □  □ 

6.我覺得數學課變得更有趣了。······················□  □  □  □ 

7.老師出的數學問題，我會更主動完成。···············□  □  □  □ 

8.和小組成員一起解題，讓我很有成就感。············□  □  □  □ 

9.分組學習的方式對我學習數學比較有幫助。·········□  □  □  □ 

10 我比以前更清楚知道老師的上課的重點。 ··········□  □  □  □ 

11.老師講解例題之後，馬上進行類似題的分組練習，讓我 

更快學會上課的內容。 ···························□  □  □  □ 

12.當學習數學遇到不懂的題目，我會主動和同學討論。··□  □  □  □  

13.我希望老師能多出些較困難的挑戰題。············□  □  □  □ 

14.我比以前更清楚考試的內容。····················□  □  □  □ 

 

(D)研究資料統計: 

 

表 國小分組競賽實施後調查結果統計表 

同學們，我們分組競賽的課程已經告一段落了，請你根據自己的想法與上課的表 

表現在下面空格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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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選項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冋
意 

1.對於學習數學我更有自信心了。 12 16 3 0 

2.為了小組的榮譽，我比以前更專心上課。 17 13 1 0 

3.老師上課提出問題時，我比以前更願意舉手 

  搶答。 
9 13 7 2 

4.實施分組學習後，讓我上課更有參與感。 15 14 1 1 

5.我喜歡老師用分組學習的方式上數學課。 11 12 6 2 

6.我覺得數學課變得更有趣了。 13 15 3 0 

7.老師出的數學問題，我會主動完成。 10 16 4 1 

8.和小組成員一起解題，讓我很有成就感。 8 13 7 3 

9.分組學習的方式對我學習數學比較有幫助。 12 12 6 1 

10.我比以前更清楚知道老師的上課的重點。 15 13 3 0 

11.老師講解例題之後，馬上進行類似題的分  

   組練習，讓我更快學會上課的內容。 
8 12 6 5 

12.當學習數學遇到不懂的題目，我會主動和 

   同學討論。 
15 10 5 1 

13.我希望老師能多出些較困難的挑戰題。 7 7 9 8 

14.我比以前更清楚考試的內容。 13 10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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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國中分組競賽實施後調查結果統計表 

問題選項 

非 

常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老師講述例題後馬上讓各組練習熟

練題，能讓我清楚知道上課的重點。 
9 10 12 0 0 

2、上台作答前有兩分鐘求救時間，能

讓我主動跟同學討論數學。 
14 9 7 1 0 

3、實施分組競賽後，我上課比以前專

心。 
8 11 5 3 4 

4、老師上課提出問題時，我會想要舉

手搶答。 
4 6 10 10 1 

5、實施分組學習後，讓我上課有參與

感，不再睡覺。 
14 15 2 0 0 

6、實施分組競賽後，老師出的數學作

業，我會主動完成。 
7 4 10 8 2 

7、老師再和我進行問答時，我覺得跟

老師的對話是愉快的。 
10 8 10 2 1 

8、分組後我上課用心聽講的時間比以

前多。 
11 9 7 4 0 

9、我喜歡老師用問答的方式上數學課。 15 10 2 3 1 

10、我覺得比起以前，分組學習的方式

對我上課比較有幫助。 
13 10 4 4 0 

11、我更希望老師能夠補充多一點課外

難題。 
8 3 9 6 5 

12、我比第一次段考時清楚第二次段考

要考試的內容。 
12 2 10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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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分組競賽實施後調查結果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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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國小組分組競賽統計圖 

 

   

 

 

 

 

 

 

 

 

 

 

 

 

 

 

 

 

 

 

 

表 國中分組競賽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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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學習課程實施後問卷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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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學習成效檢驗 

國小組:經過二週的分組競賽教學活動後，學校舉辦第二次定期評量，研

究者藉此成績與第一次段考成績做比較，以檢驗 PAC 理論融入數學課程對

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否有提升。研究者將與同學年其它班級的分數做比較，

以進行較客觀的比較。 

由下表可知，第二次段考比第一段考難度降低一些，每班的

平均分數皆增加了，而研究者進行教學活動的三年 6班，雖然不

是全年級平均最高分，但第二次段考比第一次段考平均增加 5.2

是全年級最高分的，由此可知經過 PAC 理論融入數學課程的分組

競賽教學方式，的確能提升學習成效。 

研究者再詳加仔細分析兩次段考成績中，P類與C類學生的學習成效表現，

發現大部分學生成績是有進步的，並且有一部分的學生進步幅度大於 10

分，由此可推論 PAC 理論融入分組競賽教學課程，能有效幫助 P類與 C 類

學生提升學習成效。 

 

班級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第一次段考

平均成績 
73.5 75.6 82.2 80.8 84.7 79.3 77.6 80.8 79.8 83.9 

第二次段考

平均成績 
78.1 76.8 84.5 84 86.8 84.5 80.1 84.2 84.5 86.6 

第二次比第

一次進步分

數 

4.6 1.2 2.3 3.2 2.1 5.2 2.5 3.4 4.7 2.7 

表各班兩次段考成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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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  

 B組（進行分組教學實

驗）  

A組（傳統教師講述

法）  

第一次段考平均 51.2 91.2 

第一次段考標準差 25.67  

第二次段考平均 49.69 75.5 

第二次段考標準差 18.54  

兩次平均比較 退 1.5分 退 15.7分 

學生座號 1 2 5 6 17 19 20 

自我狀態 P P P P P P P 

第一次 

段考成績 
89 81 65 94 77 85 90 

第二次 

段考成績 
94 88 71 95 76 89 96 

進步分數 +5 +7 +6 +1 -1 +4 +6 

學生座號 22 23 24 28 29 32 

 

自我狀態 P C P P P P 

第一次 

段考成績 
80 20 77 61 55 88 

第二次 

段考成績 
83 39 91 68 61 91 

進步分數 +3 +19 +14 +7 +6 +3 

表學生進步分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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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B組段考成績比較表 

    而從成績進步超過 10分的同學來觀察，共有 6位同學，成績統

計資料如下表所示。從進步學生自我狀態分類可知，都是 P和 C類學

生進步超過 10分，顯示 PAC理論融入分組競賽教學的確能幫助 P和

C類原本學習意願和成就較低的同學。 

 

學生班級座

號 
30505 30513 30532 30536 30541 30616 

自我狀態 C P C P P C 

第一次段考

得分 
32 24 44 8 24 48 

第二次段考

得分 
55 44 60 28 39 63 

進步分數 23 20 16 20 15 15 

表 進步分數統計表 

 

(F)總結: 

本研究希望將 PAC理論融入數學教學中，利用教學活動的進行，達成

提昇學生數學學習意願及成就的目的。研究對象為研究者任教的班級，

研究者為該班導師，進行持續一學期的教學行動研究，目的主要是分

析和改進自己的教學。經過兩階段的修正，最後設計的分組競賽教學，

經過三周的實施後，依照問卷結果以及段考成績，顯示的確能提高學

生數學學習的意願與專注力，並提升學生數學學習的成效。不過也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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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進一步分析 PAC融入分組競賽教學可能遇到的困難與問題，提供教

師未來在教學研究上之研究參考價值以獲得成長。本章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為結論，第二為建議。 

(A)結論: 

    研究者依據教學歷程與研究結果，將本研究歸納之結論分為兩個

部分作陳述： 

一、實施 PAC融入分組競賽教學之成效 

    教師實施 PAC融入分組競賽教學，在學生方面，利用自我狀態問

卷調查統計出學生上數學課時最顯著的自我狀態，以此為依據，將學

生分成 P、A、C三類，並將三類學生平均分成各組進行分組教學，讓

各類學生有較大的機會進行互補溝通，製造更多良好的數學溝通。而

訂立合約和實施分組競賽，可讓各組中積極的組員(多半是 A或 C類)

會主動去督促消極的組員(多半是 C或 P類)達成合約及教師的要求。 

    而指定同學上台能有效的解決 P和 C類學生上課注意力不集中或

發呆的問題，並藉由上台演練前的救援時間，養成同學討論數學問題

的風氣。然後上台解出問題的正確答案，得到加分的正向安撫，更是

可以提升對數學的學習興趣。上台演練的題目在上課前就發放給各組，

讓各組有時間先練習並討論，因為還不知道是誰會被抽上台練習，每

個人都必須要想辦法學會。所以，編寫的上課練習題一個例題會有六

題上台練習，每題數字皆不相同，每一組會寫哪一題也先不告知，讓

各組有必須要完成每一題的壓力，達成同學主動大量練習的目的。 

    經過三周的良性循環下，學生體驗到與傳統講述法不同的數學學

習模式，讓大多數原本學習數學態度極為被動的學生，變為不排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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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數學，甚至會主動學習並想要自己完成作業，而不是像以往只想抄

作業。也會主動參與上課的活動及討論數學。 

    在教師方面，實施 PAC融入分組競賽教學，是一種全新的嘗試，

有別於傳統講述教法，PAC融入分組競賽教學強調的是和學生進行良

好的數學溝通，教學過程中，會跟學生進行大量的互動，這時必須融

入 PAC理論，了解每個孩子的自我狀態後，教師依照每個孩子的狀態

調整教師自我狀態進行互補溝通，讓溝通能持續進行。而對於一些以

往上課的頭痛人物，因為了解他的心理狀態，而多了一些同理心，教

師會有較多的耐心去和學生溝通，將溝通的重點拉回到數學學習上。 

    而教師主持分組討論時，要隨時注意各組是否有在進行數學方面

的討論，避免有同學藉機講話玩耍。剛開始討論時，有的小組中的 A

類同學沒辦法帶起整組的討論風氣，此時教師要去該組示範如何進行

數學討論，並鼓勵該組編號前兩名的同學主動承擔責任。 

經由三周的分組教學後，師生之間的互動更加熱絡，學生願意主動參

與課堂活動和討論，也提升了教師的專業教學能力。 

二、實施 PAC融入分組競賽教學之省思 

    研究者在教學歷程中，從研究者觀察的學生反應及研究者自己感

受這兩方面有以下幾點的省思： 

（一）教學進度落後 

    本研究的分組競賽課程實施時間為三周，研究者發現，包括分組、

適應分組討論、上台解題的上課模式、控制上課秩序等，研究者必須

花費接近一周的時間，才能讓學生真正適應跟之前不同的教學模式。

這還因為研究者就是該班導師的緣故，才能如此快速的讓同學進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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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所設計的教學情境中。 

    所以實際上真正融入上課內容的時間，約兩個星期，導致跟不上

學校進度，而各組討論數學的時間(救援時間)必須壓縮，大約一節課

只能挑最重要的一個概念，進行求救時間和分組上台演練。 

      預期修正方法： 

    教師可先找各組組長，將分組競賽規則和課程進行方式詳細告知，

並針對程度落後同學進行重點輔導，這樣應能減少適應的時間。 

（二）教材設計不易 

    有關教材設計方面，因為針對的是 P和 C類學習成就較低的同學，

一開始先用課本例題設計大量類題給同學做練習因此必須將問題拆

解得更加詳細，最好設計成一個步驟(觀念)就能解出的問題，當成上

台練習題，提高同學的答對率，讓多數同學都能依照合約獲得正向的

安撫。但忽略 A類同學也有上台表現的慾望，他們也想從老師身上得

到正向安撫，導致課程進行到最後，A類同學越顯得無精打采。 

      預期修正方法： 

    善用教師在合約中，可以指定各組同一編號(程度)的同學上台的

權利，將課程最後統整性的題目，設計成上台演練試題，指定每一組

的 1或 2號上台，應該能增加 A類同學課程的參與程度。 

（三）學生對新課程的不適應 

    教師採取分組競賽的教學方式，大部分學生一開始的反應都有些

排斥。在實施分組競賽課程兩天後，研究者有分別對 P、A、C三類學

生進行簡單的訪談，詢問學生對分組競賽的感想。 

      S1(A類)：我覺得一堂課上的題目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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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2(A類)：我覺得這樣上課很沒效率。 

      S3(P類)：我都不會，指定我上台寫題目很討厭。 

      S4(C類)：我不喜歡跟同學討論數學，我想要自己學。 

    而完成三周的分組競賽課程後，從所做的問卷反應可以發現，教

師使用分組競賽教學，P和 C類的學生對於問卷的每個項目一反當初

的排斥心態，皆能表現出正向的學習態度。因此，PAC融入分組競賽

教學對於 P和 C兩種自我狀態的學生的學習意願及專注力，有顯著的

提升效果。 

    而較多負向反應的題目如下所述： 

題 4、題 6，回答正向選項的學生略低於其他題，顯示分組教學

對於改善學生主動發問和主動完成作業，成效有限。 

  而有關「10、比起分組競賽，我更希望老師能夠補充多一點課

外難題」項目而言，P和 C類學生多表示不同意，而 A類學生多表示

認同。可知此教學法所取用的教材難度無法滿足 A類學生的需求。 

由題 3、題 9、題 10統計結果顯示，多數 A類同學都是選填負面

的選項，由此可知 A類學生對於分組競賽並沒有改變起初的訪談時的

態度，還是不喜歡這種教學方式。 

   

預期修正方式： 

教師可以在有較多不適應的學生之小組中，示範如何進行活動，

讓學生能清楚知道如何進行活動。課後再針對仍然不適應的學生，利

用 PAC理論及學生自我狀態問卷結果，進行有效的溝通。 

A類學生問卷調查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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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選項 

非 

常 

同 

意 

大 

部 

分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老師講述例題後馬上讓各組練習熟

練題，能讓我清楚知道上課的重點。 
1 3 4 0 0 

2、上台作答前有兩分鐘求救時間，能

讓我主動跟同學討論數學。 
2 3 3 0 0 

3、實施分組競賽後，我上課比以前專

心。 
0 2 1 2 3 

4、老師上課提出問題時，我會想要舉

手搶答。 
1 2 2 3 0 

5、實施分組學習後，讓我上課有參與

感，不再睡覺。 
2 4 2 0 0 

6、實施分組競賽後，老師出的數學作

業，我會主動完成。 
3 1 1 2 1 

7、老師再和我進行問答時，我覺得跟

老師的對話是愉快的。 
2 1 3 1 1 

8、分組後我上課用心聽講的時間比以

前多。 
0 3 3 2 0 

9、我喜歡老師用問答的方式上數學課。 2 2 1 2 1 

10、我覺得比起以前，分組學習的方式

對我上課比較有幫助。 
0 4 1 3 0 

11、我更希望老師能夠補充多一點課外

難題。 
4 0 3 0 1 

12、我比第一次段考時清楚第二次段考

要考試的內容。 
0 1 3 2 2 

表 A類學生問卷統計表 

(B)建議 

    根據本研究所得的主要發現與結論，研究者提出一些建議，作為

日後教學或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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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數學教學上的建議 

1、教師需能完全掌控班級秩序 

    分組競賽教學的活動主角是學生，希望學生能瞭解如何進行，並

真正投入數學的討論學習，但國中學生注意力並不容易集中，分組就

座也讓學生容易分心聊天。因此，教學者必須善加利用合約的加減分

(安撫)，來控制學生的行為。 

    因此建議教學者必須對所有任教的學生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後，再

實施分組競賽教學。 

2、分組競賽的教材設計 

    由「分組競賽課程實施後學生問卷」統計結果可知，A類學生希

望教材能加深加廣，而 P和 C類學生則希望教材簡單易學。 

    因此建議，若任教班級 A類學生較多，則可以先將教材的一個主

題中，基本概念的部分，設計分組競賽的課程來教授。課程最後再採

用傳統講述法，對此概念作加深加廣的教學，再設計統整性題目，讓

A類學生能上台表現。這樣較能滿足所有同學的需求，只是因為教課

書不是如此編排，所以教學者必須花較多時間去編寫合適的教材。 

3、增加學生自行練習討論的時間 

    由於時間的不足，導致研究者在課堂上無法花多一些時間讓同學

自行練習，只能讓同學課後自行練習，但是因為學生課後缺乏自制力，

本學區的家長也少有時間督促孩子的功課是否完成，導致學生課堂上

有良好的表現，但因缺乏課後練習，使課堂上學習到的數學知識無法

有效吸收，以至於學習成效較少人可以有大幅的進步。 

    因此建議，若有足夠的教學時間，每節課應該分出 10~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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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自行練習，最後去檢視練習成果，確定學生都有認真的練習。

建議可以把此項要求，設計成合約中的一項，利用正向的加分鼓勵，

讓各組積極的成員幫助教師督促消極的同學完成練習。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對未來進一步的研究，研究者將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工

具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1、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的對象受到侷限，故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不見得適用於其

他區域的學生，該如何調整教學方式，達到提昇學生數學學習興趣及

成就，值得進一步探究。 

2、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的模式，運用 PAC理論來修正調整教學方式，

最後研究發現 PAC理論結合分組競賽教學可以達到研究目的。而對於

教學方式，尚有多種不同的教學方式可以嘗試融合 PAC理論，如數學

遊戲教學、問題解決、主題式教學、探究式教學法等。未來的研究可

以從這些不同的教學法著手去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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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者與高年級教師共組學習型組織— 

教師使用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研究 

 

摘要 

 

本計畫主要在透過研究者(師培者)和國小在職教師共組數學教師學習型組織，並以同儕教

練機制為運作策略，期望達成下列目標：在數學教師學習型組織之同儕教練機制使用情境下，

檢驗教師在數學教學評量之使用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情形，同時檢視使用同儕教練機制之

專業成長規劃之整體成效。本計畫主要採質化之個案研究法(單一個案整體設計)為主，進行描

述性與解釋性之研究。本研究以嘉義市希望國小(化名)六年級為主要研究場域，5 位六年級教

師皆為數學教師學習型組織的成員。研究資料將以半結構式之參與觀察、階段總結性之個別深

度訪談及追蹤訪談、及各類之文件資料等方式蒐集之，並採用樣本式與編輯式分析法進行分

析。根據研究資料的分析可知，參與研究之個案教師對以同儕教練機制為主軸的專業成長規劃

皆表肯定；在使用數學教學評量已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情形部分有明顯提升，且其覺知有兩

大部分，即診斷性覺知和行動覺知。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參與學校及後續研究之具體建

議。 

 

 

關鍵詞：數學教師學習型組織、數學教學評量、調整數學教學、 

教師覺知、教師專業發展、同儕教練、高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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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Organization by Teacher Educators and 

Teachers of Fifth and Sixth Grades —Teachers’ Awareness on Adapting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Assessment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teacher educators as researchers) tried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a mathematics 

teacher learning organization (MTLO) associated with elementary in-service teachers.  Though the 

use of peer-coaching strategies, we intended to reach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Examining the 

targeted teachers’ awareness on adapting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assessment, as well as examining the holistic effectiveness of MTLO and its operational 

peer-coaching strategies.  A single-case holistic design was employed in this qualitative and 

“explanatory and descriptive” case study.  Multiple (authentic) assessment tools in mathematics that 

were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adjusting their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Five sixth-grade 

classrooms (with five classroom teachers) of the “Hope Elementary School” (alias) in Chiayi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fields.  Data were gather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observations, 

individual summ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at all four stages of the study) and follow-up interviews, 

and various kinds of documents, and then analyzed qualitatively by template and editing analytic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It showed that, after receiv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with peer-coaching strategies) and actually designing the 

assessment tools by themselves within the MTLO, they could gradually feel the powerful advantages 

of this cooperative working model.  Further, these teachers’ awareness on adapting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based on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assessment had positively obvious changes, which wer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awareness of diagnosis and action.  Finally, concret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model of MTLO and its operational peer-coaching strategies will b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for targeted elementary schools and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Mathematics Teacher Learning Organization, Instructional Assessment in Mathematics, 

Adapting Mathematical Instruction, Teachers’ Awareness, Teachers’ Profes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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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培者與高年級教師共組學習型組織— 

教師使用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研究 

壹、 動機與目的 

一、師培者與在職教師應持續藉由學習型組織發展數學專業合作關係 

(一) 共組學習型組織及使用同儕教練機制之重要性 

早在 20 年前，美國全美教學專業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 1989)所提出之教學專業標準之第五大核心主張為：「教師是學習社群的成

員—教師經由和其他專業人員的合作來對學校效能產生貢獻」，已清楚確立教師專業發展與建

立成長團體之必要性。研究者根據其成長團體建置模式與策略，選擇「合併—校內外合作」模

式，就是成立共同合作之教師專業成長團體或學習型組織，期能結合校內(中小學教師)與校外

(大學研究人員)之力量來協助教師專業發展與成長(張宇樑，2010)。透過此類專業合作關係，

師資培育者與在職教師間將能夠進行更密切的交流與互動，在職教師不但可增進其教學之專業

知能(Loborde, 1999)，雙方更能合作解決實際教學現場所發生或存在的可能問題，以達成改善

教學品質及提升學習成效之目標(張宇樑，2010)。 

歐用生(1996)和 Showers (1984,1985)都指出，教師間若能發展共同合作學習、及同儕教學

與教練和夥伴關係，將有助於教師們在專業上之持續發展。而在諸多專業成長團體或學習型組

織的運作策略中，「同儕教練(peercoach/coaching)」機制(策略)即是能夠順利協助教師建立夥

伴學習關係的有效策略之一。藉由學習型組織中同儕之互動，參與之教師們將能由不同角度切

入以思考其專業成長的需求、及如何達成此需求，進而擴展其專業知能及促進多元教學策略的

運用；更能透過觀察、分享、討論、和反思等方式，針對教學現場的真實需求與實踐策略進行

檢討與改進，以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Kester & Mann, 2008; McLymont & da Costa, 1998)。據

此，研究者將以同儕教練機制來作為本研究中學習型組織的重要運作依據。 

(二) 以數學教學評量為學習型組織中教師專業發展之首要內涵 

諸多學者(Borko & Putnam,1995; Cantrell, Young, & Moore, 2003; Rodriguez, 1998)指出：擁

有充分且適切專業知能的教師，才能突破現存之可能困境且臻至成功。在教師專業成長的議題

中，特別是在數學教育領域，教學評量方式的問題與其革新始終是數學教育研究者的焦點之一

(洪碧霞，2002)；且在教與學的循環歷程中，教學評量即扮演著中介與回饋的重要角色(林素微，

2000)。事實上，在國內(洪碧霞，2002；教育部，2000；鍾靜，2010)或國外(Fan, 2006; Morgan,2000; 

NCTM, 1995; Niss, 1993; Ruthven, 1994;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4a, 2004b)，教學評

量始終受到決策者、數學教育研究者、及現場數學教師等之重視。因此，除了以往在傳統數學

課室中常用的紙筆測驗之外，多元化且真實性的數學教學評量方式也應同樣的被重視(莊明

貞，1998；Good, 2011; Maurer, 1996; Mueller, 2005; Wiggins, 1993, 1998)。 

 

二、檢視教師使用數學教學評量來調整其數學教學覺知以促進其專業發展刻不容緩 

(一) 以數學評量與教學改進系統(即使用評量來調整教學)來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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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對於教師在瞭解學生學習的歷程與成效上有相當大的助益(Airasian,2000；吳毓

瑩，1995；李坤崇，2002)，它不僅可用於檢驗學生於課堂上吸收的情形，包括概念的理解與

應用等；最重要的是，它更可以幫助教師找出教學盲點，以作為其提升教學成效之起使點(馬

恬舒，2008)。簡茂發(2006)指出，教學評量可謂教學歷程中「起、承、轉、合」的中介點；它

不是終點站，但以往許多教師卻常將教學評量視為評判學生優劣的工具，這樣的看法與作為對

於學生之學習，其實是無所助益的(Guskey, 2003)。教師若能以教學評量來做為修正其教學的

依據，亦或做為執行補救教學之參考，如此才能真正算是完整的「教學」，且更能使評量發揮

同時兼具測驗(診斷)與學習的功能(曹博盛，2004；鄭金昌，2007)。教師使用教學評量將可診

斷學生之學習問題，且能藉此給予適切之回饋；甚或是調整其教學目標、策略、與內涵，進而

提供學生更優質的學習環境與機會(Airasian, 1996; Linn & Gronlund, 1995)。 

(二) 教師透過數學教學評量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情形應被檢驗以促進其專業發展 

Mason (1998)所提若教師能具備覺知學生之學習需求和狀況、進而自我反省與改進其教

學，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專業的老師。因此對數學教師而言，能夠設計多元且真實之數學教

學評量，再藉由檢視評量結果來反思和調整其教學方式與內容，將是他們在執行數學教學工作

中所需之關鍵專業知能；而針對數學教師透過此「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

歷程」進行檢驗，正是確認其專業發展的研究要項。 

有鑒於教師覺知可透過專業訓練與要求不斷地被發展，且教師覺知對其自我觀念之省思和

教學改進有相當大之助益，同時更有利於其學生之學習；又，建立有效的數學教學環境是數學

學習過程中的關鍵課題(Hughes, 2009)。但誠如 Guskey (2003)所言，數學教師能否發展適宜的

評量工具，且能否藉由適切的教學評量之使用來調整教學策略與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著實需

要現今數學教育工作者的再重視。而關於數學教師覺知之研究部分，研究者先前已針對國小低

年級教師對學生數學學習之覺知進行為期三年之初探(張宇樑、吳樎椒，2008，2010)，同時根

據研究結果歸納整理出教師覺知之分析模式與歷程(張宇樑、吳樎椒、楊德清，2011，頁 10 之

圖)，故在本研究中將以此作為本研究進行數學教師覺知(針對使用教學評量來調整其數學教學

部分)之主要分析依據。 

綜上所述，研究者將藉由檢視教師在數學教學評量之使用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情形，

來找到關於教師覺知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與解決之道，以作為數學教師學習型組之後續運作改

進之參考依據，同時能夠更有系統與有效率的協助教師們在數學領域之專業發展。 

 

貳、 理論基礎 (省略) 

 

參、 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架構 

研究以質化之個案研究法為主進行資料之蒐集與分析；其中，個案研究採單一個案整體

(single-case holistic design)設計(Yin, 2003)，將所有參與研究之在職教師視為一整體性之個案，

針對參與教師在MTLO 接受專業成長的過程中，其在數學評量設計與執行上的專業發展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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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教師使用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情形、及同儕教練策略使用成效等，進行

描述性與解釋性(Yin, 2003)之個案研究，茲將研究架構圖示如下。 

 

 

 

 

 

 

 

 

 

 

 

 

 

 

圖1 研究架構圖(MTLO 及同儕教練策略運作機制) 

 

二、研究場域與對象、及研究者的角色 

(一) 研究場域與對象 

    研究將以嘉義市希望國小(化名)六年級為主要研究場域。該校六年級有5班，其5位在職教

師(皆為班級導師並教授數學)將成為本研究中所成立之數學教師學習型組織(MTLO)的主要成

員，並接受使用同儕教練機制之專業成長活動。 

(二) 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者接受過質化研究的專業訓練，並且執行過多項個案研究工作，分屬數學教育與研究

設計及質化研究之經驗與專長，足以勝任此研究之工作。由於本研究採用單一個案整體設計，

因此為了有意義的呈現事件的關聯性與情節性，且能使研究者深入研究場域與個案本身，以詳

實記錄學習型組織的同儕教練機制運作情形、數學教學評量的執行情形、及教師覺知情形等，

所以研究者(含團隊成員)將主要以參與觀察之方式進行資料之蒐集，且研究者之角色定位為

「參與的觀察者(participant-as-observer)」。 

 

三、資料蒐集與分析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採用下列方式進行資料之蒐集： 

1. 觀察：本研究將針對以下兩部份進行觀察，主要觀察方式為半結構式之參與觀察。 

(1) MTLO 之同儕教練機制運作活動觀察：包含同儕教練機制之MTLO運作過程中

的「專業成長與對話活動」、「評量設計與討論活動」、「評量工具執行結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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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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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師 

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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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與修正活動」等；另亦包含研究團隊之會議。 

(2) 課室觀察：選定每學期中 2~3 個代數單元進班觀察，以瞭解個案教師之數學教

學評量執行情形、及教師覺知情形。 

2. 訪談：針對5 位教師(T1~5)進行個別和焦點團體訪談(共四次—即每學期之期中及期

末各一次，每次至少40 分鐘)，以蒐集其對新加入教師數學教學與評量執行之覺知情

形的看法；其餘則視需要進行非正式或追蹤訪談。 

3. 文件資料(含質化與量化)：(1) 活動過程與會議紀錄：如，田野筆記及個案教師學習

紀錄與回饋單、與研究團隊會議紀錄等。(2) 教與學之檔案：如，教師必要之教學檔

案、及學生之學習檔案資料(含相關作業與數學教學評量結果)等。(3) 反思週誌：除

研究團隊之反思週誌外，亦將委請個案教師撰寫反思紀錄(或錄音檔)，以供佐證參考。 

    依據質化研究的重要工具是研究者本身的重要理念，本研究將結合研究主持人與共同主持

人之在此(數學教育)領域之專長與經驗，一起進行本研究之實施與分析。為提升研究之可信

性、可靠性、可證實性、與資料相依性，研究者參考Yin (2003)所提出之準則，執行下列工作

以提升研究信賴度：首先，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多重證據來源來建立證據鍊，確認所蒐集之資料

之豐富與正確性，以建立本研究之構念效度。其次，使用參與者查證之模式，讓參與的兩位教

師檢視訪談及觀察之結果；同時由多位研究人員對同ㄧ現象或行為進行觀察與訪談，以確立其

ㄧ致性與提升研究之信度。 

    再者，在分析的過程中，透過前面所述的步驟與過程進行MTLO專業成長成效、個案教師

數學教學評量專業發展歷程、及教師覺知情形等，配合採用時間序列方式進行資料分析，提升

本研究之內在效度。又，Hammesley (1995)認為質化研究就是一種反思的過程，因此本研究採

用研究團隊反思週誌及個案教師反思紀錄等模式，以期能於研究過程中不斷反省思考如何增進

本研究之信、效度，並獲致最直接且有效的資料以解析與回應研究之問題。同時，將於過程中

進行動態之修正及完成最後研究結果之整理與撰寫，及針對所有資料進行統整性解釋與分析，

以求研究結果之完整性與ㄧ致性。 

 

肆、 結果分析 

一、 數學教師專業發展之實質成效 

(一) 立即解決教學現場之教學問題與提供新資訊以提升教師數學教學專業知能 

延續第一年教師專業成長的精神，以提升教師教學能力以及協助解決教學問題為導向，為

使效果更顯著，也為因應教師們急欲想獲得解決實際教學問題的能力，故專業成長的部分的時

間由教師們提出現場教學遇到的難題，再由師培者提供解決的方案與策略，以利教師們可直接

於課堂上進行演練與了解學生的反應。這些解決方案對於教師們的助益甚豐，不只是提升教師

們的教學知能，也因再建構教師們對於數學概念的觀念，更有助於教師邁向教學優質化的境

界。如 T2 與 T3 教師在期末分享時感性地提到： 

「老師會叫我們提問題嘛，然後說我們教學上遇到哪個問題，然後老師會提怎麼解決的方

法，我覺得他教一個小祕訣的時候還滿實用的，就是概念上的釐清吧，包括他在講其他年

級的數學教學時也是，會釐清我們一些數學的概念」（T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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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覺得老師給的就是會給多一點建議，從理論上或實務上那我再搭配教學現場狀況我

去運用，最主要是他提供比較豐富的資源給我們去運用、參考。例如：關於繪本的運用部

分就是。｣（T3-0121） 

由此可見，師培者在教師專業成長的的執行上，也扮演了「再教育」的角色。 

師培者針對教師們的問題，依據不同的內容給予不一樣的協助、策略與方案，其中以提供

新知與資源以作為教學輔助的媒介，以及協助教師建立班級學生討論的風氣，此兩大方向為教

師們所感受最深的「助益｣，以此兩點作為主要說明。 

1. 教學輔助—提供教學資源如繪本、網站或是教學策略以供教師豐富教學 

    部分教師在數學教學上常於到的困擾就是不知道怎麼運用相關的輔助資源，例如：「有

時候想搭配繪本教學，但常發現學生記得故事內容卻不一定了解數學概念」（T4-1107），

或是網路資源無法與教學相呼應「有一些線上練習或教學的網站覺得很好，但不知道該怎

麼搭配教學比較好」（T1-0115），又或是想改善學生的學習狀況而感到無力「有時候遇到

一些教學上的困難，學生同一個概念卡住或是一直搞錯的那種，會突然不知道怎麼辦」

（T5-1114）。事實上，這些都是專業成長現場中教師們關注的問題。針對教師的問題師培

者給予不同的應對方式。 

 在繪本書籍的部分，教導教師如何挑選具備認知概念又同時具備故事性的數學繪本，

同時提供相關網站作為挑選的範本，並示範繪本的故事性與教科書的教學單元搭配的原則

與步驟，所給予教師的不只是繪本的資訊而已，相關的教案與活動也一併帶給教師們，對

此 T4 教師有感： 

「教授他提供那些網站，遇到問題會上去找，就是去人家有什麼不一樣的講法啦，就

是裡面有一些教案，那活動你就可以轉換，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原來這樣也可以玩遊

戲，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T4-0114） 

在教學策略的部分，由師培者安排課程從學習動機、教學 e 化、教學環境佈置等面向，以

教師專業成長課程的方式教授給教師們，透過分享也透過討論，讓教師們在課堂上嘗試執

行，以「現學現賣」的方式逐一增強教師們於教學策略上運用的能力。此外，於下次教師

專業成長課程的會議裡修正與檢討，使教師們能更深化其教學上的靈活度。這樣的方式諸

多教師們覺得既實用又學習感十足，由以下教師們的回饋可見此同儕互動機制之影響。 

「我們有提出自己的問題，老師就現場幫我們解決問題，那這個部份對我們來說是還

滿實用的」（T5-0112） 

「這個計畫對我們來說就是可以讓我們去想說真的遇到數學教學問題的話，怎麼樣去

解決。」（T1-0417） 

「提供我不同的策略去教數學的問題，然後會讓我比較敢讓小朋友分組討論。」

（T4-0119） 

「有時候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希望他們可以給我一些想法，那

每個老師的看法都不一樣，但是就是參考或者是得到一些不一樣的看法。」（T2-0426） 

 

2. 教學調整－指導教師如何讓班級學生充滿討論與互助學習的氛圍 

  前述所提及師培者於教學策略上為教師們解決問題，也增添教師們對於課堂掌握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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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更有助於教師們將討論的學習型態帶進教室裡。雖然一開始多數教師的問題是「有

時想讓學生討論又不知道這樣效果好不好，課程的節奏也不好拿捏，如果只有一個在負責

解答也不好吧」（T4-0117），對於這樣的擔憂隨著課程的進行以及教學問題的解答，教師

們開始試著在班級內建構「討論互助」的氛圍。在過程裡雖有「跌跌撞撞」的「試驗期」，

像教師察覺到學生討論不熱絡或是不知如何引導討論的方向時有感而發地說到： 

  「這種學習模式是想打破學生不敢發表的那種困境，…那種希望他盡量能說，說...

多或少至少都是一種進步，只是真的很少時就會有點擔心…」（T5-0121） 

但隨著時間的過去，教師的經驗值提高，對於討論融入教學都有豐富的心得，如 T5 與 T4

教師所談及的狀況，班上同學的熱絡學習讓教師們備感欣慰。 

「現在是希望小孩子可以多一點點聲音出來，因為...先撇開發表的這一塊來講，至少

學生講述出來的東西，是透過他們的理解，講出來的東西，可能會更貼近小孩子的想

法，我們也才能知道他們學會了沒。」（T5-0119） 

「教學模式的改變，小孩子會寫東西這一塊，因為多了合作和討論的過程，所以似乎

可以達到互相幫助的目的！」（T4-0112） 

在訪談學生對於「討論」學習方式的感受時，也獲得很高的認可，學生有感自己可以更專

心於課堂上「就是….可以增加我們的興趣…」（S1-02-0108）；透過同儕間的互動也能有所

學習，「可能有不一樣的算法，可以試試看，討論同學在講的過程中」（S3-04-0113）。許

多學生甚至期待在其它的課程，也可以以討論的方式融入教學，如：「希望老師在課堂上

多給我們討論的時間」（S5-21-0108）。事實上，這樣的同儕互動的機制引入教室中，不但

5 位教師們能夠透過同儕互動的歷程交互學習與討論，使得教師們在享受互動討論帶來的

成果時，也能將此方式(討論)帶入其數學教學中。特別是在學生完成學習單後【請參閱附

錄一之學習單-引起動機活動和回家作業用】，可以先經由討論來看到其他孩子的解題想

法，同時也可以訓練孩子使用不同表徵說明數學解題過程的能力。因此對教師和學生來

說，可謂是雙贏。T5 教師在期末時就說到： 

「在設計學習單的時候，因為有先討論，所以大家找到了可能的共同問題，然後針對

問題設計簡單的學習單和討論活動，這樣孩子就可以用文字寫出來，然後再討論，這

種方式的確不錯！。」（T5-0628） 

綜言之，專業成長活動的同儕互動方式，無論是在提供教學的輔助或協助教師進行教學調

整上，都有明顯助益，且教師們也能覺知這些收穫，相信對於日後教師們實施類似的教學

調整應該有相當大的幫助。 

 

(二) 透過實際體驗操作之示範教學活動讓教師們發現目前數學教學之可能盲點 

在教師專業成長的過程裡，常見師培者「說」，與會教師「聽」，卻缺乏了「做」。在本計

畫中，專業成長的會議裡教師們常提出教學上的疑問，雖然如前述有諸多討論的機會，但所習

得的數學教學策略或設計的活動，都需要教師在課堂中實踐後，才能獲知學生的學習反應，同

時也才能診斷其成效。是以，在本計畫中我們安排了一次示範教學活動，由師培者設計體驗式

活動並親自教學，讓教師們體驗「當學生」的感受，並藉此親身體驗學習的過程，強化教師覺

知學生學習問題的機會和目前其數學教學的可能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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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T2 與 T5 教師曾反映立體圖形的教學問題為例，教師覺察學生常常會因為「看不見的

『面』」，而出現學習上的挫折，令教師們產生無力感。對此，師培者便以「視覺化」的概念為

主軸，配合前述立體圖形的教學問題，讓教師們「學習」立體圖形的視覺化建立過程。在活動

中，教師們現場以特殊點格紙來繪製立體圖形，同時配合實物教具的運用，讓教師們理解到在

教學過程中如何藉由不同的表徵轉換，達到習得視覺化概念的目標。同時，也讓教師們了解到

其原先教學的可能盲點與學習學習時的可能迷思，進而協助其使提升未來教學品質。 

「我記得有一次教授讓我們操作那個立體的圖形，我就覺得那個很好，我們在實際的教學

現場的話，我可能真的只是教小朋友去數，然後沒有讓他們畫，可是我覺得操作過，真的

拿那個積木來堆疊的話，對小朋友那種具體實物的建構就是非常的有幫助。大概知道小朋

友的迷思盲點在哪裡，可是我們那時候就很可惜沒有具體實物的操作，就是沒有那個積木

的操作，我覺得他帶來這些學習單和教具，這樣的活動對我而言是印象最深刻且收穫很多

的。」（T5-0121） 

亦有數位教師表示這樣的教師專業成長很特別，和以往的討論活動不一樣，如 T4 提到：「我

覺得老師給的資料還滿特別的，透過這些方式可以慢慢的累積孩子的實力，感覺真的可以學到

那些數學概念」（T6-0117）。其實，這樣能夠帶給教師手動與腦動的同時感受，正是改變台灣

教育體制中讓孩子們習慣以「機械式練習」方式來學習的活水；雖然精熟練習確可以提升學業

(考試)成績，但是隨著時間的推演進，他們的理解力卻可能逐漸下滑。因此，若能有提供教師

實際體驗的專業成長「學習」活動，應能使教師們有更多反省和思考其數學教學問題和學生學

習問題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也正是促進教師覺知與調整其數學教學活動的起點與動力。 

 

二、 同儕教練機制對於教師覺知的提升確有助益 

(一) 教學路不寂寞－歷程雖經分岐，然教師們仍有感成長與同儕討論的風氣漸長 

同儕的合作與相互指導，是此計畫延續前一年計畫的重點項目，由參與教師們互相切磋，

在不同時間以「教練」的角色性，帶領著其他教師進行討論、分享與設計教材，也一同設計平

時評量用之學習單。其實，一開始大家的意見不太一致，例如：有教師認為效果不彰，「其實

大家遇到的問題不一定一樣吧，這樣討論會不會不一定有效，雖然可以做為參考，但不見得會

遇到的」（T5-0119）；也有教師覺得是否可能浪費時間而無所獲，「教學的經驗與年資都會影響

教學的效果吧，這是大家本來就不一樣的地方，一起設計的話，時間上的考量很難拿捏」

（T2-0118）；但也有抱持期待想法的教師，「大家一起很像一個團隊的感覺我覺得應該會很好，

有些問題如果一起想辦法應該可以事半功倍的」（T3-0112）。所以儘管大家一開始的想法不盡

相同，或許對於同儕討論(教練)的機制感到質疑，但經過數次的討論及指導後，亦漸入佳境。 

如教師們共同討論段考考卷的出題方向時，以前都是一名老師負責，現在是教師們全部一

起經過討論、修正及預試等過程方才定案，這的確是「與時間賽跑」的一項任務。T1 師對於

此任務的進行感到負擔有點大，但也認為這是進步的源頭，他說：「就會覺得說有一些負擔，

就是還要額外的產出一些東西，但是有這個壓力之下才會強迫大家去學習，這就是『互相漏氣

求進步』啦」（T1-0115），其他教師也認為這樣的討論風氣應該予以維持，透過同儕相互監督

的過程可以確保教學的品質，教師受益、學生也受益，讓許多的問題透過經驗與相互的傳承，

轉變為新的認知。T3 師就在計畫末期的省思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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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收穫是有這個計畫就是我變的不只是單打獨鬥，我多了很多學年的夥伴，我們去共

同討論我們的課程，那因為我可能遇到我的問題，那其他的學年老師也會去遇到他們的問

題，我覺得是把問題綜合起來，然後…去發展一套新的教學活動，我覺得這是這一次最重

要的收穫。（T3-0121） 

而一開始有所質疑的教師，也能有意願在這樣的模式成長下去，「我現在面對一些問題會比較

想要花時間去幫他們去想一些解決的方法，意願有提升」（T2-0118）。同時透過同儕互動的學

習模式，教師們也不再只是以教科書為教學內容的唯一選擇，還多了思考教學的流程及設計學

習單的能力與信心；如同 T5 師有感而發提到： 

早期我在做的話我會比較依賴課本，那…我後期的教學是比較不依賴課本，那…所以我這

一次反而更去思考說，我怎麼用一個題目然後怎麼把很多概念在一個題目內教給小孩，我

會重新思考數學課本的編排和我的教學上，能不能…其實有很大的衝突，我會比較重新去

審視我教學的流程」（T5-0522） 

而這樣的轉變可謂實施此同儕教練機制專業成長活動的實質成效，也讓師培者感到欣慰。 

 

(二) 同儕的督導與意見使教師們能明顯感受學生的數學學習效果獲得提升 

某個班級中或某位教師的數學課堂上所發生的學習問題，可能不僅僅是單一教師或班級的

問題，其實若透過分享的機制讓其他教師知曉，許多問題常可引起其他教師的共鳴。因此師培

者多以鼓勵方式讓不同班級的教師，能針對其自身數學教學問題分享其經驗和提供不同的看法

或策略，對此教師們皆表示受益甚豐。例如，T1 提到：「收穫最多的是，知道說其他班他們可

能遇到什麼困難，然後是用什麼策略去共同把它解決」（T1-0115），且這樣的分享是平常班級

會議時無暇感受到的，「平常開會都是活動的安排或是班務的決定，和實際教學有關的時間其

實很少」（T3-0121）。因此，教師們希望透過此專業成長，能夠獲得更多數學教學調整的經驗

和知能，且以增進學生數學學習效果為主要的努力方向。 

以某次教學觀摩為例，T3 教師願意於課堂上進行教學演示，以讓其他教師檢視新教學活

動設計的流程與步驟是否合宜【請參閱附錄二之教學活動簡要設計說明】，所有教師於該節課

均至 T3 教師的班級後觀摩，除在檢視活動與教學目標之對應情形外，也在觀察學生的學習反

應。其後，利用時間一起省思教學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且一起討論如何修正與調整，同時再次

