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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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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中文摘要 

在工程教育領域中，許多研究均指出對於工程類科學生的數學教育，不應只包括數學知

識，更要培養學生數學思維的素養或能力。諸多研究顯示，數學思維是大學數學教育最重要

的一項任務，是工程學生在校學習期間亟待培養的數學素養。然對於如何提升工程學生的數

學思維素養的研究不多。Schoenfeld 對於數學思維的討論闡述了關於數學學習的許多面向，

但很少被應用於數學教師應該如何教導工程學生學習數學。另一方面，Schoenfeld 的論述主

要集中在認知的觀點。為了能更全面性的瞭解工程師如何使用和如何學習使用數學，本計畫

需要考慮更大的環境，以達成工程學生數學思維素養的養成。這個更大的環境可以考慮

Booth(2004)對於數學學習經驗的現象學研究，包括「數學知識、個體所處的教學脈絡、社會

認知，以及學生與教師的合作脈絡」。由此觀之，本研究應該考慮學生可利用的社會與材料

資源、工程學生在其數學實踐(如專題製作及專業學科)中如何應用數學，以及工程師在其實

際工作中如何使用數學。 

數學思維包括下列面向：a.數學知識；b.解題策略；c.思考者個人的意向、信念和態度；

d.個人思考的察覺與控制如後設認知。根據上述特徵，本計畫定義數學思維為在文化脈絡中，

由數學知識及某些數學意向所支持且達成問題解決的一種心智運思。數學思維的每一個構面

彼此相互關連與互補，因此，任何有效的數學思維將涉及這三個面向的元素的組合。數學內

容知識的習得是從事數學思維的基礎，根據問題情境，數學知識的理解將支持和引導個體選

擇適當的認知技巧和策略。然而，知識的習得需要個體去探究、澄清、批判性地和想像地思

考。因此，對於內容知識懷抱著正確的態度或意向是十分重要的，並且做為解題中執行認知

技巧和策略的基本力量。 

 

關鍵詞：工程學生、科技大學、數學思維、微積分 

 

貳、計畫英文摘要 

It has been held that heuristic training alone is not enough for developing one’s mathematical 

thinking. Many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propose problem-based curricula to improve students’ 

views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Meanwhile, scholars in different areas advocate using historical 

problems to attain this end. 

This project will begin with a discussion of what is mathematical thinking and how mathematical 

thinking is defined in th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ntext. In order to promote engineering 

students ’ mathematical thinking , this project will complete several products: (1)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the mathematics thinking 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ontext; (2) examine the 

mathematics thinking of first year students 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3) develop the new 

assessment tool to test the ability of mathematics thinking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4) develop the new strategies and material for teaching calculus; (5) analyz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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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6) assess the growing of aboriginal students and the teacher . 

These anticipated results suppose to make a different interaction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 and to 

promote engineering students ’ mathematical thinking. The paradigms of this sub-project are the 

“representationism”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legitimation”from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he 

major participants are about 700 first year students 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mathematics 

materials will focus on limit of function, derivative, and integration. 

 

Key words : calculus, engineering students, mathematics think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參、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數學為科學之母，數學成就的表現代表國家競爭力與教育的良窳。因此，世界各國亟思

數學課程與教學的改革。數學不僅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是一種生活的素養（含邏輯推理、

溝通），所以每個人都應接受數學、學習數學。近年來，不少數學教育文獻均將學生或公民數

學素養的提升做為數學教育的首要目標(教育部，2003；Cooper,1999;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NCTM】, 1991;Romberg, 2001a, 2001b)。其論點是提高學生的數學

素養，就是提高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提供未來進一步學習所必須的數學基礎。隨著科技的

發展與新的應用，許多不重思維的工作已被自動化，使得許多工作或情境的數學是內隱的。

在大學普及化的環境裡，各學院系所如工程、商業及醫學等均以數學做為啟迪創造力、發展

專業技術的基本學科，做為未來進入職場服務的基礎，才能有所發揮與創造卓越。 

美國教育會議(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所訂定的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al Standard, NSES)和美國科學進步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的「2061 計劃」(Project 2061)所提出的科學素養，包括數學、技術教育、自

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均具有許多面向。這些面向包含通曉於自然界並尊重自然界的和諧；認

識數學、技術教育及科學相互依賴的一些重要方式；了解一些科學關鍵性概念及原理；具有

科學思考能力；知道科學、數學、與技術教育為人類的企業並了解其強度與限制；為個人及

社會目標能夠使用科學知識及思考的方法。 

由上述可知，數學素養的培養是學校數學教育的重要目標，而且，一個具備數學素養的

公民應能參與及理解不同工作的數學觀點（Cooper,1999;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2003）。然學校數學是否真能培養學生的數學素養

呢？ 

學校數學有多重的目的，包括為未來的工作、未來公民及更高等教育做準備，其中，為

未來的生產性工作做準備在父母及一般大眾心中是最優先的。矛盾的是，學校中的數學與工

作所需的數學之間有不一致的落差存在。學校數學是去脈絡化的、使用的是無缺點的資料以

及避免模稜兩可的語言；相對的，具體情境中的真實問題，所使用的資料通常是沒有良好定

義的或是不精確的，問題的敘述也不是使用精確的語言；在工作環境裡，數學是合作的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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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人主義的；正確是由情境所定義的而不是由教科書所決定的；數學過程是拿來使用的而

不是拿來研究的。Armstrong and Croft (1999) 針對工程學生的數學能力進行診斷測驗，發現

了一些問題，例如，20%的學生無法處理重要的圖形，15% 的學生不會計算小數，60% 的學

生有信心處理線性函數的圖形，只有 10% 的學生有信心處理極座標。大學教師對大一新生的

數學能力是不滿意的(the Royal Society, 1998)。雖然台灣並未針對大學生進行類似的能力檢測，

但幾年前「7 分就可以讀大學」的事件顯示，台灣大學生的數學素養應也是不足的。因此，

如何縮短兩者之間的落差，是大學數學教育的挑戰，更是技職體系科技大學的嚴峻考驗。 

數學素養的培養從學前階段到大學階段，甚至到將來就業，是一個持續不間斷的過程。

以大學階段而言，大學微積分課程不僅是專業課程的基礎，也是培養學生專業能力的基石。

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所推動的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規範中，即明列學生畢業時須具備的八項核

心能力中，與微積分（數學）相關的至少就有兩項「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及

「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由此可見，微積分課程在大學教育扮演

著培養數學素養的重要角色。既然如此，微積分課程可以培養學生具備那些數學素養，是大

學數學教育應該重視的課題。Schoenfeld等人（1986）認為微積分教學應達到下列目標： 

（1）應發展學生對微積分概念的瞭解和基本運用能力 

（2）應引導學生認識廣泛的問題及狀況，及發展相應的方法和技巧。 

（3）應促使學生發展出對數學意義的深入瞭解 

（4）應促使學生發展嚴謹的學習態度 

（5）應促使學生發展分析技巧，及提升推理能力。 

（6）應提昇學生學習其他數學材料的能力 

上述目標包括了認知、情意與技能等面向，可做為本計畫釐清與界定大學生在修習微積分課

程後應具備那些數學素養的參考依據。 

在工程教育領域中，許多研究(Cardella, 2006, 2007; Fuller, 2004; Gong, Wen & Xino,2007; 

Gainsburg, 2006; Pearson, 1991)均指出對於工程類科學生的數學教育，不應只包括數學知識，

更要培養學生數學思維的素養或能力。Cardella(2006,2007)以大學工程學生、研究生及工程師

為研究對象進行觀察與訪談，研究結果顯示，數學思維(mathematical thinking)是大學數學教育

最重要的一項任務，是工程學生在校學習期間亟待培養的數學素養。Roselainy, Yudariah 和 

Mason (2002) 透過微分的教學探究 49 位工程學生的數學思維，他們讓學生從事蘊含數學思維

(特殊化、例示、一般化、臆測和說服)的不同形式的心智活動來提升學生的數學思維(p.288)。

例如，教連鎖律(chain rule)時，給學生不同類函數的例子來做連鎖律，學生的注意力就被導引

到確認「什麼保持不變」、「什麼改變了」及「什麼可以被改變了」，同時鼓勵學生「說明

看到什麼」(p.288)。他們相信藉由明確地連結數學結構(定義、性質、事實、例子和技能)到數

學思維(特殊化、例示和一般化) 的過程可以引發學生數學地思考。然而，此研究並沒有評量

此教學介入後，學生的數學思維是否獲得提升。由此可見，數學思維不僅在數學教育領域裡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工程教育領域也極受重視。因此，本計畫將以數學思維做為大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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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核心數學素養。 

Schoenfeld(1992)提出數學思維包括五個面向：(1)基本知識；(2)解題策略；(3)監控與控

制；(4)信念與情意；(5)實踐(p.348)。解題策略指的是 Polya(1946)的捷思法，包括「分解」、

「重組」及「猜測與驗證」；第三個面向指的是後設認知活動，例如自我監控和計畫，讓解

題者能有效地使用有限的認知資源。Schoenfeld 認為個體對數學及數學思維所抱持的信念與

情意，會影響個體對於數學基本知識與解題策略的使用。最後，Schoenfeld 認為學習數學的

環境對於數學思維的養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Schoenfeld 對於數學思維的討論闡述了關於數 

學學習的許多面向，但很少被應用於數學教師應該如何教導工程學生學習數學。另一方面，

Schoenfeld 的論述主要集中在認知的觀點。為了能更全面性的瞭解工程師如何使用和如何學

習使用數學，本計畫需要考慮更大的環境，以達成工程學生數學思維素養的養成。 

這個更大的環境可以考慮 Booth(2004, p.13)對於數學學習經驗的現象學研究，包括「數學

知識、個體所處的教學脈絡、社會認知，以及學生與教師的合作脈絡」。由此觀之，本研究

應該考慮學生可利用的社會與材料資源(McGinn & Boote, 2003)、工程學生在其數學實踐(如專

題製作及專業學科)中如何應用數學，以及工程師在其實際工作中如何使用數學(Cardella, 

2006)。 

 

 

 

 

 

 

 

 

 

 

圖 1 數學思維的面向 

數學思維的每一個構面彼此相互關連與互補，因此，任何有效的數學思維將涉及這三個面向

的元素的組合。數學內容知識的習得是從事數學思維的基礎，根據問題情境，數學知識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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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將支持和引導個體選擇適當的認知技巧和策略。然而，知識的習得需要個體去探究、澄清、

批判性地和想像地思考(Tishman, Jay & Perkins, 1993)。因此，對於內容知識懷抱著正確的態

度或意向是十分重要的，並且做為解題中執行認知技巧和策略的基本力量。總而言之，要成

為一個成功和有效率的數學思維者，必須要擁有和內化這三個成分：數學知識、心智運思和

數學意向，整理如表 1。 

表 1 數學思維的面向與內容 

面向 定義 數學思維的形式 

數學知識 數學知識與數學概念 具備數學知識與數學概念、具備如何使用工具

的知識及具備數學名詞的知識 

心智運思 解題策略 猜測與驗證、轉譯問題、使用已知的知識 

數學實踐 使用數學符號、估計、創造與使用數學模型 

數學化(將問題轉化為數學問題) 

後設認知 計畫、監控及調節等 

數學意向 個體對數學的信念及對自己數

學能力的信念 

自我效能、對數學的態度、學習策略、學習動

機等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及對應的研究問題包括： 

(1)探討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應具備的數學思維的意涵 

1-1 從學校數學的觀點來看，數學思維的面向為何？ 

1-2 從工作職場的觀點來看，數學思維應涵蓋那些向度？ 

1-3 從專業類科教師的觀點來看，數學思維素養應包括那些內容？ 

(2)開發與效化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評量工具 

2-1 如何依照數學思維的意涵，組織數學素養評量工具？ 

2-2 如何依照數學思維的意涵，進行試題的命題工作？ 

2-3 透過訪談與試題分析，探討題本與試題的品質為何？ 

2-4 從不同的向度（例如：數學內容、情境類型、數學成績等）瞭解題本試題與群組的信效

度表現為何？ 

(3)開發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教學模組 

3-1 如何從微積分史中取材做為發展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的課程內容？ 

3-2 如何從專業課程中取材做為發展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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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探討那些數學提問可以應用在微積分教學以發展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 

 

肆、研究方法 

本計畫是三年期的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在發展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素養。以下將

針對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及資料的收集和分析作描述。 

1.研究參與者 

本計畫以明志科技大學為研究場域，參與本計畫的人員主要包括：明志科技大學99至101

學年度的一年級學生，以及明志科技大學的四位數學老師（含研究者）。四位數學老師教授

微積分課程均有10年以上的教學經驗，除了研究者外，其餘三位數學老師分別是清華大學數

學博士(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畢業)、中央大學統計系博士生及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博士生(數

學教育組)。這些參與者不僅對微積分教材教法嫻熟，還能參與研究工具與教學方案的研發。 

2.資料蒐集 

(1)焦點座談：以研究場域的工程學系(共六個系)為單位，由研究團隊分別進行焦點座談。 

(2)個別訪談：挑選與研究場域工讀實習合作之10家公司(如鴻海、華碩、宏達電及工研院)， 

探詢接受訪談的意願後進行主管訪談。另外，也針對學生進行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正式訪

談的重點是關於數學思維中的數學知識與心智運思兩個面向；非正式訪談的重點則是關於

數學意向的部分。 

(3)錄製教學影帶：教學實驗過程均進行錄影，錄影之後的兩週內由工讀生轉成文字檔。售課

教師檢視錄影帶及文字檔後，於專案會議中提出討論。 

(4)專案會議：基本成員為四位研究人員，每兩週進行一次專案會議。專案會議常常是產生研 

究的分析方法以及意義被抽離出來的過程，也是討論教學方案的重要場合，故錄音檔會交

由工讀生謄稿，由計畫主持人檢視。 

(5)數學態度量表與微積分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量表的施測結果。 

3.研究工具的編製與分析 

根據數學思維的三個面向：數學內容知識、數學意向及心智運思編製評量工具，在數學意向

部分，將編製數學態度量表及微積分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量表。數學內容知識及心智運思部

分將轉化為能力指標，再根據能力指標編製評量工具。初步組織與效化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

學思維評量工具效化架構整理如圖 2。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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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數學素養評量工具效化架構圖 

 

伍、計畫執行內容及成果說明 

一、影響科技大學工程學生微積分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測驗工具 

(一)受試群體 

    調查樣本為明志科技大學四技部一年級學生共612人，其中男生543人，女生69人，並訪

談四名學生，針對問卷未能詳述之處進行深入了解。 

(二)研究問題 

 1.技職校院大一學生的微積分學習動機因素為何? 

 2.技職校院大一學生的微積分學習策略因素為何? 

(三)測量工具 

    Pintrich, Smith, & Mckeachie (1989) 根據社會認知的學習理論編制了「學習動機與學習策

略量表」(Motivated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以下簡為MSLQ)，此量表不但有良

好的信度與效度，在美國也常作為診斷學習之工具。而後，Pintrich, Smith,Garcia, & Mckeachie 

在1991及1993繼續修訂新版的MSLQ。為研究上述二個問題，本研究改編Pintrich 等人(1993)

的MSLQ，製成合於微積分學習的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問卷。 

    問卷結構方面，本研究參考學習動機導向策略問卷(MSLQ, Pintrich et al, 1993)改編成「微

積分學習動機導向策略問卷」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in Calculus Learning Questionnaire, 

MSCLQ)。此問卷分成三個部份：基本資料，學習動機及學習策略。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學

號、姓名，動機與策略問題均採李克特氏五點量表。學習動機以價值、期望、情感為三向度，

價值成分除了原先外在動機與學科價值外，因應微積分特性，將內在動機細分為解題動機與

理論動機二因素，所以價值向度為外在動機因素、學科價值、內在目標--解題、與內在目標--

理論學習等四因素，期望成分包含自我效能因素、控制信念因素，情感成分指考試焦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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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學習策略方面，依MSLQ將學習策略分為認知策略、資源經營與自我調制三類，其中認

知策略又細分為背誦、精緻與組織化策略，而本研究依微積分之學科特性，將精緻與組織化

策略分為理解、思考與關聯、習題演練三因素；資源經營策略方面，定為上課學習習慣因素；

自我調制學習策略方面，則分為後設認知與個人學習習慣二因素。整體問卷結構如表2。 

 

表2原始問卷之因素架構 

學習動機 

價值 

內在目標 
理論學習二題 

解題四題 

外在動機 外在動機四題 

學科價值 學科價值四題 

期望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三題 

控制信念 控制信念五題 

情感 考試焦慮 考試焦慮四題 

學習策略 

認知 

背誦 背誦三題 

精緻與組織化 

理解五題 

習題演練四題 

思考與關聯三題 

資源經營 上課學習習慣 上課學習習慣四題 

自我調制 
後設認知 後設認知四題 

個人學習習慣 個人學習習慣四題 

(四)資料分析 

    以SPSS 10.0分析資料，其步驟為:針對研究問題一與二進行因素分析，利用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萃取因素，並以最大變異轉軸法（Varimax）轉軸，來測試本

問卷之因素結構，最後以Cronbach alpha 檢驗因素的內部一致性。 

(五)深度訪談 

    訪談四個學生(A、B、C、D)，其中A與B為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與微積分成績均高的男

生，C為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與微積分成績均屬中等的女生，而D為學習動機、學習策略與微

積分成績均低的男生。每人進行約半小時的訪談，訪談內容以錄音方式進行，並徵得受訪者

的同意，逐字登錄為文字稿。訪談問題如下： 

  1.你修讀微積分的方法？ 

  2.用你自己的話，說明微分(derivatives)是什麼？ 

  3.用你自己的話，說明積分(integration)是什麼？ 

  4.針對問卷的每一題，為何你回答那樣的答案？ 

顯而易見，訪談問題中的一與四和問卷息息相關。至於第二與第三個問題則是想藉由訪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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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傳統紙筆測驗）來檢驗學生的數學觀，看看他們是否真正理解微積分的概念，以便與學習

策略中理解因素比較。然因學生不習慣這種沒有標準解答的問題，不論其微積分成績為何，

學生僅能含混帶過，所以本次訪談較針對問題中的一與四做分析。 

研究成果： 

(一)技職學生微積分學習動機的信效度分析 

    將動機成份的26個題目一次投入主成分分析。題目刪除的規則定為：若因素負荷量低於

0.4或一個題目貢獻給兩個潛在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差異小於0.1，則將該題刪除，共計刪除8題。

萃取出eigenvalue大於1的五個因素，進行最大變異量轉軸法。 

五個因素分別被命名為： 

自我效能與控制信念(5題之解釋變異量為14.15%)、學科價值(4題之解釋變異量為13.95%)、內

在目標--解題(4題之解釋變異量為13.46%)、考試焦慮(4題之解釋變異量為11.52%)、內在目標

--理論學習(2題之解釋變異量為9.13%)，五因素總共解釋19個題目之62.21%的變異量。因素分

析結果與當初問卷設計時之立意大致相同，但也有不同之處：第一、｢外在目標｣的題目全數

遭刪除，第二、｢控制信念｣的五個題目無法集結形成單一因素，其中四題遭刪除，僅存的一

題和｢自我效能｣的題目集結，因此將之命名為：｢自我效能與控制信念｣。 

(二)技職學生微積分學習策略的信效度分析 

    將學習策略27個題目一次投入主成分分析，採取因素負荷量低於.40或某一題目貢獻給兩

個潛在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差異小於0.1時為刪除題目的準則，刪除了6題，萃取出eigenvalue大