安排下次上課時段，進行第二次的教學觀摩。是以，透過這樣的歷程，不僅負責教學的教師調

整了自己的教學流程和內容，其他教師也從中獲得如何執行該教學活動設計的寶貴經驗，更感

受到學生的數學學習效果獲得提升。如同兩位教師在數次觀摩後不約而同地提到： 

藉由分享可獲得不同資訊以供教學多樣性的實施，希望他們給我一些回饋，有時候真的不

知道該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一個問題，這樣的方式雖然很刺激很緊張，但真的很有用，像我

不是數學本科系的有時候孩子的問題我也會怕怕的，但這樣的方式增強了我的信心耶」

（T3-0522） 

有時候就是真的在教數學上遇到的問題，然後我們自己去蒐集，然後蒐集完以後大家一起

去討論去解決，我覺得這樣的幫助比較大，因為你是真的可以運用在你實際的教學上

（T5-0522） 

此外，在學生的過去數學學習中常見的錯誤，也相對較為減少許多，教師認為那是因為它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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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能熟悉多元教學策略應用所致，透過其他教師的提醒與經驗分享，在自己教學前能對於學

生可能產生的錯誤概念，先利用預先設計好的教學活動加以釐清，當然成效也較佳。 

我發現有些觀念真的是….再養成的過程中自己都忽略掉，自己沒有學到…，現在剛好補回

來，也一起和學生成長，所以以前會錯的現在可以巧妙的先化解掉了。（T1-0115） 

如同 T1 師所說的，或許以往沒有或不完整的數學教學專業知能，特別是在數學教學活動和評

量設計方面，能夠藉由同儕教練機制的專業成長模式得到提升，特別是配合教學觀摩與檢討的

活動，成效更是顯著，未來亦可作為後續規劃專業成長活動的重要參考依據。 

 

(三) 教學經驗傳承與教學策略分享有利於數學教學調整之彈性化 

同儕教練是一種提高教師專業知能的有效方式，也是一種互助的結構，教師們彼此有自己

的專才領域，及不同的教學經驗；除年資的不同外，所曾帶過的年級也有所差異，有些教師甚

至待過數間學校，這些都是寶貴的經驗談，平時難以有機會分享。因此，透過本計畫讓教師們

有這樣的互動機會，同時也讓教師產生自發性的學習，由師培者從旁協助與引導，而非主導，

避免以往傳統模式之教師專業成長(或研習活動)的詬病。如 T3 師提到：「以前教師專業成長就

是老師來上上課就好，反正才幾個小時，我覺得很多都不是我們需要的，很可惜，但現在這種

方式就不一樣，感覺收穫較多」（T3-0121），所以透過此專業成長的進行，師培者為教師們提

供一個讓教學更彈性化的對話平台。 

如 T5 師認為，教學是條孤軍奮鬥的路，很多時候遇到問題也不知要向誰求援，畢竟其他

教師也是忙碌的，透過計畫的協助讓他了解到「團隊」的益處；他說到：「我覺得跟同事一起

討論上課的東西其實還滿好玩的，就是跟剛剛的想法一樣，就是跟他們一起討論，在教學路上

有夥伴真的感覺好很多，一個人在那邊走真的很孤獨」（T5-0418）；T4 師也以為許多的教學技

巧或是策略，很多只是書面上的敘述，常常需要執行後才知道適不適合學生，但這種同儕教練

的方式可以減少「試誤」的時間，讓她覺得：「真的在教學上遇到的問題，然後我們自己去蒐

集，然後蒐集完以後大家一起去討論去解決，我覺得這樣的幫助比較大，因為你是真的可以運

用在你實際的教學上」（T4-0522）；T2 師則覺得「同儕教練」的機制很像是「創意大集合」，

當有人拋出問題時，其他人的響應不只是提供想法也提供可行方案：「透過各個老師集結出想

法來解決，有別的老師講到你沒想到的東西，然後你就會覺得原來可以這樣子」（T2-0425）。

最後，當然教學調整和彈性化的重點是在提升學生的數學學習效果，如 T3 師所言，要做好教

育工作就要多為學生們著想，而為學生們著想的基本工作就是教師教學的能力要有所增長，且

要能因應學生的需求，因此多方的吸取同儕教師的經驗是必要的，因此這種同儕互動模式真的

可以「讓我們聚焦在這一塊去思考，那對學生應該也是有幫助」（T3-0121）。 

綜上所述，參與計畫的教師們在經歷這種同儕教練機制的薰陶後，除了更樂於和同儕教師

分享和討論外，也能夠透過這樣互動的機會實際討論數學教學所遇到的問題，並進而藉由腦力

激盪的方式找到解決的策略。這樣的收穫，實際上就是教師與學生「雙贏」！ 

 

三、 教師使用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情形 

(一) 診斷覺知—評量設計以能察覺學生常見的錯誤概念為核心，且能對應學習目標 

有鑑於現今教育現場中教師們任務繁多，因此在「共享專業資源」部分相對缺乏。故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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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以改善此問題為主要目標，希望藉由師培者之協助，使現場教師們在同儕教練機制下，透過

分享、討論、及合作等方式，共同檢討數學教學中之可能問題，並進而設計可評量不同學生程

度的工具。此外，更能在使用評量工具後，一起針對評量結果進行分析與診斷，以期能察覺與

確認學生之錯誤概念，且針對前述問題進行教學之調整。在此同儕合作的情境下，每位教師都

是發表專業建議的「教練」，也是學習者。 

對於評量工具的編製，在平時評量工具部分傳統都是各班老師自行處理，且多為使用現成

的工具(如：一般市面上常見的練習卷或學習單)，同時多以偏向較屬機械式練習的認知型測驗

為主；而段考部分則是同年級教師輪流負責單一學科的出題，其他教師擔任審題的角色，然基

於尊重的緣故多不會提出修改的意見，「每一個人出題都有自己的喜好，本來就很難讓每一個

班滿意，下次也會輪到自己，也就不太會去說甚麼了」（T4-0114）；如此一來，儘管全年級施

測同一份試題，卻難以切確診斷每位學生的學習情形。本計畫在前一年段的計畫(100 年度計

畫)，主要就是在解決後者(段考)的問題，且已獲致相當的成效(請參閱前一年段之成果報告)。

但是，對於前者—即平時評量工具—則是本計畫希望能改善和調整的重點。 

基於前述之目標，師培者在規畫專業成長活動時，便考量到現場教師所面臨的可能問題和

實際需求，先以特定單元為主來協助教師自行編製平時評量工具，以期能發揮及時診斷的功

效。故在單元學習單設計會議時，建議教師們先就過去教學經驗思考哪些單元最需要優先處

理，同時請他們先提出於該單元常見的迷思與錯誤概念，然後再討論需如何加以整合後納入學

習單中。透過這樣的建議，教師們開始以自身的經驗談作為引子，分享編製學習單及試卷設計

的參考想法。T1 師認為有時教科書上的題目敘述待改進，建議題目的敘述要完全以學生的角

度去書寫，尤其是照顧到弱勢的學生，他提到： 

一開始這個題目是出現在我們的習作上面，然後我們講過很多次阿，然後小朋友可能真的

還沒辦法去了解他們的意思是什麼，這就是生活經驗的問題，或是概念一下子加很多。

（T1-0115） 

T5 師則認為設計學習單的一開始不見得要馬上進入單元的核心，根據其過去教學經驗，發現

若能先加強學生的先備知識可是教學更順暢： 

教學過程當中，幾年以來會覺得那概念前面的一個先備知識好像不太受重視，所以我覺得

如果先把前面的弄清楚的話，新的學起來可能會比較輕鬆。（T5-1121） 

T4 師則提出觀念上的糾正勝過題目的演練，若觀念建立正確則錯誤相對應可減少，建議學習

單中的題目或許可以不必多，但要重視學生數學概念的確認，且要能夠建立完整的觀念，她提

到： 

觀念還滿重要的，就是有些觀念是以前的…學習上的觀念和現在是不太一樣的，就是現在

是糾正之前的錯誤，那如果我們沒有被澄清這個東西的話，就是你在引導學生的時候你也

會發生問題。（T4-0117） 

T2 師也認同這個「觀念化簡」的概念，建議單一張學習單或評量工具中的題目不要混砸太多

題型，也能幫助教師釐清學生的問題所在，她也提到： 

「教授有給我們建議，一開始我們學習單設計就是都把題目放在一起，那會發現小朋友會

錯的地方他就是會一直錯，然後老師就給我們建議說，你做一題就馬上檢討，那他就可以

知道這一題是怎麼樣，而且把每一個題組放在一起，他們就是那一張就只教那一個觀念」。



張宇樑  師培者與高年級教師共組學習型組織教師使用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研究 

 

370 

（T2-0417） 

是以，教師們逐漸有了共識，透過先前經驗來篩選出優先設計平時評量工具的單元，然後秉持

簡化與概念釐清的原則，開始進行評量工具(先以學習單為主)之設計，同時把設計好的學習單

於適當的課堂中或以回家作業的形式讓學生填寫。 

此外，除了以教學經驗及學生的錯誤概念為設計的基準外，教師們也透過分享和討論的過

程發現，評量工具與「學習目標」之對應是相當重要的、且是以往較沒有花心思處理的。因此，

教師們再次仔細地將單元的教學目標重新定義，讓學習能夠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同時能夠完整

的呈現該單元的概念，使得學習單的平時評量功能可與段考試卷之評量功能結合，且形成「連

貫」的型態，期能發現學生的真正學習問題。兩位教師都在設計時提出其省思： 

其實一張一張的學生不容易有印象，學習單或是評量卷應該都要有相關的轉銜和結合，讓

孩子的學習可以有連續性，畢竟學習不是片段的總是比較好的。（T1-0115） 

學習單一共有三份 a-1、a-2、a-3，然後難度隨著數字慢慢增加，這樣一個概念就可以有三

張學習單，且難度有層次，這樣就可以了解孩子的實際理解情形了！這種設計的確不錯，

以後可以多多使用。（T4-1226） 

上述這種學習單設計的合作模式，讓教師們逐漸能體認到該如何規劃平時用的評量工具，且能

夠覺知到透過這樣的學習單，可以讓他們清楚的發現學生的主要學習問題，除了可以篩選出特

定學生來進行額外的補教教學或輔導外，也可以幫助他們調整現有的教學流程和內容，以便能

提供更高品質的數學教學。從教師們在上學期末的反饋，就可以確認他們都已經能夠覺察與確

認平時評量工具(如學習單)的診斷功能： 

這樣的出題設計比較可以照顧到中間與後面程度的學生，當然前面的學生一定能回答問

題，但國小數學不是為了打擊學生學習數學的信心的，當孩子有信心後，之後也比較學得

下去；可使最重要的是學習單可以發現學生得錯誤概念，我們統計過後再一起討論該如何

教，這樣可以發揮診斷功效。（T3-0121） 

綜合了各班學生會遇到的問題和錯誤概念，這樣的試題不會偏難也不會太簡單，反而可以

測出學生真正的能力和理解狀況，我覺得比較好耶！而且這樣我們每次在寫教學計畫的目

標才有意義，因為學習單比較能填補現有評量工具的空缺，有蠻實質的功效。（T2-0117） 

如果當只有一個老師去設計的時候會比較偏向某一個部份，可是當 4、5 個老師進來，我

們一起發展出來的評量工具就會比較全面性，而且可以讓我們知道要如何改進教學方式，

這樣的確是比較好的方法。（T5-0115） 

綜上所述，教師們在經過專業成長活動後，對於學習單如何編製(流程)、學習單設計如何

連結教學目標、及學習單的內容多寡等，都能因親身經驗過後有深切的體認，且覺知到學習單

作為平時評量工具的診斷功能之重要性與有效性；而這樣的診斷性覺知有助於他們更進一步的

形成其行動覺知。 

 

(二) 教師之行動覺知—能覺察如何藉由評量診斷結果來調整其數學教學行為 

在前述教師們設計平時用學習單及段考試卷的過程中，他們已感受到的這樣的同儕合作方

式具有相當大的功效。然更重要的是能讓學生之數學學習更好，所以每一次會議時教師們都會

針對學習單及試卷之使用後學生的填答情形進行討論，以協助改善其數學教學實務。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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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T4 師所言： 

如果只是設計學習單或是考卷真的很浪費，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學生的反應以及學習狀況，

要比以前更能掌握，我覺得這才是我教書的目的也是參加教師專業成長的收穫。（T4-0114） 

在這樣的討論及行動中，教師們也逐漸能對於討論與省思後的行動有所覺知，而根據資料分析

的結果，研究者分析歸納出兩大類的行動覺知，以下分別說明之。 

1. 行動覺知一—以操作活動與同儕討論融入數學教學，為學習注入「活水」 

過去的數學課堂，學生多半扮演在座位上專心聽講的角色，而前方的唯一主角便是教

師，使用這樣的傳統教學方式其原因不外乎是「時間與能力」。在時間部分，如 T6 師所

言：「課程進度真的有時間的壓力，有時還要檢討考卷甚麼的，還有有的時候還真不知道

怎麼把活動帶進課堂中」（T5-0117）。然而，透過前述學習單的運用，教師開始嘗試在課

堂上設計教學活動以融入學習過程中，特別是讓學生透過討論分享的過程，來完成學習單

的填寫。 

教師們設計的教學活動內容很多元，以其中一個學習單的設計為例，教師們設計了一

個強化與確認學生先備知識和經驗的小活動，即讓學生透過拼貼圖形的「動手做」活動，

來複習五年級學過之複合圖形面積的題目；也希望透過這個活動的結果(學習單撰寫的過

程和結果)來調整其後續的教學活動及內容。在此活動中，學生必須對於已學過的面積概

念有較精確的掌握；尤其是「道路面積扣除」的題型，因為學生常常自列出數學算式時就

產生許多錯誤，因此教師們討論後即設計讓學生自行拼貼圖形的活動，希望透過動手做的

活動，讓學生在不同表徵間體會實際剪貼面積和列算式間的關係，期望能藉以降低列式的

錯誤率【請參閱附錄三之學習單】。事實上，在活動之後，T3 師就察覺到這活動確實對提

升孩子的理解和正確列出算式有所幫助： 

因為題目的敘述是抽象的，一般就算有圖形對比，較中下程度的學生還是不可能理解

的，有時算式也是背出來的。所以透過動手拚拚看的活動後，他們就比較可以知道哪

裡不要重複計算，哪裡可能要再加回去之類的，我覺得很有用。（T3-0121） 

除了設計複習的活動來強化或矯正孩子的錯誤概念外，活動是否能吸引孩子參與也很重

要。亦即，要讓學生習慣於課堂上表現自己，也要讓學生能夠參與且包持高度的興趣，這

些都是教師在設計教學活動時需額外思考的部分。例如，T2 師以點數的方式維持學生的

學習動機：「我們可以用…就是他們在換點數的時候，你就可以要求小朋友要換獎品的話，

放在引起動機，是一個不錯的辦法」（T2-0417）。對於設計不同類型教學活動在數學學習

的影響，T2 與 T5 教師亦給予高度的評價，他們也對自己行動成效有所覺察： 

配合活動上課這個就比較有趣啦，不會這麼呆板在那邊寫寫寫，雖然以為有討論和操

作有可能會比較吵，但學生好像沒有預期中的不專心。（T2-0522） 

我以前不太強調小的教學活動設計，我比較強調讓他們計算解題的過程，可是這次那

兩節讓他們這樣 run 過之後發現，其實可以彌補一些以前我只教他們計算不足的地

方，以前我比較強調我一個人在那邊講，聽懂之後就讓他們在那邊算阿算，現在我覺

得活動如果設計的好，其實引起動機或是教學過程中都很好用。（T5-0522） 

再者，教師們也經由專業成長活動中師者提供的建議和密集討論後，決定採用更多的

分組討論策略於數學教學活動中。他們設計的討論分組方式很多元，有些教師認為需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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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搭配來考量，如「小組合作的，那我覺得程度比較好的小朋友會去幫助程度比較弱

的小朋友，那多練習幾次其實程度比較弱的他們也可以去理解這個部份」（T1-0115）；有

些則以為考量性別的分配較佳，如「男生和女生有不同的學習態度與想法，我覺得會有不

錯的效果」（T2-0118）；還有教師則以讓學生自行分組的方式進行，如「看是座位去決定

還是讓他們自己找組員，有時自己找也會有比較多的火花，可能比較熟也有關係吧」

（T3-0117）；對於小組的人數選擇各班教師也略有不同。但無論是前述何者，教師們均嘗

試於班級內以「討論」的方式進行數學教學，讓學生們有機會與同儕進行意見的交換，同

時在解題過程分享自已的看法或答案。而這樣的討論式教學行動的確讓教師們有正面的感

受，包含：學生解決問題的能力提升、學生與教師是雙向互動的教與學、學生同儕間能夠

以團隊方式共同學習、及學習聆聽他人意見同時加上自身想法練習分析等。從教師們的省

思回饋中，即可發現她們對於這個深思後行動的重要性給予肯定且也覺知到孩子們的進步

與成長： 

數學的學習風氣如果透過討論它會有提升，畢竟討論就會有知識的給予者和接受者，

可是接受者也不全然是接受，他有些會拋出問題去做反饋，我覺得這樣不只是老師單

方面的輸出，有時候由學生來輸出有時候會有更多回饋回來。（T5-0628） 

他們會懂得去尋求幫助，然後透過討論，就是小朋友不會一個人自己孤軍奮戰，可能

就是有些人他學習能力是真的很差他會愣在那邊，可是現在有了夥伴就是共同體，他

可能就是會依賴夥伴，然後夥伴也不是全部都會，所以兩個自己就會去找出解決方

式，那我覺得這樣還滿不錯的，以後當然會常常使用。（T3-0529） 

當我們不急著講答案的時候，小朋友把答案回饋給我們，我們就可以慢慢修正，然後

他們也會仔細去聆聽別人的答案，然後會自己修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T1-0115） 

綜言之，教師們已能夠透過教學活動的設計，來診斷學生的學習情形及調整自己的教學，

包含：設計學習單來做為評量診斷學生前在學習問題的工具，以動手操作活動來讓孩子體

會不同表徵和列算式間的關係，與同儕討論來促進交流和解題的理解，以及藉由教學活動

之調整來察覺其成效等。這些經分享討論和省思調整後教學作為，不但為學生的數學學習

注入「活水」，也為教師們的自我專業成長奠基。 

 

2. 行動覺知二—解題過程比答案正確更重要，能協助診斷學習問題 

參與教師專業成長後教師多表示，以往的教學方式中常將解題答案正確列為最重要的

學習目標，學生的答案若與正確答案不相符則是錯誤的，因為「這樣比較好改，也比較統

一」（T5-0119）。但是，數學解題的方法可能不只一種，而解題過程更是直接與學生的思

考相為呼應，若教師無法自評量過程和結果中覺察學生的理解程度，而是僅專注於答案的

對錯，甚至未能將錯誤類型分類，則將難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果，相對地教師的教學改進

亦有限。有鑑於此，師培者安排課程讓教師們練習從學生的解題過程，去思考學生理解的

程度及可能的迷思或錯誤概念為何，讓教師們嘗試於平時評量中練習著分析學生的解題狀

況。這樣的實際動手做的成長活動，除了可以直接反映教學現場的問題外，教師們也能實

際體驗如何做，可謂一舉兩得；且教師們也都感到獲益良多。如，T2 師就說到：「其實我

知道要看學生的解題過程，只是有時候自己也不太看的出來，教授帶我們看的話比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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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眉角（台語）」（T2-0417）；T1 師也有同感「有時真的時間的關係很難分段給分，看

答案比較快，現在知道這樣對很多學生不公平，也錯過了糾正的機會」（T1-0115）。從平

時的評量到段考，教師們有更多次的練習後，多較掌控分析的時間，讓「分段給分」及錯

誤類型分析」的歷程不會成為太大的負擔。再加上教師同儕間的分工合作，分析錯誤類型

可以由不同教師負責不同題目或概念，除能節省間外，也有專長互補的效果。此外，這樣

的分析也能夠了解每位學生的學習盲點(特別時較弱勢或學習狀況較差的學生)，給予及時

的糾正以及補強，是最快速的補救教學診斷。T5 就有感而發地提到： 

以前都會想很多的考試，答案一定比過程中重要，哪個改卷的老師會分段給分呢，不

可能嘛！不過教授提醒我們，這是國小，是基礎教育，學生在這個時候不打好基礎，

以後怎麼蓋房子，如果學生有能力自己理解到一半，我們教師就可以去補那一半就

好，不會受限於分數而覺得學生甚麼都不懂，反而可以看出學生很努力的情況，過程

真的比答案重要了，有時答案對的也不一定是理解出來的，很可惜！現在這樣分析和

合作感覺真不錯。」（T5-0522） 

經過這樣的同儕合作過程，教師們除了有感共同合作的好處外，其實最大的收穫應是能夠

逐漸掌握使用評量工具來分析診斷學生學習問題的方法，且也能夠由此過程查覺到行動有

效性和重要性，而擁有這樣的行動專業知能和覺知，正是本計畫專業成長所期望帶給教師

們，相信經歷過這些行動和省思過程後，他們將更能體會在數學教學中評量對於教學調整

的重要性，這樣的覺知也將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有正面的影響。 

 

伍、 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依據前述的結果分析，茲將本研究之結論整理如下： 

(一) 教師專業成長能提供新知協助提升教師數學教學和評量之專業知能與教學活用 

如何解決實際教學問題一直是教師們急欲獲得的能力，故專業成長讓教師們有機會提出現

場教學遇到的難題，再由師培者依據不同的內容給予不一樣的協助、策略與方案。這些解決方

案對於教師們的助益甚豐，不只提升教師們的教學知能，也因再建構教師數學概念的觀念，更

有助於教師邁向教學優質化的境界。此外，師培者在教師專業成長的執行上，也扮演了「再教

育」的角色，提供教師新知與資源作為教學輔助的媒介，及協助教師建立班級學生討論的風氣，

讓教師們的教學更為豐富化。 

(二) 同儕教練機制有利於教師教學彈性化，學生的數學學習效果亦獲得提升 

同儕的合作與指導，是此計畫延續前一年計畫的重點項目，由教師們分飾「教練」角色的

互動過程，分享彼此的專才領域、教學經驗及教學策略，讓所有教師能進行討論、分享與設計

教材等，也一同設計數學教學活動和評量用學習單，使教師們產生自發性的學習動機。同儕教

師機制讓許多的教學問題透過經驗與相互的傳承，轉變為新的認知，同時亦減少教學技巧或教

學策略「試誤」的時間，讓數學教學更具彈性化。此外，教師們亦有感透過同儕相互監督的過

程可以確保教學的品質，幫助教師提供不同類型的學生適合之教學策略，使學生的數學學習成

效獲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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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師在使用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情形明顯提升 

教師之覺知有兩大部分，一屬診斷性覺知—即評量設計以能察覺學生常見的錯誤概念為核

心，且能對應學習目標；另一則是行動覺知—即能覺察如何藉由評量診斷結果來調整其數學教

學行為。教師們透過學習單與評量試卷調整教學，採用活動方式與小組討論融入教學，為課堂

注入「活水」，讓學生們有機會與同儕進行解題意見的交換。再者，不同於以往，評量工具設

計不再只是各班教師的個別責任，而是由教師們一同設計，教師們以教學經驗及學生的錯誤概

念為設計的基準、並緊扣學習目標，使評量內容更趨全面性。此外，教師們於計畫執行中體悟

「學生解答過程比得到正確答案更重要」，透過分段給分及錯誤類型分析來瞭解每位學生的學

習盲點，給予及時的補救教學，如此的教學方式讓教師們感受到學生在數學學習時解決問題能

力的提升。 

 

二、建議 

本研究基於研究之成果與效益，及期許後續研究之更精進，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作為加深加

廣研究以及教學實務上之參考。第一，為持續執行同儕教師機制，同儕間能夠以團隊的方式共

同學習、學習聆聽他人意見同時加上自身想法的練習分析，將能有效提升教師教學知能，且間

接使學生之數學學習獲益。是以，師培者與在職教師應持續藉由學習型組織發展數學專業合作

關係。再者，本研究僅以高年級教師為研究對象，若能跨年級教師一起發展共同合作學習、及

同儕教學與教練和夥伴關係，將有助於教師們在專業上之持續發展。第二，建置同儕教師教學

觀摩機制，讓教學和互動與省思結合。如在本研究中可知教師們可合作規劃教學活動，一同設

計學習單與試卷，透過觀摩教師教學後進行討論與教學調整；如此，有同儕教練的教師團隊將

更能無私地以共同提升教與學之品質為目標，將可使數學學習成效更佳。據此，研究者建議同

儕教師們可建置教學觀摩的機制，透過腦力積激盪之集思廣益方式，一起提升教師的專業素養

與經驗，一同解決各班級內的難題與困境，如此一來將可形塑更佳的教師專業性地位。最後，

教師專業成長須兼具實務與理論，以教師為中心之角度來規劃成長活動才能符應教師們所需。

在本研究中師培者聽見現場教師的聲音，以操作性活動及「問與答」的共同討論方式來提升教

師的專業知能，令在場教師們感到「受用」，讓教師們不只是以「聽講」的方式來吸收，才是

教師所需要的專業成長。是以，未來在訂定教師專業成長內容時，更應以此方式為主要之參考

依據，讓教師成為教師專業成長的主體，使教師們在這樣的活動裡產生共鳴，如此才能發揮最

大效能以提升他們的數學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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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學習單-引起動機活動和回家作業用(時間) 

時間學習單（四）                                 座號    姓名_________ 

◎下午小蔡對於「1時除以 3」以及「1時除以 3分鐘」這兩個算式感到困惑，可

否請同學幫小蔡一個忙，用這兩個算式各出一個題目來幫他理解。 

 

◎請同學順便幫小蔡一個忙 2/3時是幾分？0.8分是幾秒？ 

0          10          20          30         40          50         60 

      

 

0                                                                  1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如果威胖跟小蔡體育課測驗跑 800公尺，小蔡跑了 4 分鐘，威胖跑了 4.15分，

請問他們各跑了幾分幾秒？誰跑得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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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學習單（五）                                   座號    姓名_______ 

◎小蔡自從跑完 800公尺後體力大增，決定約幾位同學比一下 1分鐘競速，以下

是參賽同學的距離，請問誰跑最快？誰跑最慢？為什麼？ 

姓名 秋秋豪 小鈞鈞 威胖 小蔡 

距離 201公尺 210公尺 20公尺 211公尺 

 

◎比賽 1分鐘競速的時候，老師每隔 2分鐘讓一位同學出發，請問這四位同學跑

完一共花了幾分鐘？ 

◎四位同學測完後，大家都躍躍欲試，如果離下課時間還有 20分鐘，老師每隔 2

分鐘讓一位同學出發，那麼剩下的 20分鐘還可以替多少位同學測驗？ 

 

 

附錄二 教學活動簡要設計說明 

 

 

 

 

 

分數除法教學內容 

1. 整數除以整數  

2. 分數除以整數 

3. 整數除以分數 

4. 分數除以分數 

教師佈題         

 

學生嘗試解題 發表、溝通 
討論、質疑、

辯證 

 評   析 

(建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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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帶分數除以分數 

6. 帶分數除以帶分數 

教學流程： 

佈題一：一桶油漆可刷 2 面牆，刷 4 面牆需要幾桶油漆？(整數除以整數) 

活動目標：引導學生提出解題策略 

                 

 教學說明： 

1. 確認學生是否瞭解題意提出正確的解題策略(數量改變但解題策略不變) 

誰是除數誰是被除數 

2. 改變數字檢驗學生是否有被除數一定大於除數之迷思 

Ex:5÷2＝  

   4÷1＝  

   4÷3＝  

    

 

 佈題二：
4
5 個大餅平分給 2 人，每人分到幾個大餅？（分數除以整數） 

 活動目標：複習、檢驗分數除以整數之除法問題。 

  可能作法 

1.以 4 個
1
5 平分成 2 份( 4÷2＝2 )之概念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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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已接受補習班教學以---顛倒相乘之做法解題（ ），但又

不知道為何要顛倒相乘，（本班尚未教到除數為分數的除法問題）反而模

糊了先已建立之概念。 

 

佈題三：一桶油漆可刷 
1
2  面牆，刷 4 面牆需要幾桶油漆？（以圖說加文字來記

錄解題過程）(整數除以分數) 

 

 

 

佈題四：4÷
1

2
 ＝（ ）（用算式記錄解題過程） 

可能作法 

1.把
1

2
 變成小數 0.5 再以小數除法解題   

2.算出 4 有幾個
1

2
 再÷1 個

1

2
  

3.只算出 4 有幾個
1

2
  

 

佈題五：一桶油漆可以擦 
2
3 面牆，擦 3 面牆壁需要幾桶油漆？(分數不能化為小

數時能寫出解題算式)（以圖說加文字來記錄解題過程）) 

     

期望結果：學生能從佈題二、三、四、五的解題過程---把被除數變成和除數

一樣的單位分數，再除以除數的有幾個單位分數 例：3÷
2
3 ＝（ ）先把被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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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成 9 個
1
3 再÷除數的 2 個

1
3  ( 3÷

2
3 ＝3×3÷2＝3×      3÷

2
3 ＝3×

3

2
 )歸納出顛

倒相乘的解題策略 

 

佈題六：一桶油漆可以擦 面牆，擦 7 面牆壁需要幾桶油漆？（帶分數除以分數） 

      

 

佈題七：一桶油漆可以擦 1 面牆，擦 7 面牆壁需要幾桶油漆？（帶分數除以帶

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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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第二部分】學前檢測評量用學習單(含學生作答情形) 

 

 

 

 

 
  



張宇樑  師培者與高年級教師共組學習型組織教師使用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研究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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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複合圖形面積學習單 

（第一節課） 

                           ___年   班 座號：    姓名：          

1. 下圖長方形的區域中，道路的寬度都是6公尺，其餘都是草地，草地面積一共

是多少平方公尺？ 

 
2. 小朋友，看到這樣的題目，你一定有一些方法來計算出正確的答案，請你用「文

字」記錄下你的想法，盡量把腦海中解題過程和步驟清楚，不需要用數字計算

出答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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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圖形面積學習單（2-1） 

                          ___年   班 座號：    姓名：          

題目：小莉在做一題複合面積的計算，請你幫她檢查看看，小莉有沒有算錯的地

方。並把她算錯的部分，用文字記錄下來，並敘述原因。 

 
下圖平行四邊形中，鋪色部分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分？ 

 

 

 

 

12 

 

 

               

（10×12）-（12×2）-（10×2）＝76 

答：76平方公分 

 

請先說明（10×12）是：                                 

 

        （12×2）是：                                 

 

        （10×2）是：                                 

 

我認為小莉錯誤的地方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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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圖形面積學習單（2-2） 

                          ___年   班 座號：    姓名：          

題目：阿澤在做一題複合面積的計算，請你幫他檢查看看，阿澤有沒有算錯的地

方。並把他算錯的部分，用文字記錄下來，並敘述原因。 

 
下圖平行四邊形中，鋪色部分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分？ 

 

 

 

12 

 

 

 

            

（12-2）×（12-2）＝100 

答：100平方公分 

 

請先說明（12-2）是：                                 

 

        （12-2）是：                                 
 

我認為阿澤錯誤的地方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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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圖形面積學習單（2-3） 

                         ___年   班 座號：    姓名：          

題目：小翔在做一題複合面積的計算，請你幫她檢查看看，小翔有沒有算錯的地

方。並把她算錯的部分，用文字記錄下來，並敘述原因。 

 
下圖平行四邊形中，鋪色部分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分？ 

 

 

 

 

12 

 

 

 

 

                  （12-2）×10＝100 

答：100平方公分 

 

請先說明（12-2）是：                                 

 

          10  是：                                 

 
 

我認為小翔錯誤的地方是：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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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圖形面積學習單（2-4） 

                         ___年   班 座號：    姓名：          

題目：小朋友，找出了小莉、阿澤和小翔的錯誤之後，相信你一定胸有成竹，非

常清楚這一個圖形應該怎樣思考、計算。請你幫他們算出正確答案吧！ 

 
下圖平行四邊形中，鋪色部分的面積是多少平方公分？ 

 

 

 

 

12 

 

 

 

 

 

 

 

 

我這樣算是因為：                                             

                                                             

                                                             

 

 

 

 



張宇樑  師培者與高年級教師共組學習型組織教師使用數學教學評量以調整其數學教學之覺知研究 

 

39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

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投稿審查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本年度之研究報告目前正在撰寫學術論文中, 未來將投稿至國際研討會和學

術期刊 

    前期之研究計畫成果皆已發表於國際研討會中, 且已轉投稿至學術期刊, 並

已獲得刊登--包含 1 篇 SSCI 期刊論文, 及 2 篇 TSSCI 期刊論文和 1 篇國

內期刊論文 (投稿且審查中之稿件未列入)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1) 學校與社會影響方面： 

協助參與教師透過學習型組織之專業成長活動，設計平時評量用之評量工

具(如學習單)，同時配合學習單之分析調整其數學教學，使教師們能藉由

此過程理解評量工具編制對於數學教學調整之重要性與必要過程，且能藉

此作為改善其數學教學的參考依據。 

(2) 學術研究方面： 

教師們編製之評量工具可同時提供後續學校和研究繼續使用，且學習型組

織之同儕教練機制模式亦可作為研究者未來規劃後續數學教師專業成長活

動之主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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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名稱：資深高中數學教師 MKT 的追蹤研究：KMH 的內涵、關係與檢測 

二、計畫編號：NSC 99-2511-S-003-030-MY3 

三、計畫主持人：金鈐 

四、參與人員：邱顯義、鄭慧儒、卓益安、林勇吉、沈湘媛、林培棠、胡雪芳 

五、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六、執行期限：99 年 8 月 1 日至 103 年 1 月 31 日 

七、計畫目的： 

1. 探究資深高中數學教師KMH（Knowledge at the Mathematical Horizon）的內涵與本質。 

2. 探究資深高中數學教師KMH 的角色，尤其是與SCK（Specialized Content Knowledge）之

關係。 

3. 發展檢測高中數學教師KMH 的可行工具。 

八、計畫執行歷程： 

    本計畫透過個案研究法和紮根理論，配合課室教學觀察及教師訪談，前兩年間分別立意

取樣6位資深高中數學教師，追蹤研究他們MKT中KMH的內涵及其與SCK之關係。下表為參

與教師所提供的課室觀察單元： 

參與年度 
個案

教師 

教學單元 
備註 

進度單元 高三複習單元 

99-100 

年度 

A師 

高一：插值多項式、指對數函

數、數學歸納法、條件機率與

貝式定理。 

高三：微積分基本定理。 

直線參數式、空間中的平

面方程式。 

曾參與98-99年度的

「資深高中數學教

師MKT的初探研究」 

B師 

高三：矩陣乘法、反矩陣、微

積分基本定理。 

排列組合、機率、信賴區

間。 

曾參與98-99年度的

「資深高中數學教

師MKT的初探研究」 

C師 
高三：條件機率與貝式定理、

矩陣乘法、反矩陣。 

平面向量與直線參數

式、排列組合、機率。 
 

100-101 

年度 

D師 

高一：插值多項式、多項式圖

形、數學歸納法、條件機率與

貝式定理、迴歸直線與最小平

方法。 

無 

 

E師 

高一：插值多項式、數學歸納

法、迴歸直線與最小平方法。 

高三：反矩陣。 

無 

 

F師 
高二：三角函數、複數極式、

線性規劃、線性方程組與矩陣。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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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兩年的初步研究結果，第3年則嘗試發展檢測KMH內涵及關係的可行、有效工具。 

九、計畫執行的研究成果： 

    本計畫是延續98-99年度1年期的「資深高中數學教師MKT的初探研究」，因此研究成果

不可避免會與之前1年期計畫進行比對與分析，其主要結果分以下部分說明： 

1. 本計畫延續、增廣並修改1年期計畫中所建立的「高中數學教師教學實作知識之教室觀察

系統」中的編碼，先了解資深高中數學教師SCK與其他MKT領域之間的關係。尤其是，

我們確認SCK與KCC（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Curriculum）之間的關係，因為，KCC涉

及教師課程內數學概念與數學主題之間相互連接的知識，而KMH則涉及教師學科觀點與

課程內外數學概念與數學主題之間相互連接的知識。因此，先確認資深高中數學教師SCK

與KCC的關係將可以用來進一步幫助確認KMH的內涵及其與SCK之關係。 

2. 由於觀察單元的資料相當豐富，為能夠比對與分析不同個案教師所提供的教學實務。本計

畫根據教學單元，嘗試比對不同個案教師對於同一教學單元的教學考量、課程考量以及學

生學習之間想法的異同，以紮根理論嘗試確立資深高中個案數學教師KMH的內涵，它是

一種依據基礎觀點來看高等數學的觀點（見附件圖1）。限於篇幅，本精簡總結報告僅以

其中三位個案教師（即前頁表中的A師、D師、E師）插值多項式的教學為例，陳述我們所

認為KMH的內涵與本質（即計畫目的1.）。 

3. 關於發展檢測KMH內涵及關係的可行、有效工具，由於本計畫的階段性結果仍不足，目

前只彙整了一些試題，仍有待檢驗其信效度。 

4. 本計畫相關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四類： 

(1) 中文文章 

卓益安、金鈐(2012)。高中數學教師教學實作知識之教室觀察系統的建立。中等教育季刊，

63(3), 8-29。 

 

(2) 英文文章 

Yi-An Cho, Chien Chin and Ting-Wei Chen. (2012).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spe-

cialized content knowledge: Two case studies. In Tso, T. Y. (Ed.). Proceeding of the 36th Con-

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Vol. 2, pp. 

147-154). Taipei, Taiwan: PME. 

Yi-An Cho, Chien Chin, Pai-Tang Lin and Ting-Wei Chen. (2013). Exploring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extemporaneous and impromptu specialized content knowledge: Two 

case studies. In Lindmeier, A. M. & Heinze, A. (Ed.). Proceeding of the 37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Vol. 5, p. 217). Kiel, Ger-

many: PME. 



金鈐  資深高中數學教師 MKT的追蹤研究：KMH的內涵、關係與檢測 

393 

(3) 碩士論文 

林培棠(2012)：兩位資深高中數學教師專門內容知識之嵌入式設計的混合方法研究。 

沈湘媛(2012)：高中數學教師教學專業知識的個案研究。 

 

(4) 投稿中論文 

Cho, Y-A. (under review).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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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Y-C. & Chin, C. (under review). Extending the Conception of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and Exemplifying the Assessment Items. Manuscript submitted to 科學教育學刊。 

Lin, Y-C., & Chin, C. (under review). Developing an instrument for capturing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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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ted to 師大學報。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1 

Chien Chin
1
 and Yi-An Cho

2
 

(金  鈐與卓益安) 

(cchin@math.ntnu.edu.tw 與 scottie@hcvs.hc.edu.tw) 
1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2
Graduate Institute of Science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teachers’ used mathematical tasks in their classroom practice to explain 

and to describe the construct of HCK introduced by Ball and Bass. By using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we draw three mathematics teachers’ HCK that exemplify a kind of elementary perspec-

tive on advanced knowledge, which complements to a higher perspective on elementary mathemat-

ics as many researchers have addressed. Furthermore, HCK could be seen as a reciprocal pathway 

between the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elementary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s. 

Keyword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ing,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advanced mathe-

matical knowledge, teaching practice 

1. BACKGROUND 

Agreement is widespread that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lways plays a primary role in 

classroom teaching activity (Ball, Thames & Phelps, 2008; Davis & Simmt, 2006; Zazkis & 

Momolo, 2011; Zazkis & Zazkis, 2011). Research on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used in 

teaching has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ascertained 

whether teachers’ studies of undergraduate mathematics are useful for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1
 本精簡報告用英文撰寫，以作為正式投稿論文之準備。本次會議由作者以中文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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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rim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or high school. 

    Recently, Ball and her colleagues (e.g., Ball & Bass, 2009; Ball, Thames, Bass, Sleep, Lewis, 

& Phelps, 2009; Ball et al., 2008) proposed the framework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r Teach-

ing (MKT), and researches on teachers’ knowledge in mathematical education have been highly 

oriented by MKT. Their established theory seem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knowledge 

a mathematics teacher needs. They presented an elaboration of Shulman’s (1986) categorizations of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CK) and Subject Matter Knowledge (SMK); PCK and SMK, 

respectively, are divided into three domains. They provided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ex-

istence of the six sub-domains in MKT, and further explained or defined the majority of these 

sub-domains. However, there were few explanations of what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HCK) 

meant and they merely provided ideas and metaphors about HCK.  

Zazkis and Leikin (2010) defined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MK) as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matter acquired in mathematics course taken as part of a degree from a university or 

college. They found that the teachers’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s of AMK could help them to be-

come more confident, to provide different solutions or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nd to respond to 

students’ questions. Teachers’ AMK allow them a “higher” stance and a broader view connecting 

within curriculum and to more advanced mathematics topics. In order to relate teachers’ AMK to 

the instructional usefulness, Zazkis and Mamolo (2011) used Ball and Bass’s ideas, and, based on 

Husserl’s notion of inner and outer horizons and following Felix Klein’s view, attempted to 

re-interpret the conception of HCK. They analyzed ways in which topics from AMK provide the 

application of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thought application of AMK in a teaching situation 

as an instantiation of teachers’ HCK. Their paper inspired several comments. Foster (2011) thought 

that HCK could be seen as an agent that will be able to promote the teacher’s AMK to interact with 

leaners’ school mathematics. Nevertheles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1, HCK is not sufficient for 

teaching and there exists the peripheral mathematical knowledge needed by mathematics teachers 

which supports the learner’s mathematical trajectory upwards is mathematical rather than pedagog-

ical. Figueiras et al. (2011, p. 27) critiqued Zazkis and Mamolo’s approach that may reinforce the 

preconception that problem solving necessarily calls for some brilliant idea, without which the solu-

tion remains utterly unattainable, and suggested that AMK should be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basic mathematics. Jakobsen, Thames, Ribeiro and Delaney (2012) thought 

that teachers’ use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must be conducted from an elementary perspective 

complemented with Felix Klein’s notation of elementary mathematics from an advanced standpoint, 

and critiqued Zazkis and Mamolo’s formulation departing from Ball and Bass’s ideas. 

  

Figure 1. Peripheral mathematical knowledge (Foster, 2011,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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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proposed meanings of HCK helped us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HCK. However, 

we thought, if a teacher with rich mathematical knowledge could not transform th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to the pedagogically useful forms, or could not lead their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structure and aesthetics of mathematics based on certain kind of elementary perspective on ad-

vanced knowledge, this kind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used in teaching should not be involved 

with MKT. So the peripheral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troduced by Foster should not belong to 

MKT. Therefore, this line of argument implies that HCK might be a reciprocal pathway between the 

elementary and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Here, we will conceive HCK as a complement 

of elementary-on-advanced aspect based on Ball and her colleagues’ descriptions and definitions. 

2.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on teacher’s mathematical knowledge used in teaching has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owever, perhaps the most prominent analytical structure is the MKT frame-

work introduced by Ball et al. (2008). They analyzed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s in terms of the 

mathematical approach, and suggested an extension of Shulman’s (1986) categorizations of PCK 

and SMK. But, what caught our attention and interest was there were very few examples of what 

HCK really meant, and they also clearly indicated that: 

We have no evidence that such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 produces improvements in teachers’ 

effectiveness or in pupils’ learning. We do not know how to estimate how far out or in what di-

rection the pedagogically relevant and useful horizon extends. We do not know the level of de-

tail that is needed for horizon knowledge to be useful (Ball & Bass, 2009, p. 11). 

Recently, some researchers (e.g., Figueiras et al., 2011; Foster, 2011; Zazkis & Momolo, 2011) 

have proposed their own meanings of HCK, but the part of discourse did not correspond to an im-

portant aspect that Ball and Bass (2009) mentioned: “Felix Klein offered the attractive and oft-cited 

idea of a higher perspective on elementary mathematics. Our notion of horizon knowledge com-

plements his. We hypothesize it as a kind of elementary perspective on advanced knowledge that 

equips teachers with a broader and also more particular vision and orientation for their work (Ball & 

Bass, 2009, p. 10).” That is to say, a mathematics teacher with HCK might be able to penetrate 

through the structure of mathematics in terms of the fundamental ideas in mathematics. Moreover, 

teachers would be able to focus on significant content and to seek to fashion fruitful representation-

al contexts for students to explore them (Ball, 1993). This line of argument implies that HCK might 

be a reciprocal pathway between the elementary and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Here,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we will conceive HCK as a complement of elementary-on-advanced as-

pect based on Ball and her colleagues’ suggestions. 

HCK as Both an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is complementary aspect, we had been searching for the rele-

vant journal article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nd conference presentations given by Ball and her 

colleagues. Then we grasped some ideas of HCK by looking at these materials chronolog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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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first, in 2008, HCK was described as “an awareness of how mathematical topics are related 

over the span of mathematics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Ball et al., p. 403). Here, we thought 

there might b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HCK and Knowledge of Content and Curriculum. Vale et 

al. (2011) provided a professional learning program for teachers of ju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with regard to the content and pedagogy of se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They analyzed teachers’ 

reflections on their learning to explore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connections and 

their awareness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and verified that this kind of connections in mathemati-

cal structure was unquestioningly beyond connections in curriculum. Moreover, they found that, if 

teachers were able to deepen and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and could be aware of the mathematical 

structure, then their practices would support their students’ present and future learning of mathe-

matics. Hence, this kind of the teachers’ deeper and broader mathematical knowledge beyond 

school curriculum can be used to develop their HCK and will afford their students to learn more 

mathematical connections. 

Secondly, in March 2009, HCK was defined as “an awareness–more as an experienced and 

appreciative tourist than as a tour guide–of the large mathematical landscape in which the present 

experience and instruction is situated” (Ball & Bass, p. 6). They thought that a mathematics teacher 

who should be like an experienced and appreciative tourist gives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more unknown journeys and to make connections among the known and unknown ones. And a 

teacher who can pay attention to where the students conceptually are can challenge and extend stu-

dents’ thinking and modify or develop appropriate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Even & Tirosh, 1995). 

Namely, it is not sufficient that a mathematics teacher merely provides soluble, brilliant or even ad-

vanced approaches in dealing with mathematical problems, but does not trace problem-solving tra-

jectories in terms of the students’ pre-conceptions. A mathematics teacher, not like a pedant, should 

lead his or her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large mathematical landscape. Figueiras et al. (2011) indicat-

e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learning of primary or secondary students, mathematics teachers require a 

much broader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grounded in the coherence of mathematics. 

Moreover, they thought teachers’ learning of advanced mathematics should be subordinated in the 

mathematical education, because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would not be directly applied 

in teaching situations. However, they argued that teachers’ learning of the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basic mathematics. Hence, the 

mathematics teacher’s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s maybe just part of one’s HCK. Their 

HCK has to include a certain kind of pedagogically useful transformation upheld b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dvanced and elementary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hirdly, in July 2009, HCK was defined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er set of mathemat-

ical ideas to which a particular idea. It is the sort of understanding that gives teachers peripheral vi-

sion for where they are and where their pupils are heading, to be consciou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how ideas are represented, or the later development that is enabled- or possibly impeded- by deci-

sions within the current work” (Ball et al., p. 1-98). Here, w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se descriptions 

based on Ma’s (1996) framework. She divided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topic of the subject 

into four different levels that included procedural understanding,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logical 

relation and structure of the subject. She indicated that most experienced mathematics teachers 

could reach to the third level, and that only few might approach to the forth one. The forth level in-

volves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basic attitude. The basic principle refers to the principle which 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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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s many different concepts of the mathematical topic, but does not appear in each topic; and, the 

basic attitude maintains the penetrating characteristics among different mathematical topics, and 

embodies the consistency. Furthermore, for the mathematics teachers who can reach the forth level, 

they can exhibit connectedness, multiple perspectives, longitudinal coherence and the basics in their 

teaching and self-learning. In particular, the basics refer to the simple but powerful example that can 

help students learn. On the other hand, Chinnappan and Lawson (2005) compared two experienced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teaching in geometrical content. They indicated that the con-

nectedness of teachers’ knowledge was relate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 and relevant to 

quality of teaching. The richness of connection helps children make connections with their previous 

understandings and experiences. Therefore, if the simple but powerful example, besides helping 

students’ learning, also provides more profound connection, such example could be used as the me-

diator connecting to broader and deeper mathematical landscape. 

We thought of HCK as mathematics teachers’ awareness or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under-

standing of elementary mathematics. Such understanding can help teachers transform their 

knowledge into pedagogically useful forms based on students’ pre-conceptions, and these forms 

might be used to illuminate a kind of mathematical peripheral vision, a view of the larger mathe-

matical landscape that teaching requires (Ball & Bass, 2009). The upward solid arrows (as shown in 

the Figure 2) present that, when mathematics teachers meet the content in school mathematics, they 

should be able to be aware of AMK about this content through their HCK. The downward dotted 

arrows show that mathematics teachers must decompose and deconstruct their AMK and, through 

their HCK (i.e. understanding of AMK), identify which major ideas about AMK to be able to be 

connected downwardly to students’ learn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embedded in school mathe-

matics. Moreover, mathematics teacher should be able to analyze the learn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mathematically into the elementary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s referring to the funda-

mentally mathematical meaning embedded in the advanced level. Finally, three upward dotted ar-

rows are related to mathematics teacher’s instructional dimensions, because we believe impossibly 

that mathematics teachers want to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in one step. Namely, if mathematics 

teachers want their students to touch horizon and to possibly reach the advanced level, their class-

room practices must provide suitable mathematics tasks that supports and scaffolds the learner’s 

mathematical trajectory upwards. Therefore, there exist two crucial points. One is to identify the 

elementary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s of content in school mathematics; the other is how these 

mathematics tasks to cohere with each other and to be connected to the advanced level. 

 

Figure 2. Horizon content knowledge: A complementary aspect. 

Teachers’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Advanc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School mathematics 

Elementary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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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HCK as Coherence and Connec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Tasks 

Our focus on mathematical tasks is established on the idea that the tasks used in the classroom de-

velop the basis for students’ learning (Doyle, 1988; Stein & Smith, 1998). These mathematical tasks 

are distinguished, by Stein and Smith, into mathematical ones with the low-level demands and with 

the high-level demands. This kind of mathematical task with the low-level demands seems not to 

consist with teacher’s use of HCK, because it concentrates only on producing correct answers rather 

than developing mathematical understanding. The design of mathematical task with the high-level 

demands, however, is involved with providing the scaffolding of student thinking and reasoning 

based on students’ prio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drawing and illustrating conceptual connec-

tions, pressing for justifications and explanations and, more importantly, giving sufficient time for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processes or relationship. This kind of tasks, for 

students, can be seen as the means to monitor their own progress. Therefore, the coherency and 

connectedness of mathematical tasks will affect the extendedness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he establishment of mathematical tasks is associated closely with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teacher’s knowledge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structional goals and 

pedagogical intentions (Stein, Grover & Henningsen, 1996). Our study originates from a position 

that leading students to touch the horizon and to reach to the advanced level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building the mathematical tasks on students’ learned elementary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s. 

3. METHODOLOGY 

Procedure of Data Collection 

The study, fund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in Taiwan, was framed in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erspective that focused on interpreting teacher’s thinking and actions within actual settings. Our 

research group consisted of an experienced teacher educator, a retired consultant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 and four graduate students. The consultant teacher, who had taught for more 

than 35 years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high-schools and had been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Taiwanese curriculum. Each of the three participant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was locally 

defined as a competent teacher by peers, so was purposefully selected for studying their MKT. 

Teacher 1 (TH1) from school 1 (SH1) was a male with 12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aught a 

class consisted of 35 male students. Teacher 2 (TH2) from school 2 (SH2) was also a male with 25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aught a class consisted of 20 female students and 20 male ones, 

and Teacher 3 (TH3) from school 3 (SH3) was a female with 18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aught a class consisted of 40 female students. All of the students are high-school grade 1 students. 

For research goals, the observed and chosen topics were focused on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

nomial. 

The comparative case study was chosen to be a way of investigating an empirical topic by fol-

lowing a set of pre-specified procedures (Yin, 1994). The data collection is separated into four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we collected the participant’s self-made handout, textbook and exer-

cise-book edited by school mathematics department before his or her classes. Moreover, at the same 

time, we conducted face-to-face and 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focusing on eliciting the partici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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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ideas of task design, an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second stage, 

researchers entered the participants’ classrooms to observe and videotape their lesson, and recorded 

major teaching content and procedures in field-notes. For each mathematics topic, at least 4 consec-

utive lessons were observed and videotaped, and every topic was consisted by an arrangement of 

lessons that captured the curricular coh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lessons. For all the three 

teachers, the topic selected was made up of review tasks, introductory tasks and exploratory tasks. 

Studying these tasks used in a topic would help us to formulate how students’ learning is developed, 

through the use of different tasks, from the elementary level to the advanced level. A lesson descrip-

tion scheme (shown as in the Table 1) is a chronologically narrative account of activities that take 

place during the lesson. The table describes all the tasks these three teachers used in detail during 

their lessons. In the third stage, our research group watched three teachers’ videotapes together 

twice a week, and discussed collaboratively the goals of task design and their pedagogical concerns. 

The consultant teacher, at any time,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student learning, or explained why certain mathematical tasks must b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Finally, researchers transformed these discussed results into interview question and 

conducted the reconstructive accounts of classroom participants in video-stimulated, face-to-fac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ing on the teachers’ used mathematical tasks presented in and related 

to their teaching practices. 

Table 1. Content of lessons 

Topic SH1-TH1 SH2-TH2 SH3-TH3 

Lagrange inter-

polating poly-

nomial 

Lesson I: 

Reviewing the division princi-

ple of polynomial 

Lesson II: 

Reviewing the remainder and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Lesson III: 

Reviewing Newton’s interpo-

lating polynomial 

Lesson IV: 

Introducing the Lagrange in-

terpolating polynomial 

Lesson V: 

Practicing the Lagrange inter-

polating polynomial 

Lesson VI: 

Reviewing the division princi-

ple of number and introducing 

congruence 

Lesson VII: 

Exploring the Chinese re-

mainder theorem 

Lesson I: 

Reviewing the division prin-

ciple of number and polyno-

mial, and the remainder and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Lesson II: 

Reviewing the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Lesson III: 

Introducing the Lagrange in-

terpolating polynomial 

Lesson IV: 

Practicing the Lagrange inter-

polating polynomial 

Lesson V: 

Exploring the Chinese re-

mainder theorem 

Lesson I: 

Reviewing the division prin-

ciple of number and intro-

ducing congruence 

Lesson II: 

Exploring the Chinese re-

mainder theorem 

Lesson III: 

Reviewing the division prin-

ciple of polynomial 

Lesson IV: 

Introducing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Lesson V: 

Practicing the Lagrange in-

terpolating polynomial 

Lesson VI: 

Reviewing Taylor’s expres-

sion and Newton’s interpo-

lating polynomial 

Lesson VI: 

Exploring the estimation 

among Lagrange interpolat-

ing polynomial, Taylor’s 

expression and Newton’s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Data Analysis 

    All interviews and the videos of three participant teachers’ classroom practice were tran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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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data analysis, we adopted three phases to code and analyze transcribed data. First, both re-

searchers began with an open-coding approach, a process of developing categories of concepts, and 

themes emerging from all transcribed data without making any prior assumptions (Strauss and 

Corbin 1990). The purpose of this open-coding phase was to find unanticipated and hided issues of 

HCK from the teachers’ responses and classroom practice. Second, we re-examined all the data us-

ing a start list of codes that we developed to specifically address our research questions about 

teachers’ HCK. Finally, we compare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participant 

teachers’ classroom practices concerning HCK. This process helped us develop a “grounded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participant teachers’ pedagogical concerns related to the nature of mathematics 

and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4. RESULTS AND DISCUSSION 

Pedagogical Thinking and Reasoning with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AMK 

In this section we address teachers’ formulations as to when, where, and in what ways their aware-

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AMK is used. The first issue we address is that the awareness and under-

standing of AMK can help teachers to identify the major ideas of the specific topic, and provide 

them a higher stance to identify the location of this specific topic in school curriculum. Secondly, 

teachers, through identifying the location of the topic, can obt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 

mathematics and AMK and will identify what students’ known conceptions and experiences are. 

Finally, teachers will be able to sequence suitable mathematics tasks in their teaching practices. 

    Identifying the Major (underlying conceptual) Ideas of Mathematics Topic 

Teachers’ learning of AMK involves with mathematical discipline, and with the structural 

meanings and the developmental goals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Mathematical discipline in-

cludes deductive reasoning, proof and refutation. Different sub-domains in mathematics accompa-

nies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s, properties and goals. The learning of AMK will help mathematics 

teachers to understand and to be aware of the major ideas of the topic embedding in the specific 

mathematics domain. All of these three participants formulated their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respectively: 

Knowing the conception of the basis in linear algebra is important for teaching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Moreover, the algebraic structure of ( )nP F  under addition is isomorphic to the algebraic struc-

ture of 1nF   under addition for any field F (interview, TH1) 

I think that the design of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is specific for computer programming and esti-

mation. That kind of design is originated from the standard basis of ( )nP F  (interview, TH2) 

The ( )nP F  is isomorphic to 1nF   for any field F in terms of the algebraic viewpoint. But, more im-

portantly,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can be applied for the analytic estimation (interview, TH3) 

All of three participants were aware of AMK about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but 

each participant’s mathematical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AMK seemed to be a little differ-

ent. More importantly, this kind of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provides teachers a whole picture 

within, across or beyond schoo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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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ifying the location of the Taught Topic within, across or beyond School Curriculum 

    The taught mathematics topic is not only located at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school curriculum, 

and is but also part of the major ideas of mathematics. The understanding and awareness of AMK 

can provide mathematics teachers a boarder and higher horizon to identify where these taught topics 

should locate at, and can help them to identify which students’ learned concepts were and identify 

some major ideas penetrating from these learned concepts to school curriculum, and, even, to the 

advanced level. 

Regress of the remainder theorem and the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or Newton’s interpolating polyno-

mial, all of students have learned them that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ynomial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for students, is difficult. So 

I thought that, by reviewing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Newton’s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learning La-

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will become more understandable (interview, TH1) 

For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students had learned the remainder and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The two theorems are stemmed from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ynomial. However, 

students are usually more familiar with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integer (interview, TH2) 

Unquestionably, students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integer, although the present topic 

belongs to this section-“polynomial function”. I hope, though eliciting the congruence and the Chinese Re-

mainder theorem, I will be able to introduce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quickly (interview, TH3) 

    All of three participant teachers, regress of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or mathematical 

induction, know some mathematics topic students have learned. As they have identified the location 

of the taught topics within school curriculum, they will be able to have chances to develop mathe-

matical tasks across or beyond school curriculum and to connect to the advanced level. 

Helping Teachers to Develop Mathematical Tasks of HCK Based on Students’ Pre-concepts 

    Developing mathematical tasks is not only based on captur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curiosity, 

but also on supporting their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Three participant teachers 

should be able to identify, select and create tasks that are rich mathematically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topic, pedagogically in terms of affording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meaningfully and with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personally for students in terms of their pre-concepts. 

All of students have learned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ynomial. (interview, TH1) 

Students are usually more familiar with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integer. (interview, TH2) 

Unquestionably, students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integer. In fact, the congruence is 

built merely on the mathematical symbolization of reminder problems. (interview, TH3) 

Therefore, teachers’ used tasks based on students’ know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will help 

students to see the further mathematical landscape. 

Teachers’ Key Mathematical Practices 

Each of three participant teachers arranged different sequences and approaches to introduce the 

mathematics topic and reviewed some related pre-concepts to accomplish the instructional work. 

All of their practices are based on the use of tasks. Hence, we divided their classroom practices into 

three types of tasks to report three stages of three teachers’ teaching practices respectively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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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hese used tasks include review task, introductory task and exploratory task.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describes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ir used tasks in practice. 

Reviewing Key Disciplinary Concepts and Eliciting Major Topics 

For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TH1’s review task, at first, presented the connection within 

school curriculum, because he told his students: “the Newton’s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is im-

portant for this topic (classroom teaching, TH1).” TH1 led students to elicit the initially algebraic 

form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by reviewing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ynomial, 

the remainder theorem of polynomial, the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and Newton’s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For this purpose, TH1 provided students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his review task (shown 

as in Figure 3). 

Although the former five problems in the review task seemed to be fundamental for TH1’s 

students, the goal of these five problems i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the 

remainder polynomial. More importantly, the problem (5) is involved with six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Newton’s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of the remainder polynomial, and these representative forms 

were seen as an agent used to think about whether R(x) could be expressed by the linear combina-

tion of these three quadratic polynomials (x‒1)(x‒2), (x‒2)(x‒3) and (x‒3)(x‒1). The problems (6) 

and (7) were relevant to the algebraic form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but they were 

more challenging for students. Hence, TH1 attempted to explain the specifically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R(x) based on the algebraic perspective. 

We can identify the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of the remainder polynomial, and also know the degree of R(x), 

R(x), R(1), R(2) and R(3). The degree of R(x) is at most 2. And the degree of linear combination of (x‒1)(x‒2), 

(x‒2)(x‒3) and (x‒3)(x‒1) is also at most 2. So, unquestionably, we can suppose this kind of expression of 

R(x). OK…Try to finish the problems (6) and (7). (classroom teaching, TH1) 

Review task 

The polynomial ( )f x  with integer-coefficient satisfies (1) 2f  , (2) 3f   and (3) 6f  .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ynomial, f(x) can be expressed by ( ) ( 1)( 2)( 3) ( ) ( )f x x x x Q x R x      . 

(1) Is the degree of remainder polynomial ( )R x ? 

(2) Please find (1),  (2) and (3)R R R . 

(3) ( ) ?R x   

(4) If the degree of ( )f x  is at most 2, what is ( )f x  equal to? 

According to Newton’s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 )f x  can also be expressed by  

1 1 1 1

2 2 2 2

3 3 3 3

4 4 4 4

5

( ) ( 1)( 2)( 3) ( ) ( 1)( 2) ( 1) (called by ( ))

( 1)( 2) ( 2) (called by ( ))

( 1)( 3) ( 1) (called by ( ))

( 1)( 3) ( 3) (called by ( ))

( 2)( 3)

f x x x x Q x a x x b x c Q x

a x x b x c Q x

a x x b x c Q x

a x x b x c Q x

a x x b

          

     

     

     

    5 5 5

6 6 6 6

( 2) (called by ( ))

( 2)( 3) ( 3) (called by ( ))

x c Q x

a x x b x c Q x

 

     

 

(5) Can you confirm that R(x)=Q1(x)=Q2(x) =Q3(x) =Q4(x) =Q5(x) =Q6(x)? 

(6) Can you confirm that R(x)=a(x‒2)(x‒3)+b(x‒3)(x‒1)+c(x‒1)(x‒2)?  

(7) Following (6), if possible, please find a, b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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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ory task 

According the previous task, ( )R x  satisfies (1) 2R  , (2) 3R   and (3) 6R  , and will be expressed 

by the mathematical form as following: 

( 2)( 3) ( 3)( 1) ( 1)( 2)
( ) (1) (2) (3)

(1 2)(1 3) (2 3)(2 1) (2 1)(3 2)

x x x x x x
R x R R R

     
     

     
 

This kind of mathematical form of ( )R x  is called by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of ( )R x . Let 

us suppose 1

( 2)( 3)
( )

(1 2)(1 3)

x x
R x

 


 
, 2

( 3)( 1)
( )

(2 3)(2 1)

x x
R x

 


 
 and 3

( 1)( 2)
( )

(2 1)(3 2)

x x
R x

 


 
, and we can think 

of them as three constituents of ( )R x . Then let us see on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as below: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 2)( 3) ( 3)( 1) ( 1)( 2)
( ) 2 3 4

(1 2)(1 3) (2 3)(2 1) (2 1)(3 2)

2 ( ) 3 ( ) 4 ( )

(1) 1 (1) 0 (1) 0

(2) 0 (2) 1 (2) 0

(3) 0 (3) 0 (3) 1

x x x x x x
R x

R x R x R x

R R R

R R R

R R R

     
     

     

     

  

  

  

  

 

Therefore, to find the specific constituents of ( )R x  is the major idea of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

mial of ( )R x . 

Figure 3. Review and introductory task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used by TH1. 

    After TH1 found that 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mainder theorem of polyno-

mial, solve a, b and c, he subsequently provided students an important idea: 

Well…the majority of students had solved a, b and c based on the previously-mentioned remainder theorem. 

So great! But we yet completed the major task today. For solving the a, we could get the equation 

(1) (1 2)(1 3) (1 3)(1 1) (1 1)(1 2) 2R a b c           and we wrote a down more carefully. Then, we would ob-

tain 
2 (1)

(1 2)(1 3) (1 2)(1 3)

R
a  

   
. Certainly, we got b and c depending on similarly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And then please take new mathematical form of a, b and c into R(x), and please continue the following task. 

(classroom teaching, TH1) 

The objective of this introductory task (shown as in Figure 3) is that this kind of mathemati-

cally representative form of R(x) is endowed with the specifically mathematical meaning. Here, the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of R1(x), R2(x) and R3(x) show the idea of basis for students, however, TH1, 

for reducing students’ confusion, further explain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R1(x) is that it is influenced merely by x=1, but not by x=2 and x=3. That is, it can work 

independently, and will not be influenced by R2(x) and R3(x). Similarly, R2(x) is not influenced by R1(x) and 

R3(x) … So, very clearly, R(x) can be made of R1(x), R2(x) and R3(x). All right! Try to finish the following 

three exercises in textbook with this way. (classroom teaching, TH1) 

After showing the solution of these three exercises appearing in textbook, the teaching practice pre-

sented by TH1certainly completes to the goal of school curriculum. The coherency of these tasks in 

practice will help students to be able to connect to the major ideas of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

nomial and to understand the idea of basis. 

TH2 seemed to be a bit different from TH1, although his practice also presented the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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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school curriculum. TH2 led students to infer the algebraic form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merely by reviewing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ynomial, the remainder theorem of 

polynomial and the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He spent a lot of time in illustrating the simil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vision principles of integer and polynomial with integer coefficients. More-

over, he told students: 

Do not forget it! As you meet mathematical problems about the remainder polynomial, you can consider them 

as mathematical ones about the remainder. Depending on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the division principles, 

the structure of polynomial with integer coefficient must be similar to the structure of integer. Unquestionably, 

the remainder and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are also built on the division principles of polynomial. 

(classroom teaching, TH2)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reviewing key disciplinary concepts, he offered three mathematical 

problems (shown as in Figure 4) presented by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division principles. The 

first problem in the review task is used to bridg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

ynomial and the remainder and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the second and third problems are 

used to present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remainder and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and to 

trigger off the algebraic form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Review task 

1. Suppose 13 3( ) 2 3f x x x    satisfies (1) 6f   and ( 1) 0f   .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ynomial, the remainder theorem of polynomial and the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1) 6f   

shows that ( )f x  is divided by x‒1 and the remainder polynomial is 6; ( 1) 0f    shows that ( )f x  is 

divided by x+1 and the remainder polynomial is 0, that is, x+1 is factor polynomial of ( )f x . So we can 

re-write the polynomial ( )f x  with the following form, and please fill into the blank space: 

13 3

1

2

( ) 2 3 ( 1) ( )

( 1) ( )

f x x x x Q x

x Q x

      

   
 

2. Suppose deg ( ) 3f x   and ( )f x satisfies (1) (2) 0f f  , (3) 2f   and (4) 18f  .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polynomial, the remainder theorem of polynomial and the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we can re-write the polynomial ( )f x  with the following form: 

( ) ( 1) ( 2) ( ) 0f x x x Q x       

Please find deg ( )Q x , (3)Q , (4)Q and the quotient polynomial ( )Q x . 

3. Suppose deg ( ) 3f x   and ( )f x satisfies (0) (1) (2) 0f f f    and (3) 24f  .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problem, you will quickly obtain ( )f x , if you suppose ( ) ( 0) ( 1) ( 2)f x x x x       . Try 

to take 3x   into ( )f x , and then you will obtain the following form: 

24 (3) (3 0) (3 1) (3 2)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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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ory task- Special Design 

Suppose that ( )f x  satisfies (1) 2f  , (2) 3f   and (3) 6f  , and deg ( ) 2f x  . We have used the 

above-mentioned approaches to find ( )f x . For this kind of special design, whether we can deal the fol-

lowing problem at the beginning: 

Suppose 
1deg ( ) 2f x   and satisfies 

1 1 1(1) 1,  (2) 0 and (3) 0f f f   . To find 
1( )f x .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experiences, we can suppose 
1( ) ( 2) ( 3)f x A x x      and will be able to 

obtain 
11 (1) (1 2) (1 3)f A      . Then, we get 

1

(1 2)(1 3)
A 

 
 and 1

( 2)( 3)
( )

(1 2)(1 3)

x x
f x

 


 
. Similar-

ly, we can use same approach to deal with two following problems: 

Suppose 
2deg ( ) 2f x   and satisfies 

2 2 2(1) 0,  (2) 1 and (3) 0f f f   . To find 
2 ( )f x . 

Suppose 
3deg ( ) 2f x   and satisfies 

3 3 3(1) 0,  (2) 0 and (3) 1f f f   . To find 
3 ( )f x . 

Therefore, we can get 1 2 3( ) 2 ( ) 3 ( ) 6 ( )f x f x f x f x       as the following form: 

1 1 1 1

2 2 2 2

3 3

( 2)( 3) ( 2)( 3)
( ) 2 ( )  such that (1) 1, (2) 0 and (3) 0.

(1 2)(1 3) (1 2)(1 3)

( )( ) ( )( )
3 ( )  such that (1) 0, (2) 1 and (3) 0.

( )( ) ( )( )

( )( ) ( )( )
6 ( )  such that (1)

( )( ) ( )( )

x x x x
f x f x f f f

f x f f f

f x f

   
      

   

      

    3 30, (2) 0 and (3) 1.f f  

 

 

This special kind of representative form of polynomial is called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Figure 4. Review and introductory task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used by TH2. 

The title of the introductory Task (shown as in Figure 4) named by TH2 is “Special Design”,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representative form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is a kind of 

special design for computer program. He said: 

The following task is involved with a kind of special design for computer program. In fact, for me, it is not 

intuitive but generative. But, as catching an idea of the special design, you can solve the same problem with 

at least three conditions. According to our previous experiences, 0 is a specific number because any number 

multiplied by 0 is 0; 1 is also a specific number because any number multiplied by 1 is still itself. So 0 or 1 

could be through of as a certain kind of controller. Therefore, at the previous review task, I hoped you could 

recognize this specifically mathematical meaning of 0. (classroom teaching, TH2) 

TH2,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basis, attempted to present ( )f x  in the introductory task (shown 

as in Figure 4) which could be split into three parts and to express it combined by the specifically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these three ones. 

By contrast, TH3 provided more opportunities to elicit students’ thinking and presented differ-

ent connections within, across and beyond school curriculum. She mentioned: “Regardless of which 

questions about the polynomial with integer coefficient, students are actually most familiar with in-

teger. So my posed problems (shown as in Figure 5) will arouse students’ own experience of integer 

and further lead them learn the congruence an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interview, TH3)” 

Therefore, she designed the following set of problems in task. The first problems in the review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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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alled by “Slowly Counting Method” which is a key idea touching off students’ own experiences 

and leading into the conception of congruence. The close and coherent connection from “Slowly 

Counting Method” to congruence, like the scaffolding, urges students think conceptually and, based 

on this connection, helps them build the 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Therefore, 

she told her students: 

Don’t look down upon something learned previously by you. This set of problems (referring to tasks in Fig-

ure 5) is good example. The mathematical meaning embedded in “Slowly Counting Method” will be able to 

be extended to the congruence. In fact, I thought that the conception of congruence is built merely on the 

mathematical symbolization of “Slowly Counting Method”. (classroom practice, TH3) 

The second problem provides a close and coherent connection among the students’ own experiences, 

congruence an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By this connection, the algebraically representa-

tive form of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can be broken into three basically representative forms 

related to their learned concepts of factor and multiple. It is easy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to be 

aware of the algebra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And that helped students con-

nect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ger to the structure of polynomial with integer coefficients. She said: 

For students, they are most familiar with integers. Although they did not learn congruence, I will try to lead 

them, through their own experiences of integer, to learn the congruence and the algebra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interview, T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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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task 

An old problem from China: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ose number is unknown. Repeatedly divided by 

3, the remainder is 2; by 5 the remainder is 3; and by 7 the remainder is 4. What will be the number?” 

1. Slowly Counting Method: We, at first, list numbers divided by 3 and the remainder is 2. And then we 

find numbers divided by 5 and the remainder is 3. 

2,5, 8 ,11,14,17,20, 23 ,26,29,32,35, 38 ,41,44,47,50, 53 ,56,59,62,65, 68 ,71,74,77,80,  

(1) Do you find these numbers form an arithmetic sequence? 

(2) Please find the equal difference of the arithmetic sequence. 

(3) From this sequence, 53 is the number divided by 7 and the remainder is 4. Is 53 the answer of this old 

problem? Can you find the next? 

(4) Conversely, whether we can list numbers divided by 7 and with the remainder 4 at the beginning. And 

then we find numbers divided by 5 and the remainder is 3: 

4,11, 18 ,25,32,39,46, 53 ,60,67,74,81, 88 ,95,102,109,116, 123 ,130,137,144,151, 158 ,  

Finally, we find the number divided by 3 and the remainder is 2 from 18, 53, 88, 123 and 158. Howev-

er, this kind of method seems to be more rapid than the previous method. 

(5)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ose number is unknown. Repeatedly divided by 3, the remainder is 0; by 5 

the remainder is 2; and by 7 the remainder is 4. What will be the number? 

(6)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ose number is unknown. Repeatedly divided by 2, the remainder is 1; by 5 

the remainder is 2; by 7 the remainder is 3; and by 9 the remainder is 4. What will be the number? 

2. The idea of congruence: The numbers which are divided by 3 and the remainder is 2 can be listed as 

the following sequence: 

2,5, 8 ,11,14,17,20, 23 ,26,29,32,35, 38 ,41,44,47,50, 53 ,56,59,62,65, 68 ,71,74,77,80,  

That is, any two numbers, a and b, in the above sequence which are divided by 3 have the same remainder 

2. And a and b can be denote by  (mod  3)a b , and, then, the numbers n which is divided by 3 and the 

remainder is 2 can be denoted by 2 (mod  3)n  . These numbers given by frames which are divided by 3 

have the same remainder 2 and are divided by 5 have the same remainder 3 can be denoted by: 

2 (mod  3)

3 (mod  5)

n

n





 

Therefore, the old problem from China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following form: 

2 (mod  3)

3 (mod  5)

2 (mod  7)

n

n

n





 

 

We can attempted to split the above-mentioned system of equations into three parts: 

1 (mod  3) 0 (mod  3) 0 (mod  3)

0 (mod  5)     1 (mod  5)     0 (mod  5)

0 (mod  7) 0 (mod  7) 1 (mod  7)

a b c

a b c

a b c

    
  

    
      

 

Here, the number a is the multiple of 5 and 7, and is divided by 3 and the remainder is 1. 

(1) To find the smallest positive solutions of a, b and c. 

(2) Is 2 3 2 105a b c k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system of equations for each 

integer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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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ory task 

Please find the polynomial ( )f x  with integer coefficient which satisfies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3) 2 

(5) 3

(7) 4

f

f

f





 

 

We,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view task, attempted to split the above system of equations into three parts: 

1 2 3

1 2 3

1 2 3

(3) 1 (3) 0 (3) 0 

(5) 0       (5) 1       (5) 0

(7) 0 (7) 0 (7) 1

f f f

f f f

f f f

    
  

    
      

 

For 
1(5) 0f   and 

1(7) 0f  , we can suppose 1( ) ( 5) ( 7)f x A x x     . And 
1(3) 1f  , so we can 

obtain 
1

(3 5) (3 7)
A 

  
 and 1

( 5) ( 7)
( )

(3 5) (3 7)

x x
f x

  


  
.  

1. Please find 2 ( )f x  and 3 ( )f x . 

2. Please find ( )f x  express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1( )f x , 

2 ( )f x  and 
3 ( )f x . 

Figure 5. Review and introductory task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used by TH3. 

    TH3 led students to elicit the algebraic form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merely 

by the remainder and factor theorem of polynomial and provided the following set of task (shown as 

in Figure 5). By the representation of tasks, students can learn the structural similarity between in-

teger and the polynomial with integer coefficients. 

Teacher’s Set Exploratory Tasks 

After completing the review task and introductory task, all of three participants offered more or less 

different exploratory tasks further for the topic as following in their classroom teaching. At first,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both TH1 and TH2 provided similar 

tasks (shown as in Figure 6) to explore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with four conditions, 

and, by illustrating the similarity between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integer and polynomial with in-

teger coefficients, to inquire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By contrast, TH3 provided tasks 

(shown as in Figure 6)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stimation of Newton’s interpolating 

method, Lagrange interpolating method and Taylor’s expression, and, by this exploratory task, to 

help students to integrate the three kinds of the mathematically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polynomial 

and to understand their application of three kinds of the mathematically representative forms in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estimation. 

TH1 and TH2’s exploratory task 

1. Suppose ( )f x  satisfies (1) 5f  , (2) 7f  , (3) 11f   and (4) 1f    , and deg ( ) 3f x  . 

Please find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of ( )f x . 

2. How do you solve the old mathematical problem from China: “There are certain things whose number 

is unknown. Repeatedly divided by 3, the remainder is 2; by 5 the remainder is 3; and by 7 the remain-

der is 4. What will be the number?” According th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we can transform the problem into the following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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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7

2  is divided by 3, the remainder is 1;  is mutiple of 5 and 7. 

3  is divided by 5, the remainder is 1; b is mutiple of 3 and 7.

2  is divided by 7, the remainder is 1; b is mutip

n q

a a a

b b

c c

   

  

  

   le of 3 and 5.

 

TH3’s exploratory task 

Given the polynomial 3 21 5 5
( ) 1

2 6 3
f x x x x    , we know 

5
(0) 1,  (1) 1 and (2)

3
f f f


    . If you 

want to round off (1.1)f to the first decimal place, you can try to use the following method. 

1. After expressing ( )f x  by 3 2( ) ( 1) ( 1) ( 1)f x a x b x c x d       , please find (1.1)f  and (2)f . 

2. Please find the polynomial ( )g x  with deg( ( )) 1g x   passing with two points A(0,1) and B(1,-1), and 

(1.1)g  and (2)g .                                                          -continue- 

3. Please find the polynomial ( )h x  with deg( ( )) 2h x   passing with two points A(0,1), B(1,-1) and 

C(3,2). According the Newton’s interpolating method and Lagrange interpolating method, the repre-

sentative forms of ( )h x  will be as following: 

1 1 1

2 2 2

3 3 3

4 4 4

5 5 5

6 6 6

( ) ( 0)( 1) ( 0)

      ( 0)( 1) ( 1)

      ( 0)( 3) ( 0)

      ( 0)( 3) ( 3)

      ( 1)( 3) ( 1)

      ( 1)( 3) ( 3)

( 1)( 3)
      1

(0

h x a x x b x c

a x x b x c

a x x b x c

a x x b x c

a x x b x c

a x x b x c

x x

     

     

     

     

     

     

 
 



( 3)( 0) ( 0)( 1)
( 1) 2

1)(0 3) (1 3)(1 0) (3 0)(3 1)

x x x x   
    

    

 

Which representative forms do you choose to estimate (1.1)h  and to compute (2)h ? Please explain. 

Figure 6. Rxploratory task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used by three participants.     

Describing Teachers’ Different Level of HCK 

Three participant teachers used different tasks to connect the mathematical topics in school 

curriculum to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mathematics. We, by three teachers’ use of mathematical tasks, 

attempt to describe their HCK. 

About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TH1, TH2 and TH3 were aware of the basis and 

the isomorphic of vector space, and, by their understanding, identify the algebraically structural 

similarity between integer and polynomial with integer coefficients and, furthermore, between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and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Only one of them was 

aware of analytic estimation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method and the Newton’s interpolating 

method. Therefore, all of them developed different mathematical tasks to help students’ learning of 

the algebraically structural similarity. The following figure 7 shows three teachers’ HCK of the La-

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However, only one of them was aware of analytic estimation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method and the Newton’s interpolating method. Therefore, all of them 

developed different mathematical tasks to help students’ learning of the algebraically structural sim-

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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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hree teachers’ HCK of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5. CONCLUSION 

The above mathematical tasks collected from the three participant teachers’ practices seem to meet 

the following four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HCK (Ball & Bass, 2009, p. 5): 

1. A sense of the mathematical environment surrounding the current “location” in instruction 

2. Major disciplinary ideas and structures 

3. Key mathematical practices 

4. Core mathematical values and sensibilities 

Three participants all understood that these different tasks were important examples for teaching, 

for learning the topic at present, and for students’ future mathematical journey, and all of them were 

also awa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K and elementary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s. Hence, a 

mathematic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these mathematical definitions and connections embedded 

in the essence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 is not only important for teaching, but also generative for 

student learning. Such understanding might help mathematics teachers deepen and broaden their 

thinking and practice, and also lead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be aware of the larger mathematical 

landscape. 

    We propose a complementary aspect which conceives mathematics teachers’ HCK from the 

elementary-on-advanced point of view. We define the elementary mathematical perspectives as 

those fundamentally mathematical meanings embedded in the advanced level. With this aspect of 

HCK (i.e. the elementary-on-advanced), a mathematics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r awareness of 

mathematical horizon will be more penetrative, in other word, more “connected, coherent and 

basic”(Ma, 1996). We suggest teachers’ HCK as a reciprocal navigating pathway between the ele-

mentary and the advanced aspect of mathematical knowledge. Namely, HCK can help teachers to 

think back and forth between elementary and advanced mathematics. However, Foster (2011, p. 24) 

suggested that what peripheral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 mathematics teacher needs is mathemat-

ical rather than pedagogical, it can also be thought of as an applied mathematics where the applica-

tion is teaching. He introduced some examples which are useful for teaching. For example, tan35  

is very close to 0.7. Mathematics teachers know that long before such knowledge is applied in 

teaching, and they also know that their students should have learned the definitions and related 

properties of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in the case of right-angled triangle. The function tan  is in-

creasing for   increases from 0  to 90 . Teachers could lead students to think what value 

tan35  will be approaching to, for 30 37  , where 37   is an angle in right-angled trian-

TH1, TH2 or TH3’s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s 

The basis, the isomorphic, the 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 or analytic estimation 

The Lagrange interpolating polynomial 

The division principle of integer or polynomial with integer coeffic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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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 with two sides 3 and 4 and hypotenuse 5. Such knowledge is not only mathematical but also 

pedagogical.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besides requiring a much broader or advanced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Figueiras el at., 2011, p. 28), mathematics teachers need also deepen 

their own knowledge based on re-exami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of con-

cept from the elementary-to-advanced point of view. Such understanding or awareness of HCK 

through elementary to the advanced level, will not only complement Klein’s ad-

vanced-on-elementary aspect, but als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of the larger mathematical land-

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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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這是三年期計畫之第三年成果報告，目的主要為探討如何透過引模活動促進中學數學教師的

專業發展，以及建模教學對學生數學學習的影響。第一年為規劃與發展期，主要工作為研究群中

四位個案教師改編與設計數學建模活動，在課室裡實施數學建模教學會遇到的困難與解決策略，

以作為第二年執行計劃的個案教師的參考與修正。第二年為成熟期，研究群教師陸續完成自己的

碩士論文，並對學生的數學學習有進一步的研究結果，包含學生數學建模解題的表現、對學生數

學學習的影響與成效等發現。第三年為反思期，主要為研究者根據研究群教師在學習建模教學與

發展建模活動等歷程的成果表現，進一步透過質性後設分析進行反思，最後提出本研究計畫之研

究結果。結果顯示本研究之八位個案教師在數學建模教學之專業發展反應在教學環的四要素：任

務、引導、環境、分析上，其中，個案教師也隨著對建模教學的掌握度提升，越來越能改編、自

編與使用建模活動。 

 

關鍵詞：建模活動、數學教師、專業發展、數學學習 

英文摘要 

Our three-year project aimed to investigate how to promote in-service secondary mathematic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implementing model-eliciting activity and tried to know students’ 

performance after mathematical modeling. The first year was the period of plan and development and 

mainly focused on developing teachers’ mathematical modeling teaching ability. We provided study 

group to support eight teachers gradually developed their modeling teaching. The second year was the 

period of maturity. In one hand, eight teachers implemented modeling teaching in their classroom to 

improve their original mathematical teaching and accomplished their master’s thesis. In the other hand, 

they found a lot of results related to students’ mathematical learning, included students’ mathematical 

modeling performance, the effects and influences of mathematical learning etc. The third year was the 

period of reflection. We focused on teachers’ modeling teaching and developing model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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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ir thesis. Further, we analyzed these data by 

meta-analysis and emerged our study results. We found thes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eir teaching cycle (such as task, guidance, environment, and analysis), and their ability in modifying, 

creating and implementing modeling activity became better and better. 