於1的五個因素，進行最大變異量轉軸法，所得結果見表3。五個因素被命名為：理解 (5題之

解釋變異量為13.64%)、習題演練 (5題之解釋變異量13.65%)、上課學習習慣 (4題之解釋變異

量13.92%)、個人學習習慣 (4題之解釋變異量12.21%)、後設認知(4題之解釋變異量12.17%)，

五因素總共解釋65.59%的總變異量。 

 

各因素的內部一致性(alpha)介於0.64至0.76，總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為0.85，顯示大部分的信

度值為中上。但是因素三上課學習習慣、因素四個人學習習慣與因素五後設認知的內部一致

性係數未達 0.7，實為美中不足之處，顯見量表之題目尚存有雜質，可能肇因於微積分的MSLQ

問卷為第一次改編，且受試群體人數不多，未來還有改進的空間。正式問卷如附錄一。 

 

二、完成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應具備之基礎數學知識與能力 

    根據技職學生應具備之科學素養與能力，本計畫以工程學生應具備的數學知識認知與數

學過程技能為例，編制試題以評量工程學生的對於數學的知識認知與過程技能等素養。研究

方法採取質性焦點團體座談的方式，共舉辦六場，如表3所示： 

 

表3 質性焦點團體座談會 

場次 時間 地點 參加人員 主持人 



黃志賢  提升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素養之研究 

 

11 

第一場次 99年9月28日 

10：00~11：20 
電機館會議室 電機系8位教師 黃志賢 

第二場次 99年10月25日 

09：00~10：10 
機械館會議室 機械系11位教師 黃志賢 

第三場次 99年11月12日 

10：30~11：40 
電子系會議室 電子系6位教師 黃志賢 

第四場次 99年12月27日 

13：30~14：50 
化工館會議室 化工系10位教師 黃志賢 

第五場次 100年3月20日 

10：00~11：30 
材料系會議室 材料系5位教師 黃志賢 

第六場次 100年4月26日 

10：00~11：50 
環安衛系會議室 環安衛系7位教師 黃志賢 

 

研究結果如表4所示： 

 

表 4 技職校院工程學生應具備之數學知識認知與數學過程技能 

知識認知與過程技能 說明(例舉) 

整數與分數的四則運算 計算
4

1
-

3

1

2

1
  

代數式的操弄與分解 計算(x-2)(x+3) 

估計 估計
4

5

108.892

2.0012104.5




 

分解整係數多項式 分解 22  xx  

比例 a：b=1：6 ，若 b=4，則a=？ 

圓的性質 016422  yxyx 的圓心和半徑為何 

指數律(含分數指數) 計算(0.0625) 5.1  

解二次方程式 解 22  xx =0 

解聯立方程式 解








032

0623

yx

yx
 

一次及二次不等式 不等式 0952 2  xx 的解 

合成函數與反函數 設 232)( 2  xxxf ，試計算
h

xfhxf

2

)()2( 
 

直線方程式 設直線 L的斜率為2且在 x軸之截距為3，試求直線 L 之方程

式？ 

級數 
10

1

2i  

弧長與扇形面積 求圖形   
 

 ⁄     ⁄ 在區間[  ⁄   ]上的弧長 

Sine、cosine、tangent函數 設
7

2
sin  ，試求其餘三角函數值 



黃志賢  提升科技大學工程學生數學思維素養之研究 

 

12 

及其圖形 

函數 xe 及 xln 及其圖形 描繪函數 xe 及 xln 的圖形並說明其間的對稱關係 

對數律(對數的運算) ？
9

1
log8log 32  

函數 xe 及 xln 的微分 xe
dx

d 2  

梯度、極大值和極小值 752)( 23  xxxxf 在  9,1- 的極大值和極小值 

函數 xe 及1/x的積分  dxe x2 、  dx
x2

1
 

定積分的計算  
3

1

2 )32( dxxx  

曲線所包圍的面積 12  xy 及 x – y + 3 = 0所圍區域面積 

有理函數和部分分式 1
2

53

1

2











x

x

x

x
 

二項式 nx)1(  展開 5)1( x  

1sin  , 1cos  及 1tan 函數及

其圖形 

)
3

2
sin(cos 1  

組合公式 5

2c  

微分公式(含加法公式、除法

公式及連鎖律) 

2)31(

1

x

x

dx

d




、 )ln(ln x

dx

d
 

積分方法(含代換積分法、分

部積分法和部分分式法) 

 dxxe x2

、  
dx

xx 2

1
2

、  xdxx ln  

複數的運算 
i

i





1

2
 

向量 )1,2,3(u ，求 u  

微分方程式 解 xyy   

 

三、完成自我效能量表 

    自我效能理論是由社會學習論心理學家Bandura（1977）提出的，自我效能指的是個人對

自己從事某種工作所具的能力，以及對該工作可能做到的程度的一種主觀評價。研究者認為

教學者若能設計適切的教學活動，讓學生在無形中提升學習自我效能，則此潛移默化的過程

對於學生的科學學習是相當的重要的。 

一、自我效能的意義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指個人對於自己能夠獲致成功所具有的信念，此信念是個體

達到某一目標所需能力的判斷（Bandura,1977a；1982；1986）。Williams（1985）的研究中

引用Bandura 的研究指出，自我效能是個體認知的歷程，個體衡量自己以前的成就表現和現

在目標行為之間的差距，組成實際行為表現前對自己的心理所做的評估，透過此評估的認知

知覺，來引導個體未來行為的表現，所以自我效能與實際行為表現具有一致性的相關強度。 

(二) 自我效能的影響因素 

    Bandura（1977a）認為自我效能可能對個體的思考、行為及情緒等方面產生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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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個體的思考模式、情緒激發、努力程度及行為持續性，分述如下： 

1.思考模式（thought patterns） 

    個體對於自我效能的評估會影響其對於某事件的思考模式，自我效能較高的個體會較專

注於問題的解決或是目標達成，過程可能遭遇的挫折，並不會對個體產生困擾，而是勇於面

對，克服困難；低自我效能的個體則可能感受到較高的困難度，而低估自己應有的能力表現，

其思考模式會由「盡力達成任務」轉變為「憂慮失敗的結果及可能遭受的困難」。因此，即

使面對相同的事件，高低自我效能的個體所形成的思考模式也會有所差異。 

2.情緒激發（emotional arousal） 

    當個體認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達成目標或解決問題時，則會降低自我效能，進而害怕面

對問題，產生焦慮、緊張的情緒反應，甚至造成個體對自我價值的否定；而高自我效能的個

體，判斷自己可以成功完成目標，則面對挑戰或困難時，不易產生羞愧或自我抑制的情緒，

反而有可能提高達成目標的信心。 

3.努力程度（effect level） 

    自我效能的評估會影響個體的努力程度。高自我效能者較低自我效能者願意花更多的努

力去克服困難，而不會輕易退縮，半途而廢，所以高自我效能者較容易成功，而低自我效能

者因不願付出更多的努力，得到失敗的機率也較大。然而高自我效能者在獲得成功之後，再

面對相同事件的努力程度不一定較多，而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接受其他較為困難的任務。 

4.行為持續性(behavioral persistence) 

    行為持續性是指個體在面對困難時所表現堅持行為的程度。高低自我效能者面臨困難時

會有不同程度的堅持行為表現。高自我效能者較低自我效能者願意花更多的時間來解決問題，

克服困難，所以獲得成功的機率較大，即使發生失敗的結果，下次也會花更多的時間來追求

成功，反之低自我效能者因為缺乏完成目標的信心，遇到些微挫折時便容易輕言放棄，而導

致失敗的結果。 

(三) 量表內容設計 

    為瞭解明志科技大學學生在經過一年工讀實習課程後的自我效能分佈情況，研究者採用

「自我效能量表」進行問卷施測。本量表係參考劉信雄（1992）「國小學生學習效能自覺量

表」及梁茂森（1998）「國中學生學習自我效能量表」效化而成。其前、後測信度 Cronbach α 

值分別為 .9189 及 .952。依研究議題所需，將原問卷中部分內容及語彙分別修改後沿用。量

表如附錄三所示，表中問題共有 25 題，採用四點量表的計分方式，分為「非常沒信心」、

「沒信心」、「有信心」及「非常有信心」四個選項，內容主要包含：學生課堂學習的表現、

解決問題的方式與能力、進行實驗活動的情形、課業的求助策略，以及與教師、同儕學習互

動的表現等方面。請受試者依據在課程實際學習狀況的信心程度選擇適當的選項。在「課程

學習自我效能量表」所獲得的分數愈高，表示學生在課程學習之自我效能愈高；反之，得分

愈低，表示自我效能的信念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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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n investigation on engineering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calculus in taiwan (2010 ASEE 

Annual Conference & Exposi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Taiwan to (1) assess their 

attitudes toward calculus, (2)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 in attitudes scor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and (3)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calculus and their 

calculus achievement. Attitude was measured in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 domains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attitude and its internal factors of calculus learning among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Taiwan. This study used theory and related research to develop a questionnaire research tool. The 

internal factors of calculus learning that we choose were usefulness, self-efficacy, motivation, 

anxiety, and, learning habit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The findings show that 

a high percentage of students do not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calculus. A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in the mean scores for males and females in the calculus attitudes scale. 

Specifically,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in two 

attitude domains: cognitive and behavior.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calculus and calculus achievemen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self-efficacy scale.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Taiwan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attitudes toward calculus. This 

information could be helpful to calculus lecturers. 

 

五、Conceptual and procedural abilities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in integration (2010 Joint 

International IGIP- SEFI, Annual Conferenc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concept-based instruction of definite integrals and its 

impact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tegrals in first year engineering students. This study adopted 

quasi-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Research tools included questionnaires and concept-based 

teaching models.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were 203 first-year engineering students who had just 

finished studying the concept of differenti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students who received 

concept-based instruction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comprehension, integr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apply learned concepts than students who had received procedure-based teaching. 

 

六、An exploratory stud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2011 Joint International IGIP- SEFI, Annual Conference) 

Derivativ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that many engineering students encounter at university 

level. The research reported here appli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bining the strengths of two 

major mathematical learning  theories: APOS theory and representation theory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derivative concepts.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some of the 

overall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with regard to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se concepts, and 

suggests applications of the framework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undergraduate mathematics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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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技大學工程學生導數概念理解之研究(科學教育學刊，第 19 卷第 6 期，483-506 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以 APOS 理論與表徵理論為導向的微積分教學，對於提升科技

大學大一工程學生函數及其導數的解題能力有何影響。本研究採取教學實驗法，研究對象為

203 位科技大學大一工程學生，研究工具包括導數概念試卷、APOS 理論與表徵理論導向的導

數課程及半結構式一對一訪談。研究結果顯示，整合 APOS 理論和表徵理論對於發展導數教

學模組和描述函數及其導數概念理解是適當的理論架構，強調導數的多重表徵和行動-過程-

物件發展的教學比傳統教學更能提升工程學生的解題能力數學思維，同時也能協助學生整合

視覺思維和分析思維。 

 

八、Investigating engineering students’ mathematical modeling competency from a modeling 

perspective (2012, 36
th

 PME, Vol 2,307-314)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engineering students’ modeling process in one modeling activity. The data 

is collected by students’ individual and group written responses to the mathematical modeling 

activity, video-taped group discussions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by the researcher. The data 

showed that engineering students have difficulty in transition between different modes of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classifications of variables/parameters as known or unknown, 

implicit or explicit, independent or dependent variables. 

 

九、Investigating engineering students’ versatile thinking: the case of definite integral (2013, 

37
th

 PME, Vol 3,89-96) 

This study examined students’ versatile thinking regarding the concept of definite integral. Versatile 

thinking comprised the ability to work within a representation system, transfer seamlessly between 

the systems of specific concepts, engage in procedural and conceptual interaction with specific 

representations, the visual images students use to resolve specific problems, and how students 

handle specific visualizations. Analysis of the interviews and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process concept of the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visual ability of the integral 

problems is necessary for excellent versatile thinking of definite integral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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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計畫內容 

1.1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技職院校的學生多來自高職，而在高職的專業學習中，數學只是附屬課程，加上學生的

程度不佳與缺乏興趣之故，數學書籍的閱讀更是少有著墨者。在傳統數學教學環境底下，技

職院校的學生普遍都習慣數學單向式的教學方式，最多只是努力的將老師在黑板上寫滿的計

算式抄在筆記本，或是機械式的操作數學符號，但缺乏數學內在意義及與外在環境聯繫的省

思；甚至許多學生只要修到與數學相關的課程，就採取完全放棄學習的態度。當這群學生在

進入了技職院校之後，因數學非其專業科目，自然更加忽視其存在的必要性。或許，在能招

收到數學基本能力較高的公立科技大學中，學生懂得將數學解題技巧運用於其專業技能上，

所以尚能認同數學的重要性。但對多數私立的技職院校而言，數學就像是過氣且難以親近的

明星，即使數學老師們大聲疾呼「數學是科學之母，數學力就是競爭力」，仍是聽者藐藐。 

    以中國科技大學為例，多數的學生之前與數學的接觸上都有不愉快的經驗，乃至在

大學的學習過程，甚或出社會之後，對於與數學相關問題(或課程)的理解或應用不免總是有

畏懼與逃避的心態，這種心態甚至可能會感染其後代。究其因來自於過程中屢屢的挫敗，特

別是因不擅長操作生硬的數學符號導致考試分數低落所造成的挫敗。那麼我們該如何阻止“這

群學生對數學產生冷感”這種現象的惡化？在授課內容不變的情形下，降低考題難度、提高分

數應可增加其成就感，雖不失為一個可行的方向，終究難改學生莫名其所以之印象。假設大

學是這群學生的終點學習，而現有數學學習所產生的內化效果之多寡對其專業工作又未必有

顯著影響的話，或許我們該致力的是讓學生享受悠遊於數學之海的樂趣、培養其願意使用數

學思維的習慣。因此，我們主張放在通識課程中的數學課程旨在紓解學生害怕、討厭數學的

心結，重建樂於親近數學的態度，引導學生經驗數學與其他領域相涉的活動，培養並發展以

數學思維批判、分析的能力。 

    劉柏宏(2011)在「大學數學通識教育之現況調查與課程研發」中提出 97~99 學年我

國大學開設數學類通識課程比率，技職院校是比率最低的ㄧ群。通識數學課程的不被重視，

無異讓學生喪失重新面對數學的機會。劉柏宏教授也發現多數的技職院校數學教師大都隸屬

於通識中心，並且必須負責大量的微積分課程，因此數學老師已無多餘的心力來研發通識數

學課程。在面對技職院校數學教學困境的同時，我們看到教育部公佈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 PISA）2006、2009年調查結果，台灣

學生的數學排名分別是第一名與第五名，而閱讀素養排名分別為第十六名與第二十三名。台

灣負責參與這項計畫的台南大學 PISA 國家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洪碧霞特別提醒，台灣有一

成七學生不為樂趣而讀書，顯示許多學生都是「苦讀」。而這也表示了我們學生普遍在數學

學習上可能因為未能有相稱的閱讀活動，以致於喪失了閱讀數學的樂趣。 

    基於上述的緣由，我們提出以「數學閱讀」融滲於通識數學課程的整合計畫，藉由

通識數學的課程設計，建立以數學閱讀為主的教學活動，使學生有機會對數學的本質有更深

層的認識，重新思考如何將數學概念運用於專業領域上。而此ㄧ目的與 PISA 對數學素養的

意涵「個體應能確認與瞭解數學在這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能做出有充分根據的判斷並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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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極投入(engage in)數學以符合做為積極的(constructive)、參與的(concerned)、以及具有反

思(reflected)之公民需要。(OECD, 1999, 2003)」不謀而合。 

本計畫以中國科技大學為主體，成立數學教師社群，全體數學教師參與通識數學課程精

進與改革。將數學科普書籍的閱讀教學融入課程設計，讓學生感受到數學在人類文化上所發

揮的功用，經歷創造數學的樂趣，改變學生本身之學習內容、學習慣性，藉由數學閱讀引燃

學生對求知的熱情。更期望學生能將此能量，轉化運用在自身的專業領域上，並樂於與他人

分享成果，共同營造校園中數學文化的氛圍，最終將成為每位學生的人生學習過程之美好學

習經驗。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對象 

    本計畫之研究對象設定為計畫主持人任教學校（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主要的因素有： 

(1) 該校招收的學生大多為高職生，數學基本能力為中後段的學生，對於學習數學的意願低

落。而這些「害怕、討厭數學」的學生非常符合與本計畫預期達成「重建學生樂於親近數

學的態度」之背景條件。 

(2) 該校的數學教師面臨數學教師的專業未被學校重視、數學相關課程(例如微積分) 授課時

數的萎縮、數學教學的挫敗等等的困境，必須積極尋求數學課程的研發與改進，重新喚起

數學教學的熱情。 

(3) 計畫主持人在該校服務二十年，熟悉該校的歷史文化與教學環境，期盼有計畫的「加持」，

讓校方重視大學的數學教育，數學教師得以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1.2.2 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方法，在提出申請時規劃為三年期的研究計畫。但在考量只有通過一

年期的研究經費補助下，我們修改了原三年期計畫，以最迫切且最可行的方案進行研究計畫，

主要執行的項目有：成立數學教師社群、以數學閱讀設計重新開發通識核心課程（數學與邏

輯）、以數學閱讀融入通識博雅課程（藝術的數學密碼、生活與遊戲中遇見數學），以及學

生學習成效的研究。上述工作項目的進行在時間上都有重疊，故以下將視其開始執行時的先

後順序，說明工作項目的研究主軸與進行步驟。 

(1) 成立數學教師社群 

˙ 社群成員以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自然科學教學群數理領域的教師為主。利用每月ㄧ

次的讀書會進行數學閱讀專業成長，由參與社群的教師們於學期初列出閱讀書單，再篩選出

適合運用於通識數學課程的單元，教師們於學期開始每月分享數學閱讀課程設計的構思以及

實行的成效。 

˙ 為落實專業教師社群發展，協助教師順利執行課程改進計畫，分在 101學年上下兩學期各

進行一次數學閱讀研討會，參見表 2.1。針對「數學閱讀課程設計」、「課程研發」、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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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機制」，邀請校外專家演講，藉由專家與他校教師經驗的傳承，鼓勵社群教師從自學成長

擴大至群體成長。 

表 2.1 數學閱讀研討會 

研討會名稱 

（舉辦時間） 演講人 講題 

101-1數學教學應用研討會 

（2012.11.30 13:30~17:00） 

陳明璋 副教授 

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認知與數位教學： 

注意力引導 

洪萬生 教授 

台灣數學博物館 (MTM) 