 

Key words: modeling activity, mathematics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mathematical learning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延續研究者從 97學年度的研究至今，一直致力於探討如何教導在職教師數學建模教學，從

97 學年度與 98學年度第 1學期的大班(教學碩士班)教學之後，在 98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共有

八位在職中學數學教師進入研究群，修習有關數學建模與教學的理論課程、參加研究群討論會

議、透過會議時間進行數學建模活動理論與實務的學習，先從翻譯 Lesh 和 Doerr(2003)在 Case 

Study for Kids 網站裡的引模活動(MEA)開始，接著為因應國情以及應用於數學課室內的教學，個

案教師開始進行改編或自行創作數學建模活動，並帶至自己的課室進行教學實驗，在 98學年度

的成果報告中，主要聚焦於個案教師在這樣的歷程下，教師知識與教學實務的改變。而從 99學

年度開始，研究者將研究場域拉進數學課室，強調個案教師的教學現場與實務，亦即研究者企圖

透過本研究八位個案教師的實務經驗與研究論文，架構組織出透過數學建模活動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之有效機制，另一方面也希望更深入了解在數學建模教學下學生的學習狀況為何。圖一之研究

架構圖呈現這一系列研究的架構與進程，從 97、98學年度試探性了解在職教師的想法，到 98

學年度第 2階段開始聚焦到個案教師，將數學建模教學帶進教室，更深入探討教學實務面的可行

性與探詢有效好用的數學建模教學模式，到 99學年度聚焦於數學課室場域中教師與學生的部

分，本研究致力於拉進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距離。 

在 99學年度的進度報告中，研究者聚焦於 3位個案教師進行數學建模教學的教學實驗期間，

在數學課室中實施數學建模教學所遇到的困難與解決策略。由於本研究的個案教師均在修習碩士

學位，但個案教師入學時間不同，且個案教師的研究進度有快有慢，基於這樣的理由，期中進度

報告的內容僅針對目前已有初步結果的個案教師加以闡述。而 100學年度的研究進度達成時，8

位在職教師均已完成碩士論文，論文中針對自我建模教學與學生建模學習部分均有完整之研究發

現，因此 100學年度聚焦於 8 位個案教師實施數學建模教學後，針對個案教師之學生數學建模解

題的表現、對學生數學學習的影響與成效加以說明。 

在 101學年度研究者更進一步反思在這幾年的研究歷程中，這 8位個案教師在數學建模教學

上的專業發展，在本研究中的教師專業發展定位於「教學與教材」等兩個面向，透過分析個案教

師的碩士論文、個案教師發展之教材與教學錄影、研究群會議錄影錄音、研究者與個案教師之晤

談等質性資料，達成描繪個案教師專業發展之目的。依此研究目的，本研究第三年的研究問題聚

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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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學數學教師建模教學之專業發展為何？ 

    (2)中學數學教師對其所認知的建模活動的看法為何？有何改變？ 

    圖一為本研究從 97學年度至 101學年度一系列有關於建模教學的研究架構，先從帶領整個

在職進修班的教師進行有關建模活動的體驗，接著介紹數學建模相關理論，再讓有興趣從事建模

教學研究的個案教師，將建模教學引入自己的課室教學，並逐步完成自己的碩士論文。本系列研

究的目的乃聚焦於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促進這些個案教師的專業發展。 

 

 

 

 

 

 

 

 

 

 

 

 

 

 

 

 

 

 

 

 

 

貳、研究方法 

    本年度的研究成果將聚焦於中學數學教師的專業發展，包括「建模教學」以及「建模活動」

兩個面向，8位個案教師在 100 學年度時均完成各自的碩士論文，亦即 8位個案教師均已在自己

的數學課室實施數學建模教學，在這期間，個案教師定期參與隔週一次的研究群會議，透過討論

互動的社群經營方式，在彼此的行動、對談與反思的激盪下，針對各自所欲回答之研究問題進行

資料收集。 

    為回答 101年度的研究問題，研究者透過個案教師文件資料的後設分析、編碼與意義化後形

中學數學教師們將引模活動

實施於數學課室 

1、修改引模活動 

2、調整教學方法 

3、收集與分析學生資料 

1、了解學生如何解決建模問題的歷程與數學學習成效(100學年度的結果) 

2、教師對建模活動看法為何？有何改變？(101學年度的結果) 

3、教師之建模教學專業發展(101學年度的結果) 

 

圖一、研究架構圖 

99至 101學年度的研究 

中學數學教師們編

修或發展引模活動 

1、閱讀相關文獻 

2、尋找活動素材 

3、研究群討論 

97和 98學年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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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研究成果，以下便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收集與資料分析等面向加以說明。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共有 8位在職中學數學教師，均就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教學碩士班

之在職教師，其基本資料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8位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教師編號

與代號 
任教學校 任教年資 性別 個案教師之研究對象 

教學實驗研

究進行時間 

1.瑩老師 國中 >11 年 女 國中八年級，36位 
95.3-95.9 

95.10-96.8 

2.余老師 高中 6-10 年 女 

高二數學建模研習社學員(40位)；高二

社會組重修班(50位)；高二數學專題學

生(12位) 

99.9-100.4 

3.毅老師 高中 >11 年 男 
高三自然組，35位。高成就：大雄、低

成就：小靜。 
99.3-100.3 

4.姿老師 國中 6-10 年 女 國中八年級，37位，常態編班 99.11-100.3 

5.憲老師 國中 >11 年 男 國中九年級，32位，中下程度 99.11-100.4 

6.娟老師 高中 >11 年 女 
高一學生，42位 

高一數學專題選修課學生，19位 

99.9-100.1 

100.9-101.1 

7.雯老師 高中 >11 年 女 

第一階段高一導師班，普通班，41位 

第二階段高二選修班，24位 

第三階段高一導師班，40位 

98.10-99.6 

99.8-100.1 

99.8-100.6 

8.峰老師 高中 6-10 年 男 高二自然組，16位 100.9-101.4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 

101學年度成果聚焦於個案教師之專業發展，故主要以教師反思自己教學與教材的質性資料

為主，整學年度的工作重點與收集資料如下表二所示。 

 

表二、研究之工作重點與收集資料 

工作重點 收集資料 

1、整理收集的資料：整理八位個案教師之建模活動、課

室實施建模活動的錄影與平時書寫或口頭反思心

1、個案教師改編或自編之建模

活動、修改歷程與反思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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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碩士論文等相關資料，仔細整理與分類。 

2、開放編碼與校正：將八位個案教師之碩士論文進行開

放編碼，並將編碼結果給個案教師進行校正，確認是

否有偏頗或誤解，並進行修正。 

3、資料分析與研究群會議：研究者將相關資料根據研究

問題先進行轉譯與編碼；接著進一步將已編碼資料進

行譯碼工作，將其譯碼結果透過研究群會議與其他教

師討論資料分析與詮釋之適切性，不合宜之處即進行

檢討與修正；再者，研究者運用備忘錄將已譯碼資料

分析與整合，發展主題與次主題，透過比較與歸納等

步驟評估所得結果的正確性；透過厚實描述與交叉詮

釋過程連結前述主題並尋求關聯性；最後進行結果之

敘述性討論，在研究群會議中與個案教師進一步澄清

其意義，再由研究者進行深入之分析比對，並形成初

步的研究成果。 

4、撰寫研究報告。 

2、個案教師之教學錄影、錄音。 

3、研究群會議錄影、錄音以及

參與會議之反思心得。 

4、個案教師部落格發表之文章

以及與研究者之 e-mail 書信

往來。 

5、個案教師之碩士論文。 

 

参、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年度之研究結果彙整 8 位個案教師在碩士論文中，在數學建模教學之後，有關建模教學以

及建模活動的所有結果，雖然 8位個案教師所採用的工具並不完全相同，但也因為這些不同，呈

現出數學建模教學以及建模活動的多元面貌。以下的研究結果將分成兩大面向加以闡述，分別是

個案教師的數學建模教學之專業發展以及對建模活動的看法。 

 

一、個案教師的數學建模教學的專業發展 

    本研究群之個案教師採用 PCDC(Problem-Centered Double cycles, 問題中心雙環)教學模式作

為建模教學之基本模式，換言之, 教師是以 PCDC 當作鷹架進行建模教學。因此，在他們的研究

論文中，資料的呈現多以 PCDC 中的教學環為架構。有鑑於此，本研究之結果的呈現也將聚焦

於教學環的四要項：任務、引導、環境、分析。研究者進一步透過 8位個案教師論文內之資料分

析與比較，每一個議題可以得到以下結構：初期(包括現象、問題或困難)，改進(解決或改進策略)，

後期(較好的狀態或成效)。以下詳加描述。 

(一) 任務 

1、初期 

本研究群的教師在初期任務方面所遇到的問題，研究者將其整理為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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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的擔心：對於建模教學不熟悉、無法適當評估學生的產出、擔心進度。 

(2)學生的不適應：學生不易接受非唯一標準解、排斥沒有標準答案、問題太開放。 

(3)任務的不妥：不符合學生經驗、預備問題太多、數據設計欠佳。 

    2、改進 

       為了改進任務方面的缺失，本研究群的教師發展出一些策略改進任務部分的問題。 

(1) 教師與任務方面：教師通常會從自己拿手的部分開始著手，與課內問題連結。注意情

境問題符合學生生活經驗。注意報紙文章與預備問題的連結並透過研究群或是文獻探

討來改善。教師先行模擬建模問題很重要。 

(2) 學生與任務方面：改編教科書問題，問題情境與學生生活密切連結，利用影片鋪陳，       

學生想法會漸漸多元，軟體使用待學生有需求時再提起。 

      (3)有關任務本身：要先由教師或學生小組預試，站在學生角度設計課程。 

    3、後期 

在本研究後期，8位個案教師對於任務的掌握都有進步，教師已可自編建模活動且會注

意文字描述的精準，生活情境也較以往親近學生生活經驗，後來亦發現上課時應先發報

紙文章與預備問題，完成後再發主要任務。 

(二) 引導 

1、初期 

(1)現象 

初期的引導通常都會擺脫不了傳統教學的習慣，講述佔大多數的時間，且因為教師心中

不放心，通常會詳細交代解題方向，以及希望學生學到的數學概念。 

(2)可行作法 

初期練習引導可行的作法是利用每週一節小組討論檢討試卷熟悉小組上課，如此一來，

不僅較不易影響教學進度，也可以在教師安心的狀況下進行建模教學。 

2、改進 

8位個案教師在教師引導部分下很多工夫，也在研究歷程中嘗試不同的解決策略，改進

自己教學引導的品質。 

(1)提問技巧 

第一部分先說明有關教師提問的基本技巧，第二部分則聚焦在「反問」，也就是當學生發

問後，教師不一定會提供答案，大部份時候教師用反問的方式，促使學生再進一步思考， 

第三部分則是除了「基本提問」與「反問」之外的另有策略。 

(2)教師態度 

進行建模教學時，因為希望盡可能引出學生的自然的想法，所以數學教師的態度就顯得

很重要，引導過多或是過少都無法經營出激發學生想法的數學教室，個案教師發現以下

方法，可以嘗試營造出友善的數學課室。 

(3)可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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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在建模教學上也有可用工具可以協助教師進行有效的引導，例如互評表以及透過

PCDC 教學環來幫忙。 

(4)事前準備 

若想要提升教師的引導能力，事前可以進行預想、模擬解題、觀摩教學、文獻探討、在

研究群討論等方式，來幫助教師有更好的引導。 

3、後期： 

在引導的後期，教師會越來越能掌握建模教學的節奏，也越來越能引領學生朝向教學目

標而去。 

(1)教師與學生角色 

教師於教學過程中越來越重視學生的聲音，也將學習權利下放給學生，讓學生有更多發

表意見的機會，教師也漸漸放下主導的角色，成為從旁協助者，也因為這樣教師與學生

的互動機會變多，地位上也越來越接近對等的角色。 

(2)提問特徵 

在引導後期，教師的提問也變得不一樣，包括提問次數變少、內容包含更多數學化的問

題以及刺激思考的提問。 

(3)教師介入 

教師介入的主導性較引導有更強的目的性，其中 T7特別有提到兩種不一樣的介入方式，

學生的另有概念要用引導式介入；學生有數學概念需求時，以教導式介入。 

(4)其他 

除了上述之外，引導也包含其他的面向，工具箱是一種引導；看到他人想法會檢驗自己

與他人假設，可提升後設認知。 

(三) 環境 

1、初期： 

(1)初期數學教學特徵 

初期教師用舊經驗教學，課室要求安靜與秩序，教師講、學生聽，重要的價值就是讓學

生考高分，這種時期同學大多是不喜歡數學課的。 

(2)初期教師角色 

在實施建模教學初期，教師開始嘗試讓學生討論與報告，教師要提醒與監督學生，且這

時學生對於教室常規上無法完全遵守，這時教師在教室裡身具多元角色工作壓力大。 

(3)時間的掌控 

初期討論時間太長學生易流於嬉鬧，且教師也會認為討論的每題預備問題都要報告，因

此產生許多空白時間，進而影響主要任務時間，也使教學進度延宕。 

(4)學生初期解題特徵 

初期學生解題單一，因為數知識背景不足，也不習慣一題多解或是回顧解答。 

(5)E化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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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問題為真實生活情境的複雜問題，時常需要電腦幫忙計算，首先可能遇到設備不足

的問題，再者學生使用電腦很容易分心，若沒有一定的限制，很容易就瀏覽其他網頁，

再加上學生並沒有批判與反思或驗證網路上資料正確性的能力，這些都會造成學習阻礙。 

(6)分組方式 

初期多以 5到 6人一組，但需提醒不參與討論學生，若將小組分為 3人一組則組數太多

或 4人一組則會再細分成 2人 2人一組。分組初期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需要一一克服

解決。 

(7)其他 

其餘會的現象包括缺乏數學工具幫助，學生的文件精緻度不夠；或是小組坐位太靠近會

交流意見導致結果相近。 

2、改進： 

(1)PCDC 教學模式為主要輔助 

練習 PCDC 教學環境的安排有助於建模教學的實施，利用漸進式 PCDC 教學每週實施兩

次，營造小組為生命共同體，當學生漸漸提升合作與認同後，再將任務越變越開放，將

問題中心改為建模問題。 

       (2)學生為主體 

在改進階段，要不斷與學生溝通觀念，課室以學生為主體，解決問題必須以學生為主，

且解決現實生活問題沒有唯一解，需假設、分析、建模解題等歷程，鼓勵多嘗試與上台

發表分享，過程中利用小組評分刺激提問，讓學生漸漸習慣自主學習、批判與創造能力。 

(3)小組討論的經營 

建模教學很重視小組討論，學生之間的對談很重要，因此利用長期經營，讓學生習慣分

組討論與發表意見，教師加強巡視，從旁協助，並設定時間限制，讓學生熟悉小組討論

使師生與生生互動都增加。 

       (4)師生互動 

小組討論熟悉並順暢後，師生與生生的互動自然而然就會變多，且師生地位對等使得教

室變得活絡，互動傳遞訊息增加，更多創造性思考，有較多學習機會。 

(5)教學時間安排 

將建模討論時間縮短，學習動機被激發，且建模重在解題歷程，規定的時間到就馬上發

表，且 T8發現同一建模活動應於一次課程就結束，不要隔週上，效果不佳，另外 T1建

議初期可以利用暑期輔導上建模，沒有進度壓力可以隨時調整。 

(6)分組方式與建議 

本研究個案教師所使用的分組人數與方式相當多元，3人一組到 6人一組都有，分組方

式從自由分組到異質分組等且各有其優缺點。所以根據建模活動的難度、設備、討論桌

等狀況適時調整可使建模教學較順暢。  

       (7)與學生報告相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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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報告形式可用半開海報或是簡報檔，而預備問題不一定要每題都報告，且不一定要

有答案才發表，過程也是結果，另外要在報告之前將檔案完成，且不一定要每組都報告，

報告時從解法不完整的組別開始報告。 

(8)建模教學下之電腦使用規範 

電腦使用加以規範能使討論內容更豐富，不同教師會有不同的規範，例如限定使用時間

與範圍、教導學生書寫數學算式，或是與電腦教師協同讓學生先看教學投影片。 

(9)工具 

T3強調 how to 工具箱的使用要讓學生自己發現和利用以及數學軟體的協助、how to 工

具箱輔助的必要性。 

(10)其他可行作法 

T5實施建模教學的班級是學習成就較低的班級，因此他另外提到一些可行辦法，例如： 

先教授相關數學知識、搭配補救教學、複習相關數學知識、提示公式。 

(11)其他參考資源 

教師進行建模教學錢可以閱讀相關研究結果文獻參考有助於教學，另外利用在職進修或

是校內數學團隊或是實徵研究等，也可以協助教師先掌握學生可能的解題方向。 

3、後期： 

(1)小組功能 

       在建模教學後期，小組功能日趨完善，組員間的默契也提升會主動分享資料、報告討論      

       時也會互相幫忙，這種情況下，小組人數或是分組方式就根據任務的難度與學習狀況適 

       時調整。 

       (2)教學時間 

建模活動實施到後期根據不同複雜度調整預備問題、主要任務、老師總結時間；複雜度

低(兩節，輪流報告)；複雜度高(三節，解題粗略到精緻依序報告)且每一階段都說明時間

並確實遵守。 

(3)電腦之使用 

此時期電腦使用準則：時間每組 10-15分鐘，可蒐集名詞定義與特性、可用 GG繪製幾

何圖形、Excel 計算、網頁製作成果報告，且因為電腦使用限制而增加小組討論機會。 

(4)學生之解題與報告 

學生報告形式為使用簡報軟體，上台報告的辯答原則：讓聽眾了解、改進解決方法、不

任意批評，此時期學生上台時小組會作適當假設、篩選條件並提出有道理的模型，且學

生漸漸會出現多元解題模式。 

(5)環境特色 

此時教師角色：輔導員、開放且彈性的支持角色，讓環境安全積極互相討論，而且教師

意識到 how to工具箱之工具應由學生主動發現與利用。整個教室是利於建模學習環境：

正向鼓勵、供應資源，且師生地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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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析 

1、初期： 

初期教學利用參考書或自我評量以及出版商考卷當作評量分析工具。 

2、改進： 

(1)可用工具與方法 

教師會漸漸發展出可用工具與方法進行教學的分析且利用課餘盡快整理學生作品，例

如：利用紙筆測驗、學習週記彙整成學習檔案來進行學生反思且學習週記的批改，給予

學生回饋，促使學習週記越寫越完整；反思日誌到任務報告單與報告單或是利用互評表

分析學生對任務的反應(任務報告單)，以作為下一階段任務的改進。 

(2)可得成效 

T4提到她認為應該確定研究者需求後再進行分析，T1透過這些工具與方法，可以改善

學生機械式解題，研究學生解題歷程與表現，且也可以收及到學生意見，例如：T5分析

時學生針對影響課內進度有所抱怨，讓教師警覺該調整。經過分析改進後，教師收集到

學生的想法，T4的學生認為活動與生活相關，建立常規，使學生與學生、教師與學生對

談變多，還有希望多一節分組課。 

3、後期： 

(1)可用工具與方法 

到後期使用的分析工具與方法包括：T1提到的建模教學歷程：教學目的、學習本質、教

學模式；而建模導向 PCDC 教學使用學生任務報告單(概念理解、任務困難)加以評量；

後期用課室錄影、教學日誌、觀摩教學、學習週記、任務報告單分析建模教學；反思日

誌進階到任務報告單與報告單。T4分析更進階聚焦到後設認知能力，且學生可以寫出自

評的理由。T7 則利用要學生書寫、觀察、傾聽、蒐集其他資料等評估學生學習，課後反

思單不足處可用晤談學生補充、利用 email 與生討論反思。 

(2)可用之分析架構 

T7利用張靜嚳(1993)解題策略分析架構：盲目解題、簡化問題、忽視矛盾、忍受複雜、

廣泛思考、綜合分析來看待學生的建模解題策略。而 T8認為建模歷程連結真實世界與

數學世界，歷經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這也是一個可參考的分析架構。 

(3)教師需求 

到後期教師會想進一步評估學生的解題表現，T7 提到希望有評量工具系統分析學生學習

歷程，也希望請學生完整交代解題過程，使教師增加對學生的了解。 

 

二、個案教師對數學建模活動的看法與變化 

    由於 8位個案教師均在自己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將建模教學實施於數學課室，在此過程中，經

歷選擇、改編、自編、使用、修正建模活動等歷程，也因此發展出一些對於建模活動的看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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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從初期到後期對於建模活動看法的變化，從初期重視問題的情境，是否符合學生的真實，同時

也考慮建模活動包含哪些數學概念，當個案教師使用建模活動越來越熟悉且可以掌握之後，他們

會漸漸發現這些建模活動的適用時機以及將之分類，這部分就是要報導這些內容。 

(一) 情境 

在情境這個面向上考量的不僅僅是是否符合真實生活，還考慮到有關於報紙文章、預備

問題以及如何發展或修改建模活動這些內容，詳述如下。 

1、學生生活經驗 

建模活動強調對學生有意義，且可以引起學生的解題需求，讓學生感覺數學有用，因此

建模活動的情境相當重要，必須趨近於學生的真實，也就是學生之經驗、生活中經歷、

可以想像、對他有意義的脈絡，有些教師會從改編課本例題下手，在編製問題時也會盡

可能用真實的圖片或數據，或是考量有科學或理論支持的資訊入題。教師在編製建模活

動初期也會遇到設計者與學生所感受到的真實有落差，這時就必須透過研究群或校內團

隊或甚至學生小組預試，才容易突顯需要修改的部分，進而將活動修改至學生可接受的

版本。 

       2、報紙文章 

報紙文章是建模活動暖身的第一部分，個案教師發現它要含有正面的教育意義，最好與

台灣相關的新聞有關，可以利用網路大量收集資料有助於完成報紙文章，且透過報紙文

章的結構可以用來設計暖身問題，這些預備問題層層相扣且必須與主要任務有關。 

3、預備問題 

預備問題中設計主要任務要使用的概念，設計時先從報紙文章找出生活情境相關問題再

一題題引出主要任務。 

4、發展活動 

關於發展活動，T2認為以主題為發展依據是比較容易的，設計方向為「為何進行任務」，

緊扣住目的：有意義學數學，她認為利用課本知識與問題去找主題、用生活資訊與文獻

發展活動是比較容易的。而 T4 則認為使用 Case Studies for Kids 的學習單，對照課綱，

並利用網站尋找相關報紙文章，設計層層相扣的預備問題最後填寫六項原則表是個不錯

的方式。 

5、瀏覽與蒐集 

在自編與改編教材時，尋找題材是很困難的，因此 T2特別提到瀏覽與蒐集的重要，不

僅可使教師找到貼近學生生活的脈絡，也可以透過關鍵字搜尋幫助教師補足背景知識。 

6、修改活動 

本研究初期先使用現有的活動，之後教師自行設計活動，並透過實施進行回饋修正，修

改活動時需要考量真實與自我評估原則，再次他評確認符合六項原則並參考研究群意

見，且活動實施前最好有學生小組預試，更可以確定在課室進行的流暢。 

(二) 數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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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能力 

T4整理建模活動包含的基本能力，若與九年一貫的十大基本能力對應，包含欣賞表現創

新、表達溝通分享、規劃組織實踐等基本能力。 

2、數學概念 

T8整理在本研究用到的建模活動所包含的數學概念有熟練計算簡單圖形、複合圖形面

積、平面圖形縮放、比例縮放、分類圖形、在固定範圍內排列、數學統計、函數圖形與

二次函數觀念、指數與對數概念、無窮等比級數、無窮等比級數概念等概念。 

(三) 使用時機 

1、建模活動適合的年級： 

T8整理在本研究所使用的數學建模活動，適用的年級包括：七年級學生就可以進行「巨

大紅杉樹」、「籃球建模」、「排球建模」跟「暑期打工」等，其所利用到的解題相關數學

概念是七年級學生可以負擔的；另外八年級學生就可以進行「飛行的挑戰」，而九年級學

生就可以進行「有趣的健走活動」與「新社花海緣起」等，其所利用到的解題相關數學

概念是九年級學生正在進行學習的；十年級學生就可以進行「碳十四定年法」、「噪音的

分貝」與「身高體重知多少」等，配合十年級學生正在進行學習的相關數學概念剛好，

最後「藥物殘留」適合十一年級學生進行。 

(四) 類型 

1、建模活動的類型 

T8和 T6實施完建模活動後，將建模活動加以分類，分成聚焦型(數學化與解數學問題)

與開放型(詮釋與效化到現實世界，結果具多樣性)。其中，T6認為開放型的活動適合發

展創造思考但無法發展預期數學；而聚焦型則是發展預期數學但較無創意發展，而她選

擇執行聚焦型(通常有標準答)，讓生運用數學解題、建立數學模式。但 T8 則認為現今台

灣數學教育需要開放型建模，加強數學與生活連結，所以他建議先實施開放型建模訓練

學生詮釋與效化，對建模流程熟悉後在進行聚焦型活動以處理數學概念。 

2、建模活動的優勢 

T6實施建模教學實驗後提出建模教材結合數學與生活，可思考與討論，優於教科書，且

她的學生均解出模型且表徵多元等優勢。 

 

 

 

肆、研究成果 

    本年度的研究有一些不錯的成果包括翻譯Case study for kids之數學建模活動共22個，研究群

教師自行開發之數學建模活動共30個，發表至國際研討會之論文共兩篇，在本計畫下完成的研究

生碩士論文兩篇。研究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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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譯Case study for kids之數學建模活動： 

(一)遊樂園(Amusement park) 

(二)大腳印(Bigfoot) 

(三)停車場(Big lawn pays off) 

    (四)美好的假期(Historic hotels) 

    (五)勞資糾紛(Labor dispute) 

    (六)氣象學錯亂(Meteorology madness) 

(七)迷你高爾夫(Mini golf) 

    (八)準時起飛(On-time arrival) 

    (九)奧瑞岡最大雨量(Oregon “rains” supreme) 

    (十)紙飛機(Paper airplanes) 

    (十一)電話計劃(Phone plans) 

    (十二)拼布問題(Quilt problem) 

    (十三)快來不及了！爆米花的危機(Rush popcorn delivery) 

    (十四)雪花(Snowflake) 

    (十五)壘球(Softball) 

    (十六)暑期打工(Summer jobs) 

    (十七)感恩節大餐(Thanksgiving dinner) 

    (十八)排球(Volleyball) 

    (十九)有趣的健走(Walking works wonders) 

    (二十)凜冽的風(Wind chill) 

    (二十一)代售冬季節目表(Winter programs for sale) 

    (二十二)巨大紅杉樹(Analyzing data for Dr. Angus)  

二、研究群教師自行開發之數學建模活動： 

(一)水下考古(T2) 

(二)地震(T2) 

(三)溫室效應(T2) 

(四)協助票價機制(T2) 

(五)A型流感(T2) 

(六)函數的擬合課程(T3) 

(七)真相只有一個，誰是名偵探？(T3) 

(八)數學與熊貓相遇的地方(T3) 

(九)彈珠台上的奧秘(T3) 

(十)誰是最佳經理人(T3) 

(十一)新社花海(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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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有機農園(T6) 

(十三)最划算的購票(T6) 

(十四)噪音的分貝(T6) 

(十五)藥物殘留(T6) 

(十六)考古(T6) 

(十七)水資源大作戰(T7) 

(十八)黃金比例(T7) 

(十九)旅行者(T7) 

(二十)預測未來(T7) 

(二十一)投資理財(T7) 

(二十二)樂透彩(T7) 

(二十三)哪一個契約較有利(T7) 

(二十四)籃球建模(T8) 

(二十五)身高體重知多少(T8) 

(二十六)星際旅行(T9) 

(二十七)最佳費率存在嗎(T9) 

(二十八)聰明消費(T9) 

(二十九)拼貼學問大(T9) 

(三十)團購學問多(T9) 

三、發表至國際研討會之論文： 

(一)Chang, C. K., Lin, C. Y. & Yu, Y.C. (2013). Investigating Seventh Graders’ Problem Solving 

of Modelling. Paper presented in the 1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nd Applications, July 14 –19. Brazil: Blumenau (SC). 

(二) Chang, C. K., Chen M. F., Huang, S. C. &Yu, Y.C. (2013). The research of tenth-graders’ 

mathematical modelling proces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in the 37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July 28 –Aug 2. Germany: 

Kiel. 

四、完成的碩士論文： 

(一)邱偉誌(2013)：PCDC融入數學建模教學於七年級數學課室之行動研究。 

(二)蔣依珊(2013)：高中數學低成就學生進行數學建模活動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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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一個三年期的研究，目標是在發展一個能支持教師協助學生發展數學

臆測與論證的教師專業發展方案。參與本研究的教師有六位在職教師其中兩位

是已經完成碩士學位，四位是正在攻讀碩士學位。本研究透過七種策略支持教

師透過臆測以發展學生論證及推理能力的策略，資料蒐集的方法包括：教師的

前後測、晤談、數學日誌、教學逐字稿、會議逐字稿、學生解題類型等。研究

結果發現包括教師從七個切入點設計臆測任務，並考量六個因素。在進行臆測

教學時，教師需要的知識包含數學臆測知識、數學邏輯知識、如判斷一個錯命

題的反駁例、一個錯誤命題修正後的正確命題為何？或在什麼條件下是、、臆

測活動融入數學教學可以幫助學生建立數學概念、釐清數學迷思概念、延拓學

生的數學概念、培養學生數學論證能力及演繹、類比推理能力。 

關鍵詞：教師專業發展、在職教師、數學臆測、數學論證、數學推理 

Abstract 

The study aimed in developing a teacher professional program that was designed to 

support in-service teachers to improve students’ argumentation of proving and 

conjecturing. Six teachers involved in the study. Two of them have been graduated 

and the rest of them were studying in master program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The 

teachers were supported by seven learning strategies when they were engaging in 

conjecturing teaching. The data collected for the study consisted of pre- and post-test, 

interview, mathematical journals, video- and audio-tapes, students’ worksheets. The 

finding of the study included six concerns and seven considerations when they 

designed the tasks for conjecturing. The knowledge required in imple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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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jecturing teaching included logic knowledge, knowledge of refuting a false 

statement and revising a false stat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engaging the 

conjecturing activities were a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thematical 

argumentation and deductive and analogy reasoning.  

 

Keyword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service teachers, mathematics 

conjecturing, mathematical argumentatio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主持人過去十二年的研究焦點是增進教師的學生認知，協助的主要對象是教

師的學習，而學生的學習是附屬在教師有關學生認知知識之中。然而，若教師與

學生的主客體角色對調，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研究，諸如：「學生如何學習」、「教

師如何協助學生學習」、「師資培育者如何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都是值得探究

的相關議題。三者的目標相同，都是在促進學生的學習，但是這三種的意涵不同。

「學生如何學習」是數學學習相關議題之研究，「教師如何協助學生學習」和「師

資培育者如何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是教師專業發展相關議題之研究。「教師

如何協助學生學習」和「師資培育者如何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兩者的差別

是前者不一定有師資培育者介入，由教師主動地尋求方法協助學生學習，所以可

歸屬於教師的行動研究，但這個研究議題需要有教師的主動性及需求性，除非有

師資培育者協助或教師需要完成其碩士論文的迫切需求，否則，不易執行。但這

個研究議題對數學教育很重要，因此需要師資培育者來協助教師，讓學生能有效

的學習，因此「師資培育者如何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的研究議題更顯得重要。 

「師資培育者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的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涉及三種

層級對象：師資培育者、教師、學生；（二）以教師幫助學生學習取代教師學習，

因為近幾年來，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在國際數學教育研究的轉變趨勢，逐漸轉

向將學生的學習列入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活動中，不再單純研究教師本身（Sullivan, 

Clarke, Clarke, O’Shea, 2009；Stylianides& Ball, 2008）。 

本研究是以協助教師「發展學生數學臆測及數學論證能力」需要的專業知

識為研究目標。數學臆測與論證是參與研究教師們認為是學生需要的高層次思

維能力，因為數學臆測是啟動數學論證活動發生的原動力，數學臆測發生，學

生的數學論證才可能產生。本研究的主張是：教師若要發展學生的數學臆測及

論證，要先瞭解數學臆測的意義及數學論證的內涵。教師有了數學臆測的概念

及瞭解學生的數學臆測思維之後，才有可能在教師將數學臆測融入數學教學

中。 

當教師要發展學生數學臆測及數學論證之前，必須先瞭解數學臆測的意義

及數學論證的內涵，所以本研究第一階段的目標是幫助教師發展有關「數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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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的意義及數學論證的內涵」相關的專業知識，這些專業知識包含的向度包括：

教師之數學臆測的意義及數學論證的相關知識（MK）、教師之有關學生臆測及

數學論證認知知識（SK）。第二階段的目標是幫助教師發展以能誘發學生數學論

證的臆測任務設計，並進一步融入臆測活動於數學課堂教學中，亦即發展教師

之臆測教學知識（PCK）。由於這三種知識相互關連，是本研究三年要達成總目

標，故非列為逐年的年度目標。逐年的年度目標分別為：第一年：尋求策略（除

了閱讀文獻及邀請相關主題教授密集性演講之外，讓教師親身體驗數學臆測活

動）來發展教師的數學臆測知識；尋求策略（讓教師分析學生在臆測任務的表

現）來瞭解學生的數學臆測思維歷程。第二年的研究目標為初探教師將數學臆

測融入數學教材中，可能設計的任務類型，並在數學課堂中執行的狀況，及學

生可能展現的數學思維類型，以發展教師之有關學生臆測及數學論證知識。第

三年研究目標為除了鼓勵教師嘗試發展更多的不同臆測任務類型之外，分析教

師將數學臆測融入教學中需要協助的關鍵點，師資培育者幫助教師協助學生發

展數學臆測及數學論證的策略與方法及其成效。 

依據 Stylianides 和 Ball (2008)提出論證包含的三個元素：一組敘述、論證

的方法（演繹法、數學歸納法、舉反例等）、及論證的表徵。依據 Stylianides 和 Ball

從數學本質觀點和學生學習觀點對數學證明的意義提出不同的要求：若從數學本

質觀點，他們認為數學敘述是真確的（true），數學的嚴密證明所採用的論證方

法必須是有效的(valid)、數學論證表徵是適當的（appropriate）；若從學生學

習觀點，他們認為數學敘述是可接受的（accepted），數學論證是社群下的論證

方法是可接受的，數學論證表徵是可親近的（accessible）所以採用比較寬鬆的

標準來詮釋數學證明。這兩種觀點的共同點為：論證方法是證明的組成元素之

一。 

有關學生的論證，本研究採取從學生的觀點來認定數學論證，否則，對國小

學生數學知識不夠完整健全，永遠無法認定學生的論述是一種證明。這樣的研究

主張，也可以透過 Balacheff(1988)提出四個證明階層(The hierarchy of proof 

levels)來支持。Balacheff 的四個階層分別為層次 1：原始試驗(Naive 

empiricism)；層次 2：重要實驗(The crucial experiment)；層次 3：通用例(The 

generic example)；層次 4：思考實驗(The thought experiment)。層次 1學生

可以在幾個例子的實證後，去論述和說服他人此臆測為真的能力；層次 2的學生

能用特殊或極端的例子來描述結論，也就是將層次 1所形成的一般化進行檢驗；

層次 3藉著處理所有相似概念表徵的概念去展示其真實性。層次 4為課程推論命

題的摘要，此時證明需弄清概念的性質，而不僅是概念操作的結果。例如：論證

「若一個數每位數字和是 9的倍數，則這個數是 9是的倍數」，在層次 1 的學生

論證方式的特徵是利用幾個有限例子試驗看看，如，1987的四個數字和是 1＋9

＋8＋7＝25，這個數不能被 9整除。2007的四個數字和是 2＋0＋0＋7＝9，可以

被 9整除，所以這個數是 9的倍數。在層次 2的學生論證方式的特徵是利用特殊

或極端的例子試驗，如 200000000007，結果是如此。在層次 3的學生論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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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是利用通例來說明，如 1987＝1×1000＋9×100＋8×10＋7×1＝1×（999＋1）

＋9×（99＋1）＋8×（9＋1）＋7×1＝1×999＋9×99＋8×9＋（1＋9＋8＋7）只要這

個數的所有數字和（1＋9＋8＋7）能被 9整除，該數就是 9的倍數。在層次 4

的學生論證方式的特徵是利用代數式來證明，如 abcd＝a×1000＋b×100＋c×10＋

d×1＝a×（999＋1）＋b×（99＋1）＋c×（9＋1）＋d×1＝a×999＋b×99＋c×9＋（a

＋b＋c＋d）只要這個數的所有數字和（a＋b＋c＋d）能被 9整除，該數就是 9

的倍數。 

貳、研究方法 

一、參與研究教師 

除了協助教師幫助學生建立數學知識之外，本研究在於協助教師發展學生

的數學臆測及數學論證能力，但因為發展學生的數學臆測及數學論證能力，必

須融入數學不同題材之教學中進行，且又是高層次的數學思維能力，因此教師

本身要對某數學主題具備相當的數學教學專業知識，才有能力主動性地發展學

生的數學臆測及數學論證；因此在徵求參與研究教師時特別考量是否曾經參與

主持人過去主持的研究計畫，再者，能幫助研究生找到研究主題也是本研究徵

求參與教師的重要考量之一，所以徵求參與研究教師從兩個群集中立意選取：（1）

過去參與主持人研究的在職教師；（2）99-100 學年度在本所進修期間的在職碩

士生。 

參與本研究的六位教師中，菁菁老師連續參與主持人的研究計畫 15 年，願

意嘗試創新的想法，是本研究的靈魂人物；參與本研究計畫的三年曾經擔任六

年級、三年級、五年級導師。曲曲老師間斷參與主持人的研究計畫 6 年，參與

本研究計畫的三年曾經擔任五年級、六年級、三年級導師。文文老師連續參與

主持人的研究計畫 3 年，參與本研究計畫的三年曾經擔任六年級、三年級、五

年級導師。君君老師連續參與主持人的研究計畫 3 年，參與本研究計畫的三年

曾經擔任六年級、五年級、六年級導師。嚕嚕老師主要參與主持人的研究計畫 2

年，儲備半年，是教學組長，數學課是和一位導師換來的，這兩年是擔任該班

五年級和六年級的數學課老師。芬芬老師主要參與主持人的研究計畫 1 年，儲

備半年。這些老師中，除了菁菁老師和文文老師利用參與研究計畫機會已完成

碩士論文，其餘四位教師都是 99-100 學年度正在進修的在職教師碩士生，主持

人期望他們能利用參與研究計畫的機會，找到合適的研究主題完成他們的碩士

論文。 

二、支持教師透過臆測以發展學生論證及推理能力的策略 

本研究透過七種策略來協助教師瞭解數學臆測相關的專業知識。這些支持

教師發展學生的數學臆測及推理能力，不是一開始就浮現在研究者的腦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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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每使用一種策略遇到問題或瓶頸時，才又發展出另一種策略來。這七種策略

主要是：（1）邀請數學臆測的教授來演講；（2）閱讀數學臆測的相關文獻；（3）

教師親身體驗數學臆測活動；（4）最開始先觀察本研究計畫群之外被譽為具有

數學推理規範教學的教師之課堂教學，以協助參與研究教師能初步掌握學生論

證的樣貌；（5）每位教師必須先分析教科書以提出融入數學臆測活動的教材內

容，並設計可能的數學臆測任務，進行臆測教學；（6）同儕教學觀察及專業對

話；及（7）分析學生的論證思維。第（1）（2）（3）種策略主要是用來發展教

師的數學臆測知識；第（2）（4）（5）（6）種策略主要是用來發展教師的數學臆

測任務設計與臆測教學知識；第（2）（7）種策略主要是用來發展教師之有關學

生數學臆測思維歷程與論證歷程知識。其中，經常性使用的策略為第（2）（5）

（6）（7）策略。有關臆測的研究文獻閱讀，我將其分類為四：（一）學生的數

學臆測思維  （二）職前教師或在職教師的數學臆測思維  （三）教師有關學

生的數學臆測思維之認知 （四）教室中展現的學生數學思維臆測特徵。 

然而，因為進行觀察教師設計的臆測任務實施於教學中產生了一個問題：

學生只在進行解題，沒有臆測活動發生，教師設計的任務無法引動出學生的論

證；此問題反應出兩個待修正的策略：一是教學觀察只進行一節課時間太短，

無法觀察到從教學者給臆測歷程到誘發出學生的論證完整歷程；二是教學者設

計的任務需要在教學前得到研究團隊人員檢視並修正。因此，第（5）至第（7）

種策略由原來的教材分析教學者設計任務實施臆測教學專業對話時（含分

析學生解題），調整為教材分析教學者設計任務研究團隊人員共同檢視並修

正任務實施臆測教學專業對話（含分析學生論證歷程）。同時，將每位教師

每次課堂教學觀察的時間由原先的一節課增加為連續的兩節課。 

三、蒐集資料的方法 

本研究蒐集資料的方法多元： 

1. 為了解教師數學臆測知識，在研究一開始時舉行教師晤談，晤談題目包括：

何謂數學臆測？何謂論證或推理？您實施臆測教學可能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2. 為了解支持策略是否有效，瞭解教師數學臆測知識有何提升：在每年期末結

束時舉行教師晤談，晤談題目包括：如何從教學中看到學生是否有進行數學

臆測？您認為您的教學有把數學臆測融入嗎？從進行的教學觀察中，請您舉

出您認為最有讓學生進行數學臆測的一節課？學生所展現的論證內含有哪些？

為什麼您這樣認為？ 

3. 為了瞭解設計的任務之可行性及數學臆測教學樣貌和內涵：每年 15 次的教學

觀察影片及 15次的教學觀察逐字稿是主要的資料類型。 

4. 為了增進教師設計臆測任務知識及洞悉數學臆測教學內涵並瞭解其進步情形：

每年 15次的教材分析和臆測教學教案設計原案及每年 30次的專業對話逐字

稿是主要的資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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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了瞭解支持策略的可行性及促進教師的反思能力：每年每位老師的數學日

誌共 15則是主要的資料類型。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結果從幾個層面來描述： 

（一）教師所認知的數學臆測涵意；（二）教師依據教材內容所設計的數學臆測任

務；1.任務設計的考量因素、2.臆測任務設計的切入點（三）學生的論證及推

理情形。 

（一） 教師所認知的數學臆測意義 

1. 在研究初期，教師認為的數學臆測意義分為：第一類是從臆測任務類型來說

明其意義，例如，曉曉老師說：「一個臆測任務的特徵在於命題的設計為給予學

生幾個例子後，再陳述一般化的命題，其中的類型包含「未知的結果」與「辨別

命題的真偽」。第二類是端看任務的本質是否能提供機會讓學生在解題時形成「猜

測」、「檢驗」、「反駁」、和「相信」這樣的循環模式。 

第三類是嘗試與解題作區分，任務本身有無臆測的需求，來凸顯數學臆測的

意義。例如，菁菁老師的說法為：「我對臆測問題初步的看法是可以分成「猜測

未知結果」和「猜測命題的對錯」兩類，與過去教學以解題為導向的設計，最大

的差別在於有沒有讓學生先猜並說明猜測的原因。不過不能單從從布題的問法來

分辨臆測或是解題，這只做到形式上的臆測，並沒有去思考問題本身有無臆測的

需求。」雲雲老師說：「解題和臆測題最大的不同應該是：從題目給的資訊解題

者直接可以進行解題，並且相信自己的解題一定會成功的情況就不必進行臆測，

臆測需要幾個相似的假設，以證明自己的想法是對的。」曲曲老師說：「解題和

臆測題另一個不同應該是：解題者無法判斷題目給的資訊中哪些是有效資訊，哪

些是無效資訊，需要一一進行假設與驗證臆測，在假設與驗證的遞迴過程中得到

新的概念或澄清已有的概念。』解題和臆測題的不同為解題是學生可根據題目給

予的已知條件，求出題目的解。臆測是學生在解決數學問題時，若能產生臆測循

環模式，則該題目可視為「臆測問題」。 

2. 在研究後期，教師所認知的數學臆測意義能從臆測的本質來下定義，如菁菁

老師說：「臆測是一個歷程，其實臆測是在說數學，學生說出他所發現的數學，

就像數學家他們發現數學一樣，他們必須要把它們能夠去描述出一個命題，而不

是只有一個答案，學生是嘗試去論證。」曉曉老師說：「數學臆測的內涵是讓學

生先觀察，透過觀察，提出自己的發現，再藉由分組討論共同形成一個猜想並證

明之，最後形成一般化的敘述，是「預測未知的結果」的類型。」雲雲老師說：

「在臆測活動中，學生至少要對命題提出檢驗；若學生能對臆測任務提出自己的

猜測，為了說服別人相信自己的猜測是對的，對任務進行檢驗，也是臆測活動中

重要的內涵。」均均老師說：「學生在臆測活動中，透過觀察找到關係，形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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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經過驗證，自己建構了數學概念，不但學到了數學識，同時也學到了「做數

學」的精神與方法。」曲曲老師說：「臆測最重要的是說學生要能夠形成一個命

題的敘述，以前我們比較沒有感覺，可是後來抓到一個就是說，如果我們把一個

命題的敘述當作是臆測的中心的話，那我們進行的教學就會變成說，當學生發現

關係，那你要把那個關係描述下來，就試著推到一般化，這個時候就開始有臆測

的感覺。」 

 從曉曉老師在期末成果發表會的 PPT中，更從反駁錯誤命題的任務類型中，

來詮釋數學臆測的意義。當她給學生任務：「小庭說：「任意的兩個圖形，如果其

中一個圖形的面積比較大，它的周長就比較長。」你同意這句話嗎？為什麼？」

他認為學生必須造例子觀察然後提出猜想：若同意的學生，將會舉出面積大，周

長也較長的例子。若不同意的學生，將會舉出反例來反駁原命題。在舉例子的過

程中就有學生的論證發生，最後，兩類的學生都會因為「反例」而改變原來的猜

想。最後修改原命題：「任意的兩個圖形，如果其中一個圖形的面積比較大，它

的周長不一定比較長。」全班學生因而獲得這個結論。在它的 PPT上描述著：數

學臆測就是：「老師給予學生一個命題，學生必須針對此命題進行猜想，並以面

積和周長的概念作圖，尋找例子來論證此命題是否正確，以檢驗自己是否反駁或

驗證了原猜想，藉此釐清周長與面積的關係。」 

（二） 教師依據教材內容所設計的數學臆測任務的考量 

1. 臆測任務設計時考量的因素： 

（1） 是否給予有限例說明，若提供有限例作說明將會影響學生的判斷。 

（2） 有限例是由教師提供或是由學生自己造例子，會影響學生的判斷：例如，

長方形角落減掉小正方形。如由學生自己操作造例子和若由老師提供剪好

的各種例子由學生觀察，學生學習的結果會有所不同。 

（3） 判斷錯誤命題的任務是判斷真命題或偽命題。反駁錯誤命題比驗證真命題

容易，因為只要舉出一個反例，就是證明了。但真命題的證明，國小學生

的數學概念不足，阻礙了證明的可能性。 

（4） 錯誤命題的反駁例類型是多種或單一類型：圖形面積越大與周長越長的類

型是多元，分數大小比較的反駁例是單一。大部分的反駁例是單一類型，

但也可以發現反駁例的多元類型。 

（5） 臆測命題本身引出學生論證的方式是單一或多元：通常論證的方式可以多

元，諸如，對頂角相等的論證方式可以用演繹推理或測量方法。例如：當

天平平衡時兩邊分別兩個南瓜和三個高麗菜時：問學生：「小明說：一個

南瓜的重量比一個高麗菜重。你同意小明的說法嗎？」這個任務本身就提

供了學生至少三種推理方式：1. 先各拿走一棵高麗菜和南瓜去稱，若垂

下的一邊者，則表示該邊拿走一棵比較輕：2.拿走一棵高麗菜。則兩邊都

各裝兩顆的高麗菜和南瓜，則裝高麗菜的這一邊會翹起來。代表一棵高麗

菜比一棵南瓜輕。3.加入一棵南瓜，所以兩邊各裝有三顆南瓜和三顆高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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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裝三顆南瓜的一邊比較重，所以一棵南瓜比一棵高麗菜重。 

（6） 臆測未知結果任務類型，其命題是唯一或非唯一：例如：任務：「同樂會

時，小武的媽媽準備了一桶檸檬紅茶，用紙杯倒了 35杯；小杉的媽媽準

備了一桶茉香綠茶，用塑膠杯倒了 32杯。請你說說看哪一位媽媽準備的

飲料比較多？怎麼證明你的說法是對的？」這個臆測任務的答案不唯一有

三種情形：如果紙杯大，小武媽媽準備較多. 2.如果紙杯和塑膠杯一樣，

小武媽媽準備較多. 3.如果紙杯比塑膠杯小，不一定。例如：一個長方形

剪出一個小正方形，學生所發現的關係是可以多元，如剪在角落時周長不

變、剪在邊上周長變長，剪在內部周長變長。 

 

2. 從老師所設計的臆測任務，設計的切入點分為： 

依據教師從實踐中發現，設計臆測任務可以從七個切入點： 

（1） 從學生的迷思概念出發，教師給定偽命題。這種切入點在本研究團隊教師

初始階段最經常使用的切入點，也這是多數教師可以設計出的臆測任務類型。這

個切入點曾在文獻中提及。 

（2）從解決學生的學習困難著手：如均均老師為了解決學生在五年級的不規則

立體圖形的表面積求算，因此設計類比任務讓學生從平面圖形剪在角落的周長不

變，類比到缺角落的立體圖形其表面積不變。 

（3） 從學生在前測中提供的解題策略，教師給定真命題。這個切入點在文獻中

不曾提及。例如學生在前測中有不同的策略找出等值分數，教師可以直接將這些

策略變成是臆測任務，如菁菁老師設計四年級的等值分數臆測任務如下： 

1.東東說：我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只要是分母比分子多 2的分數都會跟
3

1
一樣大。 

2. 小凱也說：不必這麼麻煩，只要將分母除以分子得到 3的分數都可以。 

3. 阿冠說：找等值分數時不用這麼麻煩一個一個畫圖，只要「答案

的分母只要是原本分數分母的倍數都是答案，分母乘以幾倍，分子就

要乘以幾倍」。 

4.小秉提出課本上的說法反駁阿冠的說法，你覺得小秉反駁的理由是什麼？ 

5.小葳說：只要將分母、分子加上相同的數所形成的分數都會相等，所以小葳認為可以將任意

的分數，只要將分母、分子加上相同的數，便能找到等值分數，你同意小葳的想法嗎？ 

請問你覺得可以用阿冠的方法來找出每個分數的等值分數嗎？為什麼？  

（4）從文獻中的數學概念為起點：例如，菁菁老師因為從文獻中讀到 Battista

將學生點數的認知程度分成了七個層次，藉由學生的回應，可以了解到學生點數

能力的發展究竟有沒有達到可以進行本次教學活動的能力，如學生還沒有達到第

六層次，那麼體積的公式對學生將會是毫無意義，必須要再多提供具體物操作的

經驗，以及學生建構空間架構的能力，培養學生的點數認知能力，等學生的能力

被提升到層次六時，進行體積公式的認識才是有意義的。菁菁老師設計的臆測任

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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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老師給你一張畫有黑線的方格紙，上面的每個格子都跟個白色積木的面一樣大。 

（1）沿著黑線剪開，是不是也可以折成一個盒子裝積木？ 

（2）如果不剪開，要怎麼算出盒子裡面可以裝進多少白色積木呢？把你的想法寫下來。 

（3）你覺得白色積木個數和右圖的格子數有什麼關係？ 

 算出黑線內有幾個格子就表示可以裝幾個白色積木？請問你同意這個關係嗎？為什麼？ 

 用越大張的紙做出來的盒子可以裝越多的白色積木，請問你同意這個說法 

 

（5）以「教師對數學知識的經驗」為起點：教師可以從已知的數學事實為起點，

將這些數學知識以「類比」的方式形成臆測任務，例如：煙煙老師依據曉曉老師

設計的三年級面積越大周長越長的錯誤命題，類比到五年級體積越大的圖形其表

面積越大的錯誤命題。這種切入點是本研究團隊教師初始階段經常使用。這個切

入點曾在文獻中提及。 

（6）以課本出現僅以單一例歸納數學性質來切入（如相交的兩直線會形成對頂

角相等、如長方形的面積與周長的關係，如何將長方形剪掉一個小正方形，讓周

長變長、變短、一樣）：這個切入點在文獻中不曾提及，也是目前教師覺得最合

適又較容易切入的點。 

（7）以引動學生的推理或論證為目標來切入：這種設計屬於倒果為因的設計切

入點，例如要設計發展學生的演繹推理，所以將任務設計具有這樣的需求，例如：

對頂角相等的任務及各種四邊形沿著一條對角線剪開，形成的三角形形狀之臆測

任務都是為了以發展學生的演繹推理來設計任務。 

（三）教師融入臆測於數學教學之教學實踐 

每位教師每個學期都要依據教材內容將數學臆測活動融入數學教學中，教師

的數學臆測教學知識及看法，分別從教學觀察、每週專業對話討論會、及晤談資

料獲得。 

1. 教師對數學臆測教學看法 

從研究後期訪談資料得知，教師在數學臆測融入教學的活動中，所遇到的困

難可以分成兩四類：第一種是我們初入數學臆測這塊領域時所遇到的問題。第二

種是要如何將臆測任務設計得更完整。就第一種問題來說，第一年團隊的老師們

開始著手設計臆測任務最大的問題就是「哪些單元可以進行臆測？」及「要如何

設計臆測活動？」。剛開始，因為不熟悉，所以大家都從簡單的開始做起，也就

是將「辨別命題真偽」的類型放入教學中，這樣的方式持續一年，慢慢的，教師

越來越熟悉這樣的類型，甚至之後看到每一個單元，便能很敏銳地將該單元內所

要傳達的數學概念轉變成「辨別命題真偽」的題型，讓學生進行證明。因此，第

一種問題，隨著對數學臆測的熟悉感，慢慢地消除心中的疑慮。 

至於第二種問題，在第一年研究教師們認為「辨別命題真偽」的類型對國小

學生比較容易，學生只要提出一個反例，就反駁原命題，證明活動就結束了，因

此，在第二年，我們提高了命題的層次，也就是用「預測未知的結果」來進行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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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活動。而教師覺得這個部分最大的困難就是要如何設計完整、周全的教學活動。

以曉曉老師的「四邊形對角線」教學來說，如果是以「辨別命題真偽」來設計，

就變得非常簡單，然而，如果只是這樣，學生的能力就沒辦法提昇。因此，曉曉

老師嘗試用「預測未知的結果」來設計這個部分的教學，但是，即使曉曉老師很

努力地思考，當天在教學時，仍有不足的地方，透過團隊老師們在教學完畢後，

給一些建議來修正教學內容，曉曉老師才更清楚教學順序要如何安排。所以，現

階段第二個問題，對多數教師仍是一極大的挑戰。 

至於第三種問題是若教師對教材不熟，則很難設計出臆測任務，是參與研究

教師資歷不深所面臨的挑戰。芬芬老師提到：若依目前的教材教學，勢必使用傳

統的教學方式，所以得要有能力修改布題方式與布題內容，才有可能以臆測任務

融入教學。若不是因為教授的指導，團隊老師的支援，就很難以臆測任務融入教

學中。若以林福來老師所提出設計臆測任務的三種進路，或是 Canada學者提出

的五種方法，芬芬老師認為自己沒辦法對所任教的所有單元都設計臆測任務，過

去的教學經驗，對學生的迷思概念，教材的脈絡，學生的先備知識並沒有很深入

的研究，而且設計出來的任務也僅止於辨別命題真偽的題型或還不能算是臆測任

務呢！因此，想要進行臆測任務融入教學中，還必須要有設計教材的能力，這是

芬芬老師還必須再努力的部份。 

教師所面臨的第四類問題是在臆測任務的設計中，有些教師往往困擾的是到

底有限例子的說明，是由教師給定或學生自己造例，既要想開放一點由學生造例，

看見多元的解題策略，推理臆測過程，可是又擔心太開放，增加臆測活動收尾的

困難，甚至因為太開放了，學生策略是增加了，但有可能因為太多解題策略，而

干擾學生最後的結論，無法達到我們要的論述結果。而且教學進度的問題還是要

考慮的。 

2.教師的數學臆測教學知識 

（1）教師缺乏有關數學邏輯知識而影響臆測教學的實踐 

剛開始教師在實施臆測教學時，關注焦點包含：（a）尋求瞭解數學臆測任務的樣

貌而非關注於其本質：例如，教師在看完教學時經常會提問：「這是不是一個臆

測任務？」我不從任務本身來回答此問題，而是依據是否讓學生有需要證明、反

駁、論證的需求來回答。（b）關注數學概念正確與否，而非論證教學概念：在職

教師對於論證教學要掌握的細節並未清楚，教師可能僅在乎數學概念的正確與否，

但未注意到這個論證的教學概念。諸如：對於「分數比大小，只要兩個分數的分

子和分母相差 1，那麼，分母分子都大的這個分數就比較大」教師不確定這個命

題恆為真或假。曲曲老師又問：這裡的差 1是對同一個分數的分子和分母比較還

是相鄰的兩個分母相差 1和相鄰的兩個分母相差 1比較。有多位老師，仍然沒有

保握回答這命題的真假。（c）關注「若先反駁錯誤命題再修正為正確命題」是否

會影響學生的證明素養：當數學臆測教學在均均老師教學之後，老師提問：由學

生先解題再觀察之間關係提出命題，再經過反駁，修正原命題，最後達到正確的

命題，是否讓學生誤以為幾個特殊例歸納出來的結論就是一個命題的證明，這樣



林碧珍  師資培育者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數學的教師專業發展研究 

 

439 

是否會影響學生的證明素養？（d）無法確信正確的反駁例：當老師們面對學生

舉出反駁這個命題「任意的兩個圖形，如果其中一個圖形的面積比較大，它的周

長就比較大。您同意這句話嗎？為什麼？」的例子時，學生找出的例子是下面四

種情形 1.面積小周長大 2.面積小周長同 3.面積相同但周長大 4.面積相同但

或周長小。有些教師認為他們都是反駁例，但有些教師認為因為這些例子都不滿

足原命題的前題，所以都不是反駁例。（e）不瞭解 what if not作為臆測任務的

切入的真正意義：例如，煙煙老師利用設計數學臆測任務的切入點：從 what if 

not，任務設計如下： 

如果再計算分數÷分數時，不是將除數的分子與分母顛倒，而是將被除數分子

與分母點倒後與除數相乘，這時後面的式子代表什麼意義？ 

what if not應是指當條件不同時，會發生什麼不同的結果，而不是讓結果不正

確。當時煙煙老師所提的第三個任務是錯誤的算式導致錯誤的結果。由此可見煙

煙老師仍不清楚 what if not 作為臆測任務的切入的真正意義。(f)教學概念的

誤解：從教學觀察中看到教師誤解異分母分數除法的教學重點不在通分而在化為

同分母分數的除法。嚕嚕老師的認知認為異分母分數的除法也和異分母分數的加

減一樣，重點是在通分。但其實異分母分數的除法教學重點不再通分，而是回到

學生的舊經驗化為同分母分數的除法。 

（2）教師在進行錯誤命題的臆測教學時，需要協助學生建立單一反駁例足以證

明錯誤命題 

學生在過去養成的數學解題習慣是盡量提供多元解法，同樣地，在初期階段，

當老師要學生舉出反駁例時，學生也習慣盡量舉出多個反駁例，但從數學角度只

要一個反駁例就足以推翻錯誤命題。因此老師需要幫學生重新建立反駁例只要一

個即可。這是教師在進行臆測教學的初期時所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建議教師可以

從生活中的例子著手，例如「班上全部都是女生」，在什麼情況之下可以讓這個

班上不全完女生，答案是只要有一個男生，就可以反駁「班上全部都是女生」。 

另外，曉曉老師的教學影片，可以看出教師如何協助三年級學生推翻「學生

堅信原命題是對的，當舉到反例時，卻反而認為自己舉錯例子。」的教學，雖然

老師的教學處理有點卡卡的，但這兒可以看出教師協助學生建立提出反例的概念。

若要更清楚教學內容可以重看 100年 12月 19日（整數除法）的教學影片。 

（3）教師在進行錯誤命題的修正時，不確定正確命題的答案為何 

煙煙老師在下學期時，除了讓學生判斷一個命題的對錯之外，更進一步讓學

生提出修正的命題。原命題為：「任意兩個體積相同的長方體，它們的表面積就

一定也相同。「你的看法如何？」請說明理由。」有些老師認為修正命題「任意

兩個體積相同的長方體，它們的表面積一定相同。」的正確命題應為「任意兩個

體積相同的長方體，它們的表面積一定不相同。」或「任意兩個體積相同的長方

體，它們的表面積不一定相同。」成為是專業對話的重要議題。教師討論的結果

是「任意兩個體積相同的長方體，它們的表面積一定相同。」的正確命題應為「任

意兩個體積相同的長方體，它們的表面積一定不相同。」但若是「任意兩個體積



林碧珍  師資培育者幫助教師協助學生學習數學的教師專業發展研究 

 

440 

相同的立體圖形，它們的表面積不一定相同。」 

 (4) 教師在進行錯誤命題的修正時，教師還需要接受下一步的協助：在什麼

條件下或假如不是這樣。。。 

 雖然在團體討論會中我們提出了不同類型的反駁，但是下一步老師要學習的

是如何幫助學生區別反駁例的共同特性與正例的共同特性，如在圖二中學生活動

欄中的 5和 6。例如：曉曉老師在面積與周長關係的臆測教學這節課還可處理更

多的概念：大部分同學都畫出不規則形狀，若是長方形呢？例如從 12號的解題

可以進一步討論若將原問題改為在依個長方形中會不會成立？或幫學生結論出

找出反例的方式有很多種，不一定只有一種，但我們只要找到一個反例即可。 

（5）教師融入臆測教學設計的目的 

a. 為了釐清學生的迷思概念： 

經過第一年研究上學期期末和每位教師個別晤談後，他們都認為臆測活動教

學能提升學生的證明能力，但是他們都希望能將臆測活動融入在每日的教學活動

中，而不是為臆測而臆測。看了曉曉老師的教學，是為了釐清周長與面積的混淆，

同時讓學生運用周長與面積概念來驗證：「任意的兩個圖形，如果其中一個圖形

的面積比較大，它的周長就比較大。您同意這句話嗎？為什麼？請您在平方公分

板上找例子」是一個能釐清學生混淆周長與面積概念的很棒的活動，因為學生在

舉例子時都需要運用面積和周長的兩個概念。團隊教師以往以錯誤命題為起點，

都是先給一兩個正例，再提出錯誤命題，但今天曉曉老師所給的錯誤命題則與以

往大不相同，直接提出錯誤命題，由學生進行臆測。這樣的任務設計正符合上圖

二的模式。 

b. 為了解決學生的學習困難： 

 均均老師在五年級不規則立體圖形的表面積教學，瞭解學生的困難，他為了

這屆的學生不要再發生之前的學生所遇到求算不規則立體圖形的表面積的困難，

因此他先以平面圖形缺角落的平面圖形類比到不規則立體圖形的表面積求算問

題，因而將臆測活動融入數學教學中。 

C.為了提升學生的類比推理能力 

 教師所設計的任務類型中，以發展學生的類比能力的臆測任務較少出現，團，

隊中均均老師致力於這種類型的任務，因為這是他要完成的碩士論文主題，在不

規則圖形表面積的任務就是其中的例子，另外，菁菁老師在設計乘除互逆時也是

以類比方式在合理化乘除互逆的算式記錄，這是類比的例子。 

d.為了發展學生的演繹推理能力 

 在研究進行到第二年時，教師致力於設計臆測任務以發展學生的演繹推理能

力，例如，菁菁老師設計的對頂角相等的任務及曉曉老師設計的四邊形沿著一對

角線剪開所形成的三角形形狀的任務都是為了發展學生的演繹推理能力。此時的

臆測任務朝向以臆測未知結果的任務類型為主。學生所展現的的臆測歷程為:（1）

透過小組的方式，提供了讓學生從有限例（四個學生給的例子）歸納來提出猜想

的機會，不會犯了我們擔心只從舉出有限例（四個例子）就相信它之不完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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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最後，學生有機會使用操作性證明或演繹推理的證明方式，來相信對頂角

相等。（2）教學方式若採用先個別解題、再小組討論有機會展現出學生的臆測歷

程：先提出猜想、反駁、再提出猜想、演繹推理的證明，而相信「任意相交的兩

直線，所形成的對頂角相等的事實」。  

（6）臆測教學能幫助學生建立一叢相關的數學概念，而非單一片段的數學概念，

並能幫助學生連結過去的數學知識 

課本一般只給一、二個例子就宣告數學性質，讓孩子學習，這樣的學習，讓

孩子習得的是單一數學概念，造成孩子的數學學習是片段的，例如，課本提供一

個例子讓學生觀察，就得出一個結論，如面積越大，周長不一定越大。臆測活動

教學到的是一叢相關的數學知識而非片段單一的概念，並能與過去的數學知識進

行連結比較。諸如，長方形剪在角落的小長方形，其周長不會改變，剪在邊上其

周長變長。學生在三年級時學期面積一樣、周長不一定一樣，周長一樣，面積不

一定一樣。菁菁老師在課堂中，利用「當剪在角落時的周長一樣的新舊兩個圖形，

其面積變小了」幫學生連結舊經驗：「兩個圖形可能面積、形狀不同，但是周長

可能一樣。」或「面積變小，但是周長可能不變或是變長。」 

（四）學生展現的臆測及論證 

1. 學生直接用教師給的有限例做說明作為判斷的依據： 

當老師給一個判斷真偽的命題時，為了幫助學生瞭解所給敘述的意義，經

常會先給一、二個例子做說明，但是學生常會依據這些正例來做錯誤的判斷。

這是本研究在初期時看到的現象，但到後來教師設計命題時就不提供有限例由

學生直接造例子。 

另外，在實施臆測教學時，臆測任務本身的用語要精準，例如：「所有」的

全稱量詞，或「有些」，因為會影響命題判斷的結果，例如「所有分數比大小，

只要分子和分母同時都比另一個分數的分母和分子大，這個分數就比較大」為

真或假。因為有了『所有』兩個字，所以這敘述就不恆為真。 

2. 學生初期時用多個反例來反駁錯誤的命題： 

 學生在過去養成的數學解題習慣是盡量提供多元解法，同樣地，在初期

階段，當老師要學生舉出反駁例時，學生也習慣盡量舉出多個反駁例，但從數

學角度只要一個反駁例就足以推翻錯誤命題。這樣的現象與林福來（2007）所

提出的學生反駁的四個層次：舉單一例子作決策、舉很多例子作決策、舉明確

反例作反駁、明確反例＋說明（證明）。研究進行了一個學期，國小三到五年級

學生大都停留在舉單一例子作決策、舉很多例子作決策這兩個層次。但在周長

與面積關係的這個錯誤命題上，似乎看到有些學生能達到第四個層次。 

3.三年級學生錯誤地堅信原命題是對的，當舉到反例時，卻反而認為自己舉錯例

子： 

我觀察當曉曉老師給學生下面任務時，看到了三年級學生還不熟悉反駁錯誤

命題時，當學生認為堅信原命題是正確時，當造出反駁例時，非但不認為原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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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是錯誤的，反而嘗試再繼續找出其他例子用以符合錯誤命題。 

小美在計算除法的問題時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當他計算「46÷7=6…4」

或是「38÷6=6…2」時，他發現餘數會比被除數的個位數小，所以他就說「在

除法的算式中，所有的二位數÷一位數，餘數一定會比被除數的個位小。」您

同意小美的說法嗎？請寫出您的理由。 

如 12號：38÷6=6…2 

42÷8=5…2 

18÷5=3…3 

48÷7=6…6 

當被老師邀請上台時，立即說自己寫錯，想要改掉舉到的反例 42÷8=5…2，（因

為在觀察時，我詢問它是否滿足餘數比被除數的個位數小，他就想要修改答案）。

同樣地，也發生在另外一位學生身上。 

4、 五年級學生反駁命題的方法為若 P則 Q其否定命題為；若 Q則～P。 

在臆測教學過程中，學生要舉反例或修正的命題中，很可能又產生另外一個

新命題，例如煙煙老師在進行同分母分數大小比較的教學時，小毅為了要修正煙

煙老師的命題，而由提出了另一個新命題：「我發現他們有規律性，如果分子和

分母只差1的話，就可以」（此時煙煙老師不確定小利提出這個命題是真或是假）。

學生為了要努力反駁而找出反例：但是他們不知道只要找到一個反例就是完整的

證明。他們找出這題反例的方法是：滿足大小關係的分數，但是不一定分子和分

母都相差 1。也就是：學生認為：若分子和分母只差 1的話，則分數有大小關係，

其反例為：若分數有大小關係，則不一定分子和分母只差 1。（若 P則 Q 其否定

命題為 Q則～P） 

例證如下： 

S8:  8/10>3/5，但不滿足分子和分母都相差 1 

S6:  4/6>1/2，6/8>2/4，4/8>1/4但不滿足分子和分母都相差 1。（若 P則

Q與～Q則～P邏輯等值） 

S7:  2/2=3/3 他們的分和分母都差 1，但並沒有大小關係。此時小毅修正

自己的命題為如果分子和分母只差1的話這兩個分數是相等或大於的關係。 

S9: 99/100<98/99 ， 

從學生找反例過程中，看出學生對於異分母分數大小比較概念不清楚，但是煙煙

老師提到因為在該節課前，學生尚未學習異分母大小比較，由此可見學生若要能

論證成功，相關的數學概念必須具備，才可能有足夠的理由錯為論證的理由。學

生要能成功論證，相關的數學知識要具備，這個論證需要的先備數學概念是異分

母分數的大小比較」 

5、判斷錯誤命題的任務類型，學生造反例過程呈現出學生的數學推理歷程。 

煙煙老師班上有一組學生使用數學推理方法先排出依次為甲（快）＞丙＞丁

＞乙的順序，再固定時間都為 1，再變更時間相同但非 1，再利用比值變化出時

間都不同，距離也不同的四組數字來找出反例(如下圖本組學生用到數學推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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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找到各個數量都不同)。 

 

 

 

 

 

 

 

（五）結論 

從研究結果中，發現本研究得到的結論如下： 

（1）臆測啟動了數學探究活動：在均均老師設計的平面圖形面積和周長的

變化關係，以類比方式建立學生的不規則立體圖形的表面積求算，最後學生能

自己創造出數學問題繼續探究，例如：在 5×5×5 的立方體中如何拿走最多小方

塊，但仍能保持表面積一樣，學生保持高度的數學探究精神，解決他們自己創

造的數學題目。另外的例子是，學生在臆測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長方形，若

平分成兩個大小相同的小長方形，其周長和變為原來長方形的 1.5 倍，此時，

可以再追問：是任意長方形都成立？還是只有在當下這個長方形？或再追問：

若分成三個大小相同的小長方形，其周長和仍變為原來長方形的 1.5 倍嗎？若

不是，那會變成原來的幾倍？這樣的過程繼續下，數學探究因此發生。融入數

學臆測活動於教學中，似乎活化了老師的教學。 

（2）臆測活動可以檢視出學生先備知識的不足：煙煙老師的異分母分數大

小比較任務中，要判斷兩個異分母分數的大小比較時，學生企圖用圓形表徵圖

進行比較，但因為分母的數字過大，導致於學生表徵不成功，而誤判。這顯示

學生過去的表徵經驗不足，而且學生不會慎選使用長方形模式來表徵。 

（3）臆測活動不僅是發展學生的證明能力，而且同時釐清學生的概念混淆：

臆測活動不僅是培養學生的證明能力，而且具有幫助學生釐清面積與周長的混

淆之功能。 

（4） 數學臆測可以發展教材中的活動目標要學生學習的數學概念：如建

立周長和面積的變化關係；建立四邊形沿著對角線剪開後所形成的三角形形狀 

（5）數學臆測可以提前發展學生學習往後要學習的數學概念：如在探索各

種四邊形沿著對角線剪開後的三角形，提供了機會讓學生建立三角形的包含關

係；在探索一個分數如何產生更多的等值分數的臆測活動中，讓學生學習到乘

數是小數的小數乘法。 

（6）數學臆測活動提供學生建立策略性的能力。例如，如何在長方形的位

置上剪出一個周長不變的圖形，學生經過造例子、觀察、提出猜想、尋求更多

例子、猜想的一般化、驗證的歷程而得到結論：只要剪在角落位置，其周長不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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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數學臆測活動可以用來作為解決學生學習困難（複合圖形的表面積）

的教學活動。例如：均均老師提供類比任務讓五年級學生臆測未知結果，以解決

未來六年級將學習的立方體缺角落的表面積求算。 

(六) 計畫成果評估： 

與本研究相關內容的研究成果包括：發表研討會論文及期刊論文 7篇、指導

研究生碩士論文 8篇、每年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一篇（請參見出國報告書）、

論文舉辦期末成果發表會三場，每場參加教師約為 40人。研究成果如下： 

1. 本研究執行期間與本研究相關完成的論文 

Lin, P. J. , Lin, F. L., Tsai, W. H. (2013, submitted). A mathematics teacher educator’s 

learning under the context of researching on conjecturing.  

Lin, P. J. , Tsai, W. H. (2013). Enhancing pre-service teachers’ knowledge of students’ 

errors by using Researched-based cases. Proceedings of the 37
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vol.3, pp. 

273-280). July 28-August 2. Kiel University, Germany 

Lin, P. J. , Tsai, W. H. (2013). A task design for conjecturing in classroom contexts. 

Proceedings of the 22
nd

 of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CMI 22) Study, Theme: Task design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pp. 251-260). 

July 22-26.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Lin, P. J. , Tsai, W. H. (2013).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of teaching “axioms of 

equations” in elementary schoo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5

th 
Classroom Teaching 

Research for All Students Conference. June 22 – 25, 2013, Fuzhou, Fujian, China. 

Lin, P. J. , Tsai, W. H. (2012). Fifth graders’ mathematics proofs in classroom contexts. 

Proceedings of the 36
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vol.3, pp. 139-146). July 18-22. Wesley Girls High 

School, Taipei, Taiwan. 

Lin, P. J. (2012). The approaches of developing teachers’ expertise in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in Taiwan. Proceedings of the 36
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vol.1, pp. 131-134). July 

18-22. Wesley Girls High School, Taipei, Taiwan. 

Lin, P. J. , Tsai, W. H. (2012). Future teachers’ proof of universal and existential 

statemen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2
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athematical 

Education (ICME12). TSG 23. July 8–15, COEX, Seoul, Korea. 

Lin, P. J. (2012). Enhancing teachers’ knowledge of students learning by using 

research-based ca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92nd annual meeting confer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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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Teacher Educators (ATE). Feb. 10-15, San Antonia, Texas.  

Lin, P. J.（2010）. Research-based case discussion supporting teachers on the use of 

curriculum materials. Proceedings of the 34
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vol.4. 372. July 18-23. 

Federal University of Minas Gerais, Brazil. 

Lin, P.J.＆ Li, Y.P. (2009). Searching for good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at primary 

school level valued in Taiwan. ZDM-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41(3), 363-378. 

林碧珍、馮博凱（2013，審查中）。國小學生反駁錯誤命題的論證結構-以速率單

元為例。論文將發表於第 29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12 月 12-14 日。國立

彰化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 

林碧珍、周欣怡（2013，審查中）。國小學生臆測未知結果之論證結構:以四邊形

沿一對角線剪開為例。論文將發表於第 29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12 月

12-14 日。國立彰化師大科學教育研究所。 

林碧珍、鍾雅芳（2013）。六年級學生解決數字規律性問題的數學臆測思維歷程。

2013 年第五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數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p.100-110） (Proceeding of 2013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6 月 8～9 日。國立台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系。 

林碧珍、 林曉菁（2013）。國小列式子之教學探討。2013 年第五屆科技與數學

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數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pp.89-99） (Proceeding of 

2013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6 月 8～9 日。國立台中教

育大學數學教育系。 

許碧珊、林碧珍（2012）。一位國小資深教師在數學課堂中學習任務的實踐類型。

2012年第四屆科技與數學教育學術研討會暨數學教學工作坊論文集 

(Proceeding of 2012 The Fourth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Workshop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pp.1- 10). 10月 20～21

日。國立台中教育大學數學教育系。 

黃菊枝、林碧珍（2012）。透過數學教學案例討論對中年級教師小數教學任務之

影響。數學暨資訊教育精進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ICMIE2012）。7月 16～17日。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何曉雯、林碧珍（2012）。等量公理的教學研究。數學暨資訊教育精進國際研討

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Education,ICMIE2012）。7月 16～17日。國立台北教育大學數學暨資訊教育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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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欣怡、林碧珍（2011）。整數四則運算規約的教學研究。中華民國第 27 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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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ell known fuzzy measures, λ-measure and P-

measure, have only one formulaic solution. Two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s with infinitely many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by 

our previous works, called L-measure and δ-measure, but the 

former does not include the additive measure as the latter and 

the latter has not so many measure solutions as the former. Due 

to the above drawbacks, an improved fuzzy measure composed of 

L-measure and half of δ-measure, denoted L(δ)-measure, was 

proposed by our other previous work. In this paper, a further 

improved fuzzy measure composed of L-measure and the whole 

of δ-measure, called Type II L(δ)-measure is proposed. For 

evaluating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with the new  

fuzzy measure and other different ones, a real data experiment 

by using a 5-fold cross-validation mean square error (MSE) is 

conducted. The performances of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with fuzzy measure based on Type II L(δ)-measure, L(δ)-

measure, L-measure, δ-measure, λ-measure, and P-measure, 

respectively, a ridge regression model, and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re compared. Experiment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with respect to Type II 

L(δ)-measure outperforms others forecasting models. 

Keywords-Lambda-measure, P-measure, Delta-measure, 

composed fuzzy measure, Choquet integral.  

 

中文摘要 

眾所皆知的 λ-測度和 P-測度，均僅有唯一公式解。

Liu, et. al,（2008, 2009）為了改善此一限制，分別提出具

有無窮多解的 L-測度與 δ-測度，但 L-測度並不具可加性

測度，而 δ-測度之多值測度解比 L-測度之多值測度解少

很多。 

由於上述兩種測度各有優略，為了避除缺點，結合優

點，一個結合 L-測度與半個 Delta-測度之複合模糊測度模

式也被發表了（Liu, et. al., 2009）。本研究更上一層樓，

提出一個更改善的模糊測度，結合 L-測度與全部的 Delta-

測度，稱之為「型 II複合模糊測度模式」。 

 

關鍵字： 測度，P-測度，L-測度，δ-測度， L -模糊

測度，γ-支撐，Choquet模糊積分 

 

I.  INTRODUCTION  

When there are interactions among independent variables, 

traditional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do not perform 

well enough. The traditional improved methods exploited 

ridge regression models [1]. Recently,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7-13] based on some single or 

compounded fuzzy measures [2-5, 7-12] were used to improve 

this situation. The well-known fuzzy measures, λ-measure [2-

4] and P-measure [5] have only one formulaic solution of 

fuzzy measure, the former is not a closed form, and the latter 

is not sensitive enough. Two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s with 

infinitely many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by our previous 

works, called L-measure [8-9] and δ-measure [10], but L-

measure does not include the additive measure and δ-measure 

has not so many measure solutions as L-measure. Due to the 

above drawbacks, an improved fuzzy measure composed of L-

measure and the first half of δ-measure, denoted L -measure, 

was proposed by our other previous work [11] . 

In this paper, a further improved fuzzy measure composed 

of L-measure and the whole of δ-measure, called Type II L -

measure is proposed. . This new fuzzy measure is more 

sensitive than L -measure. For evaluating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with our proposed fuzzy measure 

and other different ones, a real data experiment by using a 5-

fold cross-validation mean square error (MSE) is conducted. 

The performances of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with 

fuzzy measure based Type II L -measure, L -measure, L-

measure, δ-measure, λ-measure, and P-measure, respectively, 

a ridge regression model, and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re compared.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wo well known 

univalent fuzzy measure, λ-measure [2] and P-measure [5], are 

introduced in section II; Our three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s, 

L-measure, δ-measure, and L -measure are introduced in 

section III; the new fuzzy measure, Type II L -measure is 

discussed in section IV, the fuzzy support, γ-support [7] is 

described in section V;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 

[6-8] based on fuzzy measures are described in section VI; 

experiment and result are described in section VII; and final 

section is for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s. 

 

II. FUZZY MEASURES 

The two well known fuzzy measures, the λ-measure 

proposed by Sugeno in 1974, and P-measure proposed by 

Zadah in 1978, are concisely introduced as follows.   

 

A. Axioms of Fuzzy Measures 

Definition 1 fuzzy measure [2-4] 

A fuzzy measure   on a finite set X is a set function 

 : 2 0,1X   satisfying the following axioms:  

 

   1)           0 , 1X     (Boundary conditions)        (1) 

2)         A B A B     (monotonicity)               (2) 

B. Singleton Measures 

Definition 2 singleton measur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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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ngleton measure of a fuzzy measure   on a finite set 

X is a function  : 0,1s X   satisfying:  

         ,s x x x X                           (3) 

 s x  is called the fuzzy density of singleton x . 

C. λ-measure 

Definition 3  λ-measure [3] 

For a given singleton measures s,  λ-measure, g , is a 

fuzzy measure on a finite set X, satisfying: 

, 2 , ,XA B A B A B X    

 
 

       

g A B

g A g B g A g B



   



  
   (4) 

      
1

1 1 0,
n

i i i

i

s x s x g x 


          (5) 

    Where the real number, λ, is also called the determine 

coefficient of λ-measure. 

Note that once the singleton measure is known, we can 

obtain the values of λ uniquely by using the previous 

polynomial equation. In other words, λ-measure has a unique 

solution without closed form. Moreover, for given singleton 

measures s,  ( ) 1 ( )
x X x A

If s x then g A s x
 

   , in other 

word, if ( ) 1
x X

s x


 then λ-measure is just the additive 

measure 

D. P-measure 

Definition 4  P-measure [5] 

For given a singleton measures s,  P-measure, Pg , is a fuzzy 

measure on a finite set X, satisfying:  

        

2

max max

X

P P
x A x A

A

g A s x g x



 



  
        (6) 

Note that for any subset of X, A, P-measure considers only 

the maximum value and will lead to insensitivity. 

III. THREE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S  

Both of λ-measure and P-measure have only one 

formulaic solution of fuzzy measure, three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s were proposed by our previous works as follows. 

A.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Definition 4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Let X be a finite set, for any given real number d D ,  if 

the set function  : 2 0,1X

dg   is a fuzzy measure, then the 

family of fuzzy measures,  |dg d D , is called a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with determine coefficient d in D on X, and 

also denoted by d measure . 

B. L-measure  

Definition 5 L-measure [8, 9] 

For a given singleton measure  s x , L-measure with 

determine coefficient  0,L   on X, is a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with determine coefficient  0,L   on X, satisfying: 

1)              0 , 1L Lg g X                                               (7) 

2)    ,A X A X      

 
   

   

( 1) 1 max

( ) max
1

x A
x A

L
x A

x X

A L s x s x

g A s x
X A A L s x








      
        




       (8)    

Theorem 1 [7-9] 

1) For each [0, )L  , L-measure is a fuzzy measure, in 

other words, L-measure has infinitely many solutions of 

fuzzy measures, for each [0, )L  . 

2), L-measure is an increasing and continuous function of L 

on [0, )   

3) if 0L   then L-measure is just the P-measure 

C. δ-measure [10] 

since L-measure does not include the additive measure, an 

improved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calledδ-measure was 

proposed by our previous work as following definition. 

Definition 6 δ-measure [10, 11] 

For given singleton measures  s x , a δ-measure is a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with determine coefficient 

 1,1    on a finite set X, X n , satisfying: 

1)                ( ) 1
x X

s x


                                                       (9) 

  2)           0, 1, ,g g X g x s x x X                     (10) 

                      

3)        ,1A X A X      

 

 

   
  

max 1

1 max 1 ( )

max 1,1
1 ( )

x A

x A
x A

x A

x A

s x if

s x s xg A

s x if
s x





 

 











  

        
     






    (11) 

                                                                                      

Theorem 2 [10] 

1) δ-measure is an increasing and continuous function of δ 

on 1,1 . 

2) if 1   , then δ-measure is just the P-measure 

3) if 0  , then δ-measure is just the additive measure 

4) if 1 0   , then δ-measure is a sub-additive measure 

5) if 0 1  , then δ-measure is a supper-additive 

measure. 

6) If   1x X s x  and 0   then  -measure is just the  -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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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P -measure, additive measure and  -measure are the 

special cases of  -measure 

D. L -measure  

Thoughδ-measure includes the additive measure, but it 

has not so many measure solutions as L-measure, therefore, an 

improved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called L -measure was 

proposed by our previous work as follows [11] 

Definition 7 L -measure 

For given singleton measure  s x , the composed 

measure of L-measure and δ-measure, denoted L -

measure, Lg


, is a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with 

determine coefficient  1,L   on a finite set X,, 

satisfying: 
1)                    ( ) 1

x X

s x


                                                 (12) 

2)            0, 1, ,g g X g x s x x X                   (13)     

3)     ,1A X A X      

 

 

   
   

 

   


max 1

1 max 1 ( )

max 1,0
1 ( )

( 1) 1 ( )

( ) 0,
1

x A

x A x A
L

x A

x A

x A x A

x A

x X

s x if L

L s x L s x

g A L s x if L
L s x

A L s x s x

s x if L
X A A L s x





 





 









 

  

      
   

 

  

    
           

 

   (14) 

Theorem 5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L -measure 

1), L -measure has infinitely many solutions of fuzzy 

measures 

2) L - measure is a increasing and continuous function of 

L on[ 1, )   

3) if 1L    then L -measure is just the P-measure 

4) if 0L   then L -measure is just the additive measure 

5) if 1 0L    then L -measure is a sub-additive 

 measure 

6) if 0 L   then L -measure is a supper-additive 

measure 

7) If   1x X s x   and 0L   then L -measure is just the 

 -measure 

8) P -measure, additive measure and  -measure are the 

special cases of L -measure 

IV. TYPE II L -MEASURE  

L -measure is the composed fuzzy measure of L-measure 

and the first half ofδ-measure, here we consider the new 

composed fuzzy measure of L-measure and the whole ofδ-

measure,  called Type II L -measure as follows. 

A.   L  -measure 

Definition 7 L  -measure 

For given singleton measure  s x , Type II 

composed measure of L-measure and δ-measure, 

denoted L  -measure, is a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with determine coefficient  1,L   on a finite set X,, 

satisfying: 
1)                    ( ) 1

x X

s x


                                           (15) 

2)            0, 1, ,g g X g x s x x X              (16)     

3)     ,1A X A X      

 

 

   
  

 
     

    


1

1

max 1

1 max 1 ( )

max 1,1
1 ( )

( 1) 1 1

1,
1 1

x A

x A x A
L

x A

x A

x A

x X

s x if L

L s x L s x

g A L s x if L
L s x

A L s x g A

g A if L
X A A L s x

 



 











  


       

     
 


      

  
       



          (17) 

where 
     1

2 ( )

1 max max
1 ( )

x A

x A x A

x A

s x

g A s x s x
s x



 




 

     

                               (18)  

B.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L  -measure 

 

Theorem 6   Important Properties of  L  -measure 

1) L  -measure is a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with 

determine coefficient  1,L    

2), L  -measure is an increasing and continuous function of 

L on[ 1, )   

3) if 1L    then L  -measure is just the P-measure 

4) if 0L   then L  -measure is just the additive measure 

5) if 1 0L    then L  -measure is a sub-additive 

 measure 

6) if 0 L   then L -measure is a supper-additive 

measure 

7) If   1x X s x   and 0L   then L -measure is just the 

 -measure 

8) P -measure, additive measure and  -measure are the 

special cases of L -measure 

  Proof. It is omitted for limitation of the space 

V. Γ- SUPPORT  

Definition 10: γ-suppor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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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given singleton measure s of a fuzzy measure μ on a 

finite set X, if   1
x X

s x


 , then s is called a fuzzy support 

measure of μ, or a fuzzy support of μ, or a support of μ. One 

of fuzzy supports is introduced as below. 

Let μ be a fuzzy measure on a finite set  1 2, ,..., nX x x x , 

iy  be global response of subject i  and  i jf x  be the 

evaluation of subject i  for singleton jx , satisfying: 

 0 1, 1,2,..., , 1,2,...,i jf x i N j n             (19) 

 
  

  
1

1
, 1,2,...,

1

j

j n

k

k

r f x
x j n

r f x






 

  
        (20) 

             where    
, j

j

y x

j

y x

S
r f x

S S
                                (21) 

2

2

1 1

1 1n N

y i i

i i

S y y
N N 

 
  

 
                       (22) 

        
2

2

1 1

1 1
j

n N

x i j i j

i i

S f x f x
N N 

 
  

 
              (23) 

              

   ,

1 1 1

1 1 1
j

n N N

y x i i i j i j

i i i

S y y f x f x
N N N  

   
     

   
       (24) 

satisfying  0 1jx   and  
1

1
n

j

j

x


        (25) 

then the function  : 0,1X   satisfying     x x  , 

x X   is a fuzzy support of μ, called γ-support of μ. 

VI.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A. Choquet Integral   

Definition 11 Choquet Integral [2-6] 

Let μ be a fuzzy measure on a finite set X. The Choquet 

integral of :if X R  with respect to μ for individual i  is 

denoted by  

        1

1

, 1,2,...,
n

i
C i i ij j j

j

f d f x f x A i N 




   
    

(26) 

where   0
0if x  ,   i j

f x  indicates that the indices have 

been permuted so that 

          1 2
0 ...i i i n

f x f x f x                 (27) 

        1
, ,...,

j j j n
A x x x


                          (28) 

B.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Definition 12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7-15] 

Let 1 2, ,..., Ny y y  be global evaluations of N objects and 

     1 2, ,..., , 1,2,...,j j N jf x f x f x j n , be their 

evaluations of jx , where : , 1,2,...,if X R i N  . 

Let μ be a fuzzy measure, , R   , 

                    

 2, ~ 0, , 1,2,...,i C i i iy f dg e e N i N          (29) 

   
2

,
1

ˆˆ , argmin
N

i C i

i

y f dg
 

   


 
   

 
     (30) 

then ˆˆˆ , 1,2,...,i iy f dg i N     is called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equation of μ, where 

ˆ /yf ffS S                                              (31) 

1 1

1 1ˆˆ
N N

i i

i i

y f dg
N N

 
 

                   (32) 

                       

1 1 1

1 1

1

N N N

i i i k

i i k
yf

y y f dg f dg
N N

S
N

  

  

   
    

      




   
                          

(33) 
2

1 1

1

1

N N

i k

i k
ff

f dg f dg
N

S
N

 

 

 
 

  




  
            (34) 

VII. EXPERIMENT AND RESULT 

The total scores of 60 students from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Taiwan are used for this research [10-11]. The examinations of 
four courses, physics and chemistry, biology, geoscience and 
mathematics, are us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score of 
the Basic Competence Test of junior high school is used as a 
dependent variable.  