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 

數學普及閱讀： 

數學也可以很文學 

「數學閱讀」理論與實務運

用工作坊 

（2013.5.15. 10:40~16:50） 

楊凱琳 副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數學閱讀的教學與評量 

蘇意雯 助理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 
數學閱讀實作分享 

蘇慧珍 老師 

成功高中數學教師 
閱讀策略融入數學課本教學

實驗 

(2) 通識核心課程－數學與邏輯的重新開發 

˙ 課程目標規劃 

    本課程計畫透過閱讀生活中的數學活動，啟發學生在生活中的數學感覺，讓「生活處處

皆數學」的觀念得以確實推展。課程概分為「數學活動」與「邏輯思維」兩部分。數學活動

部分是將某種程度地數學概念融入生活情境問題，藉以進行數學解題訓練；邏輯思維部分是

將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藉由邏輯學仔細的分析後，讓同學體會到學邏輯並不困難，在

分組討論的過程中，反覆練習邏輯學的基本公式，進而提昇判斷是非的能力。 

    因此課程教學目標有：1. 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的熱情_藉由生活中的數學活動，尋求與過

去的數學課程相關聯的部份，再運用創造性的新方法解決問題；2. 培養學生觀察日常生活中

與數學相關的科學問題_透過嘗試解題與拼湊陌生情境片斷方式，磨練水平與垂直思考的解題

能力，達成應用於現實問題理解的目的；3. 熟悉邏輯公式的運用，並將其應用於日常生活之

中_促使學生能運用適當的邏輯規則分析論述與主張的合理性，包含且、或、非、則等與量詞

連接語句的真值判斷，以及對偶性、結合律、等價性等主要的有效推論方法；4. 培養理性分

析的思維與多元尊重的態度，同時發展程序化的基本解題習慣；透過課程活動的進行，瞭解

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 教學進度的規劃與執行 

    為了配合各系科的數學需求，自然科學教學群數理組的教師自 101 學年起重新編寫數學

與邏輯的教學內容，以各系的專業屬性，將數學與邏輯分為專業基礎版與生活知識版兩種課

本，其中專業基礎版提供需要使用數學做為工具的系所使用；而生活知識版則以不需使用數

學的系所使用。雖然，以數學老師的立場來看，數學與人類社會是息息相關的，我們每天都



徐惠莉  科技大學以「數學閱讀」進行通識數學課程融滲設計之研究 

24 

在進行著與數學相關的活動。但以實務導向的學校而言，對學生未來求職有用的課才有存在

的價值。是故，數學與邏輯的課程勢必要如此的規劃，數學才得以被學校認同。 

    因此我們選擇在數學與邏輯之生活知識版的教材內容上，嘗試進行較大幅度的改版，以

貼近學生生活的數學故事與活動融入教材中。在邏輯的部分，以有趣的推理故事吸引學生，

在尋找出答案之際，使其樂於學習邏輯推論之種種方法。而在數學的部分，以故事和活動引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像是以賭金分配問題的歷史故事介紹數學期望值的概念，最後請同學們

試著計算樂透彩的數學期望值；或是以學生熟悉的人物設計與排列組合有關的問題，並在課

程中進行製作桑道夫密碼的小遊戲，再請同學們以排列組合的概念，計算出可以設計出多少

種密碼的組合。適時的在課程中加入與歷史文化、生活應用的故事於教學活動中，藉由教學

方式的改變，影響學生對數學的學習態度。再者，以數學閱讀教學融入課程設計，讓學生感

受到數學在人類文化上所發揮的功用，經歷創造數學的樂趣，改變學生在數學上的學習內容、

學習慣性，藉由數學閱讀引燃學生對求知的熱情。期望學生能將對數學熱情的能量，運用在

自身的專業領域上。 

˙ 教學網頁的規劃與執行 

    為建立以數學閱讀為中心的教學活動，期使學生有機會對數學的本質有更深層的認識。

本研究計畫將課堂內教案設計的實施延伸至教學網頁，提供學生更多的數學閱讀資訊，以及

課後的學習機會。教學網頁在設計上注重有系統的呈現課程內容與教學目的的脈絡，學生可

以依據學習需求，快速且順利的找到資料。首頁上方以定期輪動的方式，出現的與數學相關

的美麗圖片，主要以學生創作之數學作品、照片等等。變化的圖片下接橫條連接 6 個點選畫

面：首頁最新消息、閱讀專區、課程教材、資源聯結、線上練習、聯絡我們。 

    閱讀專區是教學網頁內最特別的設計，提供課程教材相關的文章，同學們可依據課程進

度，選擇閱讀專區的貼文延伸數學的學習。每一篇文章皆會標明出處，例如書名、作者、出

版商，以及文章單元（或頁數），依據法律規定尊重智慧財產權，合理地使用範圍內並且註

明出處。若同學們對單元主題有興趣，向更加深入瞭解，可以自圖數館借閱或向任課教師借

閱。再者，閱讀專區也會不定期的分享學生閱讀心得佳作，同學們在相互交流學習感想下，

以閱讀數學啟動數學學習的動力。 

數學與邏輯教學網頁：http://ccnt4.cute.edu.tw/sh1HsypT/  

˙ 研究對象（班級成員）狀況說明 

    課程計畫的執行班級為台北校區四技數媒系與視傳系一年級 A、B，共計 4個班級。修課

學生多為高中職應屆畢業直接進入本校就學，對高職數學內容還有部分的記憶，再者本校一

年級之通識數學必修課程「數學與邏輯」的教學目標在於加強數學基本能力，以利於銜接系

科專業課程。因此多數同學應該具有國高中基礎數學知識背景。 

    若以各系科有數學相關的專業必修課程（例如 微積分、線性代數、商用數學、統計學等），

將其視為數學知識需求高的科系；否則為數學需求低的科系。因此數媒系與視傳系是被歸類

為數學需求低的科系。然而，真的不需要數學知識嗎？這將是授課教師在執行計畫時特別注

意的問題之一，我們會在執行情形與成果分析做說明。 

(3) 數學閱讀融入通識博雅課程 

http://ccnt4.cute.edu.tw/sh1Hs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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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出研究計畫的申請時，數學閱讀融入通識博雅課程的研發是安排在第二年，以數學

與邏輯課程的重新設計，教師社群累積數學閱讀教學經驗的能量，在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之後，我們將針對通識博雅課程做進一步的開發。將數學閱讀融入通識數學課程中，體驗與

生活相關的數學活動，帶領學生閱讀數學科普書籍及數學家的故事，欣賞讀物中人文與科學

交會之美，進而涵養博雅的學識；見證數學與其他學科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擴大閱讀的廣

度與深度。但在研究計畫通過執行期限一年的考量下，我們將數學閱讀融入通識博雅課程的

研發提前執行。由計畫主持人於 101.1 開設「藝術的數學密碼」課程，之後由計畫協同主持

人於 101.2 開設「生活與遊戲中遇見數學」課程。針對兩課程之數學閱讀課程設計與研究方

法說明如下： 

˙ 藝術的數學密碼 

    本課程以「生活文化的數學創意」與「藝術的數學賞析」為主題，從生活與藝術作品中

尋找具有數學意涵的部份，做為進入數學世界的密碼為主軸，透過課堂講述、專家演講、活

動操作和小組討論等等方式，介紹課程單元主題的數學原理，或是數學歷史演進，又或者是

數學家對問題的發想。以圖形、數字的詩、自然、音樂、生活創意五個主題設計與數學相關

的課程內容。課程安排為文化數學創意與藝術數學賞析交錯進行，內容著重在引發學習數學

的興趣，故以二至三週為一主題單元，讓同學能在一個單元結束後，自我回顧課程內容，藉

由生活中對數學活動的觀察，擴大在課程所學的廣度。此外，在每個單元中介紹與主題相關

的 1~3位數學家或藝術家，讓同學瞭解他們的生平事蹟，欣賞數學與人文藝術交會之美。再

者，以科普書籍做為指定閱讀書單，引導學生閱讀與數學相關的課外書，將數學與科學文化

做連結，感受數學的力量，進而主動學習更專業的數學技能，提升閱讀數學的深度。 

    本課程內容與活動的設計大多取材自數學相關之科普書籍，為了讓學生在課程的進行

中，能隨時翻閱與課程單元相關的數學知識，因此教師特別製做一本名為『「藝術的數學密

碼」指定閱讀資料』黃色封面小書，分送給每位修課同學，希望大家能細細品味閱讀科普書

籍的樂趣。小書內容擷取自 6 本科普書籍中，課程單元使用到的相關章節，書名與頁數如表

2.2所示。 

表 2.2 

1.如何穿過一張明信片_德國小學生愛上數學的秘密，

p54-59, p81-88 

2.幾隻襪子湊一雙？_生活中超級有趣的 12個數學謎

題，p131-140, p149-161 

3.黃金比例，p46-59, p223-233 4.典雅的幾何，p58-65, p92-109 

5.迷宮、黃金比、索馬立方體，p74-84, p155-164 6.桑老師的瘋狂數學課，p77-102 

藝術的數學密碼教學網頁：http://ccnt4.cute.edu.tw/ivan662/101-1/index.html  

˙ 生活與遊戲中遇見數學 

    本課程設計與生活或遊戲連結的數學探索之旅。我們從生活或遊戲中尋找相關的素材，

藉由生活實例傳遞數學知識的課程，也可以是透過遊戲玩數學的課程。試著採用置入性教學

的方式讓學生自主地發展實驗、觀察、發現、分析、論證等一連串數學活動，並引導其從過

程中挖掘出(或建構)數學內涵，進而微量地引領他們對數學的認知提升至較深刻的理論與應

用層次。再者，建志閱讀專區於教學網頁，指定學生閱讀參考資料並以文字或口頭表達學習

心得，讓學生思考與分享在課程當中之所學；而教師也可以從學生的回答中理解學生學習所

http://ccnt4.cute.edu.tw/ivan662/101-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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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的層次，並與他們平日的討論活動之表現做比對。總之，期望能在「不破壞學生的學習

胃口」這個前提下能達到最大的學習效果(無論是短期或長期的)。教學網頁閱讀專區的貼文

如表 2.3所示。 

表 2.3 

週次 題目/出處  週次 題目/出處 

2 只要想得巧 

作者 李國偉  

5 p.52-56，鋪磚工人也想知道的問題， 

「數字的祕密生命︰數學家與數學大鬥智

的有趣故事，課本裡沒有教的 50 個數學大

發現」，George G. Szpiro著，郭婷瑋 譯，

臉譜 出版。 

8 p.173-176，猶太經典是賽局理論先驅， 

「數字的祕密生命︰數學家與數學大鬥智的有

趣故事─課本裡沒有教的 50個數學大發現」，

George G. Szpiro著，郭婷瑋 譯，臉譜 出版 

10 第 90單元：用數學隱姓埋名，怎麼做到

的？， 

「100件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約翰．

巴羅 著，吳玉 譯，臉譜 出版。 

11 1. 彭良禎老師的個人網頁︰ 

藝數新視界～http://blog.yam.com/ponpon2 

藝數 Fun手玩～http://blog.yam.com/ponpon3 

2. 〈藝數 Oh！My God！〉DIY設計分享，彭

良禎 著，北市立麗山高中 

12 p.129-130，小心平均先生和平均小姐!， 

「100件你不知道的事─日常生活裡的數學

遊戲」，約翰‧巴羅 著，吳玉 譯，臉譜 出

版。 

14 1. 選舉：一道政治數學題，

http://zyzc.greatzhonghua.org/archives/12618 

2. 「關於選舉的數學理論」，單維彰 著，

http://libai.math.ncu.edu.tw/~shann/ 

scimonth/election/。 

16 1. 吳文成老師的個人網頁︰

http://www.fractal-wu.com/ 

2. 吳文成老師的系列演講影片網址

http://www.youtube.com/user/sinner66s 

3. p.53，碎形-奇怪的形狀，無窮的應用，370

期，科學發展，梁雲芳 撰稿，陳義裕 講述。 

生活與遊戲中遇見數學教學網頁：http://ccnt4.cute.edu.tw/yptc1012/index.html  

    上述兩門通識博雅課程的開發，共同的具體實行方法定位在，利用「待解決實際情境問

題」，激發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鼓勵學生「建構」有意義的自我經驗部份。教師可以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進行過程中帶領同學認識數學文化，學習閱讀數學的方法，學生可學習

基礎思維方法。授課教師在教師社群中是分享者也是協助者，是分工合作的密切關係。分工

與合作機制有： 

* 定期教學討論會議並舉辦教學助理聯合研習，由授課教師輪流主持會議，參與人員還包括

教學助理及網頁助理。討論相互支援教學過程的相關事宜，如教學心得、活動記錄及拍照等，

加強彼此的聯繫與合作。舉辦教學助理聯合研習，由授課教師規劃聯合研習課程，研習內容

主要以教學助理對教師和學生的協助事項，以及教學助理在課程活動中扮演的角色。教師們

針對課程設計的特別之處，對教學助理進行相關的訓練。教學助理聯合研習得以讓整個教學

團隊，縮短彼此適應與摸索的階段，且能增進團隊默契，使計畫順利進行。 

http://ccnt4.cute.edu.tw/yptc101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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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教學觀摩，教師社群的教師們，每學期 1到 2次進行課程的觀察活動。教學觀摩的目

標可分為兩階段說明，第一階段以觀察教師的教學活動及分組討論實際的執行狀況為主；第

二階段則以觀察學生在課程活動中學習態度是否改變，分組討論的內容是否達成學習目標。

在教學觀摩後分享相互觀摩感想心得及教學檢討，希望彼此的教學經驗更為精進，藉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成效。 

* 教學網站資源共享，建置本校網路系統提供與課程內容、活動過程、學習單及學生作品等

等。雖然兩門課程以上下兩學期分別開課，未能在同一學期開課，但我們認為這樣的執行方

式可提供社群教師專注探討研究主題，並藉此持續研究計畫的進行。而授課教師亦可就教學

內容提供相關之教學資源，做橫向與縱向連結。給予學生更大的學習空間，也希望能結合更

多的數學教學資源，建立資源共享的機制，創造更好的數學學習環境。 

(4) 學生學習成效的研究 

    上述通識課程的開發，以閱讀數學文化融入教學的主軸，我們將以下列方法評估學生的

學習成效。 

* 實行課程改進計畫班級採用「單ㄧ群組前後觀測法」，以課程單元進行前，先對學生作「前

測」，實施「數學閱讀」融入教學活動後，再進行「後測」。 

* 課堂觀察學生的學習情形、語言表達及討論情形等。 

* 評估學習單的作答內容，以及課後的訪談。 

* 針對學生之「前測」與「後測」作統計分析，找出問題與癥結，並進一步修訂。 

* 最後請專家學者進行教學評鑑、課程評鑑及學習成效評鑑，以期達到融入課程之教育目標。 

2. 執行成果分析與檢討 

    以下將依據研究計畫執行的項目：成立數學教師社群、以數學閱讀設計重新開發通識核

心課程（數學與邏輯）、以數學閱讀融入通識博雅課程（藝術的數學密碼、生活與遊戲中遇

見數學），以及學生學習成效的研究。說明執行項目之成效與檢討。 

2.1 數學教師社群建立之成效 

教師社群的建立有助於教學經驗的分享與傳承，特別是在數學與邏輯教科書重新編寫、

課程設計與實施。教師社群的成效分項說明如下： 

(1) 針對自稱不需要數學的系科而設計的數學與邏輯之生活知識版教科書，我們希望突破傳

統課本的編寫方式（定義、定理、證明、範例說明，最後習題演練），嘗試以貼近學生生

活的數學故事與邏輯推理事件融入教材中，藉以提升學習數學的樂趣。內容的編排方式是

先以一則與課程單元相關的故事開始，透過數學閱讀方法，再以課堂講述、提問、小組討

論的教學過程，將課程單元所要傳達的數學知識內化為學生的數學能力。儘管研究計畫團

隊認為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活動是最符合學生學習的方式，但是仍是有部分數學與邏輯的

授課教師感到疑慮，甚至對這樣的課本感到緊張而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授課而擔心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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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透過社群定期的讀書會，學習數學閱讀的相關理論與應用，消除授課教師對數學閱讀

教學設計的焦慮，進而願意嘗試使用新教材與新教法。 

(2) 社群教師們認為 101-1數學教學應用研討會有助於大家對通識數學課程目標的定位，以及

數學與邏輯課設計。感謝兩位專家提供的寶貴意見，特別摘錄如下： 洪萬生教授(已退休)

分享如何從數學普及書籍的閱讀切入，利用生活經驗、歷史文化，以及小說敘事等三方面

的普及讀物，引導學生多少領會數學的價值與意義。對於數學弱勢的學生來說，他認為這

種導引至少可以鼓勵他們勇敢地面對數學。他同時也主張︰「與其說明數學的用處，導致

學習的沈重感，不如我們從有趣面向談起，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只要不涉及立即的學習評

量，學生大都願意參與相關的知識活動。如此一來，數學教育所訴求的目標之一 ─提升

理性思維的能力，多少可以付諸實現。」；陳明璋(副)教授介紹其在 AMA (Activate Mind 

Attention)領域上的研究心得外，也不吝嗇地提供尚待開發的方向以及值得進一步耕耘的相

關主題，讓與會者了解視覺搜尋的特性，感受注意力引導的作用。激發式動態呈現可以協

助展演者適時的呈現數位內容，吸引聽眾的注意力，引導學習，降低認知負荷。 

(3) 101-2舉辦「數學閱讀」理論與實務運用工作坊協助社群教師發現課程設計與實施過程中

的問題癥結。經過一學期的以數學閱讀改進教學的實施，社群教師們發現執行計畫的班級

部分學生的學習態度有明顯的改變，但整體上學生的學習成效未見有顯著的提升。此時的

數學閱讀理論與實務運用工作坊適時的給予教師們務實的協助，一方面加強數學閱讀的教

學設計概念，適當的修正實施方法；一方面分析學生學習成效，並強化對學生有正面學習

成效的課程設計。在這次的工作坊中，與會者均被演講者的熱情感動，研習過程中也非常

熱烈地討論並交換意見，大家都獲益良多。藉由此次活動，除了能提升教師學術研究的廣

度、儲備其研究能量，也希望同時與會教師們也能將之進而轉化為教學上的導引媒介。倘

若能如此，這將是個有高延展性的活動。 

2.2 以數學閱讀融滲數學與邏輯課程設計之成效 

以數學閱讀為主的課程設計，授課教師經由課堂觀察、學生的學習單作答與作品的表現，

進行學習成果分析，以下舉出較為顯著或特殊的學生學習成效說明。 

 (1) 數學與邏輯生活知識版教科書深獲授課教師們的肯定。本校通識中心自 100學年決定編

寫數學與邏輯教科書，在數理領域教師們的多次討論後確定將數學與邏輯分為專業基礎

版與生活知識版兩種課本，本研究計畫設定以生活知識版進行以數學閱讀融入課程內容

編寫的對象。生活知識版的規劃參見表 3.1，101-1 完稿，101-2 出版正式使用。凡授課

教師被排定教授適用生活知識版的班級皆需使用本教科書，教師可視系科屬性與班級狀

況，選擇適當的單元授課。對於教材內容的編排，授課教師大多給予肯定，認為數學難

易程度適合本校學生學習。以生活情境設計的數學故事，將較為生硬的定理敘述置於章

節的後段，降低學生對數學的畏懼，部分單元搭配數學萬花筒章節，適時的玩數學遊戲，

可增加師生間的互動。此外，授課教師發現也發現對於文字敘述過多的敘述單元，學生

無法專注地讀完整篇文章，需要老師的協助導讀或是畫出重點，才能瞭解單元內容的主

旨。 

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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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章節編排 

邏輯篇 

推理故事、消減法、矩陣法、反證法 

邏輯基本規則、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 

符號邏輯運算、聯言命題、選言命題、條件命題 

排列組合篇 

排列問題、加法原理、乘法原理、 

直線排列、重複排列 

組合問題、組合與排列的關係 

機率篇 古典機率、條件機率、貝氏定理 

樣本空間、事件 

數學期望值 

輔助計算器 加減乘除四則運算、指數的運算 

數學萬花筒 

密碼信（排列組合） 

點數問題（數學期望值） 

大樂透之包牌（排列組合、數學期望值） 

愛情輪盤（數字根） 

怪怪麵包坊（數學歸納法） 

*適用系科：休管、應英、室設、視傳、數媒 

 (2) 引導學生閱讀文本描述的數學問題，完成閱讀的理解層次之讀到與讀懂兩階段。課程教

材的使用是全校（包含台北、新竹兩校區）一年級之生活知識版的適用系科，但課程計

畫的成效分析班級為台北校區四技數媒系與視傳系一年級 A、B，共計 4個班級，授課單

元如表 3.1紅色字體顯示的章節。授課教師觀察學生在課本章節習題之基本題型的作答，

發現多數學生可以按照課本的解題方法複製在基本型的習題上，顯示學生能理解課文傳

達的數學方法。 

(3) 邏輯篇課程學生提問次數高於其他單元，部分同學會主動練習習題。邏輯篇課程以推理

遊戲開始，在引發學生的好奇心之後，介紹三種解題方法＿消減法、矩陣法、反證法。同

學們依據推理類型選擇適當的解題方法，學生表示在求出正確解答的當下，非常有成就

感。也因為推理故事賦有的懸疑與趣味，讓部分同學會迫不及待的解完課本習題，並要求

老師公布正確解答。此時，就閱讀理解層次而言，已進入第三階段：讀通。 

(4) 學生以動畫與戲劇的方式呈現邏輯學上的三大思想的故事，展現學習的創造力。課程引

用歷史典故與現代新聞時事等解說邏輯學上的三大思想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最

後要求學生構思三大思想律的故事，並以動畫或戲劇的方式表現出來。在與學生溝通瞭解

故事的構思過程中，發現學生能以自身專業（數位多媒體、視覺傳達）應用於邏輯故事的

拍攝，同學們樂於分享邏輯影片的創作，在欣賞彼此作品的同時，領悟到邏輯原理及其在

生活上的應用。 

(5) 透過教學網頁的文章閱讀，啟發學生的數學感覺，進而將課程所學應用在生活周遭。由

學生的閱讀心得感想，授課教師認為本課程實施數學閱讀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有：1.不

再畏懼數學；2.願意讓數學參與其生活中。在閱讀數學文章實施期間，恰巧是某連鎖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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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推出集點換菇菇筆的時期，許多同學都選擇以「買多少盒零食才能收齊全套公仔？」

這篇文章撰寫閱讀心得，並以文章中的數學原理印證集滿全套的菇菇筆將會花費多少錢？

部分同數學閱讀心得摘錄於附錄 5.2。 

2.3 通識博雅課程之數學閱讀實施成效 

    「藝術的數學密碼」課程與「生活與遊戲中遇見數學」課程為中國科技大學通識博雅課

程，分別於 101學年的第 1學期與第 2學期開設。修課學生必須是大二（含大二）以上的學

生，又因為是通識選修課程，所以班級學生來自不同的系所。我們嘗試將數學文化、科普讀

物融入課程設計之中，藉由觀察學生學習單作答、閱讀心得感想與期末問卷，分析學生的學

習成效。以下分別說明兩課程之數學閱讀課程實施成效。 

2.3.1 「藝術的數學密碼」數學閱讀成效 

    本課程內容與活動的設計大多取材自數學相關之科普書籍，因此授課教師特別為每

位修課學生製做一本名為「『藝術的數學密碼』指定閱讀資料」黃色封面小書（書名與頁數

參見表 2.2），分送給每位修課同學，希望大家能細細品味閱讀科普書籍的樂趣。同學們雖然

喜歡這些取材自科普書籍的課程內容，但卻未能經常翻閱指定閱讀資料。從第 17週的問卷調

查顯示，最多同學閱讀的是「迷宮、黃金比、索馬立方體」，其次是「黃金比例」，教師發

現恰好有兩個網路回應與這兩本書有關，一是“和大家分享玩索馬的心得，最好能說說各組的

得分祕技。”；二是“你相信世界上有黃金比的存在嗎？”，除此之外，這兩本書也是最多同學

的閱讀心得報告的指定書籍。由問卷數據看來，同學在指定閱讀上是沒有花心思閱讀的。沒

有人閱讀 10次以上，80%的同學閱讀次數介於 5~1，甚至有 4 位同學在問卷中填寫閱讀次數

為零 0 次，相關統計圖表列於本小節最後。追究原因在於：教師未能時常指導同學，學習閱

讀科普書籍的方法。原先計畫由教學助理陪學生一起閱讀，後來因為教師發現教學助理沒有

閱讀科普書籍的經驗，而教師又無法在短時間內完成科普閱讀的培訓，加上助理非本校學生，

與修課學生相處的時間有限。教師只能以課程活動與網頁的討論，讓學生嘗試接觸與數學相

關的課外書。因此在學生數學基本能力的不足的情況下，如果沒有老師的引導和同學互助合

作下，閱讀數學相關的科普書籍是困難的，也談不上有何趣味。 

  

2.3.2 「生活與遊戲中遇見數學」數學閱讀成效 

    課程安排乃從應用、視覺、娛樂三個面向選材，凸顯數學的存在、數學思維的用處、或

讓學生感受數學的趣味。為了不讓技職體系背景的學生在學習過程有沉重、單調的感覺，以

至於失去學習的興趣，除了平均地將這三種面向的選材交錯進行，每個主題也盡量在一週兩

小時的課程內點到為止。再者，於某些單元，為引導、鼓勵學生閱讀與該單元相關的課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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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會提供科普書籍中輕鬆、易讀的選文做為指定閱讀文章，置放於教學網站之閱讀專區（參

見表 2.3），希望能藉此培養學生閱讀數學的習慣。根據第 17週教學與學習評量問卷的調查，

此次回收問卷 43份，佔原始修課人數的 83%，但扣除休學、退選及扣考的的學生後，回收率

則為 100%。在表 3.2單元主題對照網路貼文之有趣度調查中發現，被票選為有趣 60%以上的

單元都是與美學相關的單元，此與修課學生系科背景有相關，本課程修課成員有六成以上來

自規劃設計學院，因此偏好與圖像有關的課程。 

                    表 3.2 網頁貼文與單元主題有趣度調查    ★以下數據皆代表百分比% 

週次 單元主題 

網頁貼文 

非常 

有趣 

有趣 普通 無趣 非常 

無趣 

沒印象或此單

元缺課、不專心 

2 走路也有大學問(漢彌爾頓篇) 

只要想得巧 

8 46 38 3 0 5 

5、7 

 

鑲嵌圖案設計之數學"藝"想 

鋪磚工人也想知道的問題 

11 57 24 5 0 3 

8 賽局理論的應用 

猶太經典是賽局理論先驅 

8 24 21 29 13 5 

10 密碼中的數學精靈 

用數學隱姓埋名，怎麼做到的？ 

8 24 33 8 0 17 

11 美麗星境界～Escher 名畫中的"藝"數驚

嘆號 

〈藝數 Oh！My God！〉DIY設計分享 

39 30 14 3 0 14 

16 碎形知幾何？～數學與美術的雙重奏 

碎形-奇怪的形狀，無窮的應用 

49 24 13 0 0 14 

 

9

7

2

9

1
2 2

6

1

4

0

2

4

6

8

10

室設 視傳 建築 數媒 應英 企管 行管 會計 商務 資管

 

圖 3.1 科系分布人數 

2.4 小結 

數學閱讀課程設計受到多位教師及修課學生皆給予不少迴響與鼓勵，但仍有多項改進事

宜，計畫團隊依據課堂觀察、同學們的學習評量，以及與同學們的訪談，提出幾點仍有改進

空間之處。 



徐惠莉  科技大學以「數學閱讀」進行通識數學課程融滲設計之研究 

32 

(1) 教學網頁架構雖完整，部分單元需配合課程內容之關聯性：三門課程之教學網頁企圖以

科普書籍的文本閱讀說明生活處處有數學。但在執行過程中，部份同學會將閱讀視為獨立

的課程，無法與數學理論做連結。因此在吸引同學的注意後，如何加強數學理論的基礎，

讓同學在不排斥數學課的情況下，學習更深入的數學知識，是教師努力的方向。 

(2) 通識博雅課程提供的閱讀教材內容很豐富，教材的深度與廣度要兼顧：教師在每一單元

主題提供 1~2的遊戲與數學家的故事，舉凡建築、藝術、科學、大自然的各種事物等等，

皆可以是數學教學的媒介素材，豐富的內容相對的壓縮了數學背景的說明，所以有部分同

學並不習慣這樣的數學課，擔心自己抓不到學習的重點。若能在課程一開始先說明單元中

使用的數學原理，或許同學較能掌握學習重心。 

(3) 鼓勵同學多發表閱讀心得感想，更能了解別人和自己在課程學習心得的不同地方：授課

教師了解使用數學與邏輯生活知識版的班級，對數學需求的認知較低，且大多畏懼數學的

學習，因此採取較活潑的上課方式，並在教學網頁上提供多元的數學學習。網頁架設期初，

多數的同學是被老師要求不得不進教學網頁進行數學閱讀。但在期中考核之後，已有較多

同學自發性地進入教學網頁尋找資料。儘管有部分同學開始主動學習數學，但仍侷限於試

題的演練，或是習慣於尋求專家直接給予正確解答。缺乏自我探索問題的脈絡，也不善於

以數學語言表達出自身的解題思維。這是未來研究計畫執行時亟需加強之處。 

3.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有數次執行教育部補助之通識課程改進計畫的經驗，過

去，在執行教育部的課程改進計畫之際，我們嘗試讓數學變有趣，也看到學生開始願意親近

數學。但我們不禁要問，當數學課變得有趣了，我們還能給學生什麼樣的數學能力？這樣的

課程設計學生獲得了哪些數學力？我們渴望理論印證於實務，更期盼能以數學閱讀教學理論

為基礎的數學課程設計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因為強烈的企圖心，讓我們努力汲取相關的

資訊，並提出了此次的研究計畫。非常感謝專家們的肯定，讓數學閱讀融滲通識數學課程研

究計畫得以實踐，原本以為按照計畫撰寫時的構想執行，一切都會在掌控中。實際上並非如

此，計畫的進行常會因為外在的變化而受阻，不得不修正執行計畫步驟。儘管過程是辛苦的，

但是收獲相對的比預期還要多。以下將以自評研究計畫達成的目標、未能實施的研究方法，

以及未來可實行的計畫三個部分說明。 

＊研究計畫達成的目標 

(1) 教師社群成員在數學閱讀相關知識的增長與能力的強化，社群成員在校內舉辦研習分享

心得，與發表相關研究之成果，增進社群資源共享與學習功能，達到同儕共同成長的目標。 

(2) 研發通識核心課程－數學與邏輯，確實完成數學閱讀融入數學教學的目的，讓本校學生

達到有效的數學學習。 

(3) 以數學閱讀教學設計深耕數學通識博雅課程，培養修課同學主動閱讀數學相關資訊的學

習態度，啟發其數學的創造力：以數學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與美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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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實施的研究方法說明 

    本計畫的研究對象是學生，主要方法有：課堂觀察學生的學習情形、語言表達及討論情

形、評估學習單的作答內容，以及課後的訪談。但卻未能進行原訂計畫提出的統計分析，亦

即只針對學生學習成效「質」的部分進行研究，卻沒有以「量化」的統計分析說明。其問題

的主要癥結有以下三個原因。 

(1) 低估了學生對 3C產品的使用能力。為了不因檢測而壓縮了上課的時數，遂以線上測試進

行資料的收集。原先希望同學們在家有較充裕的時間思考，可以認真的進行學習評量，然

而授課教師的一番美意，卻未被同學們所接受。當第一次測試結束後，發現得高分的人數

較多，比以前的班級在課堂上測試而得高分的人數多了許多，但細究測試時間後發現，高

分同學的測試時間竟然在 5~10 鐘之內完成作答，這已經超乎常理的情況，讓授課教師不

得已以私下探訪的方式尋找原因，同學們提供了許多得高分的方法，主要是由班級中數學

程度好的同學先進行測試，並以螢幕快照或是手機拍照將試題與解答傳給其他同學，所以

同學們只要就題目內容點選之前同學已經算出來的正確解答案，就可以輕鬆得高分。我們

相信認真作答的同學還是有，但這些不可靠的數據卻會影響研究結果。雖然我們仍試著改

變現上測試的規則，例如縮短測試期限與測試的次數，卻又招來同學們以該時間正好要打

工，或是有同學以家中電腦無法進入學校系統為理由。總而言之，因為線上測試，造成師

生之間的緊張關係，仿佛進入一場諜對諜的戰爭！甚至有同學認為這是過多的要求，遂向

校方投訴。最後只能停止線上測試，改成線上作業，但此時已進入邏輯篇單元，而此單元

強調以語意邏輯與推理故事為主，多為文字敘述的作答，偏向質性的分析。 

(2) 授課教師對本校線上系統不熟悉，即便有網頁助理的協助，也常因為線上系統的穩定性

不夠，使得線上測試的便利性大大地降低。特別是在建立數學題庫時，往往需要花更多的

精力在數學符號的編輯，有時候為了配合系統的某些限制，不得以修正出題的方式，這些

也都會影響資料收集的便利性與公正性。因此我們不得不放棄以線上測試收集的數據，也

就無法完成量化的統計分析。 

(3) 學習成效研究方法待加強。雖然參與計畫的教師們都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也非常瞭解私

立科技大學的學生數學的程度，所以對於以數學閱讀進行的課程改進計畫，有著無比的信

心與共識，深信這樣的改變對學生是有益的。然而研究計畫定是需要具有令人信服的教學

理論與有力的研究方法為依據，才能被多數人所接受，研究成果得以推展至其他大專院

校。經由這次執行計畫的經驗發現，數學教育的理論與學習成效分析方法仍有許多不足，

這是未來在計畫的執行時一定會加強之處。 

＊未來可實行的計畫 

(1) 進行數學閱讀融入課程的觀摩教學活動，分享數學閱讀融入通識博雅課程的研發過程；

以教師教學檔案分享教師成長的歷程，做為顯現進步或教師相關表現的證據。 

(2) 邀請各系專業教師加入教師社群，瞭解專業課程對數學的真正需求，分析各系的數學專

業需求，針對與其相關的數學閱讀書籍；數學教師與各系專業教師以聯合授課的方式進

行教學活動，共同開發數學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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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發課程評鑑檢核表，針對課程研發、實施、成效等歷程進行評估與檢討；擴大實施通

識數學改造計畫層面，以及數學閱讀融入單元課程的再研發。 

(4) 教師社群的所有成員充分地領略數學閱讀普及的恰當策略，從而掌握數學論述之趣味，

並為校園布置一個可以與全體師生分享的數學文化環境。 

4. 附錄 

4.1 數學與邏輯課程閱讀心得分享 

#1  其實，從小到大我都是一個畏懼數學的孩子，不只缺乏邏輯，我對數學也沒什麼敏感度，

所以在要我去看數學與邏輯教學網頁上的文章的時候，心中的確是百般不情願的，後來我還

是去看了。從文章中，我挑了一篇有關於大樂透的去閱讀，文章中的每個問題都需要思考很

久，我才能夠繼續往下接著看，而在文章裡面牽扯到一個數字時，我還需要拿紙筆在旁邊稍

做紀錄，然而就算我如此，仍然免不了讀的頭昏眼花。事實上，我到現在依然有些問題沒有

弄明白，但是，我必須承認，這些在數學與邏輯專區的文章比起一般其他深奧的數學題目而

言，算是有意思多了。至於老師在數學課上補充的數學遊戲，我最有印象的就是最一開始的

時候，老師讓我們搭配熊熊的衣服，並且畫出熊熊，那是我第一次上數學課的時候，能夠笑

的那樣開心，而在那之後，我也確實願意努力讓自己跟數學多培養點感情。(數媒系) 

#2  買樂透的文章是最合我印象深刻的，因為對我們而言，樂透是“合法＂的“賭博＂，賭的

是運氣，買的是夢想。文章上亦是這樣寫的，而對於設計這套機制的人而言，的確得算出一

套有人贏了大獎還是有錢（營收）可以“做公益＂的方法。就像是生意人絕不可能做虧本的生

意一般，其中用最簡單的算法說明即使包牌（全買）也賺 50%的道理，而賭的就是運氣，你

買了全中的機率亦把那些一定輸的也買下來了，而要錢還是要贏，顯而易如，我也把文章給

我姐和媽媽分享。謝謝老師分享另外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算黑白帽子的，令我想到數學有

可能定生死的可怕。(數媒系) 

#3  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場騙局、賭局。記得老師上課也有提到這則故事，就是足球賽，有人

欲之哪一隊會輸哪一隊會贏，非常神奇，那寄信的人全都對了，最後叫你付錢就給你下一場

比賽的結果。我當然是選擇要賭，因為我腦子廢到這是“數學課＂而不自知，我是想起以前在

家中看國家探索科技頻道，它就在說美國賭場的秘密，我非常的驚訝！原來所有一切都是可

以算出來的，然後節目上有講到一個奇才，他算出所有吃老虎機、轉盤等等公式，每次去每

次抱滿滿的金桶回家，賭場都把他列入黑名單，不准他出入，看得我啼笑皆非，所以當老師

說了這麼神奇的故事，我就自動把那位寄信人當成真正的稀世奇才，心想：我只要投資他，

我也能賺一筆吧！可見天上真的沒有掉下來的午餐，我盲目的下賭，也讓我失了一筆分數。(數

媒系) 

#4  我在閱讀數學與邏輯教學網頁裡頭的閱讀專區中，其實對每篇都非常的有興趣，雖然我

的數學能力很差，只能大概理解，不能完全懂他的意思，但讀完會發現超級奇妙的，其中我

最能理解，也最感興趣的就是囚犯的那個小題目，題目是說：有一排囚犯頭上帶了黑、白的

帽子，但每個人都看不到自己的，但必須喊對自己帽子的顏色才能免處一死，一開始我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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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想不到到底怎樣才能逃脫，可能腦筋太死了，我拉下去看解決方法，實在蠻聰明的，雖

然不一定確定能逃脫，但至少救了不少人。很多時候數學光靠算式是死的，雖然可能有效的

算出答案，但邏輯這塊也不是我們可以隨便忽略的一塊，多動腦筋，其實會發現他的奧妙之

處。另外在網站中提到最多的就是機率，中獎的問題看完還真覺得不甘心呢！！不買絕對不

會中，但買了也不一定會中。我看到一句話真快嚇死我，原來要包票買樂透需要花 30億，但

實得卻只有一半，所以終究還是賠掉 15億，這下我還真想說：「爸~其實你可以不要再買了，

因為機率......所以......你只能......」賭局真的太吸引人，但同時知道內幕時，也不再令人如此愚

笨啦！！所以我認為買樂透不要買出興趣，適當的玩都是可以接受的。(數媒系) 