The data of all variables listed in Table III in our previous 
work [10-11]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s of fiv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with P-measure, λ-measure 

and δ-measure, L-measure measure, L -measure and L  -

measure based on γ-support respectively, a ridge regression 
model, and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by using 5-fold 
cross validation method to compute the mean square error 
(MS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formula of MSE is 

2

1

1
ˆ( )

N

i i

i

MSE y y
N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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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ngleton measures, γ-support of the P-measure, λ-

measure, δ-measure, L-measure and L -measure are listed as 

follows which can be obtained by using the formula (20). 

 

{0.2488, 0.2525, 0.2439, 0.2547}                 (36) 

 

For any fuzzy measure, μ-measures, once the fuzzy support 

of the μ-measure is given, all event measures of μ can be 

found, and then, the Choquet integral based on μ and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equation based on μ can also be 

found by using above corresponding formula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eight forecasting models are 

listed in Table I. It shows that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 with L -measure based on γ-support outperforms other 

forecasting regression models. 

 

 

TABLE I.  MSE OF REGRESSION MODELS 

Regression model 5-fold CV 

MS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 

measures 

L   47.8886 

L  47.9742 

L 48.4610 

δ 48.7672 

λ 49.1832 

p 53.9582 

Ridge regression 59.1329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65.0664 

VIII.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a multivalent composed fuzzy measure of L-

measure and whole δ-measure, called Type II L -measure, 

denoted L  -measure, is proposed. This new measure is 

proved that it is of closed form with infinitely many solutions, 

and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extension of the two well 

known fuzzy measures, λ-measure and P-measure. 

Furthermore, this improved multivalent fuzzy measure is not 

only including the additive measure, but also having the same 

infinitely many measure solutions as L-measure. By using 5-

fold cross-validation MSE, two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for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s of 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 ridge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 with respect to P-measure, λ-measure, δ-

measure, L-measure, L -measure and the new fuzzy measure, 

L
 -measure based on γ-support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s with respect to the 

proposed L  -measure based on γ-support outperforms other 

forecasting models. 

In the future, we will apply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13] 

or the proposed Choquet integral regression model with the 

new fuzzy measure based on γ-support to develop multiple 

classifi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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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課程管理系統降低研究生的統計焦慮 

Using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s to Help Reduce 

Graduate Students’ Statistics Anxiety 

 
摘要 

 

本研究探討使用課程管理系統對降低研究生的統計焦慮之成效。由約九十位應用英

語研究生在統計焦慮量表（STARS; Cruise & Wilkins, 1980）所獲得之資料，以 t檢定方

法檢測之結果顯示，Moodle 課程管理系統能顯著幫助降低學生對解釋統計資料的焦

慮，但對其他五種統計焦慮並無顯著影響。這些結果或許和課程內容、教學者的特質、

文化、以及統計焦慮的本質有關。本研究的結果可供統計教學或研究生學習統計之參考。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using a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on reducing 

statistics anxiety of graduate students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statistics as 

another foreign language. About 90 students drawn from five graduate programs of applied 

English in Taiwan completed The Statistical Anxiety Rating Scale (STARS; Cruise & Wilkins, 

1980). Analyses from independent-samples and paired-samples t tests showed that the 

Moodle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help reduce students’ interpretation 

anxiety about statistics. Why the Moodle was not able to help reduce the other five types of 

statistics anxiety can be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ructor, 

the culture, and the specific nature of statistics anxiety (e.g., trait vs state). These results 

provid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applied statistics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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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數學運算能力高低者的乘法運算策略選擇 

與大腦認知負荷之研究 

The study of multiplication strategy and the cognitive loading for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arithmetical ability 

（NSC-99-2511-S-004-001-MY3） 

政大心理系  顏乃欣 

中文摘要 

 

這是三年期計畫的三年報告（延期一年，預計四年完成計畫）。此計畫最終之研

究目的在於探究運算能力高低不同者在乘法運算時的策略選擇與大腦認知負荷

情形。根據研究目的本計畫分別在三年內進行了多個行為實驗探究乘法能力與工

作記憶及數感的關係，以及設計三個 fMRI 實驗探討數學運算上題型變化上的所

造成的認知負荷與大腦活動之關係。第一年進行刺激材料收集與測試，並探究了

大學生乘法表現與工作記憶及數感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探討了乘法表現高低不同

能力者在不同題型與難度上策略之差異，以及他們彼此在工作記憶能力與數感的

差異。第二年的計畫從第一年的研究結果中篩選出適合 fMRI 實驗的刺激材料進

行測試，決定出使用在 fMRI 研究中的刺激材料，並設計好隨後進行的三個實驗，

分兩個階段進行。在階段一的 fMRI 實驗中探索在解決不同難易度以及不同數字

記憶負荷量的題目時，受試者大腦活化情況之變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計畫

設計了兩個實驗（實驗一及實驗二）。在第二個階段的 fMRI 實驗探究不同策略在

不同的輸出方式下在不同數字記憶負荷下對認知負荷的影響，本研究利用一個實

驗（實驗三）來觀察腦部活化的可能情況。在第一個階段的 fMRI 實驗中，因為

是探索不同數字記憶負荷下對認知負荷的影響及大腦認知負荷的情況，因此在實

驗材料測試上，增加了加法運算題目的測試，並將結果應用在實驗二上。此外，

還利用對認知負荷敏感的眼動指標─瞳孔變化，作為實驗一之乘法刺激材料的認

知負荷穩定度檢查，以作為後續 fMRI 實驗中的刺激材料。三個 fMRI 中，已收集

完畢兩個實驗資料（實驗一與二），其中實驗一之資料分析結果已完成，實驗二

之資料分析正在進行中，實驗三之資料正在收集中。此期中報告將呈現出在這三

年的實驗成果與目前之工作進度。 

 

中文關鍵字：認知負荷、乘法表現、策略、功能性磁振造影、瞳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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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the third year report of the three-year grant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loading and its brain activity when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computational ability work on complex multiplicative problem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utational ability and mathematical 

performance. We designed several behavior experiments to find out the appropriate 

stimuli used for further fMRI studies, and tested some debat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sential capacities and multiplication in the first year. Because the 

pupil dilation is sensitive for the mental loading, in the second year, we tested the 

stimuli with pupil diameter to make sure those stimuli used in fMRI studies were 

stable. In the third year, we designed three fMRI experiment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loading and its brain activation. We have finished collecting data for the first and 

second fMRI studies. The data analysis for the first fMRI study has been done. We are 

still collecting data for the third fMRI study. This report will show the results and 

progress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and the questions could be answered by our 

findings. 

 

Keywords: Mental Loading , Multiplication Performance, Strategies, fMRI ,Pupil 

D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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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研究目的 

著名的數學家高斯曾說過「數學為科學之母」，基本的數學運算和相關知識

除了是生活必備的技能外，從古至今不管是哲學、藝術或者是各種科學研究，數

學一直都是許多學門的核心基礎。因此無論國內外，探討數學成就的研究一直都

是熱門議題，像是 Krutetskii（1993）的數學資優兒童個案研究，探討影響數學成

就的因素，其利用因素分析法發現運算能力即是影響數學成就的其中一個重要因

素。此外美國國家研究院的研究報告也認為培養良好的運算能力方能成就良好的

數學能力（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1）。另外在探討數學學習障礙的研究也

顯示，運算能力低落和數學學習障礙有關連性（秦麗花，1995），Lerner（2003）

的研究更認為教導學生具有基本的先備運算能力是相關教育原則之一。綜上所

述，顯示基本的運算能力和數學成就間是有其必然的關係，如果在教育階段為培

養良好的基本運算能力，可能會影響之後複雜的數學解題能力以及相關的知識理

解。有鑒於數學能力不僅和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本計畫意欲利用腦造影

技術探討不同數學能力成就的受試者，其基本運算能力和認知負荷的相關腦區上

是否有所差異。 

過去研究顯示運算能力是影響數學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且數學專家在解決

題目時優異的表現不只是有比較好的計算結果，還包括能彈性地依據問題使用不

同的策略（Staszewski, 1988）。但國內外研究較少在探討基本運算能力與策略選

擇的關係，也無研究顯示不同的策略選擇對大腦認知負荷的影響。有關專家與生

手的研究顯示，專家型的問題解決者不僅可熟練地將問題解決動作自動化，且有

較多的餘力監控整個過程的進行及可能發生的錯誤，比較能察覺到問題狀態及限

制因素，能適時的修正問題空間的規模及品質。生手則比較無法感知到問題狀態

中的限制因素，對整個過程的掌握能力不如專家來得好（Gentner, 1988）。因此

本研究假設，數學運算能力高低不同者有不同的運算策略選擇，而這些不同策略

的運算選擇會影響大腦的認知負荷，進而造成表現上的差異；同時，運算能力高

者較能依題目難易彈性地選擇運算策略。 

過去的研究顯示人們學習運算需要一些基本能力支援。許多研究正努力地瞭

解有哪些基本能力是在進行數學運算時所必須的。部分研究認為像是工作記憶以

及執行功能的一般認知能力是必要的；有些研究則認為領域特殊能力也很重要，

像是大數目的概數感、群數（numerosity of a set）以及執行運算時的數字表徵。

然而，哪些能力扮演重要的角色仍持續在爭議中（Butterworth, 2010）。 

因此本計畫之研究目的在於探究運算能力高低不同者在乘法運算時的策略

選擇與大腦認知負荷情形。第一年度計畫的研究目的在於找出未來 fMRI 研究中

適合的刺激材料，也就是從不同難易度以及不同數字記憶負荷量的題型中，篩選

出能達成研究目的的乘法題目。第二年度計畫研究目的仔細篩選第一年度測試的

題目，並設計出適合在 fMRI 研究的題型以及實驗程序，為了確保刺激材料在數

字記憶負荷程度上的穩定度，選擇使用對於認知負荷敏感之眼動指標─瞳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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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為篩選刺激材料的測試。第三年依序執行 fMRI 實驗並依據前階段的實驗

結果調整後續的實驗程序。 

貳、文獻探討 

本計畫為了探究基本運算能力高低者在執行較複雜的乘法運算時的大腦認

知活動負荷情形，參考前人關於數學基礎運算以及工作記憶認知負荷之相關神經

基礎研究。以下將依序介紹工作記憶能力與數學成就之關係、數學學習相關之認

知能力以及數學基本運算的神經機制。 

工作記憶容量與數學成就的關係 

工作記憶即同時處理資訊與儲存資訊的能力。一般而言，工作記憶是有容量

限制的，並因此造成個體差異。工作記憶對不同的認知功能來說都非常重要，如

閱讀、計算、決策和學習新事物等。中央控制系統被證實與與理解語言有關

（Swanson & Ashbaker, 2000），也與數學計算能力有關（Bull & Scerif, 2001）。工

作記憶因此對學業成就有密切的關係，也是預測學業成就的一個指標（Hitch, 

Towse, & Hutton, 2001）。 

Baddeley 的工作記憶模型是目前最被接受的理論，最早由 Baddeley 等人

(1974)提出。當前的模型中包含了中央執行系統、視覺空間模板、語音迴路以及

事件緩衝器。中央執行系統是工作記憶最重要的核心，負責調控其他三個部份的

活動，並執行訊息的儲存與處理，但其容量有限。所以如果工作記憶的容量大部

分在執行訊息處理時，將分配較少資源於資訊儲存上，反之亦然。視覺空間模板

負責視覺處理與保存的部分；語音迴路負責聽覺處理與保存的部分；事件緩衝器

可以整合工作記憶系統與長期記憶系統的相關資訊，並負責整合零碎資訊成為暫

時的整體，以便使資訊處理更有效率（Baddeley, 1986, 2010）。 

Iuculano、Moro 和 Butterworth（2011）整理出工作記憶的幾個成分與數學

運算之間的關係。像是語音迴路（Phonological Loop, PL）被認為與解決單一數字

的加法有關（Hecht, 2002; Seyler, Kirk, & Ashcraft, 2003）。視覺空間模板

（Visuo-spatial sketchpad, VSSP）則與視覺呈現的問題有關（Logie et al., 1994）。

中央處理系統（Central Executive, CE system）則被認為在計算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藉由更新像是進位退位等運算，負責及時儲存與處理最後的結果（Baddeley, 

2003）。 

數學領域相關的認知能力數感與概數系統 

數感（number sense）被認為是基本的對於數（量）的直觀，是一個不需要

口語計數的，對於視覺或語音等項目之近似數量的估計能力。目前有越來越多的

研究發現，人類具有內在的數感，可以處理近似值的運算。這種對於數的近似值

估計能力不只在成人上發現，在嬰兒、小孩上，甚至非人類的動物上（哺乳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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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類）也發現具有這樣的能力，這些能力包括數的近似值、抽象表徵。因此許多

研究假設，生物存在一個內建的概數系統（approximate numerosity system, 

ANS），用來提供生物感知數（量）的近似值（Lemer, Dehaene, Spelke, & Cohe, 

2003），認為此一假設的生理基礎，支援數（numerosities）的比較與操作（Barth, 

Mont, Lipton, Dehaene, Kanwisher, & Spelke, 2006; Pica, Lemer, Izard, & Dehaene, 

2004）。此外有研究發現，當成人與孩童比較或相加符號數字時，他們的近似值

表徵似乎會活化（Gilmore, McCarthy, & Spelke 2007）。 

概數系統與數學學習的關係 

許多非人類的物種似乎也都具有處理近似值的能力，因此認為可能具有一個

內建的直觀的生理機制，也就是概數系統，來處理日常生活需要不用細數也不很

精確的估算（Lemera et al., 2003）。另有一些研究則發現孩童概數能力與數學成

就有關，幼稚園時期的早期概數能力可以預測其未來的數學成就，而有運算功能

缺失的孩童也常見概數能力的不足（Halberda, Mazzocco, & Feigenson, 2008）。因

此提出計算障礙是所謂「概數系統和正規的數學符號」之間不連結造成的，並認

為概數系統與正式符號數學之間的不連結，是造成數學障礙或失算症的主因

（Attridgea, Gilmorea, & Inglis, 2009）。但不是所有的研究都呈現這樣的結果，有

些運算能力不足的孩童與控制組的孩童在相關的 ANS 作業上沒有什麼差異

（Iuculano, Moro, & Butterwoth, 2011）。Rouselle及 Noël（2007）則主張失算症是

在概述系統中的概數表徵與使用在正式數學中的符號不連結的結果，因為他們發

現被認為是失算症的孩童，能夠在非符號比較作業中表現良好（像是，「藍點或

紅點誰比較多」的作業），但是卻無法成功處理使用符號的相同任務。 

乘法心算之策略 

乘法的運算涉及了許多重複的單一數字操作，並且有許多必須執行的複雜過

程，像是提取一位數乘以一位數的資訊、將兩個數值相加、進位，記憶不同位數

的數值。在乘法中，當被要求將一個長的被乘數乘以一個數字的乘數時，在沒有

其他輔助情形時，我們會試著採取一些策略來處理相乘的順序。通常，在學校裡

教學的是乘數從右至左乘被乘數每一個數值，但一些研究發現有些人，特別是在

乘法心算表現特別好的人，常採取與學校教學相反的方向，將乘數從左至右乘被

乘數（Pesenti, 2005; Staszewski, 1988）。 

當使用鍵盤作為計算結果的輸出時，會發現使用學校策略的受試者的按鍵行

為模式與使用專家策略者的按鍵模式不同（Rosenberg-Lee, Lovett, & Anderson, 

2009）。使用學校策略的受試者在心算出答案後，迅速將答案的所有數字依序迅

速按出，而使用專家策略的受試者的按鍵則會呈現「間歇性」的作答，在確定最

大位數的值後，就先按出第一個數字，而後隨著陸續由右至左乘被乘數後，逐漸

按出第二位、第三位，直到答案中所有的數值都輸出。兩者的按鍵反應模式可以

見圖 1。這樣的按鍵模式不同可以讓研究者直接從行為反應立刻得知受試者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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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因此適合做為判斷受試者策略選擇的研究方法。 

 
圖 1 乘法心算常見的兩種策略 

 此外，這樣的按鍵行為模式也適合用來探討乘法心算的認知負荷情形，當受

試者在同一題目中分別使用兩種不同的策略時，理論上，使用學校策略的認知負

荷會比使用專家策略時重。因為受試者必須記著相當多位的數值，同時還得不斷

地進行運算，而使用專家策略時，當確定最大位數的數值後，按鍵輸出後，就可

降低必須記憶的數值數量。 

數學運算之神經機制 

Roland 和 Friberg(1985)的研究是第一個探索人類處數學能力相關神經區域

的實驗，其利用正子斷層造影(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的研究結果發

現，頂葉及額葉的新陳代謝在複雜計算過程中會增加。這研究的結果和之前從腦

傷病人的研究結果發現一致，證實頂葉在處理數字上扮演關鍵角色(Piazza & 

Dehaene, 2004)。  

Dehaene、Piazza、Pinel 和 Cohen(2003)的研究回顧相關的神經生理證據，並

利用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觀察在不同

數字作業時腦區的活化表現，區分出大腦頂葉區域在與數相關處理時的活動情

形。他們提出三個頂葉區域在數相關作業中運作的部位及其處理機制： bilateral 

posterior parietal lobes（PSPL）、left angular gyrus（AG）和 bilateral horizontal 

segment of the intraparietal sulcus（HIPS）。PSPL 與視覺空間處理有關； AG 與數

的語言處理（verbal processing）相關；而 HIPS 則與表徵數量有關。 

Piazza 和 Dehaene（2004）綜合許多關於數與 HIPS 區域活化程度的研究，

指出 HIPS 這個區域活化程度增加有些個特徵（features），分別是： （1）估計

近似結果時 HIPS 會有較多的活化；（2）使用到數值比例（numerical scale）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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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操作（comparative operation）時 HIPS 會被活化；（3）相對於物體或概念的類

別，與數類別有關時 HIPS 會相當穩定地活化；（4）數字呈現時， HIPS 的活化

並不受其數字呈現方式的影響；（5）即使是無意識地處理到數量， HIPS 亦會活

化。這些使大腦 HIPS 區域活動增加的特徵，都是關於編碼（encode）數量尺度

的類比表徵（analogical representation），而此表徵是源於對數量大小意義的直覺。 

許多證據顯示 HIPS 區域在數學技巧發展上扮演關鍵的角色，然而並非只有

這個系統參與數字處理的過程。例如心算需要綜合許多心智過程，而其中有些歷

程可能不是僅在數字領域。Lee（2000）的 fMRI 實驗中，發現在做精算時，特

別是相對於減法作業，乘法作業有比較多由長期記憶中提取數值，left angular 

gyrus 的活化程度較高。 Delazer 等人（2005）和 Ischebeck 等人（2006）之研究

亦證實 left angular gyrus 的活化與運算時長期記憶的提取有關。 

除了在 left angular gyrus 中的語言相關區域與數字處裡有關外，許多研究亦

分離出在 PSPL 上的視覺空間區域與數字處裡的空間及非空間注意力有關。在

Dehaene 等人（1999）的研究，除了發現 left angular gyrus 在精算時比粗算時以

及在乘法運算時比減法運算時活動高外，還發現 PSPL 區域活化，且通常與 HIPS

一起活化。像是在概算時（Dehaene et al., 1999）或一些減法作業時（Lee, 2000），

會看到 PSPL 區域的活動。但此區不只是和數量有關，還與空間、時間的注意力

有關 (Wojciulik & Kanwisher, 1999）。  

Piazza、Mechelli、Price 和 Butterworth(2006)的 fMRI 研究探究在不同感覺通

路上粗估與精算方式的大腦神經網路活動，發現跨感覺輸入通路的神經活動。無

論是哪種感覺輸入，粗估方式時會活化 right lateralized fronto‐parietal cortical 

network，而精算時則增加左側前額葉、頂葉以及兩側前運動皮質區的活動。他

們認為精算的時候受試者必須注意哪些區域或是哪些訊息已經處理過（計數

過），因此活化的區域跟運動及注意力相關系統有關。 

數學運算與工作記憶成分的關係與其神經機制 

Lee 和 Kang（2002）利用雙作業抑制語音或視覺空間處理來探究計算功能與

工作記憶的關係，發現乘法的表現與語音迴路有比較高的關連，減法則與視覺空

間模版有關。這樣的結果與所有的算術是一件事（the arithmetic is done on a 

unitary）的看法衝突，反而比較支持人類數字認知上的三重編碼或模組處理模型

（modular processing models）的假設，這些假設中在輸入及輸出的模式中及計算

方式上的數字表徵是特殊的。這些在行為表現上的分離現象顯示計算的神經基礎

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 

Montojo & Courtney（2008）利用數學運算的記憶更新作業來探究工作記憶

中刺激特殊資訊的維持與反應之間的關係，利用 fMRI 來測試是否數字的更新與

數學運作的更新在工作記憶中依賴相同的神經系統；其研究結果顯示在運作的更

新時大腦活化情形偏好在共同網路的前額葉部份，而數字更新則偏好在頂葉，顯

示數字與規則皆在工作記憶中被維持，但它們是不同的資訊，且分開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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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負荷之生理指標 

Recarte and Nunes（2000）的研究證實可以利用口語或視覺想像的作業使得

瞳孔大小產生有效的變化。因此陸續許多研究發現這些發生一段時間的認知事件

與一連串的瞳孔突然放大有關（Marshall, 2002），顯示作業會引發瞳孔放大，並

且證明瞳孔放大是認知負荷有關（Andreassi, 2000; Granholm, Asarnow, Sarkin, & 

Dykes, 1996），也與情緒強度有關（Gilzenrat, Nieuwenhuis, Jepma, & Cohen, 

2010）。也發現瞳孔大小的變化與作業的認知負荷以及注意力要求的關係（see 

also Granholm, Asarnow, Sarkin, & Dykes, 1996; Porter, Troscianko, & Gilchrist, 

2007），並且認為瞳孔放大的變化是測量認知負荷的一個穩定的指標。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實驗設計法，並依照實驗需求配合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探討在執

行較為複雜的乘法運算時大腦的認知活動負荷情形，以及採用不同策略進行乘法

心算解題時對認知負荷的影響。本計畫為達成研究目的在三年內依序進行了多個

行為實驗，包含了乘法心算作業、概數判斷作業、四種工作記憶作業、加法心算

作業，一個乘法眼動實驗，三個 fMRI 實驗來探索不同乘法運算策略對認知負荷

的影響。 

行為實驗的目的除了為後續要進行的 fMRI 找尋並測試合適的刺激材料外，

還探究乘法心算能力與一些基本認知能力之間的關係，以及在不同的乘法題型下

的運算策略以及不同運算能力者之策略與其工作記憶能力之關係．眼動實驗則是

在更進一步利用瞳孔縮放對認知負荷的敏感性，來檢視行為資料中篩選出來的刺

激材料是否具備穩定數字負荷，最後設計三個實驗來探究不同的乘法運算策略牽

涉的認知成分以及大腦活化情況． 

與過去研究多以簡單的一位數加法與乘法運算不同之處在於，本研究將使用

較為複雜的數學運算題目作為實驗的刺激材料，嘗試釐清受試者在執行數學運算

時策略不同對大腦認知負荷的影響。因眼動指標中的瞳孔變化對於認知負荷較具

敏感度，因此本研究將第一年度所篩選出來的刺激材料設計成眼動實驗，在第二

年時利用眼動儀來觀察受試者的瞳孔隨著刺激材料在運算時數字記憶負荷程度

的變化。第三年之 fMRI 實驗中所使用的刺激材料則依據認知負荷之瞳孔變化實

驗的結果來篩選。以下將依序報告三年的行為實驗之實驗結果，以及依據眼動實

驗結果和研究目的設計出來的前三個 fMRI 實驗。 

乘法心算能力、策略選擇與工作記憶及數感關係之行為實驗 

受試者 48 位同學參與實驗，平均年齡 24，男女各半，多數為國立政治大學之

大學部或研究所之學生。最後資料分析在乘法心算能力與工作記憶及數感關係上

只有 45 位的資料（因為其中一位參與者在乘法心算的正確率過低，80 題中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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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題正確，因此不納入最後分析；另有兩位參與者之概數判斷作業上正確率方

向與他人完全相反，容易判斷之題型反而正確率較低，因此不納入相關分析中）。

在乘法策略變化與工作記憶之關係部分，有 47 位的資料（刪除之資料則同為上

述之參與者，因為其在乘法心算的正確率過低，80 題中僅有 26 題正確，無法納

入）。 

作業與程序 本研究受試者參與的作業總共有三種，共含六個作業，分別是乘法

心算作業、概數判斷作業以及四個工作記憶作業。半數的受試者參與作業的順序

為：乘法心算作業概數判斷作業工作記憶作業；另外半數的受試者參與作業

的順序則為：工作記憶作業概數判斷作業乘法心算作業。以下將分別說明各

作業之詳細內容，包含他們的所使用的刺激材料以及實驗程序。 

乘法心算作業 

刺激材料 此作業總共包含 80 個題目，每 20 題有一個休息。題目的種類依照題

目難度（四種）及數字負荷程度（兩種）而分，共八類，每一類有 10 題，共 80

題。題目難度分為兩個數字乘以一個數字（二乘一）、三個數字乘以一個數字（三

乘一）、四個數字乘以一個數字（四乘一）及兩個數字乘以兩個數字（二乘二）；

數字負荷程度，則依據 Rosenberg-Lee 2 等（2009）之學校策略分成簡單題（較

低數字負荷題型）與困難題（較高數字負荷題型）。 

為了避免數字重複產生促發效果，題目中的數字皆不重複；此外，題目中的

數字不包括 1 或 0，另，被乘數還不包含 5。 

題目的類型舉例如下，依難度分，二乘一（35x4）、三乘一（356x4）、四乘

一（3567x4）及二乘二（35x67）。而題目的數字負荷程度範例（見圖 1），依據

Anderson（2009）的研究，以學校策略的方式計算時的數字最大負荷來篩選題目。

同一類型的題目之最大負荷值相同。以 3456 乘以 2 為例，若以學校策略（藍色

方框）來計算，整個心算過程的數字負荷依序為 2->4->5->3->4->6->3->4->7->4-> 

3->2->1；最大數字心智負荷為 7。 

在本實驗中，刺激材料的數字負荷之最大負荷分別為，二乘一簡單題之數字

負荷順序為 2->3->4>2，最大數字負荷為 4；二乘一難題之數字負荷順序為

2->4->5->3，最大數字負荷為 5；三乘一簡題之數字負荷順序為

2->3->4->2->3->5->3，最大數字負荷為 5；三乘一難題之數字負荷順序為，最大

數字負荷為 7；四乘一簡題之數字負荷順序為 2->4->5->3->4->6->3->4->7->4，最

大數字負荷為 7；四乘一難題之數字負荷順序為 2->4->5->3->5->7->4->6->9->5，

最大數字負荷為 9；二乘一簡題之數字負荷順序為 2->3->4->2->4->5->3->4->6->4，

最大數字負荷為 6；二乘一難題之數字負荷順序為 2->4->5->3->5->6->3->5->7->4，

最大數字負荷為 7。 

實驗程序 實驗中螢幕將會依序出現題目，不同的題型隨機出現，受試者看到題

目後，開始心算，並口頭報告心算過程，實驗者同時記錄參與者的口語報告並錄

音；受試者計算出答案後，按鍵出答案後，螢幕同時出現參與者的按鍵結果；當

參與者按確認鍵後（Enter），題目跳出，再出現下一題。每位參與者每回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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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後可休息，共可休息三次，共回答 80 題。實驗結束後再依據參與者的口語資

料回溯每一題之計算過程，確認每一題的計算方式。 

概數判斷作業（Numerical Discrimination Task） 

刺激材料 在概數判斷作業中，刺激材料為分布在螢幕上不同地方的黃點與藍點

（見圖 5），半數的題目中，是黃點比較多，另半數的題目則是藍點多。黃點與

藍點數目的比例分別為 2（2:1）、1.33（4:3）、1.2（6:5）及 1.14（8:7）。半數的

題目中控制黃點與藍點的區域相同（area controlled：全部黃點的像素大小與全

部藍點的像素大小相同），半數的題目則控制黃點與藍點的點尺寸相同（dot-size 

controlled：黃點與藍點的平均尺寸相同）。 

實驗程序 實驗中，每一個題目出現十字後，立刻呈現刺激在螢幕上 200 毫秒，

然後刺激消失，出現問號，參與者按鍵回答剛剛出現的刺激中，哪一個顏色的點

比較多。為了避免參與者慣性按左鍵或右鍵造成偏誤，半數的參與者在黃點多的

時候按左鍵（N 鍵），藍點多時按右鍵（M 鍵）；半數的參與者則是藍點多的時候

按左鍵（N 鍵），黃點多時按右鍵（M 鍵）。 

工作記憶作業 

在工作記憶作業中，我們選擇了四種著名的工作記憶作業作為本實驗的作業

（Lewandowsky, Oberauer, Yang, & Ecker, 2010），分別為記憶更新作業（Memory 

Updating task）、運作廣度作業（Operation span task）、句子廣度（Sentence span 

task）作業以及空間短期記憶作業（Spatial short-term memory task）。 

記憶更新作業 

實驗程序 記憶更新作業的實驗程序如下：在每次嘗試開始時，螢幕上會呈現

3-5 個不等的方框，方框中依序呈現數字，數字呈現完後會呈現算式，參與者須

將算式與先前該方框出現過的數字結合進行運算，然後在出現「?」方框的時候

運算結果，將數字填入欄位中。作答時間不限，但作答後，不能修改答案，作答

完畢後繼續下一個嘗試。 

運作廣度作業 

實驗程序 運作廣度作業的實驗程序如下：在每次嘗試開始時，螢幕上會呈現一

個簡單數學算式，參與者必須判斷這個數學算式是否正確，並按鍵作答反應；算

式只會在螢幕上呈現 3 秒鐘，參與者必須在這段時間內儘快作答，若無作答，3

秒鐘後數學算式亦會消失。算式消失後，螢幕會呈現一個英文字母，參與者必須

記住這個字母。這樣的過程會重複 4 到 8 次，接著會出現「?」，參與者必須把之

前呈現的英文字母依序按出來。作答時間不限，但作答後，不能修改答案，作答

完畢後繼續下一個嘗試。整個過程見圖 8。 

句子廣度作業 

實驗程序 句子廣度作業的實驗程序如下：在每次嘗試開始時，螢幕上會呈現一

個簡單數學算式，參與者必須判斷這個數學算式是否正確，並按鍵作答反應；算

式只會在螢幕上呈現 5 秒鐘，參與者必須在這段時間內儘快作答，若無作答，5

秒鐘後數學算式亦會消失。算式消失後，螢幕會呈現一個英文字母，參與者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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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這個字母。這樣的過程會重複 3 到 7 次，接著會出現「?」，參與者必須把之

前呈現的英文字母依序按出來。作答時間不限，但作答後，不能修改答案，作答

完畢後繼續下一個嘗試。 

空間短期記憶作業 

實驗程序 空間短期記憶作業的實驗程序如下：在每次嘗試開始時，螢幕上會呈

現一個 10x10 的棋盤式矩陣，接著螢幕上會出現 2 到 6 個不等的黑點，一次只會

出一個點，每個點呈現約一秒鐘後消失。參與者必須儘可能地記下這些點的位

置。之後螢幕會出現「Please reproduce the dot pattern」字樣，表示黑點已經完

全呈現完畢，接者螢幕會出現相同的但空白的棋盤，此時參與者使用滑鼠在棋盤

上點出黑點所出現過的位置。此作業可以更改答案。參與者作答出所有黑點後，

螢幕會呈現「Next」，按下「Next」後，則進行下一個嘗試。作答時不需依照呈

現的順序，也不限時間，只許要將點的位置正確回憶出來即可；如果參與者無法

精確的回憶出點所出現的位置，則儘可能的描繪出點與點之間的正確關聯性。  

加法行為實驗 

為了測試在 fMRI 實驗一所使用的加法刺激材料，本研究將所有二位數與二

位數相加的題型皆建立出來並分析各種加法組合可能進位方式，再從中篩選適當

的刺激材料作為刺激材料測試的題目資料庫。 

受試者 

國立政治大學校園招募自願受試者 35 位（男生 5 位，女生 30 位，平均年齡

22.0 歲），受試者費 50 元新台幣。 

刺激材料與實驗設計 

 為了詳細的分析加法過程中的可能變化，先建立出二位數與二位數相加之所

有可能題型（排除數字 0），並依據二位數與二位數相加過程之進位的變化，將

刺激材料分為「皆不進位」、「十位數進位個位數不進位」、「十位數不進位個位數

進位」、「十位數為 9 後個位數造成十位數再進位」以及「十位數與個位數皆進位」

等五種變化作為實驗的操弄。 

乘法眼動實驗 

受試者 

國立政治大學校園招募之學生 30 名（男 5 名，女 25 名，平均年齡 20.9 歲），

受試者費 200 元新台幣，矯正後視力正常。 

刺激材料 

 以第一年度所建立之刺激材料庫中篩選出題型不同（2x1、3x1 及 4x1）與數

字記憶負荷程度不同（數字負荷較低題與數字負荷較高題）的題目共 48 題。控

制同一題目內數字不重複，且所有的題目的數字皆不含 0、1 和 5。不同題型中

的數字負荷程度見表 1，不同題型之範例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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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題型中數字負荷程度 

 
題型 

數字負荷程度 2 位數 x1 位數 3 位數 x1 位數 4 位數 x1 位數 

簡單 4 5 7 

困難 5 7 9 

 

表 2 乘法眼動實驗之不同題型範例 

 
題型 

數字負荷程度 2 位數 x1 位數 3 位數 x1 位數 4 位數 x1 位數 

簡單 27x3 348x2 4396x2 

困難 98x4 279x6 97298x6 

 

實驗設計 

本實驗為 3（2x1、3x1、 4x1）x2（簡單題與困難題）之受試者內設計，每

一個操弄皆有 8 題，共 48 題。實驗中同時收集受試者的眼動與瞳孔縮放資料。

如果刺激材料的數字記憶負荷穩定，預期將從受試者的正確率以及反應時間，以

及眼動指標（平均凝視時間、凝視點數以及瞳孔大小變化）觀察到隨著數字記憶

負荷程度的變化。 

三個 fMRI 實驗 

為達成研究目的，依據前述之乘法與加法行為實驗以及乘法眼動實驗之結

果，篩選出適合在 fMRI 實驗中進行之刺激材料，並依據受試者在 MRI 掃瞄室中

平均適合之實驗時間（約 45 分鐘）設計出三個 fMRI 實驗來回答不同的研究問題。

以下將依序說明。 

受試者 

以網路公告的方式招募政治大學自願參與實驗的學生，每位受試者在一小時

的實驗結束後可獲得 500 元的獎金。參與者須符合下列條件：(1) 有近視者矯正

後視力正常，並需配戴隱形眼鏡。(2) 沒有動過心臟或腦部手術者。(3) 沒有情

感性或心智疾病、腦傷、心臟血管疾病、癲癇等病史。(4) 體內沒有植入金屬物

質：鋼釘、心律調節器、人工心臟瓣膜、人工耳蝸、胰島素體內注射器、體內電

極、刺機器、神經刺激器、植入之藥物注射器、血管支架等。(5) 口腔內沒有植

入金屬假牙、沒有固定式金屬牙套及牙齒矯正器。(6) 沒有懷孕。(7) 沒有持續

服用任何藥物、沒有抽菸、沒有習慣性喝酒。(8)沒有幽閉恐懼症。(9)簽署實驗

同意書，了解實驗相關注意事項和參與者權益。 

實驗一 加法進位活化情形的 fMRI 實驗 

作業與材料 

共 50 題，根據題目難度分成三組：（1）均不進位 （3）個位數或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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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均進位。為避免數字的促發效果，題目內的數字均不重複。在預試階段的

分析發現於”均不進位”和”其中一位進位”的題目中，數字含 0 會有加快反應

速度的效果，故在此兩組中刪除數字含 0 的題目。 

實驗二 乘法題型與數字負荷的 fMRI 實驗 

作業與材料 

在乘法的題目中，根據被乘數的不同分成「兩位數乘以一位數( 2 x 1)」，

以及「四位數乘以一位數( 4 x 1 )」兩類型題目。而每種類型的題目內又根據

數字負荷程度分成「數字負荷程度低」和「數字負荷程度高」兩組。每個細

格的題目如下：「2 x 1 / 數字負荷程度低」20 題，「2 x 1 / 數字負荷程度高」 

32 題， 「4 x 1 / 數字負荷程度低」24 題，「4 x 1 / 數字負荷程度高」36 題，

共 112 題。 

 

實驗三 策略與輸出方式及負荷程度的 fMRI 實驗 

本實驗目的在於探索策略不同與數字負荷程度不同時在輸出方式不同

彼此之間對於認知負荷的交互作用。在實驗時指定受試者用兩種不同的策

略 ( 專家策略 / 學校教的策略 ) 來進行接下來的乘法運算，並指定不同

的輸出答案的方式，觀察在策略及輸出方式方向相同或相異的情況下，在

題目數字負荷程度不同時，對於大腦認知負荷的影響。 

作業與材料 

在這個實驗中乘法的題目從實驗二之「四位數乘以一位數( 4 x 1 )」類型

題目中根據數字負荷程度分成「數字負荷程度低」和「數字負荷程度高」兩

組。「4 x 1 / 數字負荷程度低」18 題，「4 x 1 / 數字負荷程度高」54 題，共

72 題。 

肆、研究結果 

乘法心算能力、策略選擇與工作記憶及數感關係之行為實驗 

本實驗研究結果將依序報告乘法心算作業、概數判斷作業以及工作記憶作業

的結果（反應時間及正確率）；然後再報告這幾項作業彼此之間的相關性。接著

進一步分析乘法心算作業中參與者的在執行乘法心算時的策略表現。再將依據參

與者的乘法心算表現，分成高表現組及低表現組，比較高低表現組的策略運用在

不同難度的題目中的分布。 

各項作業的正確率與反應時間 

乘法心算作業 

乘法心算作業的刺激材料依題型（2x1、3x1、4x1 及 2x2）及數字負荷程度

（easy 及 difficult）而分，共有八種。受試者在各題型的正確率及正確解題之反

應時間之平均值見表 3。因此作業為 4x2 之二因子受試者內設計，隨後進行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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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完全相依設計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題型與數字負荷程度兩自變項之主要

效果皆達顯著，題型變項上 F（3,138）= 87.346，p< .001；數字負荷變項上 F（1,46）

= 65.333，p< .001；；兩變項之間有交互作用，F（3,138）= 10.564，p< .001。 

 

表 3 乘法心算作業之正確率與反應時間表 

Type   2x1 3x1 4x1 2x2 

Accuracy 

Easy 
Mean 0.94 0.93 0.85 0.64 

SE 0.004 0.004 0.005 0.009 

Difficult 
Mean 0.90 0.80 0.61 0.56 

SE 0.004 0.006 0.010 0.009 

total 
Mean 0.92 0.86 0.73 0.60 

SE 0.003 0.004 0.006 0.008 

Reaction 

Time 

（sec） 

Easy 
Mean 4.64 8.07 15.50 31.45 

SE 0.081 0.121 0.308 0.829 

Difficult 
Mean 8.55 18.67 33.30 40.79 

SE 0.143 0.344 0.701 0.842 

total 
Mean 6.54 12.87 23.04 35.78 

SE 0.102 0.207 0.394 0.727 

註：SE 為平均標準誤。 

 

進一步分析單純主要效果，在數字負荷的效果上，2x1 題型中數字負荷不同

對正確率沒有影響，F（1,184）= 2.815，p= .120；在 3x1、4x1、2x2 則有差，3x1：

F（1,184）= 23.753，p< .001，4x1：F（1,184）= 77.241，p< .001，2x2：F（1,184）

=9.218，p< .005，數字負荷高的題目之正確率都比較低。 

在題型效果上，數字負荷低之簡單題中，題型類別對正確率有影響，F（3,276）

= 49.000, p< .001，其中 2x1 與 3x1 之正確率比 4x1、2x2 的正確率高，4x1 題型之

正確率比 2x2 高，2x1 與 3x1 之正確率沒有差異；在數字負荷較高的難題中，題

型亦有影響，F（3,276）= 63.023，p< .001，2x1 之正確率顯著高於 3x1、4x1、2x2

題型，而 3x1 之正確率也高於 4x1 及 2x2，4x1 題型與 2x2 題型之間之正確率則

無顯著差異。 

在受試者正確解題之反應時間上，亦同樣的進行完全相依設計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同樣的發現題型與數字負荷程度兩自變項之主要效果皆達顯著，題型變項

上 F（3,138）= 126.921，p< .001；數字負荷變項上 F（1,46）= 140.166，p< .001；；

兩變項之間有交互作用，F（3,138）= 15.287，p< .001。 

進一步分析單純主要效果，數字負荷程度對所有的題型皆有影響，2x1：F

（1,184）= 5.964，p< .05；3x1：F（1,184）= 44.110，p< .001，4x1：F（1,184）

= 132.475，p< .001，2x2：F（1,184）= 39.737，p< .001，在所有的題型中受試者

解題所花的時間，在數字負荷高的題目皆比同題型但數字負荷低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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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題型效果上，數字負荷低之簡單題中，題型類別對反應時間有影響，F

（3,276）= 74.172, p< .001，2x1 和 3x1 所花時間比 4x1 及 2x2 短，4x1 題型之反

應時間也比 2x2 少；在數字負荷較高的難題中，題型亦有影響，F（3,276）= 

114.732，p< .001，2x1 題型之反應時間顯著低於 3x1、4x1 與 2x2，3x1 題目解答

速度也比 4x1 及 2x2 的快，2x2 的題目解答所花時間也比 4x1 多。 

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在乘法心算的選題上，題目的數字負荷度與題型區分大

部分是有效的；只有在 2x1 題型的難易度的正確率上區分不出來，對受試者而言

都數字負荷度都太低，但在反應時間上，依然能將數字負荷程度區分出來。 

概數判斷作業 

在概數判斷作業上，刺激材料的操弄上有數量大小，以及兩色點之數量比例

（2（2:1）、1.33（4:3）、1.2（6:5）及 1.14（8:7）），並控制色點的分布為 area controlled

及 dot-size controlled。而結果呈現上，分成「數量大小」對比於「點之間的比例」

以及「色點分布控制」及「「點之間的比例」兩種，見表 4 及表 5。 

 

表 4 概述判斷作業之正確率與反應時間（Dot-Size vs.Area controlled） 

Ratio 1.14 1.20 1.33 2.00 

Accuracy 

Dot-Size 

Controlled 

Mean 0.66 0.70 0.82 0.97 

SE 0.004 0.005 0.006 0.008 

Area Controlled 
Mean 0.63 0.68 0.74 0.93 

SE 0.005 0.005 0.007 0.010 

Total 
Mean 0.63 0.68 0.77 0.93 

SE 0.003 0.003 0.004 0.006 

Reaction 

Time 

（msec） 

Dot-Size 

Controlled 

Mean 668.0 665.6 573.7 419.1 

SE 12.95 11.89 9.94 6.78 

Area Controled 
Mean 658.5 639.4 592.7 415.3 

SE 13.05 11.20 11.84 6.02 

Total 
Mean 677.4 666.3 595.6 426.1 

SE 12.20 10.53 9.56 5.34 

 

表 5 概述判斷作業之正確率與反應時間（total dot number） 

ratio 1.14 1.2 1.33 2.0 

Dots Size S L S L S L S L 

Dot Number 15 30 11 22 14 28 15 24 

Accuracy 
Mean 0.62 0.64 0.68 0.67 0.77 0.76 0.91 0.92 

SE 0.004 0.003 0.004 0.003 0.006 0.006 0.007 0.006 

RT 
Mean 683.2 661.4 685.5 641.9 592.7 606.9 453.1 409.9 

SE 12.51 12.98 11.51 11.11 11.75 10.59 8.08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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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確率上，ratio 與 control 之 4x2 因子 F 考驗之統計分析顯示，Dots Size 