#5  我最有印象的文章是一篇關於樂透的機率問題，裡面的內文說到：「樂透真的為讓你樂

透嗎？」也仔細的講解及算出了最近很夯的樂透彩中獎機率、期望值，我覺得很不錯，因為

這種文章讓數學更能夠靈活應用，不只單單死板板的套入公式、死背公式，這篇文章還讓人

瞭解樂透彩的機率問題、到底該不該買？都有一一講解，另外一點很棒的是，因為我舅舅還

蠻常去買刮刮樂、大樂透，所以把這篇文章分享給我舅舅，他看了覺得很神奇說：原來這些

東西都是可以算出來的，也覺得像大樂透那中獎獎金極大數目的中獎機率真的很低，根本能

說是微乎其微，除非運氣真的好到不行才中的了。聽說種樂透彩的機率甚至比被雷打中的機

率還要低很多，而中獎金額較少的刮刮樂相比，根本小巫見大巫，刮刮樂常常中獎，卻也常

常進來的錢比撒出去的還少，所以，樂透彩真的能讓人樂透嗎？我覺得當個休閒娛樂就好，

別太認真。(數媒系) 

#6  最有印象的應該是集公仔那篇，因為最近 7-11出的採收菇菇筆剛好有在集，所以看到這

篇時印象很深。文章說，10款不同種類的公仔大概要七十幾盒才能收集完全套，而且是在每

一款都是同一機率下的情況，所以仔細想想，喝一杯能換一點，3 點才能加購換一隻，所以

想要全不收集就要喝二百多杯咖啡呢。幾星期前還在新聞上看到一則有關公仔一直抽到最醜

的那支，而產生質疑的報導，所以可見不是每支筆的機率都相同，那要完整收藏整套還真要

看運氣。除了公仔那篇，令一篇是預測哪隊球隊會贏。一開始聽到這則傳聞石沒想那麼多，

和一般人一樣覺得神奇，他們怎麼猜那麼準？是真的能預測結果嗎？結果看完數學文章後，

終於了解他們的手法，也很慶幸再被騙之前先知道真相。最後還有撒旦那題，就是死囚看著

前面的帽子那題，老實說那題我看了很久，還是不懂，只知道最後的結論是不要排最後一個，

那一題的一些設定我覺得很有趣，要是能看明白就更好了！(數媒系) 

#7「買多少盒零食才能收集全套公仔」。以現況來看，假如我要蒐集 7-11出的五隻菇菇筆，

出現機率相同，我平均要買 11.42盒才蒐集得到，一張點券 30點，1點可能要 60圓才集得到，

一盒公仔=30X60元=1800元，雖然我可能有買到其他東西，但有些人是為了集公仔才湊錢買

的，1800X11.42=20556，我集一套公仔要花這麼多錢，再加上假如店家降低某些公仔的出現

機率，我豈不是不知不覺中浪費了很多錢嗎？其實網路上或夜市很多地方就有賣別人整套蒐

集好的，而且通常都 1000塊以下啊。(視傳系) 

#8“你有存錢嗎?”這一個標題馬上就吸引住我的目光，我們現在是一年級，很多人開始打工賺

生活費了，剛開學的日子我也不例外，找了一家便利超商開始我的打工生活，早上八點的課

上到下午五點緊接著坐一個多小時的車回家，換好衣服又馬上出門了，漸漸的我越來越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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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沒時間做作業，早上的課又常常趕不上，種種因素下我辭掉了工作，但是我卻開始學會

了記帳，從每個月七八千塊的開銷慢慢的縮減到現在的兩三千，而最大的開銷就是外食和交

通了，以外食來說，一個禮拜上課四天，一天中餐 70元，一個月 1120元，一年 1,3440，十

年 13,4400，當然不可能十年只花 13,4400，吃個宵夜或是加上以後上班的早中晚餐，那個花

費還真的是高的嚇人，所以能從記帳本裡刪去不必要的，像是零食、飲料、娛樂等等，在這

微不足道的東西中總是可以少下不少的開銷，不但賺到了健康，也把自己的荷包省了起來，

對某些人來說覺得銅板都是小錢，莫名之中就順手的一直花掉，但是如果放一個撲滿把這些

銅板都投入多年後也會發現這是一個驚人的數目阿!或許還能作為緊急之用。王永慶曾經說過

一句話：你賺的一塊錢不是你的一塊錢，你存的一塊錢才是你的一塊錢。一步一步的存錢、

省錢，也能為我人生當中的第一桶金慢慢的計畫。寫完這篇心得，我覺得在數學的學習上幫

助很大，雖然只是簡單的加減乘除就能算出每個月的開銷，但是如果更近一步的學習，可能

能讓自己算得更精，匯率等更專業的問題，像是商學院裡的系別就要學會很多，數學問題越

懂，似乎財經理財能更加的了解。雖然有時上數學算數學搞的頭昏眼花，但是數學好像也不

是想像中的這麼難，只要搞懂一個一個的步驟，就能輕鬆的算出所想要的解答，而且還能讓

平常不常動的的腦經活絡活絡一下，二年級的跨系選修也想選財經這方面的系別，也間接的

可以學到更多的數學。（視傳系） 

#9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是買多少盒零食才能收齊全套公仔？這篇文章，因為最近瘋狂得在

集全家活動的點數，因為有特別喜歡所以才去認真集點，可是看了文章上面的例子後，把文

章的算法套用到這次全家膠台活動上後，這次有 6種款示，平均得去兌換 14次，一點 66元，

兌換方法有兩種 35點換一隻和 4點＋59元加價換購也可以，若用加價換購的話只要 4522元

就可以換到六種，若用 35點換得話就必需花 32340元才可以換到六種。這樣一來我就可以很

快的把我想要快速集到又不想花太多錢的內心心聲達成了，而且原來機率還可以應用在這方

面，難怪以前我的高中數學老師都說要好好學數學這樣以後買東西才不會吃虧，也才可以斤

斤計較起這些小錢，雖然不知道去換 14次可不可以如期兌換到我想要的每個不同的款式，但

是透過這篇文章上面給的算法套用在這次我自己算了之後我才了解原來是這樣的，也讓我學

到不少，雖然爸媽都說集超商點數是條不歸路，但是我從文章裡學到的方法套用到這次的集

點兌換也可以讓我省下不少錢呢！（視傳系） 

#10 我閱讀的文章是：巧合。我覺得有一句話道出重點：各個原因以如此眾多的可能方式發

生聚集，最後巧合必然就會發生。之後他還提到所謂的「六度分離」，舉例相當有意思：你

兒子的女朋友的牙醫的病人，和你在飛機上鄰座的女人的朋友的表兄結婚。關係牽扯的太遠

太複雜，遠到不太有可能求證，不過作者提到這極有可能是真的，這真有趣。文章中有提到

關於「坐飛機」這件事：「這些堪稱罕見的故事儘管令人驚奇，卻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只

要他經常搭飛機或以其他方式接觸大量陌生人。」我認為「接觸大量陌生人」以外還有個重

點就是「他和你做同樣的飛機，去同樣的目的地」，有可能是旅遊的興趣，有可能是同個行

業的…等等，總而言之不一定是因為「接觸大量陌生人」所以造成巧合。儘管人與人之間的

緣分時常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但地球上已經將近七十億的人口了，我很懷疑所謂六度真的可

以串聯起全世界的人嗎？要做這種研究感覺十分困難，因為畢竟沒辦法了解所有人的經歷與

背景並作完全的整合，但是如果能知道某某名人和自己有關係我想是一件很興奮的事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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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閱讀專區的文章，我覺得內容都十分生活化，大家都一定會想知道自己的血型或是名字會

不會剛好很有機率中大獎。可是我數學底子從國小開始就非常差，某些文章用來證明理論的

數學算式要理解的話對我而言非常困難，而我選擇用來寫心得的文章「巧合」沒有繁瑣的數

學公式，這樣我才能完全理解文章的內容，不過也是和數學有相關，邊讀邊思考，內容也很

有意思，讀完因此讓我學到了新的名詞以及平常不怎麼會知道的理論，算是一種收穫，所以

「數位與邏輯」的閱讀專區文章將沉悶的數學結合了有趣的事物，就算某些文章裡的公式看

不太懂，卻也可以從內文中其他地方得到一些數學相關知識，對我在數學的學習上是有幫助

的。（視傳系） 

#11 我最有印象的文章是「買多少盒零食才能收集全套公仔？」因為平常看到 7-11、全家在

集點換馬克杯或公仔時，只要有喜歡的都會想要去收集，但是卻常常換到重覆的，而且可能

重複了兩、三隻。看完這篇文章，才了解到，原來想要換完全套公仔也可以用數學來計算平

均值。而且越多種類，需要買東西的次數也越多。就這次 7-11的馬克杯來說，有 6款杯子和

4 款碗，加起來 10 種。如果想要全部都收集到，就等於平均需要換 29 次才可以全部都收集

到，而且也只是一個平均值，還不是百分之百確定能換到全部，再加上集 6點要加 79元才能

換，而且 75元才有一點。那麼 

75 x 6 x 29 = 13050（元） 

29 x 79 = 2291（元） 

13050 + 2291 = 15341（元） 

我必須在 7-11花將近 15500元才可以集完全套馬克杯＋碗。 

平常不會特別去計算這個，但藉由閱讀這篇完文章之後，去算了一下，才發現，原來想要收

集一套東西，居然需要花那麼多的錢。這樣感覺還挺不值得的，雖然是因為它很可愛才去換

的。但如果是去外面直接買馬克杯的話，就不用花這麼多的錢了。而且假如它下次兌換的物

品只是一個吊飾什麼的，就更不值錢了。經由這篇文章以及計算後，我認為我以後不會為了

收集那些東西，而特意的去 7-11買東西集點了，不然白白花冤枉錢，把那些存起來花在有意

義的地方上還比較好。（視傳系） 

#12 令我最有印象的文章是:巧合，生活中的確時常會有巧合的發生，我有看過一則報導是在

說地球上的任兩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只要經過 6人就能找到彼此的關聯，這稱作“小世界現象”，

常用臉書就會發現這樣的現象，這應該就是文章中提到的“六度分離”，看完以後突然有一種

“原來地球上的每個人都是串連在一起的”這樣的感覺，很難想像我會跟一個陌生人有關聯，

而且是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原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微妙，就像文章中所提到的例子，

不過我還沒遇到像文章裡那種“驚人的巧合”，這樣的機率真的很低。而機率應該就是巧合的

科學說法，兩者似乎是相同卻又不同的東西，我覺得機率是只要有足夠的相關數據就可以計

算出來，是比較有根據的，雖然仍無法算出精準的數字，而巧合就比較偏近於偶然發生，但

是發生巧合就又會與機率有關，而巧合與機率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幾乎每天都會碰到的，可以

說是息息相關，可見學習“機率”算法是蠻需要的(看到閱讀區裡都是機率相關的文章就知道機

率問題多麼實用)，不過我還是不太能理解“機率”這個章節，因為看似簡單，卻又不簡單，希

望能藉由文章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視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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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通識博雅課程內容綱要 

4.2.1 藝術的數學密碼授課大綱 

內容綱要 

第 1週課程說明：上課方式、評分標準。 

第 2週紙的藝術(ㄧ)莫比斯帶：本單元主要說明莫比斯帶如何呈現在繪畫、

建築、小說、現代科技諸多的產品上。介紹數學家莫比斯。分組活動：利

用紙帶製作莫比斯帶，並觀察從中剪開後圖形的變化。 

第 3週專題演講  

講題：數學之紙 

演講人：洪新富老師 洪新富紙藝研究室負責人 

第 4週紙的藝術(二)摺紙：本單元利用紙的特性和數學原理，摺出三角形的

重心、摺出平行四邊形、正五邊形等等。在操作紙的過程中，瞭解圖形變

化的數學意義，以及龍曲線繪圖之數學原理。分組活動：以摺紙繪出拋物

線。 

第 5 週憂鬱中的魔方陣：以杜勒的銅版畫「憂鬱」出現的 4 階魔方陣，講

述中國數學家楊輝提出三階、四階以至九階等造陣方法，以及西方世界對

魔方陣的有趣研究。課程活動:完成七階、八階魔方陣。 

第 6 週數字回文詩賞析：從欣賞東西方的文字回文詩開始，到進入數字的

回文詩。找出數學回文的模式。分組活動：利用計算機製造回文數，並計

算形成回文數的步驟次數。 

第 7 週從達文西密碼談起(一) 費波那契數列與黃金比：介紹費波那契數列

的由來與黃金比的關係。解說黃金分割的歷史演進到觀察自然界中到處可

見費波那契數列，以及與黃金比有關的美麗事物。分組活動：1.畫螺線；2.

尋找生活中具有黃金比的事物。 

第 8 週從達文西密碼談起(二) 和諧之音：延續上週的主題，從做為畢達哥

拉斯學派標記的五芒星中出現的黃金比，到說明畢氏發現了音樂中的和諧

進行，及其對數字的狂熱反映在他門對音樂的解說之中，並由此說明數學

與音樂的關係。課程活動：敲水杯玩音樂。 

第 9 週期中考核週之數學競試活動：以小組分工合作的方式進行，競試內

容以第二~八週課程內容的延伸做為設計主題。 

第 10週數學美術館(一) 歐基理德圖形：以數學中常用的平移、旋轉、翻轉

性質，拼貼出美麗的圖形；解說歐幾米德圖形及潘洛斯鋪磚法的基本構圖。

介紹數學家歐幾米德。分組活動：正 n邊形的拼貼設計。 

第 11 週數學美術館(二)鑲嵌圖案設計：在欣賞荷蘭版畫家艾雪的炫麗又和

諧的圖案設計作品之際，以數學的觀點解構圖形的設計，解說鑲嵌圖案中

的數學性質。分組活動：以感性的標題，理性的作圖步驟，現場實作鑲嵌

圖案設計。 

第 12週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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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藝術的數學密碼 

演講人：陳明璋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第 13週足球的美感(一) 柏拉圖立體：許多運動所用的球都是圓的，像足球

就是。雖然自然界非常善於製造球體，但人類卻發現它特別困難製作。課

程設計就從大家所喜愛的足球造型進化歷史談起，認識柏拉圖立體。介紹

哲學家也是數學家的柏拉圖。分組活動：柏拉圖立體展開圖製作。 

第 14 週足球的美感(二)阿基米德立體與克卜勒星狀體：宇宙萬物都存有與

自己相對或相反的另ㄧ個個體。說明柏拉圖立體的對偶空間形狀，以及阿

基米得如何改良柏拉圖立體。介紹數學家阿基米德。分組活動：利用分子

結構球建構六個正 n面體的星狀圖。 

第 15 週生活藝術(一)五連方月曆：藉由五連方的特性設計一組有趣的月

曆，在玩圖形的變化中，創造出生活中的趣味。這是一個構造類似於俄羅

斯方塊的遊戲，可以加強對圖形的旋轉、翻轉與對稱的觀察力。分組活動: 1.

以五連方塊圍出最大的城池；2.用五連方圖形蓋住月曆上的每個日期，只留

下今天的日期。 

第 16週閱讀書籍心得分享：各組彙整組員的心得報告（每人 500字以上）

先以電子檔繳交，教師根據報告內容，在課堂以詢問的方式引導學生說明

閱讀心得，藉此發現更多學習感想，或可成為期末報告作品的創作來源。 

第 17 週生活藝術(二)裝嵌遊戲：索馬立方體是丹麥作家海恩在一場量子物

理學家的演講中得到的靈感的。將 3 × 3× 3的正立方體裁切成七個的完全

不同造形的積木，利用這些特殊的積木設計出許多奇妙的立體圖案，藉由

教具的操作，瞭解三度空間圖形的變化，帶領同學進入迷人的索馬世界！

課程活動:在指定時間內拼出索馬立方體設計的立體圖案。 

第 18週期末課程心得報告及作品發表會。 

指定閱讀材料 

1.「幾隻襪子湊一雙？：生活中超級有趣的 12個數學謎題」羅勃．伊斯威 

著，陳品秀譯，臉譜出版。 

2.「如何穿過一張明信片---德國小學生愛上數學的秘密」作者:波伊特許帕

赫博士、馬庫斯．華格納合著，姬健梅 譯，究竟出版。 

3.「黃金比例」Mario Livio 著，丘宏義 譯，時報出版。 

4.「典雅的幾何」倫迪&薩頓著，葉偉文 譯，天下文化。 

5.「桑老師的瘋狂數學課」馬庫斯．杜．桑托伊 著，郭婷瑋 譯，臉譜出版。 

6.「迷宮、 黃金比、 索馬立方體」葛登能 著，葉偉文譯，時報出版。 

作業設計 

分為組作業與個人作業 

‧組作業的設計是根據每週活動主題設計學習單，以 4～5人分為一組，全

班約可分為 10組，以分組進行討論並完成學習單為主，採書面繳交。 

‧個人作業則是藉由教學網頁的討論區，請同學針對討論主題以及每 2~3

週的指定閱讀書籍，和大家分享學習心得與感想。一則幫助同學就課堂所

學進行思考，再則透過網頁分享機制，讓同學間達到相互切磋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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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單元有圖像作業，以作業上傳至教學網站。 

成績評定方式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主要來自: 

1. 教師依學習態度及小組學習單結果評分。 

2. 教師參考教學助理依據小組討論及記錄表之建議。 

學生學習態度之評量依據是: 

1. 課程進行的討論過程。 

2. 討論的方式有課堂討論及教學網站討論。 

3. 討論次數及討論之內容為評鑑指標。 

評分標準 

(一) 平時成績 55％：1.出席次數（10％）；2.平時作業（20％）；3.學習態

度（分組討論與上網討論）（25％） 

(二) 期中考核 15％ 

(三) 期末考核 30％：1.個人作業（15％）；2.團體作業（15％） 

課程相關 

活動規劃 

第 3週專題演講 講題：數學之紙 

演講人：洪新富老師 洪新富紙藝研究室負責人 

第 12週專題演講 講題：藝術的數學密碼 

演講人：陳明璋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4.2.2 生活與遊戲中遇見數學授課大綱 

內容綱要 

 第 1週︰課程說明 

 第 2週︰走路也有大學問(漢彌爾頓篇) 

 第 3週︰信手「拈」來 0與 1(上) 

 第 4週︰信手「拈」來 0與 1(下) 

 第 5週︰鑲嵌圖案設計之數學"藝"想(上) 

 第 6週︰清明時節雨紛紛 

 第 7週︰鑲嵌圖案設計之數學"藝"想(下) 

 第 8週︰賽局理論的應用 

 第 9週︰期中考核 

第 10週︰密碼中的數學精靈 

第 11週︰美麗星境界～Escher名畫中的藝數驚嘆號 

第 12週︰數字會說話還是會騙人？ 

第 13週︰棋盤上的遊戲三則 

第 14週︰投票的學問 

第 15週︰從「數獨」重返「拉丁方陣」 

第 16週︰碎形知幾何？～數學與美術的雙重奏 

第 17週︰棋盤城市的幾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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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週︰期末考核 