Control 與 Area Control 有差異，F（1,46）= 23.082，p< .001；ratio 之間也有差異，

F（3,138）= 198.885，p< .001，無交互作用（但接近邊緣），F（3,138）= 2.645，

p= .052。Area Control 的正確率顯著較 Dots Size Control 的低，而 ratio 越高，正

確率越高。 

在 ratio 與 total dots number 之 4x2 因子 F 考驗統計分析部分，點的數量並

不影響正確率，F（1,46）= 0.093，p= .762，只有 ratio 影響正確率，F（3,138）= 

136.160，p< .001，ratio 越高，正確率越高（見圖 13）。兩變項之間沒有交互作

用，F（3,138）= 1.113，p= .353。 

在分析完概數判斷作業之正確率後，接續進行反應時間部分的 2x4 相依二因

子設計 F 考驗統計分析。在反應時間上，dot size control 與 Area control 之受試者

表現沒有差異，F（1,46）= 0.291，p= .592；反應時間只與 ratio 有關，F（3,138）

= 38.097，p< .001，當 ratio 越接近，也就是 ratio 越小，反應時間越長。兩變項

之間沒有交互作用，F（3,138）= 0.73，p= .537。 

若以點的數量大小與 ratio 進行反應時間之 4x2 相依樣本二因子 F 變異數統

計分析，則發現依然只有 ratio 的影響，F（3,138）= 31.354，p< .001，也就是 ratio

越小，反應時間越長；而點的數量大小對於反應時間沒有影響，F（1,46）= 1.240，

p= .272；點數量大小與 ratio 之間無交互作用，F（3,138）= 0.918，p= .437 

工作記憶作業 

在工作記憶作業中，本研究共執行了四種工作記憶的作業，分別為記憶更新

作業（MU）、運作廣度作業、句子廣度作業以及空間短期記憶作業（SSTM）。其

中運作廣度作業中受試者的必須要做的判斷有兩個，一個是判斷數學方程式是否

正確，另一個則是必須依序回憶出題目中出現的字母，前者為稱作運作廣度作業

中的運算判斷（OSpt），後者運作廣度記憶表現（OS）。在句子廣度作業部分，也

分成句子判斷（SSpt）跟句子廣度記憶（SS）兩部分。四個作業共有六種正確率

的結果（見表 6）。六種結果彼此之間的相關性見圖 15，MU 與 OS、SS 之間彼此

呈現高度正相關，OSpt 與 SSpt 彼此有高正相關，SSTM 與其他五種皆無關。 

 

表 6 四種工作記憶作業之正確率 

WM MU OS OSpt SS SSpt SSTM 

Accuracy 
Mean 0.84 0.78 0.93 0.85 0.83 0.88 

SE 0.006 0.005 0.006 0.005 0.005 0.003 

註：MU 為記憶更新作業；OS 為運作廣度作業中的廣度記憶表現；OSpt 為運作廣度作業中的運

算判斷表現；SS 為句子廣度作業中之廣度記憶表現； SSpt 為句子廣度作業中句子判斷表現；SSTM

為視覺短期記憶作業之表現。 

 

乘法心算表現與工作記憶能力、概數感能力之間的相關性 

為了解工作記憶能力及領域特殊能力中概數感，與乘法運算之間的關係，本



顏乃欣  基本數學運算能力高低者的乘法運算策略選擇與大腦認知負荷之研究 

 

483 

研究將上述共六個實驗的結果，進行彼此之間的正確率及反應時間之相關分析

（見圖 2）。 

 

圖 2 乘法心算表現與工作記憶作業、概數判斷作業表現之相關性  

 

MU 為記憶更新作業；OS 為運作廣度作業中的廣度記憶表現；OSpt 為運作廣度作業中的運算判

斷表現；SS 為句子廣度作業中之廣度記憶表現； SSpt 為句子廣度作業中句子判斷表現；SSTM

為視覺短期記憶作業之表現。 

 

結果顯示，工作記憶能力與乘法心算表現之關係中，以記憶更新作業與運作

廣度能力與乘法心算較有關係。在記憶更新作業上，此作業之正確率與乘法心算

表現有較高的相關性，在正確率上為較高的正相關（r = .61），與反應時間則為中

度負相關（r = -.41）。也就是記憶更新作業表現越好，其乘法心算表現則呈現反

應時間越短（計算速度越快）且正確率越高。在運作廣度上，此作業之正確率與

乘法心算之正確率及反應時間呈現接近於中度相關，在正確率上呈現正相關

（r= .33），在反應時間上呈現負相關（r= -.38）。也就是運作廣度能力越好，其乘

法心算表現則呈現反應時間越短（計算速度越快）且正確率越高。其他之工作記

憶能力，如句子廣度及視覺短期記憶，則表現出低度的相關。 

 在概數判斷作業表現上，則發現與乘法心算表現之正確率無關（r < .1），但

概數判斷作業之正確率與乘法心算之反應時間則呈現中度負相關（r = .-40）。也

就是當受試者在概數判斷作業中之正確率越高，其在乘法心算作業中之反應時間

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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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法心算的策略種類 

本實驗中依據受試者在乘法心算計算中之口語資料將受試者的策略分成以

下三種：專家策略、學校策略以及拆解策略。以 3456 乘以 2 為例，受試者在執

行專家策略，口語資料多半會呈現出報告 6、8、10、9、12、6912 等資訊；若採

取的策略為學校策略的話，則會報告出 12、10、112、8、912、6、6912 等資料；

若是採取拆解策略的話，則口語資料將會可能呈現出 68、 6800、 112 、6912，

表示受試者先將 3456 拆解成 3400 及 56，再分別乘以 2 後，把 3400 乘以 2 的結

果與 56 乘以 2 的結果相加。以下則是本研究中受試者在乘法心算作業中的表現

情形。 

 

在乘法作業中不同題目之策略使用情形分佈狀況 

在乘法心算作業中，分析 47 受試者在不同題型（2x1、3x1、4x1、2x2）及

策略分佈（專家策略、學校策略及拆解策略）的關係，其分佈情形如表 7。在所

有題型中，受試者採取專家策略共佔 39.8%，學校策略佔 49.6%，拆解策略佔

10.6%。以不同題型與策略兩個變項所構成的列連表以卡分檢驗分析發現，X2
（1）

= 1424.787，p<.001，達顯著，表示兩個變項之間不相互獨立，有顯著關聯。另

參考關聯係數 phi= .616，p< .001，亦非常顯著，同卡方檢驗，顯示兩變項之間並

不呈現對稱關係。不同的題型使得受試者採取不同策略來解題。 

 

表 7 乘法心算作業中受試者的策略分佈 

 
ex sc sp 

2x1-e 57% 
45% 

40% 
49% 

3% 
6% 

2x1-d 34% 58% 9% 

3x1-e 46% 
38% 

39% 
49% 

15% 
13% 

3x1-d 30% 59% 11% 

4x1-e 42% 
36% 

41% 
51% 

17% 
14% 

4x1-d 30% 60% 10% 

2x2-e 3% 
3% 

26% 
27% 

71% 
71% 

2x2-d 3% 27% 70% 

註：表中的 ex 表專家策略，sc 表學校策略，sp 表拆解策略。2x1、3x1、4x1 及 2x2 為二位數乘

以一位數（以此類推）之題目；2x1-e 為二位數乘以一位數題型中屬於數字負荷較低的類型，2x1-d

為二位數乘以一位數題型中數字負荷程度較高的類型（其餘以此類推）。 

 

在乘法表現高低者的使用策略之差異 

在題目上，已發現受試者會因不同的題型採取不同的策略，因此進一步分

析，能力不同的受試者是否會依據題型而有不同的策略偏好。依據受試者的乘法

心算表現，以平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差，將受試者分成高中低三群。高表現群為表

現超過平均值加一個標準差之受試者，低表現群則為表現低於平均值減一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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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之受試者。然後進一步分析乘法表現不同的受試者（高、低群）是否偏好的策

略不同。 

乘法心算高低表現者之正確率在不同題型之策略分布情形見表 8，比較其在

不同題型上的策略分佈發現在二位數乘以一位數、三位數乘以一位數以及四位數

乘以一位數的題型上，專家策略使用有顯著性，高表現者群顯著相較於低表現者

多使用專家策略，p< .05。在低表現者群則多偏好使用學校策略，在三位數乘以

一位數題型上達顯著，p< .05，在二位數乘以一位數及四位數乘以一位數則在顯

著邊緣，分別為 p= .094 及 p= .167。 

 

表 8 乘法心算高低能力在不同題型正確率之策略分布 

題型 策略 
高能力者正確率 

（N=8） 

低能力者正確率 

（N=9） 

漸進顯著性 a

（雙尾） 

2x1 

ex 65% 29% .026* 

sc 26% 67% .094 

sp 9% 4% .692 

3x1 

ex 71% 26% .022* 

sc 18% 66% .025* 

sp 11% 8% .866 

4x1 

ex 68% 27% .020* 

sc 20% 66% .167 

sp 13% 7% .625 

2x2 

ex 13% 2% .426 

sc 8% 38% .260 

sp 79% 61% .008** 

註：表中的 ex 表專家策略，sc 表學校策略，sp 表拆解策略。2x1、3x1、4x1 及 2x2 為二位數乘

以一位數（以此類推）之題目；
a
曼惠二氏 U 檢定法（Mann-Whitney U Test）：* p<.05，** p<.01；

高能力者（八名）的整體平均正確率為 91%，低能力者（九名）的整體平均正確率為 63%。 

 

受試者除了在題型不同時會採取不同的策略解題外，能力不同的受試者偏好

的策略亦有不同，那採用不同的策略是否會影響反應時間？以下將分析高低受試

者在在不同題型使用不同策略之正確解題的反應時間。 

高乘法表現者在不同難度題目中使用不同策略時所需解題時間不同 

高乘法表現者在使用不同策略解答似乎會影響其答題時間，特別是在二位數

乘以二位數且高數字負荷題時，拆解策略可大幅縮短反應時間（圖 16）。在低表

現者則較無明顯的差別（見表 9）。因不是所有的受試者在每一種題型都有採取

不同的策略，各細格之反應時間會有缺值，因此並未進一步執行統計分析。 

 

表 9 高低乘法表現群在不同類型題目下使用不同策略之平均反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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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時間（sec） 高表現群（N=8） 低表現群（N=9） 

題型 數字負荷 ex Sc sp ex sc Sp 

2x1 
Easy 2.6 5.7 7.0 3.3 6.2 14.2 

difficult 4.6 8.3 6.9 10.2 11.0 11.2 

3x1 
Easy 4.9 9.4 6.0 8.4 11.3 9.6 

difficult 9.8 14.1 23.3 15.6 22.4 14.6 

4x1 
Easy 9.2 12.7 12.3 14.2 21.0 33.1 

difficult 15.8 30.2 60.9 22.3 44.7 （缺） 

2x2 
Easy 20.7 21.4 20.3 （缺） 50.2 29.5 

difficult 13.2 24.2 25.6 102.5 50.2 49.0 

註：表中的 ex 表專家策略，sc 表學校策略，sp 表拆解策略。2x1、3x1、4x1 及 2x2 為二位數乘

以一位數（以此類推）之題目；easy 為同題型中屬於數字負荷較低的類型，difficult 為二位數乘

以一位數題型中數字負荷程度較高的類型。 

 

高低乘法心算表現之受試者在解題上依據題型的策略分布及反應時間有所

不同，又乘法心算表現與工作記憶中記憶更新作業表現呈現高度相關，因此接著

分析當受試者的記憶更新能力不同時，其乘法心算的表現情況。 

記憶更新能力高低不同受者之乘法心算策略分布情形 

同上述將受試者依據乘法心算表現分成高中低三群的方式，在此則依據受試

者的記憶更新作業表現，將受試者分成記憶更新能力高中低三群，以平均值加減

一個標準差來分。高記憶更新能力群為表現超過平均值加一個標準差之受試者，

低記憶更新能力群則為表現低於平均值減一個標準差之受試者。然後進一步分析

記憶更新能力不同的受試者（高、低群）在乘法心算作業上的表現是否不同。 

記憶更新能力不同之受試者乘法心算正確率在不同題型之策略分布情形見

表 10，比較其在不同題型上的策略分佈發現在三位數乘以一位數、四位數乘以

一位數及二位數乘以二位數的題型上，拆解策略使用有顯著性，高記憶更新能力

者顯著相較於低記憶能力者常使用拆解策略，p< .05。 

 

表 10 記憶更新表現高低群在乘法心算之策略分佈 

題型 策略 
高 MU 者正確率 

（N=4） 

低 MU 者正確率 

（N=8） 

漸進顯著性

（雙尾）b 

2x1 

ex 46% 31% .348 

sc 24% 58% .674 

sp 21% 3% .863 

3x1 

ex 28% 18% .298 

sc 33% 61% .061 

sp 33% 3% .005** 

4x1 ex 20% 1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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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26% 41% .306 

sp 40% 1% .004** 

2x2 

ex 0% 0% 1.000 

sc 8% 16% .716 

sp 66% 24% .013* 

註：表中的 ex 表專家策略，sc 表學校策略，sp 表拆解策略。2x1、3x1、4x1 及 2x2 為二位數乘

以一位數（以此類推）之題目；
b
曼惠二氏 U 檢定法（Mann-Whitney U Test）：* p<.05，** p<.01；

高 MU 者（四名）的整體平均正確率為 86%，低 MU 者（八名）的整體平均正確率為 67%。 

乘法心算表現群及記憶更新能力群之策略分布比較與反應時間差異 

因高低乘法心算表現群與高低記憶更新能力群之策略選擇有差異，乘法心算

表現不同之受試者策略分布有所不同，記憶更新能力不同之受試者彼此之間之策

略分布亦有不同，那這兩分類的各群之策略分布是否有差異？以下將比較高中低

乘法心算表現群與高中低記憶更新能力群，兩兩之間的差異，例如：高乘法表現

與高記憶更新能力之間策略分布情況。 

 

表 11 以不同方式區分高低群之策略分布情形 

  以乘法表現區分 以記憶更新能力區分  

 Type ex sc sp ex sc Sp 漸進顯著性 a 

（雙尾） 

高 2x1 65% 26% 9% 53% 26% 21% .020* 

3x1 71% 18% 11% 31% 35% 34% .000** 

4x1 68% 20% 13% 24% 33% 44% .000** 

2x2 13% 8% 79% 0% 13% 88% .000** 

中 2x1 45% 50% 5% 48% 48% 4% .566 

3x1 33% 52% 15% 43% 45% 13% .002** 

4x1 30% 54% 16% 41% 47% 12% .000** 

2x2 0% 29% 71% 4% 24% 72% .000** 

低 2x1 29% 67% 4% 31% 67% 3% .608 

3x1 26% 66% 8% 22% 76% 3% .035* 

4x1 27% 66% 7% 19% 77% 4% .062 

2x2 2% 38% 61% 0% 44% 56% .141 

註：使用的策略百分比高於或等於 50%的為粗體；介於 33.3%及 50%之間的為斜線；低於 33.3%

的為淺灰色字體。
a
Person 卡方檢定：* p<.05，** p<.01； 

統計不同分類之不同群之策略分布情況後，進行皮爾森卡方檢定（表 11）

後發現，高乘法表現與高記憶更新能力群彼此之間的策略選擇差異很大，在各題

型中其策略選擇情況皆有所不同，高乘法表現者常用專家策略，高記憶更新能力

群則多使用拆解策略。在中間組別，中等乘法心算表現組較常使用學校策略，而

中等記憶更新組平均使用專家策略及學校策略。在低乘法心算表現組及低記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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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組織間，則僅在 3x1 題型上略有差異，低記憶更新組使用拆解策略的比例較低。 

因高低乘法心算表現群與高低記憶更新能力群之策略選擇有差異，而在反應

時間上，乘法心算表現不同之受試者反應時間有所不同，記憶更新能力不同之受

試者彼此之反應時間亦有不同，這兩分類的高低群差異，是差在哪裡？以下將比

較高低乘法心算表現群之反應時間差，以及高低記憶更新能力群之反應時間差。

因為在乘法心算低表現群以及低記憶更新能力群中，有許多值缺漏，缺少受試者

在 2x2 題型上使用拆解策略並正確解答，而無法獲得反應時間，因此不比較在

2x2 的表現，僅就 2x1、3x1 及 4x1 的表現結果來分析(見圖 3)。結果發現乘法心

算表現高低群的反應時間差異平均值，只有 0.8 秒，而在記憶更新能力高低群的

反應時間差異平均值卻高達 10.4 秒。似乎記憶更新能力不足時，會嚴重影響受

試者的反應時間。 

 

 
圖 3 不同分類之高低群反應時間差異比較 

 

加法行為實驗 

正確率與反應時間 

表 12 加法實驗之正確率與反應時間之平均值與標準差（SD）（35 人） 

 不進位 十進個不進 個進十不進 十為九進位 都進位 

正確率 0.94(0.051) 0.92(0.049) 0.94(0.045) 0.90(0.064) 0.88(0.065) 

反應時間 3.22(0.687) 3.88(0.929) 4.05(1.117) 4.38(1.216) 4.60(1.386) 

 

    從 one-way ANOVA 分析的結果顯示，在運算過程的進位變化對正確率有影

響 F(4,136)= 17.359, p< .001, =.338。進一步配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s）

顯示，「不進位」及「個進十不進」之正確率顯著高於「十進個不進」、「十為九

進位」與「都進位」，p<.05；「十進個不進」之正確率亦顯著高於「都進位」，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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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進位」與「個進十不進」之正確率沒有差異，p=.797；「十進個不進」之

正確率略高於「十為九進位」，顯著性接近邊緣 p=.079。整體而言，進位變化對

正確率是有漸進的影響，當進位的位數越多正確率就越低（見圖 2）。 

這樣的影響也反映在運算速率上，當進位變化越多時，反應時間就越長。one-way 

ANOVA 分析的結果顯示，進位變化對反應時間有影響，F(4,136)= 64.221, p< .001, 

=.654。進一步配對比較顯示，隨著進位變化，「不進位」之反應時間顯著小於

其他四者，且彼此之間之差異皆達到顯著，p< .01。 

小結 

 從加法實驗結果顯示，運算過程的進位變化對於正確率以及反應時間皆有所

影響，因此在進一步進行相關運算實驗時，刺激材料中的進位變化的程度所造成

的影響必須考慮在內。 

 

乘法眼動實驗 

正確率與反應時間 

表 13 乘法眼動實驗正確率與反應時間之平均值與標準差（30 人） 

 
 

題型 

 數字負荷程度 2 位數 x1 位數 3 位數 x1 位數 4 位數 x1 位數 

正確率 
簡單 0.93(0.097) 0.91(0.099) 0.86(0.179) 

困難 0.87(0.129) 0.80(0.191) 0.66(0.194) 

反應時間（sec） 
簡單 4.02(1.190) 6.35(1.993) 12.11(4.535) 

困難 6.65(2.341) 12.99(4.835) 21.56(9.721) 

 

在正確率分析上，3（題型）x2（數字負荷程度）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repeated 

measure ANOVA）結果顯示，在主效果上「題型」變項以及「數字負荷程度」變

項及對正確率皆有影響並達顯著（見圖 4），在題型變項上 F(2,58)= 17.272, p< .001, 

=.373，F(1,29)= 32.694, p< .001, =.530；且有交互作用，F(2,58)= 4.060, p< .005, 

=.123。進一步進行事後考驗檢視簡單主要效果（simple main effect）在題型變

項下之數字負荷程度的影響，結果顯示除了「2 位數 x1 位數」之數字負荷程度

沒有差異外，p=.120，「3 位數 x1 位數」及「4 位數 x1 位數」上，數字負荷程度

皆對正確率造成影響，困難題之正確率顯著低於簡單題， p< .005。在數字負荷

程度變項下的題型效果，顯示簡單題下之題型效果不明顯，p=.098，數字負荷大

時題型變化對正確率有影響，p< .001，在困難題中，「4 位數 x1 位數」之正確率

顯著小於「3 位數 x1 位數」及「2 位數 x1 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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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應時間分析上，3（題型）x2（數字負荷程度）重複測量變異數分析

（repeated measure ANOVA）結果顯示，在主效果上「題型」變項以及「數字負

荷程度」變項及對正確率皆有影響並達顯著（見圖 5），在題型變項上 F(2,58)= 

116.644, p< .001, =.801，F(1,34)= 83.744, p< .001, =.743；且有交互作用，

F(2,58)= 19.962, p< .001, =.408。進一步進行事後考驗檢視簡單主要效果

（simple main effect）在題型變項下之數字負荷程度的影響，結果顯示無論何種

題型，數字負荷程度對反應時間皆有影響，p< .001，困難題之反應時間顯著長於

簡單題。而在數字負荷程度變項下的題型效果，顯示無論是在簡單題還是困難

題，題型變化對反應時間皆有影響，p<.01，「4 位數 x1 位數」之反應時間長於「3

位數 x1 位數」及「2 位數 x1 位數」，「3 位數 x1 位數」亦長於「2 位數 x1 位數」。 

 為了進一步檢視題型與數字負荷程度對於認知負荷的影響，本研究利用眼動

儀觀察在乘法運算時的各項眼動指標，以確定這些刺激材料在認知負荷上是否呈

現穩定的變化。因為過去的研究顯示，各項眼動指標中以瞳孔縮放程度對於認知

負荷的變化最為敏感，因此本研究將以瞳孔縮放程度的結果作為最後篩選刺激材

料的依據。以下是各項眼動指標的結果。 

各項眼動指標 

 本研究在乘法眼動實驗中檢視的各項眼動指標共計有五種，包括常見的平均

凝視時間長短（average fixation duration）、平均凝視次數（fixation numbers）、平

均第一凝視點停留時間（first fixation duration）和平均第二凝視點停留時間

（second fixation duration）以及對認知負荷最為敏感的瞳孔縮放變化（pupil 

dilations）。 

以「平均凝視時間」為依變項，進行 3 ( 題目形式：2*1 / 3*1 / 4*1 ) x 2 ( 數

字負荷：高 / 低 )的二因子完全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題目形式的主效果、數

字負荷的主效果，以及題目形式 x 數字負荷的交互作用均無顯著，數值分別為

F(2,58)=2.37, p=.102 與 F(1,29)=0.02, p=.887，交互作用部分為 F(2,58)=1.16, p=.321。 

以「凝視點數量」為依變項，進行 3 x 2 的二因子完全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

發現題目形式的主效果達到顯著( F (2, 58) =10.45, p < .001 )，事後比較顯示「4x1」

的凝視點數量顯著大於「2x1」( t(29)=3.54, p < .001)，且「3x1」也顯著大於「2x1」

( t(29)=6.94, p < .001)，「4x1」也顯著大於「3x1」( t(29)=2.38 , p < .05)，亦即在凝

視點數量的分析上，「4x1」>「3x1」>「2x1」。數字負荷的主效果達到顯著( F (1, 

29) = 12.17, p < .01 )，顯示數字負荷大組的凝視點數量顯著大於數字負荷低組。

題目形式 x 數字負荷的二階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 

以「第一凝視點時間」為依變項，進行 3 ( 題型 ) x 2 ( 數字負荷程度 )的二

因子完全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題目形式的主效果、數字負荷的主效果，以及題

目形式 x 數字負荷的交互作用均無顯著，數值分別為 F(2,58)=1.29, p=.283 與

F(1,29)=0.94, p=.341，交互作用部分為 F(2,58)=1.38, 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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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凝視點時間」為依變項，進行 3 x 2 的二因子完全受試者內變異數

分析，結果顯示題目形式的主效果達到顯著( F (2, 58) = 7.86, p < .001 )，事後比較

顯示「4x1」的第二凝視點時間顯著大於「2x1」( t(29)=3.98, p < .001)，且「3x1」

也顯著大於「2x1」( t(29)=2.32, p < .05)，「4x1」也顯著大於「3x1」( t(29)=2.39, p 

< .05)，亦即在第二凝視點時間的分析上，「4x1」>「3x1」>「2x1」。數字負荷的

主效果達到顯著( F (1, 29) = 5.82, p < .05 )，顯示數字負荷大組的第二凝視點時間

顯著大於數字負荷低組。題目形式 x 數字負荷的二階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 

 

表 14 第一凝視點與第二凝視點之平均位置 

水平位置 2x1_簡單 2x1_難 3x1_簡單 3x1_難 4x1_簡單 4x1_難 

第一凝視點 
474.78  474.63 474.91 477.81 470.45 472.35 

(67.21)  (67.00) (66.17) (66.60) (71.85) (65.74) 

第二凝視點 
465.16 464.45 462.74 466.52 464.82 457.91 

(80.66) (71.44) (77.36) (69.7) (74.37) (70.85) 

垂直位置 2x1_簡單 2x1_難 3x1_簡單 3x1_難 4x1_簡單 4x1_難 

第一凝視點 
342.06 343.97 345.26 342.48 348.41 349.68 

(81.60) (94.64) (86.53) (93.09) (79.27) (78.29) 

第二凝視點 
369.34 345.12 336.21 336.79 349.44 353.67 

(97.91) (102.22) (99.31) (86.91) (83.58) (68.06)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第一凝視點和第二凝視點的水平位置在各類型題目

中是否有差異。結果在「3x1 / 數字負荷高」組與「4x1 / 數字負荷高」組，第

一凝視點與第二凝視點的位置有顯著差異 ( 前者：t(29)=2.97, p < .01；後者：

t(28)=3.55, p < .01 )，其他組別則無此顯著差異。顯示在「3x1 / 數字負荷高」組

與「4x1 / 數字負荷高」組中，第一凝視點的水平位置顯著比第二凝視點位置偏

右邊，其他組別的第一和第二凝視點的位置並無顯著差別。 

以相依樣本 T 檢定分析第一凝視點和第二凝視點的垂直位置在各類型題目

中是否有差異。結果在「2x1 / 數字負荷低」組的第一凝視點與第二凝視點的位

置有顯著差異 ( t(27)=2.13, p < .05 )，顯示在「2x1 / 數字負荷低」組，第一凝視

點的垂直位置顯著低於第二凝視點的垂直位置。其他組別的第一和第二凝視點的

垂直位置並無顯著差別。 

以「平均水平瞳孔 X 軸大小」為依變項，進行 3 ( 題型 ) x 2 ( 數字負荷程

度)的二因子完全受試者內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題型的主效果達到顯著，F (2, 58) 

= 5.69, p < .01 ，事後比較顯示「4x1」的平均水平瞳孔大小顯著大於「2x1」

( t(29)=2.78, p < .01)，且「3x1」也顯著大於「2x1」( t(29)=3.29, p < .01)，但「4x1」

和「3x1」沒有顯著差別。數字負荷的主效果達到顯著( F (1, 29) = 5.04, p < .05 )，

顯示數字負荷大組的平均水平瞳孔大小顯著大於數字負荷低組。題目形式 x 數字

負荷的二階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題目形式 x 數字負荷的交互作用圖可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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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瞳孔時序變化分析 

從平均凝視瞳孔 X 軸大小顯示，在不同題型與數字負荷程度下，瞳孔大小的

確可以顯示出認知負荷之程度，因此進一步分析在時序上瞳孔之縮放。下圖 7

為瞳孔 X 軸大小隨著時間上的變化，但因為同一受試者在同一個操弄下的題型之

反應時間不同，而不同受試者在同一操弄題型下之反應時間也不同，因此將資料

直接堆疊平均處理有理論上的爭議，且不容易顯示出隨著時序上的瞳孔變化。因

此進一步將每一個受試者在每一個題目上之瞳孔大小變化以 50 等分來做合併處

理，進一步觀察題型與數字負荷程度變化造成受試者之瞳孔隨著時間之變化，顯

示在運算中，受試者之瞳孔似乎隨著運算過程中逐漸擴大，此結果是否達到顯著

差異之統計分析技術尚在摸索中。 

小結 

從乘法眼動實驗結果顯示，本實驗之刺激材料雖然在題型不同（2x1、3x1

及 4x1）與數字記憶負荷程度不同（數字負荷較低題與數字負荷較高題）之間的

變化，在行為資料上（正確率與反應時間）皆能分出差異，但是在眼動指標上，

部分數字負荷重疊之題型上（見表一），似乎就沒有明顯的差異，像是 2x1 之難

題與 3x1 簡單題，數字負荷程度皆為 5，在時序上瞳孔變化大小之眼動指標上也

顯示出略微重疊，而 3x1 之難題與 4x1 簡單題，數字負荷程度皆為 7，亦顯示出

類似的結果。因此未來若需要進一步在 fMRI 實驗上篩選材料，應考慮數字負荷

程度上的值，排除數字負荷相同的題目（雖然題型或難度不同），來避免數字負

荷相同可能造成 fMRI 資料分析的對比之效果不足無法得到結果。 

三個 fMRI 實驗 

為達成研究目的，依據前述之乘法與加法行為實驗以及乘法眼動實驗之結

果，篩選出適合在 fMRI 實驗中進行之刺激材料，並依據受試者在 MRI 掃瞄室中

平均適合之實驗時間（約 45 分鐘）設計出三個 fMRI 實驗來回答不同的研究問題，

分別是 fMRI 實驗一：加法進位之認知負荷實驗、實驗二：乘法心算認知負荷實

驗以及 fMRI 實驗三：乘法心算策略與輸出方式認知負荷實驗。實驗一二之資料

已收集完畢，資料分析進行中，目前只能呈現實驗二之部分資料分析結果。實驗

三部分之資料正在收集中，資料結果尚無法呈現。以下先呈現實驗二之結果。 

 

實驗二 乘法題型與數字負荷的 fMRI 實驗 

本實驗共收取 29 名參與者之資料，其中 4 位參與者在不同的 session 中正確

答題數未滿 3 題，資料無法列入 fMRI 分析中，因此刪除；1 名參與者之資料因

收集資料時因資料損毀，缺乏最後一個 session 之 fMRI 資料， 因此未納入分析。

最後共分析 24 名參與者之資料，其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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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率與反應時間 

表 15 乘法題型與數字負荷 fMRI 實驗之正確率與反應時間平均值與標準誤 

N=24 
 

題型 

Mean(SE) 數字負荷程度 2 位數 x1 位數 4 位數 x1 位數 

正確率 
簡單 0.94(0.011) 0.89(0.017) 

困難 0.90(0.017) 0.65(0.028) 

反應時間（sec） 
簡單 4.73(0.232) 8.53(0.690) 

困難 6.27(0.267) 13.28(0.917) 

 

fMRI 分析結果 

本實驗為 2（題型）x2（負荷）之受試者內設計，其中題型分成「兩位數乘以一

位數( 2 x 1)」，以及「四位數乘以一位數( 4 x 1 )」兩種。而每種題型的題目內又

根據數字負荷程度分成「數字負荷程度低」和「數字負荷程度高」兩組。本實驗

目的主要是要觀察在乘法心算時在不同數字負荷時大腦之處理區域，因此 fMRI

分析中的對比共計分成題型對比（兩種）、負荷對比（兩種）、不同題型下的不同

負荷對比（四種）、不同負荷下之不同題型對比（四種）、高低負荷交叉對比（四

種）、題型與負荷交叉對比（兩種）及線性高低負荷對比（一種）等共七類 19

種對比。以下只呈現主要觀察的三類各一種共三種，在不同情況下之腦區對比結

果，PFEW-corr <.001 之結果： 

 

在高負荷減低負荷題的對比 

 

圖 2 fMRI 實驗二之高負荷對比低負荷之大腦活化圖 

 

分析正確回答的高負荷題對比低負荷題之大腦活化區域，顯示出位在左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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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gulate gyrus 的區域（[-32, 4, 54]-BA6, [-40, 2, 50]-BA6, [-48, 6, 42]-BA6）以及左

腦頂葉的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28, -56, 58]-BA7）、inferior parietal lobule（[-42, 

-38, 50]-BA40）及 precuneus 區域（[-20, -56, 54]-BA7），在高負荷時比低負荷時

來得大，pFWE-corr < .001(圖 11)。 

 

四乘一題型下高負荷減低負荷的對比 

 

圖 3 fMRI 實驗二中四乘一題型下高負荷對比低負荷之大腦活化圖 

 

在四位數乘以一位數的心算中，正確回答此類型題型中的高負荷題相對於低負

荷題，顯示出位在左腦的 Middle Frontal Gyrus（[-6, -30, 40]-BA31, [-4, -6, 32]-BA24, 

[0, -22, 32]-BA23）、Superior Parietal Lobule、Inferior Parietal Lobule、Precuneus，

活化程度較高，pFWE-corr < .001(圖 12)。 

 

線性高低數字負荷的對比（load-linear model） 

 
圖 4 fMRI 實驗二線性負荷對比大腦活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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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實驗之題目在不同題型下以及不同負荷下，其數字負荷接近於線性關係。在

二乘一低負荷題中最高數字負荷為 4，在二乘一高負荷題中最高數字負荷為 5，

在四乘一低負荷題中最高數字負荷為 7，在二乘一高負荷題中最高數字負荷為

9，數字負荷從低到高，因此分析時，將正確答題之題目一數字負荷高低做對比

分析，顯示出數字負荷高相對於數字負荷低，在左右腦區域的 middle frontal gyrus

（[-50, 2, 42]-BA6, [-40, 0, 46]-BA6, [-28, 2, 50]-BA6 及[26, 10, 56]-BA6）和 superior 

frontal gyrus（[-6, 18, 48]-BA8, [-4, 12, 54]-BA6, [16, 12, 50]-BA6）、左腦的 precuneus

（[-20, -68, 46]-BA7, [-10, -60, 52]-BA7），以及右腦的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20, 

-66, 56]-BA7）有較高的活化(圖 13)。 

伍、討論 

本計畫研究結果大致可以小結如下： 

一、 乘法心算表現與工作記憶作業表現有關，特別是在記憶更新作業表現

上，呈現高的正相關，當受試者在記憶更新作業上表現越佳，其在乘法心算

作業上的正確率越高且反應時間越快。 

二、 概數判斷之正確率與反應時間的表現與乘法心算正確率表現無關，也與

工作記憶各項作業無關。但概數判斷之正確率與乘法心算之反應時間呈負相

關，也就是當概數判斷正確率越高者，其乘法心算反應時間越短。 

三、 乘法心算高低表現不同之受試者，在執行乘法心算時的策略偏好不同。

乘法心算能力佳者相較於能力較弱者，偏好使用專家策略。 

四、 高低記憶更新表現者，其乘法心算之正確率差異小，使用的策略偏好只

在拆解策略上有差異，高記憶更新能力者相較於低記憶更新能力者使用較多

的拆解策略。此外，高低記憶更新能力者在乘法心算的反應時間差異相對於

高低乘法心算表現者大，顯示高記憶更新能力在處理運算時的速度較快。 

五、 在找尋適合使用於 fMRI 實驗中的刺激材料時，要儘可能的控制刺激材

料的視覺呈現的一致姓，以及欲控制變項之穩定性，本計畫特選用對認知負

荷敏感的瞳孔縮放指標作為刺激材料穩定性測試，結果證明瞳孔縮放指標的

確適合用來作為在進行認知負荷相關之 fMRI 實驗前之測試工具。 

六、 乘法心算中不同題型之認知負荷從 fMRI 實驗中發現，在較高負荷的題

型中相對於較低負荷的題型中，主要活化差異表現在左右腦之 medial frontal 

gyrus、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以及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區域，以及左腦之

cingulate gyrus 區域以及 left parietal lobe 的 precuneus 區域，參與者表現出

在這些區域的活化程度較高。其中 medial frontal gyrus 被認為並非特別處理

數學的區域，但與結構化的公式處理有關。在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與

Precuneus 區域的活化則可能與代數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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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運算需要的基本能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乘法心算表現與工作記憶作業表現有關。工作記憶被定義

為在認知的過程中，一個可以同時儲存與處理資訊的系統。這系統依據 Baddeley

（2003）的研究包含了四個部分：中央執行系統、視覺空間模板、語音迴路與事

件緩衝器。其中中央執行系統負責調控其他三個部份的活動，並執行訊息的儲存

與處理。本研究中的記憶更新作業中，受試者必須不斷的執行不同訊息的儲存與

處理，包含語音的記憶、視覺空間位置的記憶，以及數值的運算處理。因此受試

者在此作業的表現與其工作記憶中的中央執行系統的能力特別有關。而本研究的

結果顯示，乘法心算過程依賴中央執行系統的能力，乘法心算表現之正確率與記

憶更新能力呈現高正相關，反應時間與記憶更新能力呈現負相關，也就是，乘法

心算高表現者，不但正確率高，且反應時間也快。另外分析了高低記憶更新能力

者在乘法心算上的表現，則發現記憶更新能力對於正確率的影響較小，而其影響

多半反映在反應時間上，記憶更新能力較弱者，其反應時間較長。 

在概數判斷作業上，過去有些文獻顯示數學成就與概數系統的能力有關

（Attridgea, Gilmorea, & Inglis, 2009; Halberda, Mazzocco, & Feigenson, 2008），但本

研究並未發現這樣的結果，和 Iuculano、Moro 及 Butterwoth（2011）以及 Rouselle

及 Noël（2007）的研究結果一致。但這樣的結果也有可能是因為本研究之受試

者皆來自於國立政治大學之學生，屬於較高的學業成就學生群，而在概數判斷作

業上呈現著天花板效應。 

整體而言，就「人們學習數學運算需要哪些基本能力支援」此一爭議問題而

言，本研究結果支持工作記憶以及執行功能在數學表現扮演較重要的角色；而領

域特殊能力，如大數目的概數感則和數學表現較無關係。 

乘法心算表現、記憶更新能力與題型和策略使用的關係 

在策略使用上，依照不同的指標分群，無論是依據乘法心算表現，以及依據

記憶更新能力，不同乘法心算表現及不同記憶更新能力之受試者，其策略選擇分

布情況皆有所不同。高乘法心算表現之受試者偏好使用專家策略，而高記憶更新

能力使用者則多選用拆解策略。在題型上，不同的題型也會影響受試者策略的選

擇，在 2x2 的題型上，受試者一致的偏好選擇拆解策略。各策略對於答題速度的

影響也有不同的影響，從高乘法心算表現受試者的反應時間情況可看出較明顯的

趨勢，專家策略之解題速度最快，拆解策略則在不同題型上產生不同的效果，在

2x1、3x1 及 4x1 上無明顯速度優勢，但在 2x2 題型上，使用拆解策略則明顯速度

較快。類似的情形出現在高記憶更新能力受試者上，記憶更新能力高之受試者多

採用拆解策略，而其解題速率相較於低記憶更新能力者快許多。 

乘法心算中認知負荷與大腦活化之關係 

在本計畫之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在乘法心算時，不同的數字負荷對心算者的認

知負荷會造成影響，主要表現的區域在左右腦之 medial frontal gyrus、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以及 inferior parietal lobule 區域，以及左腦之 cingulate gyrus 區域

以及 left parietal lobe 的 precuneus 區域，這些區域的高負荷時活化程度較高。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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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支持 fronto‐parietal cortical network 在數學計算中扮演重要角色(Piazza, 

Mechelli,Price & Butterworth, 2006)。在認知負荷量大的情況下，尤其是左腦有較

大的活化，顯示認知負荷在本作業中主要在精算而非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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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issues in implementing an incoherent curriculum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ncoherenc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saliently occurs in the high-school curriculum of 2010 in Taiwan. Grade 11 science 

students study 2-dimensional motion in physics without any prior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trigonometry in mathematics. The perspectives of 3 curriculum 

developers, 22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eachers, 2 principals, and 45 science 

students were obtained by interview. The results of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reveal 

that the major issues of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at the national, teacher, and student 

levels are domain boundaries, fixed curriculum, and diverse development.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increases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failing non-high-achieving 

and low-income science student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cience teachers can 

increase transliteracy to remedy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The best solution, 

however, is still to transform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low based on ‘hierarchical 

democracy’ to a new framework, with equitable professor and teacher curricula to 

support student curricula based on ‘rational democracy’. 

Keywords: curriculum reform; learning; mathematics curriculum; physics curriculum; 

teaching 

 

Introduction 

 

  A coherent curriculum design is essential to providing basic education.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Physics teachers in both high 

school and higher education tend to see student mathematics competence as the basis 

for successful physics learning (Angell, Guttersrud, Henriksen, & Isnes, 2004).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lso calls for external connections with life (Askew, Venkat, 

& Mathews, 2012; Szendrei, 2007). Incoherenc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urricula, however, saliently occurs in the Taiwan 2010 high school curriculum. Grade 

11 students choosing the science course package study 2-dimensional motion and 

dynamics in physics without any prior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trigonometry or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in mathematics.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ar flow, from 

national-intended, teacher-implemented, to student-received curricula (Figure 1), fit 

the practices of most educational systems, as revealed by 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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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2005). Students, however, may inevitably become the 

sacrifices by being placed at the bottom of the flow. 

 

<Insert Figure 1 around here.>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is not only a cognitive issue but also an 

affective,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one (Jablonka, Wagner, & Walshaw, 2013).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2011-2013, the first 2 yea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The incoherenc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n the 

2010 high school curriculum reform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disturbance at the 

national, teacher, and student levels. As such, this study aims to document the 

historical event, which may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future science curricular 

designs.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low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is based on ‘hierarchical 

democracy’ flowing from the national, teacher, to student levels in curricular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igure 1). The flow i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that academic 

disciplines precede school subjects, failing to distinguish the roles of professors as 

experts in content knowledge and school teachers as experts in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Deng, 2007). For example, in order to develop a cohe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 for the Netherlands, Geraedts, Boersma, and Eijkelhof (2006) 

suggest a curricular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going from the macro/state level 

(includ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publishers), the meso/school 

level (including school and departments), to the micro/classroom level (includ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low inevitably creates gaps between the 

national and teacher curricula, which in turn may create problems in student curricula. 

Burny, Valcke, Desoete, and Van Luit's (2013) study shows that curriculum sequences 

may not be the same across countries, and some contents can be learnt at earlier stages 

without being at the expense of learning outcomes. Cross-domain links, especially 

cross-domain coherence between sciences, appear to be a political issue relatively 

rarely researched in science education but may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student 

learning sciences. 

 

Coherence of curricular design between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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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ncepts, tools, and activities can be integrated in 

different degrees i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eaching. As revealed by Lonning and 

DeFranco (2010)'s theoretical model, which indicates that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an be integrated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focus from independent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focus, balanced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cience focus, to independent 

science.  

   Can a coherent curriculum design between different domains of knowledge be 

achieved? Geraedts et al. (2006) believe that a coher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 may be achieved by considering the nature of the disciplines and student 

experience of uninterrupted learning. Mathematical objects and operations tend to be 

basics for student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functions in science concepts. For 

example, proportional knowledge, skills, and reasoning are a basis for full student 

understanding of ph values in the advanced high school chemistry curriculum (Park & 

Choi, 2013).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ppears to be a 

necessary measure for successful science education. 

 

The problem context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is mainly centralized and design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Huang, 2012). The new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high school 

formally launched in 2010. The curriculum was developed following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as seen in Figure 1. The major contents of the 

curriculum were designed by scholars of domain-specific academic disciplines, 

normally from higher education. 

  The curriculum allows Taiwanese Grade 11 students who choose the science course 

package to study 2-dimensional motion and dynamics in physics without any prior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trigonometry. Table 1 shows the contents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opics that science students are taught in the 3 phases of the first semester of 

Grade 11. Slightly later in the process of curriculum design, private publishers 

gradually began to design and publish textbooks and relat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Insert Table 1 around here.> 

 

  Teachers teach the topics and follow the schedules predetermined by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lthough the general part of the curriculum provides some space for 

schools to fit the curriculum to school contexts. The limitation of teachers' author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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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topics and schedules results in tight schedules. Cram schools and private 

schools are likely to pre-teach students to supplement the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skills needed for learning about 2-dimensional motion in physics due to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Cram schools are popular private educational industries in Taiwan, 

aiming to enhance student achievement scores in school tests an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Private and cram schools reflect Taiwanese parents' expectations of 

early and intensive preparation for academic success for their children (Tsai & Kuo, 

2008). 

 

The present study 

 

The incoherent design of the new national high school curriculum formally 

implemented from 2010 in Taiwan is likely to increase the disturbanc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real educational context. This study, therefore, aims to understand the 

issues in the national-intended, teacher-implemented, and student-received curriculum 

levels by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issues in the national intended curriculum level as perceived by 

curriculum developers and understoo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2. What are the issues in the teacher implemented curriculum level as perceived by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eachers and understood by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3. What are the issues in the student received curriculum level as perceived by 

students who aim to study sciences in university and understood by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Method 

 

Participant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3 curriculum developers, all of whom are professor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12 mathematics teachers, 10 physics teachers, 2 principals, 

and 45 Grade 11 science students (25 girls, 20 boys) in the high schools of Taiwan. 