指定閱讀材料 

週次 指定閱讀教材 

2 1. 自編教材(漢彌爾頓圖)； 

2. p.74~75，「數學的傳奇與遊戲」，李毓佩 編著，益智工房 出版； 

3. 第十五章︰棋盤娛樂，「詭論‧鋪瓷磚‧波羅米歐環」，馬丁．

葛登能 著，葉偉文 譯，時報 出版； 

4. 第 6 章︰多米諾骨牌遊戲，「打開魔術箱」，馬丁·葛登能 著，

胡守仁 譯，遠流 出版。 

3 1. 自編教材； 

2. 第 1 章︰二進制，「拼圖拼字拼數學」，馬丁·葛登能 著，胡守

仁譯，遠流 出。 

4 1. 自編教材； 

2. 第 1 章︰二進制，「拼圖拼字拼數學」，馬丁·葛登能 著，胡守

仁 譯，遠流 出版。 

5 1. 自編教材； 

2. 「如何穿過一張明信片—德國小學生愛上數學的秘密」，波伊特

許帕赫博士、馬庫斯．華格納 合著，姬健梅 譯，究竟 出版； 

3. 第 9單元：馬賽克的數學，「寓數學於遊戲(第二輯)」，趙文敏 著，

九章 出版。 

7 1. 自編教材； 

2. 「如何穿過一張明信片—德國小學生愛上數學的秘密」，波伊特

許帕赫博士、馬庫斯．華格納 合著，姬健梅 譯，究竟 出版； 

3. 第 9單元：馬賽克的數學，「寓數學於遊戲(第二輯)」，趙文敏 著，

九章 出版。 

8 1. 賽局淺說，姚景星與劉睦雄 著，「數學傳播」第 1卷第 3期； 

2. 「賽局理論圖解」，清水武治 著，謝育容譯，商周 出版； 

3. 「賽局好好玩」，張振華 著，博雅書屋 出版。 

10 1. 第 90單元：用數學隱姓埋名，怎麼做到的？，「100件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約翰．巴羅 著，吳玉 譯，臉譜 出版。 

11 1. 彭良禎老師的個人網頁︰ 

藝數新視界～http://blog.yam.com/ponpon2 

藝數 Fun手玩～http://blog.yam.com/ponpon3 

12 1. 自編教材； 

2. 「別讓統計數字騙了你」，赫夫 著，鄭惟厚 譯， 天下文化 出

版； 

3. 第 6之 3單元：了解統計，看清世界，「無所不在的數學現象」，

http://blog.yam.com/ponpon2
http://blog.yam.com/ponp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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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炅美 著，王海娟 譯，晨星 出版。 

13 1. 自編教材。 

14 1. 自編教材； 

2. 「 關 於 選 舉 的 數 學 理 論 」 ， 單 維 彰  著 ，

http://libai.math.ncu.edu.tw/~shann/ 

scimonth/election/。 

15 1. 自編教材； 

2. 第 14 章︰拆數學家歐拉的台，「拼圖拼字拼數學」，馬丁·葛登

能著，胡守仁 譯，遠流 出版。 

16 1. 吳文成老師的個人網頁︰http://www.fractal-wu.com/ 

2. 吳 文 成 老 師 的 系 列 演 講 影 片 網 址 ︰

http://www.youtube.com/user/sinner66s 

17 1. 自編教材； 

2. 「曼哈頓距離」，維基百科。 
 

作業設計 

1. 以 4人為一組，全班約分為 13組。 

2. 根據每週活動主題設計學習單，以分組討論為主。除了採書面(紙本或電

子檔)的方式繳交成果外，部分同時採隨堂上台口頭報告的方式分享成

果。藉此，預期各組將回饋、激盪出更多元、更進步的想法。 

3. 選擇幾週填寫課程小組討論記錄表，以此強化小組上課時之互動。 

4. 要求學生每週上教學網站回應與課程相關的問題，做為小組作業的加分

參考。 

5. 部份單元的作業牽涉圖形設計，則以電子檔上傳至教學網站。  

6. 期末報告有組作品兩件和個人的閱讀心得報告(1000字以上)。 

成績評定方式 

學生學習成效之評估主要來源︰ 

1. 本人親自觀察其學習後的反應及批閱小組學習單的結果； 

2. 參考教學助理觀察小組討論及記錄表之建議。 

學生學習態度之評量依據︰ 

1. 課程進行的討論過程； 

2. 課程進行的討論次數； 

 3. 課程進行的討論內容(包括課堂、教學網站的討論，無論何種形式均含蓋

師與生、生與生之間的互動)。 

評分標準： 

考評項目 佔分比例 

一、 平時表現 共 50% 

1 出席次數 5% 

2 平時作業(書面報告與口頭報告) 20% 

3 討論(課堂討論與教學網站討論) 25% 

http://libai.math.ncu.edu.tw/~shann/vita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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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中考核 25% 

三、 期末考核 共 25% 

1 個人報告 10% 

2 團體作品 15% 

課程相關 

活動規劃 

三場專家演講─ 

第 8週︰賽局理論的應用 

第 11週︰美麗星境界～Escher名畫中的藝數驚嘆號 

第 16週︰碎形知幾何？～數學與美術的雙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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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記 欄 
 
 
 
 
 
 
 
 
 
 
 
 
 
 
 
 
 
 
 
 
 
 
 
 
 
 
 
 
 
 
  
 
 
 
 
 
 
 
 
 
 
 
 
 
 
 
 
 
 
 
 
 
 
 
 
 
 
 
 
 
 

-------------------------------- 
國科會科教處數學教育學門 學門資訊網 

http://w3.math.sinica.edu.tw/nsc_mathedu/index.php 

http://w3.math.sinica.edu.tw/nsc_mathedu/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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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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1－2511－S－271－001－ 

執行期間：101 年 11 月 1 日至 102 年 10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大同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 

計畫主持人：楊玲惠  大同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系 

共同主持人：翁頂升  國立嘉義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所) 

            楊德清  國立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計畫參與人員：范紋萍 蔡宜靜 黃鈺琪 盧瑛宜 張志豪 賴宜暄 張濬宇  

 
摘要 

    本計畫透過課程分析進行數位教材之設計與實施，改進教學歷程及評估教學

成效。開發之數位教材內容以敘述統計與機率單元為主，以 Flash CS6 製作動畫

影片，其設計理念藉由動畫帶引統計運算流程與步驟，以及正式的符號，依對應

之圖形呈現統計量大小意涵與其資料分佈之特徵，強化學習者在這三者之間的串

聯，讓數學思考在統計教學過程中建立，以達成圖形與數感的聯結。依學期初前

測與期末後測之統計學習態度及統計焦慮調查，資料顯示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

在情意(Affect)、價值(Value)、困難感(Difficulty) 與認知能力(Cognitive 

Competence)四個面向有顯著提升；在統計焦慮層面，學習焦慮(Learning 

anxiety)、考試焦慮(Examination Anxiety)和解讀焦慮(Interpretation Anxiety)下降程

度具有顯著成效。根據 PLS 分析，驗證統計焦慮對統計學習態度有顯著負向之

影響效果，統計學習態度對學習績效有顯著正向之影響效果；但經由教學歷程中

數位教材之應用，學習者在統計焦慮與學習績效之關係而言，前測資料驗證統計

焦慮對學習績效有顯著負向之影響效果，但後測資料顯示，統計焦慮對學習績效

並不具負向影響效果。 

關鍵詞：數感、數位教材、統計態度、統計焦慮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developing digital multimedia educational materials to 

enhance students’ number sense in statistics course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our design spirits are helping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ir 

number sense ability to establis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stical thinking 

and number sense via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digital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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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 teaching through graphical technique. We assessed students’ 

attitudes and anxiety when they entered and left their course. Significant 

effects were observed for four attitude scales (Affect, Value, Difficulty, and 

Cognitive Competence) and three anxiety scales (Learning anxiety, Examination 

Anxiety, and Interpretation Anxiety). The change scores (posttest-pretest) 

increases in attitudes and decreases in anxiety by digital multimedia 

educational materials.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students’ statistics anxiety, attitudes towards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on their achievement in an introductory 

statistics course. Results of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statistics anxiety and 

attitudes towards statistic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students’ 

achievement in statistics at the beginning course. Nevertheless,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only students’ attitudes were a remained critical factor that 

affected directly students’ achievement at the ending course. In addition, 

statistics anxiety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achievement in statistics through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statistics.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atistic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Number sense;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s; Attitudes towards statistics; 

Statistics anxiety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目的 

    國民核心素養的界定，逐漸成為國際上近年來關注的議題。教育部提升國民

素養專案計畫報告書中提出，國民「素養」指的是重要的且能帶得走的能力與態

度，每位學生都有權力獲得且必須獲得，才可以與時代、社會接軌並滿足生活上

解決問題的需求。數學為目前規劃五個領域(語文、數學、科學、數位、教養)中

的一項素養。因現在是一個不斷拓展數位化的時代，如何從外界擷取有價值的資

訊，轉化為合適的模型，並作出合理的決策，光具備計算「數」的能力並不夠用，

還需要有捕捉資訊、運用邏輯、甚至是溝通思維等能力，這些就屬於數學素養的

範疇。「數」的運用能力，是一般公民大眾必然需要的素養，所以各種與界定素

養相關的研究，均與此項目相聯結。而數學素養內容兼顧數學內容領域與數學歷

程，其中數學內容領域包含「變化與關係、空間與形狀、數量、不確定性與數據」，

數學歷程則包含「形成數學情境；應用數學概念、事實、程序以及推理；詮釋、

應用以及評鑑數學結果」。針對統計教學目標而言，則與數學內容領域與數學歷

程具有相近之脈絡可尋。2005年美國統計協會(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亦認為統計素養是21世紀數學教育的重要核心概念。 

    以目前國民教育階段中強調的數學素養來看統計素養，即以學生的生活經驗

為主，希望培養每位國民應具備的統計素養；使其學會敘述統計所呈現出的數字

和圖表的意義，強調圖表的表達和溝通，並瞭解抽樣、機率的初步概念，且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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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地運用各項統計資料於實際的生活中。統計不僅是出現在學校課堂中之教材，

卻是生活中隨處可見現象與數據轉化而成之資訊。但我國目前大學教育的課程規

劃，以學校自主規劃為主流，技職體系教育宗旨乃以實用技能為主，強調學生畢

業後能馬上投入社會與職場中；而所謂的實用指的是專業實作技能與取得一大堆

相關證照，統計相關課程的開課情形普遍有越來越少的趨勢，學生缺少生活與邏

輯思考的核心能力與素養，無法培養學生真正可獨立運作與反思性的判斷。

Tishkovskaya(2012)指出在英國課程規畫中，統計課程也有邊緣化之現象，從事

統計工作與研究學者之女性占少數；並說明統計教育在各種不同專業領域下，正

面臨著教學與改革的根本性挑戰。 

    統計之目的在發現一組數值背後的故事，因此對於數的知覺與運算，有助於

統計素養之養成。Case(1989)認為數感良好的學習者可以在真實世界的量與數學

世界的數和數字表徵間自由遊走，且他們本身可以發展出管理數字運作的程序，

尤其是來自於數字系統的深層結構。數感指的是個人對於數及運算的一般性理

解，包含了運用數和量的方法作為溝通、處理、以及解釋訊息的傾向和能力(Reys 

& Yang, 1998)。Yang與Wu(2010)提到，數感可以表現出彈性、創造、合理與效率

的思考模式 (Dunphy, 2007)。國內外相關數感的研究發展，多數均針對國小與國

中階段的學生為探討對象。Dehaene(1997)與Berch(2005)提及成年人在數學思考

的發展與數感有直接的關係，成人應要進行直覺的數感訓練，才能在未來的數學

思考與應用更加豐富。因此，對於成年人的數感應用與研究急需大力推廣與進行。 

貳、研究目的  

Ramirez, Schau, & Emmioğlu(2012)認為統計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養具有統

計素養的成人能適當地運用統計思維。基礎統計學課程目標在教導學生(1)相信

他們能夠理解與應用統計(2)認為統計在他們的專業職場和個人生活是有用的(3)

承認統計可以是很有趣的(4)願意投入必要的努力去學習統計思維和技術(5)瞭解

到統計是不易學習的，但也不是太難學。近年來，有更多的學者提議統計教學應

著重於統計素養、推理和思考上；提出的主要批判之一為傳統的統計教學著重在

技術、步驟和計算，然而這些並不能帶給學生在統計上的推理和思考(林素微、

蔡蓉青，2012)。 

    目前出版的大專統計教科書版本與作者眾多，對以技術與實務為主的技職學

生而言，普遍出現難度過高的問題。為配合本教學研究，設計統計多媒體數位教

材，銜接高中職統計課程，因為數位多媒體學習具有許多優勢，且為近年來教學

的趨勢，例如提升學習動機、學習滿意、便於操作、自主學習、可進行線上討論、

利於進行補救教學等(Low, Low & Koo, 2003)。本研究目的在透過一組數值與運

算，以及正式的符號，連結至圖形之表徵，揭露出該組數據在時間與空間情境面

向的關連性，讓數學思考在統計教學過程中建立，以達成圖形與數感的串聯。且

以科大/技術學院之統計課程為教師行動研究的場域，藉由統計教學課程與數位

輔助教材發展強化科大/技術學院學生應有的直觀數感；透過教學建立的數學思

考，達成學習者對於圖形與數感的串聯，落實在生活應用場域。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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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與設計數位學習教材 

 驗證透過數位統計課程與教學之實施，能否顯著提升學生對於直觀數感

與圖形的串聯，意即能否顯著提升數學思考能力 

 減低學習統計課程時之負面經驗值。  

叁、文獻探討 

一、數感 

    Resnick(1989)認為數感是一種較高層次的思考過程。也就是說，數感是一種

把數字由抽象化變成意義化、具體化的思考模式。Mclntosh, Reys & Reys(1992)

指出數感是一個人對數與運算的一般性理解，以及能以彈性的方式運用這樣的理

解來做數學判斷、發展有用的策略以處理數與運算問題的能力。Hope(1989)指出

數感就是一種對數的使用與解釋的感覺，能做合理的估算，對計算的準確性做合

理的評估，並察覺算術的錯誤，選擇最有效率的計算流程，瞭解數的形式，亦可

把數字當成是一種常識，來支撐某些論證。林素微(2002)將數感界定為「在生活

經驗關連、隱含數量的非例行性數學情境下(如閱讀書報等非正式數學的環境)，

個體對於情境中數量的知覺以及推理」。楊德清(2002)認為數感是對數字與運算符

號的意義的理解，是儲存在長期記憶區中，當有需要時，可以自動取出使用。且認

為數感是多種能力的組合，包含運用參考點的能力，比較數字大小的能力，發展估

算、心算的能力，判斷運算結果的合理性等。楊德清(2003)則將數感定義為(1)瞭解

數字的基本意義以及數與數間之關係的能力(2)具備比較數字大小的能力(3)發展

與使用參考點的能力(4)瞭解數字對運算的影響之能力(5)發展不同的計算策略與

判斷答案合理性的能力。 

二、統計素養 

    Wallman(1993)認為統計素養是一種可以理解和嚴謹地求出日常生活中的統

計結果，以及能將統計想法適當的用在公開的、私人的、專業的或個人的決策能

力。Gal (2002)指出有關成人之統計素養應包括兩個相關層面(1)可解釋與審慎評

估統計資訊、相關資料論證或隨機現象的能力(2)論述或傳遞個人對統計訊息的

看法，例如資訊意涵的理解、有關資訊應用之見解及對特定論述是否接受的判斷

能力。Rumsey(2002)建議在統計的課程當中，應將統計素養做為基礎核心課程，

期許學生能夠瞭解統計的意義，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大量的數字訊息能加以思考進

而批判並進行決策(林來福，2012)。Rosenberg & Anderson(2011)則認為統計素養

的培養，有助於學生對於生活資料的批判能力。綜合多方學者意見，可將統計素

養定義為「能理解及批判性評論生活經驗中涉及統計議題相關的資料與論述，並

能就觀察到的資料及統計訊息與他人進行討論和溝通的能力」。 

三、統計態度 

    Schau & Emmioğlu(2012)指出學生的學術態度對於大多數學科學習上是極

為重要關鍵要素。基於教育理論與認知理論，一致認為學習態度至少與其專業知

能和技能對於學習成果是一樣重要。這些理論和研究結果運用於統計教學證明，

學生完成統計課程時通常保有負面的態度且認為他們所學的是永遠應用不到。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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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發現，平均而言學生在修課過程其態度通常不會有所改變或者有的甚至轉

變為負面態度(Evans, 2007; Schau, 2003; Sizemore & Lewandowski, 2009)。學生的

學習態度對於統計思考的發展以及未來應用於課堂外日常生活知能具有重要影

響(Gal & Garfield, 1997)。學習者之態度在認知成就表現上為其關鍵影響因素，

Mills(2004)指出學生的統計態度會影響到學習者其學習和展現的過程。  

四、統計焦慮 

    許多大學均將統計學納入必修課程，數量研究方法亦是研究所完成論文必具

的基本分析能力。但是大部分學生對此課程心生恐懼，並認為統計課是所有課程

當中，最容易引起焦慮的一門課，且研究發現學生的統計課程有拖延修課的習

慣，而研究所學生比大學部學生更有拖延學業的傾向。Onwuegbuzie, DaRos, & 

Ryan(1997)將統計焦慮定義為當學生不論在任何時候、任何狀況接觸到有關統計

的情境時，就會產生的狀態性焦慮反應。 

相關研究表示，約有80%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生(Onwuegbuzie & Wilson, 

2003)對學習統計感到焦慮，且研究指出統計焦慮已明顯的影響到商管(Zanakis & 

Valenzi, 1997)、心理(Lalonde & Garner, 1993)、教育學系(Fitzgerald, et al.,1996; 

Onwuegbuzie, Slate, Paterson, Watson, & Schwartz, 2000)不同領域學生學習統計

的態度、動機與學業表現(DeVaney, 2010)。統計焦慮對於學生在統計課程中的學

習成就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Fitzgerald, 1997)。所以近年許多研究提出，如何幫

助大學生克服學習數學與統計的恐懼是重要的努力議題(Bi, Duan, & Liu, 2005; 

Li & Wu, 2004; Zhang, 2010)，例如採用數位學習( Suanpang, Petocz, & Kalceff, 

2004)、線上教學( DeVaney, 2010)、善用教師即時行為(Williams, 2010)可有效降低

學生之統計學習焦慮。Onwuegbuzie et al. (2000)認為統計焦慮是學習態度的決定

因素；而兩者之間亦呈顯著負相關(Finney & Schraw, 2003)，同時Lalonde & 

Gardner (1993)說明統計焦慮並不會直接影響學生在統計課堂的學習，但會影響

學生的學習統計態度與動機(Williams, 2010)。 

五、數位教材 

    數位學習是使用者透過電腦、廣播、錄音帶、網路等數位化電子資源媒體來

進行學習的方式，以數位工具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取得數位教材，進行線上或

離線之學習活動。具體而言，數位學習內容整合了網路通訊、電腦與多媒體技術，

從傳統教室的面對面教育方式，轉型成為運用網際網路來提供使用者不受時間和

地點限制的學習環境。數位學習強調「內容、指導、學習者與科技」四種內涵之

間的合宜互動與調適，在此資訊教育環境中，教師必須重新審視傳統的教材和教

學內容，並整合教科書、文字、圖像、漫畫、動畫和影音錄製影片，以數位化的

形式傳遞信息，並將其轉化建置成數位教材(Chen, Hsu, Lin & Chou, 2010; Giller 

& Barker, 2006)。當學生在傳統教室上課時，無法全部理解時，可以在課餘時間，

透過數位學習平台來閱讀數位教材，得以重複學習 

    統計教育的改革目標是改變學生的統計態度，提昇統計的教學和學習。國外

學者為實現這些目標，從不同的觀點與角度進行多方研究，分為(1)教學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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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結合科技於統計教育(3)教學和學習方法之評估三大類。由於科技的發

展，改變教師與學生在教學與學習策略上的轉變，藉由電腦科技提供有效新方法

展示圖形視覺化效果，協助學生分析數據和統計思考，使他們能夠專注於結果的

解釋和理解的概念，而不是單單專注於計算。近來，數位工具是未來世界公民應

具備數學素養時不能忽視的輔助工具，動畫技術領域更被視為具有發展潛力之要

項(Tishkovskaya, 2012)。有關統計教學方面，DeVaney(2010)研究線上教學與校內

教學兩組研究生，驗證線上統計教學在學期初較容易產生高度學習焦慮與較低的

學習態度，兩組學生在期末學習焦慮與學習態度的評估是相近的，然而線上教學

組在期末學習焦慮明顯降低、學習態度正向提升。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背景、目的與相關文獻之探討後，進行數位教材之設計與實

施過程，改進教學歷程及教學結果，並採問卷調查方法進行資料蒐集與驗證分析。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南部地區一所技術學院學生為研究對象，總共98位該校的大專生參

與本研究。於學期初進行前測，期末最後第二週完成後測調查，共有68位學生完

成前後測資料填答及相關學習成效評估。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共有兩大主軸，一者為數位教材開發與製作，另一研究目的在檢視統

計課程數位教材之實施與教學，對於學生在進入課程時期初與修課結束後學習態

度與焦慮情緒的轉變及其對學習成效之影響。 

(一)數位教材開發 

    本研究開發之數位教材內容以敘述統計與機率單元為主，以Flash CS6製作

動畫影片，其設計理念藉由動畫帶引統計運算流程與步驟，以及正式的符號，依

對應之圖形呈現統計量大小意涵與其資料分佈之特徵，強化學習者在這三者之間

的串聯，讓數學思考在統計教學過程中建立，以達成圖形與數感的聯結。有關動

畫教材的部分畫面截圖如下。  

(二)統計態度調查量表 

    因國內有關統計素養研究之對象，大多聚焦於國小、國中青少年；至於統計

態度量表許多學者會採用PISA問卷題目對於態度之內涵進行問卷編製；然而，

對於大專生方面，有關生活統計素養之研究文獻較缺乏，統計學習態度量表之建

置更顯不足。但國外之統計態度的研究調查已發展較為完備，且具有良好信度與

效度的統計態度量表問卷，分別以ATS(Wise, 1985)與SATS(Schau, Stevens, 

Dauphinee, &Vecchio, 1995)量表最常被採用與研究。ATS問卷向度分為統計領

域、統計課程的態度；SATS-28之統計學習態度量表(Survey of Attitudes Toward 

Statistics)採七點李克特氏的計分方法，評量包括情意(Affect)、認知能力(Cognitive 

Competence)、價值感(Value)、困難感(Difficulty)四個層面，SATS-36增加興趣

(Interest)與努力(Effort)兩個層面。Schield(2009)以大學生之統計素養與態度進行

研究發現統計素養與SATS-36態度問卷中的「努力(effort)」層面有顯著相關；Chi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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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mi(2009)亦指出學生統計學習態度量表得分與其統計表現具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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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樣本平均數 

動畫目的：動畫呈現主要目的是找尋一個代表性的數值，決定資料的「中心點」，

目的就是在描述資料之平均數即為資料的平衡中心位置。 

Ex 欲得知安嘉簡餐店營業概況，抽選出 4 天營業額分別為： 

80、100、126、74 (千元)，求其平均營業額為何？ 

(1)畫面:在數線上呈現兩筆資料 80、100

之相對位置 

(2) 找出平均數 90 於數線之位置，呈現

左右平衡效果。 

  

(3)新增第三筆數據 126，數線出現右傾，因此支撐點需移至動至 102 位置，方能

達到左右平衡之現象。 

  

(4)新增第四筆數據 74，數線出現左傾，支撐點需移動至 95 位置，方能左右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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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四分位距、盒鬚圖 

動畫目的：利用動畫呈現資料之點圖，強調資料排序之程序，再藉由畫面分別說明求取

第一四分位數(Q1)、第三四分位數(Q3)之原則；進而計算四分位距(IQR)。並

統整最小值、中位數、最大值說明盒鬚圖繪製流程。 

Ex  顧客等候結帳時間如下(單位：秒)，試求顧客等候時間的四分位距。 

13  10  14  12  7  10  7  15  11  10  7  9 

(1)利用點圖進行資料由小到大之排序步驟 (2)分別說明求取第一四分位數(Q1)、第三

四分位數(Q3)之原則與意涵 

  
(3)說明包含 50% 的資料之四分位距(IQR= Q3- Q1) 

  

(4)藉由動畫之特性進行盒鬚圖之繪製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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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獨立事件 

動畫目的：利用動畫之視覺效果與獨立事件結合日常生活事件-擲骰子，說明獨立事件。 

Ex 擲一骰子 2 次，設第一次擲得偶數點的事件為 A，第二次出現之點數為奇數的事件

是 B。問 A 與 B 是否獨立事件？ 

(1) 定義獨立事件 (2) 以日常生活中投擲骰子試驗說明 

  
(3)以動態圖像呈現樣本空間與事件 

  
(4)說明獨立事件乘法法則之適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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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獨立事件乘法法則 

動畫目的：利用動畫之視覺效果與獨立事件結合日常生活事件-擲筊，說明獨立事件乘

法法則之適用情境。 

Ex  廟宇拜拜，常看到有信徒透過擲筊的方式來向神明求取靈籤或是詢問意見，如果

今天 A 君透過擲筊的方式來詢求神明的意見，常常聽到有人說要連續擲筊三次聖筊

才算數，如果以這樣的情況來說，請問連續擲筊三次會出三次聖筊之機率為何? 

(1) 定義獨立事件及獨立事件之乘法法則 (2) 以日常生活中擲茭事件說明 

  

(3)以動態圖像呈現樣本空間與事件，並說明出現「聖筊」之機率。 

  

(4)說明獨立事件乘法法則之適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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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計焦慮量表 

    在近二十年國外的統計焦慮的研究中，經常被使用來研究評量統計焦慮的量

表有 Cruise, Cash & Bolton (1985)編修之統計焦慮評量表(Statistical Anxiety 

Rating Scale, SATS)，此量表總共有 51 題項六個分量表，用來測量大學生在修習

統計課或做統計分析時的焦慮程度。後續 Vigil-Colet, Lorenzo-Seva, & Condon 

(2008)評估統計焦慮評量表(STARS)僅有 12 題有直接關係存在，且增編 12 題，

建構統計焦慮量表(Statistical Anxiety Scale, SAS)，包括考試焦慮、尋求幫助焦慮

和解讀焦慮。國內學者郭國禎與駱芳美(2005)根據 Cruise, et al. (1985)及

Onwuegbuzie, et al. (1997)統計焦慮的概念編成統計焦慮量表，測試我國大學生，

將統計焦慮歸納為：對統計課的生理焦慮反應、心理焦慮反應、自在感(自信心)

及對統計評量的焦慮感。本研究採用 Vigil-Colet, et al.(2008)與郭國禎、駱芳美

(2005)量表重新修訂題項並將量表擴增為「學習焦慮(Learning Anxiety)、考試焦

慮(Examination Anxiety)、尋求幫助焦慮(Asking for Help Anxiety)和解讀焦慮

(Interpretation Anxiety)」四個分量表。  

伍、研究結果 

    以結構方程模式對統計態度量表及統計焦慮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進一

步檢驗兩份量表的建構效度與信度。 

一、測量模式分析 

    問卷結果以SPSS統計軟體，進行基本資料之統計處理及分析。基於部分最

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之特性，以及PLS適用於小樣本資料之分析

(Chin, 1998)，較適合本研究之樣本，且PLS分析法能同時評估構念的信度和效

度，並檢驗測量模型間路徑關係與強度，故採SmartPLS 2.0工具進行結構方程式

模式分析，進行研究理論的測試。 

    由於本研究之大部分量表引用自國內外知名學者發表之學術期刊，並根據適

用對象修正其問卷部分內容及用詞，故本研究所使用之衡量項目，應存在著一定

的內容效度。在建構效度方面，依Fornell與Larcker(1981)建議收斂效度的三個原

則，分別為個別項目的信度、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平均萃取變

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其中，個別項目的信度指標以因素負荷

量應大於0.5，且達到顯著水準；組成信度則需超過0.6；以及各構面之AVE需大

於0.5。統計態度所有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於0.52到0.91之間，CR值介於0.83到0.92

之間，各個變數的AVE介於0.50到0.75之間；統計焦慮所有題項的因素負荷量介

於0.53到0.92之間，CR值介於0.80到0.93之間，均超過0.6，此外，各個變數的AVE

介於0.55到0.78之間；因此，本研究量表衡量問項具有一定程度的收斂效度。 

根據PLS分析結果之因徑係數(如圖2、3 所示)，就潛在變數受前因變數之影

響係數R
2
(或可說前因變數對該潛在變數之解釋力)而言，我們發現前測資料之統

計學習態度受前因變數統計焦慮之影響係數為0.211，學習成效受前因變數之影

響係數為0.238；後測資料之統計學習態度受前因變數統計焦慮之影響係數為

0.304，學習成效受前因變數之影響係數為0.332，由此分析結果可見潛在變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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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度的解釋力。 

    將分別就(1)統計焦慮與學習績效(2)統計焦慮、統計學習態度與學習績效之

關係探討(3)前後測差異性比較，分述如下。 

(一) 統計焦慮、統計學習態度與學習績效之關係而言，前後測資料顯示統計焦

慮對統計學習態度有顯著負向之影響效果(β11=-0.460，t= -3.041；

β12=-0.552，t= -5.701)。統計學習態度對學習績效有顯著正向之影響效果

(β21=0.330，t= 2.610；β22=0.552，t= 5.102) (表1)。 

(二) 在統計焦慮與學習績效之關係而言，前測資料顯示統計焦慮對學習績效有

顯著負向之影響效果(β31=-0.238，t=-2.085)，但後測資料之統計焦慮無法對

學習績效產生顯著影響效果(β32=-0.042，t=-0.378) (表1)。 

(三)前後測差異性比較：依期初前測與期末後測有關統計學習態度及統計焦慮調

查，進行成對t檢定，資料顯示學習者在情意(Affect)、價值(Value)、困難感

(Difficulty) 與認知能力(Cognitive Competence)四個面向有顯著提升；至於統

計焦慮層面，在學習焦慮(Learning anxiety)、考試焦慮(Examination Anxiety)

和解讀焦慮(Interpretation Anxiety)下降程度具有顯著成效(表2)。 

二、Kano二維品質模式 

    在近幾年來有關教學品質之相關研究領域上，國內外多位學者都採Kano二

維品質模式，從顧客的觀點來分析學生對於各種教育環境軟硬體品質觀點與歸類

(張旭華、呂鑌洧，2007；楊玲惠、何光明、周鉦凱，2012；鍾志強，2010；劉

明盛，2008；Babic-Hodovic & Mehic, 2004)。本研究運用Kano二維品質模式，探

究研究對象對於此數位教材之教育品質屬性歸類上的需求，以做為教學與教材設

計改善參考依據。Kano二維品質模式將橫軸視為品質要素之具備程度，縱軸為 

顧客的滿意度，利用橫軸與縱軸的相對關係，將品質屬性區分成五種品質要素的

類型(1)魅力品質要素(2)一維(一元)品質要素(3)當然(必須)品質要素(4)無差異品

質要素(5)反向(反轉)品質要素。Kano二維品質模式是設計正反面題組問卷，用來

瞭解學生對教育品質屬性充足時及不充足時兩種情況下的認知感受。問項設計： 

 
圖1  Kano二維品質模式示意圖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lateralsearchlink:lateralsearch/sng/author/Babic-Hodovic,+Vesna/$N?t:ac=217737256/abstract/1358F5409195B5C9997/1&t:cp=maintain/resultcitationblocks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lateralsearchlink:lateralsearch/sng/author/Mehic,+Eldin/$N?t:ac=217737256/abstract/1358F5409195B5C9997/1&t:cp=maintain/resultcitationb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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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潛在變數間之標準化因徑係數與t值 

 

前測 後測 
標準化係數 t Statistics 標準化係數 t Statistics 

Attitudes -> Affect 0.735 
6.323** 

0.728 
9.266** 

Attitudes -> Cognitive 0.665 
6.032** 

0.808 
16.072** 

Attitudes -> Difficulty 0.755 
10.900** 

0.571 
5.991** 

Attitudes -> Effort 0.521 
3.900** 

0.618 
5.784** 

Attitudes -> Interest 0.871 
30.678** 

0.869 
24.436** 

Attitudes -> Value 0.548 
5.192** 

0.501 
5.793** 

Statistics Anxiety -> Asking for Help 0.819 
17.372** 

0.762 
9.020** 

Statistics Anxiety -> Learning 0.940 
73.782** 

0.889 
32.384** 

Statistics Anxiety -> Examination 0.852 
25.898** 

0.880 
30.863** 

Statistics Anxiety -> Interpretation 0.706 
9.802** 

0.530 
4.748** 

Statistics Anxiety -> Attitudes (β1) -0.460 
-3.041** 

-0.552 
-5.701** 

Attitudes -> Performance (β2) 0.330 
2.610*  

0.552 
5.102** 

Statistics Anxiety -> Performance (β3) -0.238 
-2.085*  

-0.042 -0.378   

表2 統計學習態度與統計焦慮前後測差異性檢定 

 
 Pre-test Post-test Paired t 

test(Post-Pre) M (SD) M (SD) t-value p 

Attitudes 

Toward 

Statistics 

Affect 2.935(.78) 3.491(.66) 
5.922** 

.000 

Effort 3.776(.78) 3.809(.63) 0.299 .766 

Interest 3.048(.81) 3.118(.85) 0.682 .498 

Value 3.006(.61) 3.424(.48) 
6.103** 

.000 

Difficulty 3.132(.70) 3.374(.59) 
3.430** 

.001 

Cognitive 2.794(.80) 3.338(.77) 
6.008** 

.000 

Statistics 

Anxiety 

Learning 3.162(.73) 2.875(.75) 
-3.272** 

.002 

Asking for Help 2.651(.92) 2.493(.74)  -1.720 .090 

Examination 3.218(.82) 2.882(.82) 
-5.389** 

.000 

Interpretation  3.081 (.62) 2.790(.51) 
-4.489** 

.000 

  *p< .05, **p< .01 

 

  

 

 

 

 

 

 

  

 

 

 

圖1 結構模型的路徑分析(前測) 

Attitude 

R2=0.211 

Statistics 

Anxiety 

.755 
(10.90**) 

.852 (25.90**) 

Effort 

Difficulty 

Interest 

Cognitive 

Value 

Affect 

Asking for 

Help 

Learning Examination 

Interpretation 

Outcome 

R2=0.238 
.330(2.610**) 

-.238(-2.085*) 

-.495 

(-3.041**) 

.735(6.323*

*) 

.665(6.032**) 

.521(3.900**) 

.871(30.68**) 

.548 

(5.192**) 

.819 (17.37**) 

.940 (73.78**) 

.706 (9.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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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結構模型的路徑分析(後測) 

正向問題：在統計教學中，若能搭配電腦數位教材/多媒體動態教材輔助教學，

您的感受如何？ 

(1) 很不喜歡 (2)勉強接受(3)沒有關係 (4)理所當然 (5)很喜歡 

反向問題：在統計教學中，若以課堂講授，沒有採用電腦數位教材/多媒體動態

教材輔助進行教學，您的感受如何？ 

          (1)很不喜歡 (2)勉強接受(3)沒有關係 (4)理所當然 (5)很喜歡 

        表3 品質要素屬性判定決策矩陣(Matzler & Hinterhuber, 1998) 

題項 反向問項 品 質 屬 性 不 具 備 

正向
問項 

顧客需求 很喜歡 理所當然 沒有關係 勉強接受 很不喜歡 

品質

屬性

具備 

很喜歡 無法判定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一維品質 

理所當然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沒有關係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勉強接受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很不喜歡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無法判定 

    經問卷調查彙整(表4)，學生認為在統計教學上，教師若能提供此設計數位

教材被歸為「魅力品質」，即當此教學品質要素如果具備的話，會讓學生學習滿

意度提昇；反之，如果此教學品質要素未具備時，學生只會感到無所謂或勉強接

受，並不會導致學生的學習滿意降低。 

表4  Kano 二維品質要素歸納表 

教學項目 
Kano品質屬性歸類比重% 

屬性歸類 
A O M I R Q 

數位教材 43.2% 25.0% 6.8% 22.7% 0.0% 2.3% 魅力品質(A) 

A:魅力品質  O:一維品質  M:當然品質  I:無差異品質  R:反向品質  Q:無法判定 

陸、結論與建議 

    少有研究探究何種教學型態介入將會提昇學習者學習態度，但是若學習態度

Effort 

Difficulty 

Interest 

Cognitive 

Value 

Affect 

Attitude 

R2=0.304 

Asking for 

Help 

Learning 
Examination 

Interpretation 

Statistics 

Anxiety 

Outcome 

R2=0.332 

.552(5.102**) 

-.042(-.378) 

-.552 

(-5.701**) 

.728(9.266**) 

.808(16.07**) 
.571 
(5.991**) 

.618(5.784**) 

.869(24.44**) 

.501 (5.793**) 

.762 (9.020**) 

.889 (32.38**) 

.530 (4.748**) 