The students were the first cohort formally experiencing the new 2010 high school 

curriculum since their Grade 10.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Grade 11 during the 

2010 academic year (August 2010 to July 2011), when they had formally chosen to 

study a 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 ‘package’ course mainly aiming to study sciences 

(including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medicine, national sciences, technology, etc.) in 

higher education. 



邱美秀  數學與其他知識領域的關係：課程問題發現與解決 

505 

In the present system, Taiwa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 choose to study one 

package of courses from three choic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ackage 1), 

physical sciences (Package 2), and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Package 3). 

Grade 11 students choosing Package 2 or 3 courses (i.e., 'science students' in this 

study) formally confront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hey are taught advanced physics that needs more use of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quantify physics knowledge (Table 1). The students choosing Package 1 

courses study basic physics, which emphasizes a qualitative understanding of physics 

knowledge and will not confront the problem of incoherenc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urricula. 

 

Data collection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interviewed individually by 1 professor, 7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6 research assistants trained in the interview procedures.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different guiding questions in the interview. The curriculum 

developers were interviewed with the following guiding questions. 

 

1.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2.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in curriculum betwee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Th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eachers were interviewed with the following guid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your perceptions, concerns, and teaching methods for the past and 

present (2010) curricula you experience as a mathematics/physics teacher? 

2. How related ar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10 = very high - 1 = very low)? 

3. How related ar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n teaching (10 = very high - 1 = very 

low)? 

4. What are your responses and your students’ responses to the incoherence 

between the present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urricula (i.e., students learning 

physics without some necessary mathematics knowledge or skills)? 

 

The students were interviewed with the following guiding questions. 

 

1. Do you know that students studying Packages 2 and 3 (science-focused) courses 

will learn physics without some necessary mathematics knowledge or skills in 

Grade 11? To what extent do you understand this? How do you know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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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at are your opinions about this? 

3. How do you, your classmates, and your teachers solve this problem? 

4. How related ar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10 = very high - 1 = very low)? Please 

give your reasons for your answer. What mathematics knowledge do you need 

when you learn physics?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provide answers to the above guiding questions. 

They were also asked follow-up questions to clarify their answers until the full picture 

had been developed. The interviews lasted from 20 to 70 minutes and audio was 

recorded. 

 

Data analysis 

 

The interviews were fully transcribed into verbatim transcriptions.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transcriptions (Charmaz, 2000; Corbin & 

Strauss, 1990; Marton, 1981; Miles & Huberman, 1994;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8). The data analysis focused on their responses to the national, teacher, and 

student curricula, respectively, and the themes were gradually identified through the 

iterative process of open coding, constant comparison, and theme finding. 

 

Results 

 

  Professors, mathematics teachers, physics teachers, and students show different 

responses to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t the 

national-intended, teacher-implemented, and student-received curriculum levels. 

Table 2 summaries the results. Principal interviews were used to clarify some issues in 

relation to teacher curriculum raised in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process, and 

are not included in Table 2. 

 

<Insert Table 2 around here.> 

 

Issues at the national-intended curriculum level 

 

  At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level, the issue is domain boundaries. Mathematics 

emphasizes abstraction, procedures, and theorems, while physics emphasizes 

scientific advances, concepts, and unified truth. The following sections include 

excerpts from the interviews that addres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given above. Basic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is included for each respo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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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er perception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Professors have the conception of clear boundaries between their and the others' 

fields in the academic world. 

   

 Mathematics is the language of physics. … Physicists use mathematics to 

describe their phenomenon. Purely mathematical reasoning is supposed to have 

no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al world, … but it lets physicists see the likely 

physical meanings. …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is Einstein. Later experiments 

prove he's right. … String theory is downright mathematical and up to now there 

is still no direct evidence of any physical reality. … Mathematics is obviously 

just separated from reality, but its reasoning is often right. (Mal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in higher education) 

 

 Physics, including other disciplines, see mathematics as a tool, but mathematics 

itself has its own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beauty. (Femal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 professor 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field gave few opinions regarding th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urriculum but instead focused on his own understanding.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 [Based on my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desig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ors determine the curricular framework, 

teaching contents, and credit hours. Although there are forums for the public and 

school teachers to give their voice, basically the curriculum has been 

pre-determined and decisions have been made about how to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So, the effect of the forum is not big. (Male, professo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 perception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eachers is that mathematics does 

not need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teachers tend to simplify the problem of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On the other hand, physics needs mathematics. Physics 

teachers have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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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s around 6 [Scale 1 - 10]. When 

students ask why they must learn such difficult mathematics, I say that physics 

uses mathematics. For instance, vectors come from physics, but I can only tell 

stud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ectors and how to calculate them and cannot say 

how vectors are related to physics. I think that if students are good at mathematics, 

they will feel that learning physics is easier. (Female, mathematics teacher, age 36, 

teaching year 13, south Taiwan, id t24)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s around 7 [Scale 1 - 10]. … Their 

relation is built based on 'mathematical skills'. … Perhaps physics teachers can 

change the order of teaching content by talking about things not so related to 

mathematics, such as sound waves and electric resistance. (Male, mathematics 

teacher, age 45, teaching year 19, south Taiwan, id t33) 

 

 Physics teachers view mathematics as its mother, hoping mathematics can look after 

physics. Physics, on the other hand, has strong identity, confidence, and independence 

in its own power and tends to take these for granted. The physics curriculum appears 

to ask teachers to teach many (advanced) physics contents, which increases physics 

teacher stress in comple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s on time. 

 

 I think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re the same subject. … Mathematics is the 

language of physics. [It is her] first language, her native language. If you let 

students learn their mother tongue so late, how can they learn physics? … 

Engineers are the basis of our country. Physics is the basis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is a tool, prepared for other subjects, and cannot be changed without 

thinking of the others. What mathematics destroys seriously is: Mathematics is 'not' 

a science. … Mathematics is not in the same field as physics [in terms of this 

incoherent curriculum]. … The professors designing the physics curriculum said 

that physics itself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Male, 

physics teacher in high school, age 38, years of teaching 14, north Taiwan, id t01)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re almost the same and cannot be separated. … Physics 

has its content sequence in terms of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o its teaching 

sequence cannot be changed. … We do not have extra time for teaching 

physics-related mathematics [e.g., trigonometry] because the physics curriculum 

expects us to teach many new things, such as nanotechnology and astrophysics for 

Grade 10. The time for teaching physics to Grade 11 science students is reduced. 

Three chapters originally placed in Grade 11 have been moved to Grade 12, which 

is a large amount of content. There is no time provided by the physics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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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each [physics-related mathematics]. It should not be our [physics teachers'] job 

to teach mathematics. (Male, physics teacher, age 51, teaching year 24, north 

Taiwan, id t03) 

 

The domain boundary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ppears to be more salient 

for mathematics teachers than for physics teachers. 

 

Student perception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Science students tend to see mathematics as the major basis for learning physics. 

They have very negative responses to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Mathematics affects physics. If you are not good at mathematics, then it [physics] 

will die a tragic death. … Grade 10 may be good time for teaching trigonometry 

[in mathematics for learning physics more easily]. … I am thinking whether or 

not I could learn trigonometry well if trigonometry were taught in junior high 

school. One semester earlier to learn trigonometry could be good. (Female, 

high-achieving school, north Taiwan, id ss19) 

 

 The curriculum sucks. I am experiencing it now. It's really bad because physics 

can’t be taught in detail, and I can only memorize it. Mathematics repeats it 

again in detail, but I forget how it [mathematics] is used in physics because when 

I learn physics, I learn by memorizing the related mathematics. (Male, 

middle-achieving school, north Taiwan, id sp02) 

  

Issues at the teacher implemented curriculum level 

 

At the teacher curriculum level, the issue is fixed curriculum. Although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llow some small spaces for schools to fit curriculum to their contexts, the 

socio-cultural atmosphere appears to pre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fitting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to public schools. 

 

Teacher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 curriculum 

 

  Mathematics teachers feel relaxation and independence given the narrower and 

self-contained content, while physics teachers feel anxiety and helplessness given the 

wider content and insufficient mathematics ‘tools’ for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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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may be 8 [scale =1 –1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s and history. Newton is both a 

physicist and mathematician. …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practice,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s very low, only 2 [on 

the same scale]. We separat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nto different worlds. 

Otherwise, the two kinds of teachers will think that we are robbing the others' 

things. When mathematics has taught something, physics teachers will think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to teach it. If physics has taught mathematics, 

mathematics teachers will think whether I should teach this in detail or quickly, 

as students should have already learned this. (Male, mathematics teacher, age 29, 

teaching year 5, north Taiwan, id t04) 

 

 We discuss with our mathematics colleagues [whether or not it is possible to 

move the teaching of trigonometry and vectors to one-term earlier], but the 

conclusion is 'no'. The director of mathematics teachers or mathematics teachers 

worry that they will be sued ... by parents and, in fact, cram schools[, if they fail 

to obey the curriculum]. (Male, physics teacher, age 38, teaching year 14, north 

Taiwan, id t01) 

 

Student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 curriculum 

 

  Teachers in the public school tend to strictly follow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Private 

schooling and gifted education generally giv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learn more 

content at earlier stages. 

 

 Our school physics teachers will explain a bit of the content of trigonometry. 

Some just directly ask us to memorize the formulas [of trigonometry]. Adjusting 

the chapters will make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more smooth 

(Male, community school, south Taiwan, id ss03) 

 

  The following two excerpts show how public schooling fails students who can only 

rely on public schools and how cram and private schooling give their students 

privile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I knew [that we would learn physics without sufficient mathematics learning] 

during the Grade 10 summer holiday. … The cram school physics teacher first 

taught a lesson for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I still went to cram school 

mathematics, and it taught trigonometry as well. Then, the school term b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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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class taught trigonometry,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that physics 

used it]. … The school physics teacher just started with some special angle 

triangles like 3-4-5 triangles. The physics teacher said that when mathematics 

taught trigonometry, then he would begin to use it. … I felt OK. … but I 

wouldn’t have felt OK if I had not been to cram school [during the Grade 10 

summer]. (Female, high-achieving school, north Taiwan, id ss19) 

 Our physics teachers always thought that we had learnt some [mathematics] 

when they taught [physics], but actually, we hadn’t. Then, physics teachers spent 

a little time to teach mathematics concepts and formulas that were used in 

physics. … We only learnt the first three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i.e., sine, 

cosine, and tangent]. So, when a physics problem needed to use the last three 

[i.e., cotangent, secant, and cosecant], physics teachers used the first three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to represent them. I like physics, and so I had learnt 

some related mathematics in junior high school. As such, I understood more. 

(Female, private high-achieving school, and Grade 7-12 school, central Taiwan, 

id ss04) 

 

Curriculum designer perception of the teacher curriculum 

 

  Professors perceive themselves as having weak control over teachers’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They can only define 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Teachers and schools have the authority to teach what they want. 

 

 I agree that trigonometry needs to be taught before related physics topics. 

However, mathematics content in Grade 10 has been fixed, so this needs 

elaborated communication. Professors think it is reasonable, high school teachers 

are glad to see it succeed, but ju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feel it needs to be 

discussed further. (Mal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in higher education) 

 

 Mathematics teachers are not able to teach things in context because teaching 

‘pure mathematics’ can show teachers’ authority. For example, mathematics 

teachers do not like to teach ‘interval estimation’. They feel better if teachers of 

the other school subjects can teach it because it [interval estimation] is not 

mathematics. … The courses in the mathematics department only teach advanced 

mathematics, never teaching school mathematics. (Femal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ors appear to have a positive view of and assume easy solution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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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herent)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Even if incoherence can be a problem, it can be 

resolved by schools. 

 

 Physics teachers can teach mathematics, so there will be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based on both mathematics teachers’ perspectives and physics teachers’ 

perspectives. Such diverse perspectives will benefit our students. … The general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llows schools to change the schedule of 

teaching contents predetermined by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Femal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f student prior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is not enough for learning physics, 

then a ‘linking course’ in the summer holiday may remedy the missing part in the 

curriculum. (Male, professor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s feel the fixed curriculum, but professors do not. The gap may be 

resolved by principals. As such, two high school principals were interviewed.  

 

 We are a small, country school. Most students have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without money to go to cram school. Teachers of different subjects, such as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an communicate to change the teaching schedule and 

contents. We also have summer camps for each subject, with one week for 

mathematics and one week for physics, to give students more teaching. (Female, 

principal of a country high school, north Taiwa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can be changed, but the publishers have already 

published the textbooks, which are normally designed by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Change will increase the textbook publishers’ costs, so they won't agree. Even if 

we have summer courses, teachers have to follow the schedule of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cannot teach new [next semester] content. Perhaps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an communicate and change schedules and content, but I have 

never heard of this. … Mathematics teachers won't feel they need to do this [for 

physics]. Perhaps some physics teachers may teach some mathematics, but this is 

their personal choice. (Male, principal of city high school, middle Taiwan.) 

 

  Fixed curriculum is still a limitation especially for city schools, though less for 

country schools. City schools have to follow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al 

policy, no ‘new and linking courses’ even in summer, which is taken for granted by 

prof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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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at the student-received curriculum level 

 

  At the student curriculum level, the issue is diverse (cognitive) development with 

partial concern for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he general practice is that students tend to 

feel frustrated in solving physics problems using mathematics skills learned through 

rote memorization in public schools. High-achieving and wealthy students have the 

advantage of support from private schooling and have relatively fewer negative 

influences as a result of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than non-high-achieving and poor 

students. 

 

Student perception of the student curriculum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has failed science students, especially for 

non-high-achieving students completely taught by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My physics teacher only taught basic vectors. We could not learn fully. The 

teacher was afraid to give us related problems. … This means that we actually 

did not learn the physics content. … When I did homework and saw vectors, I 

thought that they had not been taught completely. How could I do [my 

homework]? I tried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for the homework problems] but 

could not understand. I saw my classmates’ homework and found no one could 

solve [the homework problems], either. So, I was not alone, and we were all just 

allowed to die together! (Male, community school, south Taiwan, id sk03) 

 

 We learn physics vectors first and learn mathematics vectors later. When we 

return to calculate the previous physics using vectors, we feel that they cannot be 

linked together. … I asked my older brother and mathematics teachers about 

vectors because the physics textbook did not explain vectors clearly. … Some 

classmates felt they could understand because cram schools especially taught 

them. The students in our class asked mathematics teachers to teach vectors. The 

mathematics teacher told us in class that they had to teach too much content, so if 

we had problems, we could ask them in private. (Female, high-achieving 

community school, east Taiwan, id sa09)  

 

 Without trigonometry is like dropping a tool. You have to think for a while 

before you use trigonometric function. … One of my classmates did not go to 

cram school. I remember that she often went to the physics teacher to 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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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about concepts like 'sine'. (Female, high-achieving school, north 

Taiwan, id ss19)  

 

 My school always teaches very difficult sciences. …Sure, I could not understand. 

If I go to cram school, cram school will teach it [physics and related mathematics] 

first, and I'll understand. … Anyway, physics will not test the contents too much 

[because the related mathematics is not well taught]. I just let it go, and nothing 

will happen. I'll understand when mathematics teaches it. I am not the kind of 

student that actively asks teachers about problems. (Male, high-achieving school, 

north Taiwan, id sy02)  

 

Curriculum designer perception of student curriculum 

 

   As stated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curriculum designers place more emphasis on 

their academic domains than students. The partial emphasis on students focuses o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which still closely link to 

professors’ academic knowledge. 

 

 [Three priorities are set in designing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irst, the 

teaching contents need to prepare prior knowledge for the first-year 

mathematics-related courses in university, such as calculus, statistics, physical 

chemistry, introduction to computing, and economics. Second, the 12-year 

integrated curriculum sets Grade 10 as the last year of common courses for all 

students. The mathematics contents needs to fit all students’ needs. … Third is 

cognitive development. … Vectors never independently existed in mathematics 

history. Physicists used space vector first, and mathematicians supplemented 

plain vectors later. Mathematics is a kind of language for physics. When 

physicists find the language is not enough to study natural phenomena, they 

create a language. For example, Newton created his language, which we call 

calculus today. So, it is better that physics teachers teach vectors first. A famous 

professor in Taiwan, who is good at both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lso believes 

that physics teachers should teach vectors first, and that physics teachers are 

spoiled because mathematics teachers have been teaching vectors for the past 20 

to 30 years in Taiwan. Another example is earth science, which is a very recent 

development in science history and, therefore, more applied and complex. Earth 

science teaches and tests students on the ‘Coriolis force’ and ‘fluid mechanics,’ 

which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physics curriculum because the two topics are a 

very recent development in physics history. (Mal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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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Currently outsiders think that mathematics courses tend to have become 

‘simplified’. … [The reason for this simplification is that] we teach 

‘mathematical thinking,’ not just ‘contents’. ... If we only want students to 

memorize, then a lot of content can be taught, but because we teach 

‘mathematical thinking,’ it is impossible to teach too much content. Although 

some parts of mathematics topics can be taught separately, some still have to be 

taught in sequence. (Female,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er perception of the student curriculum 

 

  From teachers’ perspectives, for students, mathematics [teachers] become useless 

for physics-related mathematics, as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forces physics teachers 

into teaching mathematics fully in detail instead of just using mathematics. 

 

 Can I say that I think that students have good responses to my teaching 

[mathematics]? Sometimes they tell me, ‘Teacher, you could be a mathematics 

teacher’. … For example, when we teach the projection of light, a physics 

problem has given you sinΘ, and sinΘ is 1/n. Therefore, you have to know cos

Θ is the root of (1-1/n
2
). If I need to use mathematics, I will teach students 

repeatedly because, in my past experience, students normally have problems with 

mathematics. … Given the new incoherent curriculum, I'll have to spend much 

more time in mathematics. Why don't the professors who design th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urricula make more horizontal connections? They giv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want to learn so much trouble. Mathematics will teach it fully later, 

but we, physics teachers, have already fully taught the contents first. Isn't it a 

waste of time? (Female, physics teacher, age 48, teaching year 26, east Taiwan, id 

t11) 

 

 When physics needs mathematics that has not been taught yet, physics will teach 

and use the mathematics completely. Students actually have learnt almost all the 

mathematics contents, but [mathematics teachers] later teach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uch as teaching calculus. Students feel the sequence is very strange, 

but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we, the high school teachers, can fix. It is a big 

project fo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Male, 

mathematics teacher, age 40, teaching year 10, north Taiwan, id t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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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National curriculum: An inevitable incoherence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between different science subjects 

 

  An incoherent curriculum may be inevitable because of the content differences and 

generation gaps between older and younger sciences.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issue 

will lead to occasional problems if we ignore the fact that a specific science tends to 

be the basis for another, as in mathematics for physics, chemistry for biology, and 

physics for earth science. 

  A professor-dominated curriculum increases the barriers to implementing a 

coherent curriculum because research-based knowledge is often incoherent, scattered, 

and sometimes equivocal (Niemi, 2008). The specific professors assigned to develop 

the curriculum at a time, though well informed and engaged in related educational 

research, determine the contents that students learn for the next ten years in Taiwa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ims to increase 

depth and reduce breadth in order to teach mathematical thinking (Chiu & Whitebread, 

2011). The physics curriculum aims to increase the breadth of new physics 

development and keep the original depth without increasing the time required to teach 

it (cf., Murdock, 2008; Schwartz, Sadler, Sonnert, & Tai, 2009). The trend of larger 

gaps between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evitably increases 

the possibility of incoherence in the contents and sequences between difference 

school sciences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low (Figure 1) further implies growing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professor-determined 

national curriculum o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curriculum. 

 

Teacher curriculum: Societal, trans-literal, and technological capacities for 

freedom to teach for students 

 

  Societal capacity. Public school teachers tend to be the most traditional Confucians 

in Taiwanese society. They generally obey the ord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give no voice to the stress from the society. The societal barriers against a coherent 

curriculum in school need to be acknowledged, faced, and overcome by a flexible 

curriculum with respect for schoolteachers. Cram schools, private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private schools), textbook publishers, and parents have 

played the ‘democracy’ game in education. The private educational sectors appear to 

force the public schools toward a fixed, powerless, and ineffective system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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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Can public school teachers work together to fight for their students and their 

educational idealization and fight agains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private 

sectors? Due to this Confucian cultural influence, the answer tends to be 'no'. As 

shown in this study, there is little hope of changing anything at the national and 

teacher curriculum levels.  

  Trans-literal capacity. Physics teachers will have to teach mathematics (e.g., 

trigonometry and vectors) for physics in implementing an incoherent curriculum. A 

similar situation occurs with earth science: Earth science teachers need to teach about 

the ‘Coriolis force’ and ‘fluid mechanics’ if this content is included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nd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s. Similar situations also occur in 

higher education. For example,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s normally teach related 

statistics for their academic disciplines, such as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d item response theory being taught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departments, without reliable support from statistics or 

mathematics departments. From this standpoint, high school teachers need to be 

trans-literate in order to teach their own subjects well. 

  Technological capacity. Teacher autonomy with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to 

create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with technology may help increase trans-literacy 

and reduce educational inequality, as in MOOCs, Khan Academy, and the teacher 

education in sub Saharan Africa program (Murphy & Wolfenden, 2012). For example, 

a physics teacher, with partial support from a mathematics teacher, was invited by this 

present study to create a set of teaching programs on ‘mathematics for physics’. The 

teaching lectures and presentations have been shared on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iPPGhRRhTE) and SlideShare 

(http://www.slideshare.net/MeiShiuChiu/01-16379816). This teaching program may 

supplement the limited time allotted for teaching trigonometry and vectors in the first 

semester of the Grade 11 physics curriculum in Taiwan. 

 

Student curriculum: Increase in science educational inequality due to the 

incoherent science curricula 

 

  Who wins or loses in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battle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related pedagogical changes are likely to 

influence student science learning in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spects (Lin, Tan, & 

Tsai, 2013). This study shows that science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negative affective 

responses to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due to insufficient mathematics skills to solve 

physics problems. The most significant losers appear to be non-high-achieving and 

low-income science students but cannot afford private and cram schooling. Some of 



邱美秀  數學與其他知識領域的關係：課程問題發現與解決 

518 

these students may abandon science courses and careers because of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in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Then, rigorous science education and formal 

science careers will be reserved for high-achieving or high-income students in Taiwan. 

This will be a tragedy for science education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equality. 

At the professor and schoolteacher level, mathematics wins and physics loses at 

first glance. Mathematics can be ‘independent’ and self-contained, while physics is 

highly dependent on mathematics and cannot survive on its own. This, however, may 

be an illusion. If physics teachers are fully given the authority and time to teach 

mathematics, then science students will need less mathematics courses and teachers 

than before. The curriculum design in the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departments of 

higher education reveals an unequal trans-literacy: Mathematics departments do not 

teach physics, but physics departments have many mathematics courses, by which 

physics can be ‘independent’. Should mathematics be the mother of sciences in high 

school? Or should mathematics not spoil physics? 

Perhaps the right choice in designing the science curriculum is to center on students’ 

divers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s. There are old and 

young sciences in terms of science history. The science contents, however, are 

sequenced in the national high school curriculum mainly based on the history of each 

academic discipline. Curriculum developers fail to notice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diverse subjects co-existing in school and that students learn all these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Mirroring science history development to student cognitive development 

appears to be a quick, convenient, and logical measure for scientists who design the 

curriculum but appears to be problematic for learners, as shown by students negative 

responses to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in this study. 

 

Two likely solutions to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between different science 

subjects 

 

  Solution 1: Self-contained curriculum within each domain of science 

   

  One single concept may be reasoned, understood, and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routes or subjects.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may deepen student knowledge and 

cultivate student capacity for flexible thinking (Triantafillou, Spiliotopoulou, & Potari, 

2013). This notion was also discussed by the mathematics educator interviewed in this 

study.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 benefit to students by learning mathematics via 

different routes suggests that physics teachers need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eaching related mathematics skills and concepts in physics classrooms.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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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book designs and teacher training courses may need to incorporate the 

‘mathematics for physics’ to increase physics teachers’ confidence and capacity for 

teaching related mathematics. Similar situations can be inferred to other sciences, 

such as earth science. 

 

  Solution 2: A renew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based on rational 

democracy 

 

  Professors (scientists) and schoolteachers need to acknowledge their only parti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s role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domains is also weak. They also do not have full knowledge of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The acknowledgement of these weaknesses may promo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from different domains for the sake of improving 

students’ educations (Figure 2). Deliberate effort in evidence- and practice-based 

educational research needs to be undertaken to identify the missing knowledge of the 

barriers between professors, between teachers, and between professors and teachers 

within and across domains. 

 

<Insert Figure 2 around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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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tent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Courses in the 1st Semester of Grade 11 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2010 Curriculum in Taiwan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Mathematics Half knowledge of 

trigonometry
1
 

Straight lines and 
circles  

Vectors 

Physics Linear motion 
Projectile motion 

Static equilibrium; 
Newton's laws 

Circular motion; 
Simple harmonic 

motion 
(mathematics 
for physics) 

(Full knowledge of 
trigonometry; 

Partial knowledge of 
vectors) 

(More knowledge 
of vectors) 

(Full knowledge of 
trigonometry and 

vectors) 

Note 1. The other half knowledge of trigonometry is taught in Grad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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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sponses of Professors, Mathematics Teachers, Physics Teachers, and Science 

Students to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Betwee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at the 

National, Teacher and Student Levels. 

 National curriculum Teacher curriculum Student curriculum 

Professors 1. Mathematics has its own 

identity and system, while 

other subjects see 

mathematics as a language 

or tool. 

2. Professors determine 

teaching contents with 

concern for educational 

policy. 

1. Mathematics teachers 

do not have sufficient 

ability to teach 

mathematics in 

context. 

2. Pure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al thinking 

are the focus of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school. 

1. Student cognitive 

development is similar 

to mathematics history. 

2. Students will benefi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oward 

the same mathematics 

concepts and skills. 

Mathematics 

teachers 

1.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have a strong relationship. 

2. Physics justifies difficult 

mathematics content. 

3. Physics curriculum can 

change to fit mathematics 

curriculum. 

 

1.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eaching 

have little relation. 

2. The problem of 

incoherence should 

be solved by physics 

teachers or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1. Science students need 

mathematics courses. 

2. Students can learn 

mathematics well from 

physics teachers. 

Physics 

teachers 

1.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have a very strong 

relationship. 

2. Physics has its unchanged 

order in history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3. The physics curriculum 

increases new content. 

1. Physics teachers teach 

related mathematics in 

detail. 

2. Mathematics teachers 

should help but cannot 

because of the fixed 

curriculum and cram 

school. 

1. Students admire 

physics teachers’ 

mathematics teaching. 

2. Time is wasted in 

teaching the same 

contents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Science 

students 

1. Physics learning needs key 

mathematics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be taught well 

one term earlier. 

2. Students have negative 

responses to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1. Most physics teachers 

teach some 

physics-related 

mathematics. 

2.  Cram and private 

schooling compensate 

for the incoherent 

curriculum. 

1. Students’ physics 

abilities decrease when 

solving physics 

problems using 

rote-learned 

mathematics. 

2. The reduced physics 

ability is salient for 

non-high-achieving, 

low-private-suppor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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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based on ‘hierarchical 

democracy’. 

 

 

Figure 2. The renew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cess based on ‘rational 

democracy’. Equitable professor and teacher curricula are at the bottom to support 

excellent student curriculum. 

 

National curriculum 

Teacher curriculum 

Student curriculum 

Student 
curriculum 

Teacher 
curriculum 

Professor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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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教具的開發與教學研究－以代數天平和因子樹為例 

謝闓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中文摘要 

 

教具在數學學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無論是實體教具或虛擬教具均提供學生數學抽象概念

的具體表徵，協助學生探索和發現數學概念，進而了解數學概念。研究證明由於教具在教學上

的使用提供學生「具體經驗」，學生在課堂上較為專注，也有較高的學習動機，因此使用教具

教學不僅能促進學生對於概念的理解，精進解題技巧，還能培養學生對數學的正向態度（Battle, 

2007; Durmus & Karakirik, 2006; Suydam & Higgins, 1976）。一般虛擬教具的建置以學生為中

心，希望透過虛擬教具讓學生自我主動學習，而虛擬教具可操作的特性，極適合輔助實體教具

無法呈現之教學活動。有鑑於此，本研究以部分學生較不易理解的（1）等量公理及計算一元

一次方程式的解，和（2）因數分解及公因數和公倍數為設計主軸，建置一個可電腦出題，亦

可由使用者自行布題的虛擬教具，除了教師可以上課使用，學生亦可於課後自行操作的虛擬教

具，希望藉由操弄虛擬教具，可以提升學生在一元一次方程式與公因數公倍數的了解。 

 

關鍵詞：一元一次方程式、因數、倍數、等量公理、虛擬教具 

 

 

前言 

運用科技於教學中的研究與趨勢已有長久的歷史，近年來由於網路的普及，電腦價格日益

低廉，目前我國國小教室中之 E化設備日趨完善，近年來教育部亦在國小推動電子書包實驗

教學，也預告科技融入教學為未來教育發展之方向（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0）。雖然硬體設

備普及，但是教師可在課室教學使用或學生可於課後自行操作學習的軟體卻仍於啟蒙發展階

段。 

 

根據 Dale的理論，學習者在經驗學習活動一段時間後，所記得的知識會因活動屬性的不

同而有所差異。金字塔底部的學習成效最好，學習者經驗「親自操作」2週後，依然能保留 90%

的資訊。在金字塔頂端，學習者僅單純經驗「閱讀」或「聽講」，2週後僅能保留 10~20%的資

訊。Dale認為學習活動越具體，學習成效越好；反之，活動越抽象，學習成效越糟。因此，

如果在學習某個 概念的時，能同時運用多種感官，學習者將有更大的機會「真正」學到這個

概念（Anderson, n.d.; Bilash, 2009; Pastore, 2003）。學生學習數學概念時，除了教科書的文字圖

片表徵和教師的口語說明，如果能加入教師演示和學生操作，並記錄操作過程，相信學生的學

習成效必定能有所改變。 

 

認知工具可提供數學活動的具體表徵，是協助教師與學生的數學活動重要工具。當外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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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表徵已經建立時，認知工具可以在被視為「使用者仲介」，在使用者的命令下執行特定的數

學行動或程序。當認知工具做為「使用者仲介」時，可以引導學生針對具體表徵進行有潛在數

學意義的活動，以及強調數學概念內涵。教師通常會使用教具或圖卡等實物，針對數學概念進

行操作；至於無法透過具體物操作的數學概念，則常以口頭說明方式，要求學生進行抽象式的

想像。對於尚無法進行抽象思考的學生而言，口頭說明或想像並無法協助他們學習。而利用科

技做為數學活動的認知工具， 雖然只能提供有限的具體表徵（concrete representation），但透

過具體化活動，將學生的內在心理表徵以各種訊息呈現（例如：影音呈現在螢幕上），進而與

他人分享和討論。透過表徵具體化呈現，此種認知工具則可提供認知衝突的機會和有意義學習

的產生（Zbiek, Heid, Blume, & Dick, 2007）。 

 

「抽象化」為萃取各類不同情境中共同的部分，即在隱含相同概念的不同情境下，發現相

同的類型樣式，即同構的形成（formation of an isomorphism）（例如利用給定的小正方型組成

長方形）（Dienes, 1963）。因此，數學脈絡下的具體經驗是透過數學想法和情境間有意義的連

接，並非僅僅是依據物理或真實世界的特性來定義。Ozmantar（2005）提出在傳統認知主義下

的數學抽象化的三個主要特點：（1）在大量的個案中，發現共通性，並提出一般法則；（2）從

較低階的具體思考層次提升至較高階的抽象思維層次；（3）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

過程。Sfard (1991)認為可將抽象的數學概念想成兩種不同的方式，運算的過程和結構的物件，

學習者首先利用活動過程或操作教具熟悉數學概念，接著學習者藉由教具操作的過程形成新的

數學概念，最終脫離教具操作，因此，教學者必須鼓勵學習者針對教具操作活動進行反思，以

便將相關數學過程視為數學物件。 

 

視覺表徵可協助學生「看到」數學概念及其關係，而虛擬教具是以互動式網頁為介面，依

據實體教具使用模式建置，因此使用虛擬教具的成效和使用實體教具相當，可協助學童建立數

學知識的可操作物件之視覺表徵，學童可利用滑鼠或觸控裝置在電腦螢幕上操弄物件（如平

移、旋轉、翻轉等）；虛擬教具提供學生互動環境，讓學生能提出問題，建立數學概念與運算

間的連結，進而解決問題。虛擬教具亦能提供立即的回饋，讓學生反思自己概念形成的過程

（Burns & Hamm, 2011; Moyer, Bolyard, & Spikell, 2002; National Library of Virtual 

Manipulatives, 2010; Reimer & Moyer, 2005; Rosen & Hoffman, 2009）。相關的研究結果發現使用

虛擬教具可以協助學生連結視覺模式和符號模式，有效教學時間和學習時間增加、學生能反覆

練習，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和提高學習成效（Ainsa, 1999; Reimer & Moyer, 2005; Steen, Brooks, 

& Lyon, 2006; Suh & Moyer, 2007）。虛擬教具建置的主軸焦點應為數學概念，因此虛擬教具的

使用必須強調數學了解，並可依教師或學生個別需要，設計額外的教學活動（Durmus & 

Karakirik, 2006）。 

 

國內有關虛擬教具之研究多半為教師資訊素養的研究，結果發現受過資訊訓練之數學教

師，則對資訊融入教學持有較正向的態度、使用較多元之教學策略，但在規劃、教學與評量等

面向的素養則偏低，顯示國小教師對於個人資訊科技、科技使用評估和教學活動規劃等能力仍

嫌不足（徐式寬 & 關秉寅, 2011; 袁媛 & 林意晨, 2008; 張瓊穗 & 翁婉慈,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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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般的數位教學網站，如昌爸工作坊網頁中的數學 CAI，是以動畫或圖片為主，學生

藉由觀看動畫或圖示獲得或釐清數學概念；學生若有學習困難，則再看一次動畫或圖片。學生

觀看動畫時，是被動的吸取知識，且此類網站多半無法提供學生自行練習的功能。萬用揭示板

在教師教學布題時，可引起學生興趣，快速進入問題情境的教學軟體，但學生回家後，可能比

較無法使用萬用揭示板自行學習或練習。 

 

研究問題 

本研究之虛擬教具則具備使用者互動功能，教師和學生均可在上課時或下課後使用，研究

者選取國小學生較不易了解的 2個概念（解決含有未知數符號之算式，及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

倍數）建置 2件虛擬教具，代數天平及因子樹，其主要目的在於協助國小學生（1）利用未知

物的重量與天平，了解以文字代表數的意義及其運算規則，並藉由虛擬教具的操作，讓學生明

白等量公理意義；（2）利用樹狀圖及文氏圖，了解質因數分解、最大公因數、最小公倍數的意

義。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ADDIE教學設計模式（Baruque & Melo, 2004），分為分析（Analysis）、設計

（Design）、發展（Develop）、執行（Implement）和評鑑（Evaluate）五階段（圖 1）。每階段

之工作分配則採用資策會（2003）運用 ADDIE之數位教材設計模式規劃設計。 

 

根據 ADDIE教學設計模式，本研究完成前三階段，各階段的完成之工作如下： 

1. 分析階段： 

 

 

圖 1 ADDIE教學設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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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申請本研究計畫時，研究者蒐集國小數學學習環境現況及數學數位教學資源，在分析數

學數位教學資源之使用情形後，研究者篩選目前學生較感困難，且適用虛擬教具教學之數

學概念（一元一次方程式和因數分解），並確認數位教材之目標及其架構。 

 

2. 設計階段： 

研究者針對在分析階段所選取之數學概念，分析相關學習目標及行為目標，並評估適合上

述學習目標或行為目標的教具，設計虛擬教具介面。研究者在構思此 2件虛擬教具時，均

設計內建的題目，提供使用者教學或練習使用，另外此 2件虛擬教具亦都具備自訂題目功

能，可讓使用者依個人需要輸入題目後操作。 

 

3. 發展階段： 

在此階段研究者與軟體設計公司討論可行之介面，操作方式，程式語言，後續發展之可能

性，故建置時除了考慮使用者與程式之互動外，在系統考量上亦希望此 2件虛擬教具未來

可以在使用 Android 作業系統的平板上使用，故採用 html5 語言撰寫，然而 html5 語言在

Windows 系統下，必須使用 Firefox、Google Chrome或 Internet Explorer 9或之後的瀏覽器

才能夠操作。 

 

 ADDIE教學設計模式之第四、五階段，則因計畫核定一年，在完成 2件虛擬教具的建置

後，已經錯過進入國小進行實驗教學的時機，因此本研究目前尚未進行執行與評鑑，目前預計

將於 11月底或 12月初開始進行教學實驗。 

 

研究結果 

一、代數天平 

多數教師解釋等量公理時，多用天平達到平衡的狀態來表示二量相等的概念。然而在使用

實體天平時，天平二邊的重量必須確實相等，才能呈現平衡狀態，在未知數或一元一次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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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兩量相等之表徵 

教學時，因為 x 未知，教師或學生無法利用實體天平表徵問題情境（必須知道 x 的值才能正確

的呈現問題）。多數教師在進行此單元的教學時，大多請學生依照問題情境「想像」一個達到

平衡狀態的天平，卻也造成部分學生對於此概念的學習效果不彰。 

 

代數天平的設計是以天平的平衡狀態表徵等號，秤盤上的物件代表等號二邊的文字或數

字，因考慮問題中加減的狀態，設計 2種物件，積木與氣球。積木為增積重量，氣球為拿走重

量；在此 2種物件中，另有重量為 1單位和重量未知（x）2種；相同重量的積木和氣球出現

在天平同一邊時，則重量互相抵消。當拖曳物件至秤盤時，程式會檢查二邊的重量是否相等，

若不相等，則畫面中的天平會如實體天平一般傾斜；待二邊重量相等時，天平便會恢復平衡狀

態（圖二）。 

 

    

圖三 運算過程紀錄 

 

為了解決 x所代表的重量，使用者可以利用四則運算簡化螢幕中的積木或氣球，在使用者

選擇運算後，會出現對話框詢問使用者所欲運算的數值，而天平上之物件則會依使用者的指示

變化，且改變後秤盤上的物件重量亦會以等式呈現，所有的處理，無論對於解題是否有所幫助，

均會紀錄於左上方的對話框（圖三），供使用者思考指令、過程與方程式間的變化，教師亦可

利用對話框內的記錄，探討解題過程，可要求學生嘗試利用最少的步驟找出 x所代表的數，並

討論操作過程與算式記錄間的關係，協助學生脫離教具的操弄，以建立學生一元一次方程式的

解題概念。 

 

雖然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認為解釋等量公理的教學，強調應該是「基於小學六年數與量計算

經驗的自然經驗總結，不應該再使用天秤、砝碼之類的生活情景」（教育部，2010，頁 229），

然而部分學生在此概念的學習，若僅使用整數性質或計算經驗，而無天秤、砝碼的生活情境，

在了解等量公理之意義恐有困難。然而此單元之未知數 x若要以實體天秤及砝碼來表示，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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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幾乎不可能，因此研究者選擇以虛擬教具來呈現利用等量公理計算未知數 x的值，希望利

用此軟體可以協助老師在等量公理上的教學，加強學生在此單元的概念了解，並希望學生能藉

由操作，提昇運算結果的準確性。 

 

二、因子樹 

 公因數和公倍數為國小五、六年級數學學習重點之一，學生需要利用公因數和公倍數的概

念解決異分母分數加減法與最簡分數的問題，然而學生在學習使用短除法計算最大公因數時，

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造成學習上的盲點。 

 

 一般教師在教短除法算則時，多半要求學生使用質數，以便可以直接利用短除法的算式寫

出該數字的質因數分解。因子樹的建置構想則跳脫短除法的利用質數的方式，改採任意因數的

方式，利用質數與合數的不同表徵（質數以圓形表示，合數以方型表示），讓學分辨質數與合

數的差異，進而明瞭質因數分解的概念。 

 

       

圖四 90的質因數分解過程及結果 

 

 操作時，使用者在空格內填入因數，以圖四為例，9是 90的因數，故可以將 90分解為 9

和 10的乘積。因為 9 和 10 都是合數，此程式會自動出現下一階的 4個空格，代表本題尚未結

束。等所有分解的數字均為質數時，則該數的質因數標準分解式會出現在螢幕上（圖五）。利

用此方式進行質因數分解時，學生可以無須從最小的質數開始考慮，操作上較短除法為簡單易

懂。 

 

 因子樹除了可進行單一數字的質因數分解外，亦可選擇在螢幕上次呈現 2個因子樹，前半

段的操作方式與單一數字質因數分解相同，等 2個數字均完成質因數分解時，螢幕上則會出現

2 個有交集的橢圓形（文氏圖），使用者需要將分解後的質因數拖曳到適當的位置，併計算出

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當使用者拖曳的位置錯誤時，螢幕上會出現提示，而使用者必須重

新思考該步驟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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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68 和 72的最大公因數和最小公倍數之操作過程 

 

 根據研究者在國小六年級進行實驗教學的初步結果，雖然文氏圖的表徵在國小並不曾出

現，但在適當的說明後，多數的學生均能的接受。此外，由於文氏圖呈現數字間的關係，學生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最大公因數的組成；透過觀察，使用者亦能快速發現最小公倍數之組成，且

此方法遠較「將各數分解成標準分解式，選取它們共同質因數中次方較小者相乘（最大公因數）」

和「將各數分解成標準分解式，選取所有質因數中次方最高者相乘（最小公倍數）」來得更容

易了解。 

 

特色 

 代數天平和因子樹具備以下特色： 

 

一、容易上手 

 使用次 2件虛擬教具並不需要高深的資訊能力，即使是初次接觸這 2件教具的學生，在無

人指導的情況下亦能藉由嘗試錯誤的方式，找出正確的答案，逐漸明瞭活動目的，部分使用者

亦可以自行體會活動下的數學內容。 

 

二、可配合學生個別需求 

 此 2件虛擬教具均有內建之題目，可以據學生個人的需要，選擇操作的題數。而虛擬教具

中自行出題之功能也可以讓學生在進行相關概念的紙本練習時加以運用，進而結合教具操作與

學校課程。 

 

三、可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練習 

 研究者讓學生可自行操作學習為科技融入教學之主要功能之一，故在建置此 2件虛擬教具

時，除了教師教學時可以作為概念呈現之用外，在程式中增加內建之題目，使學生能在沒有教

師指導或布題的環境下亦能自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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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跨年級使用 

 目前國小數學課程「用文字代表數」在五年級便出現，而在七年級則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求

解的單元，代數天平可用於五至七年級的數學課程。因數的介紹起始於五年級，六年級則為最

大公因數與最小公倍數的計算，因子樹可用於五、六年級。至於其他年級的學生，則可做為益

智活動，讓學生隨易操作。 

 

五、可用於補教教學 

 雖然此 2件虛擬教具的建置目的以建立學生數學觀念為主，然而這 2 件虛擬教具亦可用於

補救教學，釐清學生不明白之概念。利用此 2件虛擬教具進行補救教學可以讓學生由課本以外

的方式獲得概念，而虛擬教具的操作亦可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結語 

 此 2件虛擬教具著重於學生不易了解的一元一次方程式與公因數公倍數概念，而虛擬教具

不占空間，可自由調整數字，可配合教師教學及學生練習的需求，且建置時亦已將未來可能的

載具納入考量，研究者希望未來能發展其他類似的虛擬教具，提供更多教學或學習的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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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of virtual manipulatives –  

Examples of Algebra Balance and Factor Tree 

 

Kai-ju Hsieh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Physical and virtual manipulatives has been reported as effective learning tools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to learn mathematical content.  By using manipulatives, students have concrete 

experiences in doing mathematics.  These experiences provide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mathematics concepts, promote students’ motivations of learning, and enhance learning 

outcomes (Battle, 2007; Durmus & Karakirik, 2006; Suydam & Higgins, 1976).  Even though using 

manipulatives has many benefits, it is still not very popular in our mathematics classrooms.  This 

research project tried to construct two virtual manipulatives, regarding mathematics topics such as 

solving linear equations in one unknown, and finding factors and multiples.  Researcher hopes that 

these two virtual manipulatives would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ir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hematics.  

 

Keywords: linear equations in one unknown, factor, multiple, axioms of equality, virtual 

manipul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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