.880 (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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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改善時，通常都是與豐富的教學變化有關(Schau & Emmioğlu, 2012)。Carlson 

and Winquist (2011)利用習作本教學設計讓學生在課前與課堂中閱讀並進行解決

問題教學活動，在情意(Affect) 與認知能力(Cognitive Competence)有正向提升，

而努力(Effort)面反而降低。Harlow, Burkholder,& Morrow (2002)採用「提昇學習

活動(Learning Enhancement Activities)」，包括同儕輔導、學生課堂回饋與小群體

解決問題設計等方式，驗證此教學活動會降低學習焦慮且提昇自我效能(Schau & 

Emmioğlu, 2012)。本研究藉由開發與設計數位學習教材，發現參與此計畫學生在

學習態度方面情意、價值、困難感與認知能力有顯著提升，至於努力與興趣兩方

面無法達到增進之效能。評估統計焦慮層面於學習焦慮(Learning Anxiety)、考試

焦慮(Examination Anxiety)和解讀焦慮(Interpretation Anxiety)三方面均有明顯下

降，然而尋求幫助焦慮(Asking for Help Anxiety)仍無法有效改善。以整體研究架

構而言，數位學習教材開發與教學實施，重新驗證統計焦慮會直接影響學生在統

計課堂的學習態度與學業表現，經由數位學習教材的使用會減低統計焦慮直接影

響學生的學業表現，此結果與Finney & Schraw (2003)、Mills(2004)以及

Onwuegbuzie et al. (2000)之研究結果一致；然而，後測分析結果，統計焦慮不會

直接影響學業表現，但會影響學生的學習統計態度進而間接影響學業表現。 

    Kano二維模式能提供企業經營者有效指引，揭露顧客之品質內容，進而瞭

解顧客潛在需求，發掘潛在吸引力與具體改變產品成為創新研發方向指標；魅力

品質即是具有魅力特質之品質需求，當此品質未彰顯時，客戶根本沒有感覺，但

是隨著產品品質的增加，客戶滿意度以指數方式增加，並且提昇幅度遠高於一維

品質。換言之，魅力品質即是客戶「意想不到的品質」，並可創造客戶深度滿足。

藉由Kano二維模式在教學品質的應用，研究顯示受測學生將數位教材的輔助教

學歸納為統計教學過程中之魅力品質。 

    對於學習者而言，在學習歷程中本就是舊知識與新知識在知識認知結構中的

不斷分化、重整、調適、成長與改變的過程(劉子鍵、林怡均，2005)，當新資訊

與學習者的知識結構中相關概念產生聯結時就是有意義的學習。若能瞭解學生學

習統計學的態度與焦慮的形成原因，教學者則可設計教材與修正教學方法來解決

教學問題，一方面透過教學實務，以驗證理論；另一方面也同時透過課程研究發

展與實施的過程，改進教學歷程與教學結果。教育部提升國民素養專案計畫報告

書提出，在數位工具日漸普及的今天，討論未來世界公民應具備的數學素養時，

絕對不能忽略各種數位工具（含試算表、計算機、數學軟體、多媒體、網路、雲

端等）與學習數學之間的關係。數位工具可以將數學概念視覺化、可以協助整理

和分析資料、可進行正確和更有效率的計算以幫助學生探索數學概念，更聚焦於

決策判斷、反思和推理等問題解決的活動。因此數位科技的使用能力，也就構成

核心數學素養的一部份。此外，相對於統計素養養成部分，亦應加強數位工具與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理論和實務基礎，以及教師的資訊科技訓練，使其有效使用數

位工具輔助教學。教學即是個不斷修正的歷程，若我們期盼學生在學習、生活、

社會與職業生涯的情境脈絡中，能辨識問題、解釋與預測各種現象，做出理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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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與判斷，並成為有效率的問題解決者，則需配合教師行動研究，透過教學過程

診斷並解決教學上的問題，在進行教學過程中不斷地被評鑑與修正，同時教學成

效更是必須不斷地被檢視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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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學生參與國際數學競賽的表現優異，可是大部分學生只因學習過程中缺乏繪製諸如運

動與受力狀態等函數曲線的動畫視覺化理解效果而喪失學習自信。例如應用微積分推導上拋球

體運動軌跡方程式過程中，若有動畫呈現球體軌跡上每一點的切線速度大小與方向變化，學習

者不僅可瞭解微積分在幾何應用與其所呈現的物理意義，還可瞭解軌跡切線斜率與三角函數的

連結關係，尤其是學生不易理解的向量觀念。函數與其導數等曲線的動畫確實可提升學習者的

學習解決工程問題的興趣與成效。基於類似的理念，本研究目的在於利用工程數學建構受負載

之樑的 3D 變形量動畫以協助學習者學習數學與其應用於受負載之樑變形量的分析，透過 3D

自由軟體製作函數與其導數等曲線的公式與動畫來呈現樑之變形量的物理意義，以提升學習者

對數學學習與其應用的認知。應用的工程數學公式會呈現在視窗畫面，以讓學習者得以隨時追

蹤與瞭解公式與動畫之關係。本研究結合視覺化理解方式的數學教學方法，利用 3D 動畫程式

提升數學教育的效果；再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卡方檢定、迴歸分析、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來協

助學習者判斷自我學習與合作學習成效、3D 動畫理解力、創意學習效果。最後本研究將驗證

評估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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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職教育再造方案」[1]中同時指出：近年來，產業界對技職畢業學生能力不能符合產

業用人需要的討論相當多，對於技職教育之看法大致為，與產業界互動不足、教師缺少實務工

作經驗、課程設計業界人士參與少、教學內容缺少實務內容、教師升等過於學術化、缺少教師

推廣產學合作之誘因等。檢討我國技職教育主要由學界主導，產業參與不足，為縮小我國技職

學生畢業能力與產業需求的差距，宜參考其他國家的運作機制，例如，廣泛延攬業界人才到技

職學校兼課或擔任顧問，推動各類科技職學生校外實習的制度，鼓勵最後一哩課程的開設等作

法，以強化學生受雇能力。 

各大學為有效地提昇培育專業技術人才，針對社會甚至世界變遷亦設計符合社會變遷及產

業升級的課程。因此包含科技大學的各大學機械系所預計培育的專業人才基本能力[2-3]大致皆

需要包含基礎數學、科學及工程等基礎學理及應用工程知識、技術、創新之能力。實際上，技

術院校的學習者針對上述學期目標通常會面臨一些包括提升數學、科學、解決問題、創造力等

能力的學習困境。例如技職院校工科學生學習工程數學的現況有可能是： 

1. 不清楚數學函數的基本定義。尤其是函數曲線的幾何形狀，例如拋物線，雙曲線等數

學函數的表示式與曲線形狀。 

2. 不易連結函數跟實際現象的關係。例如一個人以某個仰角往前上拋一個石頭，石頭在

空中的軌跡會是一個拋物線。 

3. 不清楚微分的基本定義。例如 d 若代表某物理量的前後變化量，則 dt 可以是時間 t的

前後變化量，亦即是時間差。再者 dx是某質點的線位移 x之前後變化量，則 /dx dt表

示的可以是此質點的瞬時速度 ( )v t 。 

4. 不曉的工程數學與工程上物理意義。例如 /dx dt亦可用來求取上拋石頭之拋物線軌跡

( )x t 曲線在某一時間點 t的曲線之切線斜率。亦有人可能不清楚切線的定義是什麼？

所以當技職院校機械科系的學生探討如圖 1 所示之大多數工程上會使用到具有彈性

模數 E、面積慣性矩 I 、受到彎曲力矩M 作用的樑，在樑上某點位置 x之變形量 y 的

關係式 2 2/ /d y dx M EI  之推導與有效利用此關係式來設計具有最小變形量 y 的

樑亦是相當不容易的。 

5. 上述狀況因為廣設大學的推動，連普通大學的習者也會碰到相同的困境。因此，若能

改善這些困境將可有效提升學習者的學習績效與未來職場的表現。所以在大學擔任技

術類教師之專業訓練成果往往影響其教學成效。技術專業教師若如有產業經驗，將有

助於實務教學與學習者的學習成效。只是技職體系的教師通常來自高教體系，以致其

課程常移植自高教體系。因此如何規劃產業導向方式的課程與教學來強化學習者的學

習成效是重要議題也是本研究團隊的努力方向。 

6. 面對現今社會型態愈趨多元化且複雜的時代，本研究團隊認為工程教育應強調「務實

致用」，無論普通大學跟科技大學皆應強調學生能夠在校學習到與就業市場接軌的專

業能力，期許學生在接受完學校教育後，具備立即就業之實務能力。因此，本研究團

隊認為「教育與科技是可以共舞」探究結合數理、工程技術、管理技術的教育方法與

學習技巧，以提升學生理論與實務技能的增長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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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具體目的如下: 

(1) 探究學生對函數、微積分跟實際現象的連結，以及工程數學與工程上物理意義不清楚

之原因，以建立工程數學輔助數位媒體教材。 

(2) 培訓學生利用數學原理及電腦輔助繪圖技巧應用在機械設計課程中設計與分析樑在受

到拉伸、扭轉、彎曲等不同負載時的變形量是否在安全範圍內的技術模擬技巧。 

(3) 應用數位科技，探討新興科技於技術與工程類科教學與學習上應用在樑的設計與分析

[5]之應用的相關工具、方法、策略與課程之創新研發。 

(4) 分析學生學習行為模式、驗證評量學習效果；進行教學實驗與學習成效評估。進行描

述性統計分析、卡方檢定、迴歸分析來協助學生判斷 3D 變形量動畫對於理解力與創

意的自我成就(效能)是否有顯著效果。以獨立樣本 T 檢定與二因子變異數分析評估比

較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學習成效。 

研究背景 

我國設計與製造科技產業一向在國際社會極具競爭力，要達到這樣的成就，不僅是政府政

策和產業界資金的配合，還需要依賴大量擁有技術的人員的辛勤工作，才得以造就台灣如此傲

人的經濟成績。然而大批的技術人員則是藉由台灣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因此教育的品質，攸關

著台灣經濟的發展，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因此再從包含科技大學的各大學機械系所預計培育從

事機械專業工作的人才需求可知[2-3]，他們基本上需要具備創新設計能力、紮實數理理解與分

析能力、和實作能力。此外，學生欲學習紮實數理理解與分析能力，可由據國立交通大學應用

數學系的應數系問與答(2012，[5])中可知尋求解決不同科學科技問題的數學想法與方法是「數

學應用」「應用數學」的內涵。要將數學應用到各種科學科技領域，自然要先接受紮實的基礎

數學訓練，而後才能談到應用。現代科學、工程、科技管理、財務金融等方面的研究發展，都

是整合性的團隊合作，不僅對各種背景專長的人才有所需求，具跨領域專長者，更受到青睞；

而數學在各種科學領域之創新研究發展中，可說是一種共通之語言與必要之工具。 

隨著時代的演進，科技是爆炸性的成長，傳統的技術教育和工程教育內涵也因科技的日新

月異不斷變化。劉孟俊、陳信宏(2001，[6])的研究指出數位科技的運用是進入資訊社會以及發

展知識經濟的重要一環，導入數位科技做為經濟發展需具備全面性且強化的正式數位科技訓練

進而帶動經濟的發展。因此，近年來政府對於 e 化應用與數位具創新性的設計與發展學習的推

行不遺餘力(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2003，[7])，為了塑造一個優質的基

礎環境以扶植數位學習產業，我國政府已由經濟部工業局執行「數位學習產業推動與發展計畫」；

其旨在透過國家型計畫的推動，使得我國成為「學習型社會」，進為「優質數位化社會」，提

昇知識經濟時代的國家整體競爭力。而在產業方面，從「數位學習」切入，再引導其他應用領

域，創造台灣內需的基本市場，進而促使我國成為「學習科技產業大國」(經濟部工業局，2006，

[8])。政府推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邁入第 10 年，我國從學習型社會將邁入至

「智慧學習」產業社會，持續培養與提升國內全民數位素養(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電子報，2011，

[9])。除了在產業界協助相關軟、硬體數位科技應用於具創新性的設計與研發，此外更獎勵公

司、機關、社區與學校推動 e 化應用與具創新性的設計與數位學習。面對數位數位科技應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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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相關人才的需求增加，因此培育數理技術與 e 化應用暨具創新性的設計

與研發人才的工作顯得特別迫切。 

新興人機互動科技 3D 技術 

人機互動(Human-Machine Interface；HMI)就是在人和機器間，有一種可供人對機器下達

指令的介面，並透過此介面，將執行和系統情況回饋給使用者，而正確的人機互動就是能讓機

器和人傳達訊息及指令。人機介面除了要符合使用者的各項生理的運作外，還要能發揮機器本

身的功能和效率。這中間的媒介需要基礎扎實的數理知識與技能應用。再由於視覺是人類用來

進行認知的最主要也是最常運用的的一項生理功能，所以和機器互動的各項人類生理功能中以

視覺最為重要，因此可以進行整合應用數理技巧、新興人機互動科技的 3D 技術研發、人機互

動，人類跟數位科技共舞。 

產業的技術創造力與科學訓練需求 

科技和資通技術的變革和急速發展，使得資訊是快速且易於過時。基於知識壽命不斷縮短

的事實，人們需具備相當的知識來解決問題和以及擁有創造力以適應快速變遷的社會，(李基

常、王繼正，1998，[10])。所以，隨著近年來知識經濟的快速崛起，產業紛紛升級轉型，以知

識為競爭基礎之下，人力資本已成為經濟成長及產業發展的主要動能，為面對知識經濟的發展，

必須藉由教育培養出可擁有創造思考能力，並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人才是重要的議題。因此，

技職院校的教學規劃轉向群科課程，是為了因應產業變遷的需求，這說明了人才需求的複合性，

技職院校必須培養出可將專業核心知識轉變成創造經濟成長的動力，跨領域的人才。Hill 與

Rothaermel(2003，[11])的研究更發現高科技企業員工的技術創造力與企業整體表現呈正相關。

所以技術創造力乃是國家科技發展競爭力的主要關鍵，由此可見產業與技術創造力是密切相關

的。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12])於 2000 年出版的「學校數學的原則與標準」(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指出在學習方面：學生應該用理解的方式來學習數學，積極

的在過去經驗與先前知識上建立新知；在教學方面指出：有效的數學教學必須瞭解學生知道了

什麼和需要學習什麼，才能加以刺激和鼓勵他們學習得更好(鍾靜，2006，[13])。而教育家為

培養學生科學的能力，常要強調訓練「科學過程」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認為培育學生能理

解學習新知過程實為重要。 

機械工業的跨領域的創意複合型人才需求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2011，[14])在 2011 年全國工業總會白皮書中提到台灣機械產業歷

經五十餘年歷史，製造範圍從生產製造延伸至自動化系統規劃應用、上游材料零組件、下游各

種相關需求的產業；技術也從早期的簡單機構型式發展到近年結合電子、機械、光電、材料、

物理等多元化科技；產業已開始向知識密集轉型。但從 1980 年代起，機械產業即面臨轉型上

的瓶頸，在此時期政府將機械工業列為策略性產業，積極推動各種優惠和輔導手段、帶領機械

產業的發展。在未來，我國機械產業將朝向更「深層次」、「前瞻性」、「創新性」技術之開



徐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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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發，由政府和產業一起合作，促使產業創新升級，以期創造高附加價值。就我國目前產業界的

情形，現階段發展之主力產業的產品，多屬國際市場上運用廣泛的產品，且多數還停留在人員

代工製造的型態，技術及品牌通路仍掌握在外人手中，這樣不僅無法創造高附加價值，同時也

無法展現出勞務差異化。儘管目前國內經濟已有復甦的跡象，但國內失業人數仍達 50 萬人，

且有許多廠商反映找不到所需的人才，尤其在高級專業人才更顯不足。目前業界所需的人才不

僅要有夠強的職場適應能力，更強調實務的重要性，此外，還需要有思考解決問題與表達的能

力(伏和中，2011，[15]；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2011，[14]) 。其實學術界的技術是可以一

起來帶動工業技術的研發能量。 

綜合所上述，機械為工業之母，從機械工業乃至於整個產業界的需求，需要更多的複合型

人才，以利跨領域的工作執行，同時，為了促進產業升級、提升技術研發的層次，除了要有實

務經驗的人才外，還要提升他們思考問題以及表達的能力，國內許多技專校院及普通大學工程

技術類科的學生，大多擁有基礎知識力，但是實務或操作上的熟練度及經驗則依個人而異，多

元時代環境，如要讓學生必須有更好的表達能力以及更主動的思考，可以透過教學設計，運用

更多的輔助教學工具設計出更有吸引力且能引起廣泛回響和討論的教學內容，藉此培養出更符

合產業界需求的人才，提升技術研發與創意能力，屆時將有利於促進台灣產業的升級。 

文獻探討 

    工程數學(Engineering Mathematics)是大學理工科系的必修科目，也是讓許多學生感到非常

頭痛的科目。除了頭痛，工程數學還常常讓學生覺得：「不知為何而戰？」、「學工程數學有

啥用途？」…等等。若真要求大學生說出工程數學的用途，有不少的的大學生的答案是：「工

程數學的用途是用來考研究所」。但根據劉晉奇(2010，[16])個人過去的工作經驗，台灣大部

分的工程師很少會使用到工程數學，反而是經常用到基本的數學技能，如三角函數和微積分。

我這樣說，或許有人會覺得膚淺，但這是事實。話雖如此，工程數學仍十分重要。劉晉奇亦提

到工程數學是學術研究的基本工具。他認為以一個研究生來說，若指導教授定的論文題目必須

使用數學解析方法，那麼在大學時代學習的工程數學便可派上用場了，而且，可能還要學習更

高階的工程數學。實際上圖 1 所示具有彈性模數 E、面積慣性矩 I 、受到彎曲力矩M 作用的

樑，在樑上某點位置 x之變形量 y 的關係式 2 2/ /d y dx M EI  之推導結果是簡單且基礎的邊

界值工程數學問題，再利用三角函數和微積分的觀念即可解題。 

數理應用在工程與技術教育的重要性 

日本之所以為亞洲的經濟強國，主要原因在於將教育定為立國之本。明治維新之後，注重

技職教育，透過發展實業教育，學習歐美先進國家的技術，過去數十年日本致力於推動技職教

育，近年來其政府仍實施獎勵就業措施，使就業率達到60%以上，堅持將技職教育的目標，定

位在培養職場需求的人才上(楊思偉，2003，[17])。日本雖現代化，一些具有優良傳統的職業

學校也並未轉型，由於日本政府的支持，講究精緻而專業的職業教育，使得技職教育的出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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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變窄。台灣與日本經濟發展的步調相距約十五年，高科技發展的同時，日本尚且致力培養實

作能力的技術人力，因此，我國對於基層技術人力的穩固與提升也不應輕易忽視(林俊彥、郭

宗賢，2007，[18])。但是近年台灣從國小到高中以及到大學及科技體系大專校院的數學課程時

數有萎縮之趨勢(翁秉仁，2009，[19])。 

蕭錫錡(2009，[20])提出機械工程強調數理科學及專業理論課程，機械工程技術則較偏向

基礎數理應用和專業實務課程。因此，機械工程科系旨在培育研發工程師，機械工程技術旨在

培育維護、測試工程師甚至銷售工程師(蕭錫錡，1999，[21]；蕭錫錡，2002，[22]；龔瑞璋、

蕭錫錡、何清釧，2005，[23]；蕭錫錡，2009，[20])。 

周燦德(2004，[24])指出，早期的技職教育工具性色彩較濃，其目的在配合國家經濟發展

需求培養產業技術人才。因此各級技職教育均以人力養成及安置就業為目標，具終結教育的性

質，與普通(非技職)教育之區隔十分明顯。許碧珊(2007，[25])認為技職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命脈，

因為技職教育所培育的優秀人才奠定了本國良好的經濟發展。台灣在技職教育由高職、專科至

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多年來配合國內產業的發展，培育技術人才，共同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

由此可知，技職教育與台灣經濟發展的過程息息相關，是促使國家建設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鍾愛、黃富昌等(2011，[26])的研究指出技職教育不僅培育出國家經濟建設發展所需，更

為產業升級轉型提供所需技術人力，技術人員將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動能，隨著工程技術與電腦

資訊的發展，技術教育將朝向更多元的面向持續發展，在其教學研究中嘗試將問題導向學習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策略導入「綠領人才」課程設計，定義學生核心能力養成方法表，

鼓勵學習者運用批判思考問題解決技能和內容知識，去解決真實世界中的問題和爭議的教學方

法，期望技術課程教學目標能與學生的核心能力接軌、因應未來綠色經濟的發展，充分培養產

業所需人才。 

戴文雄(2010，[27])的報告指出知識經濟時代的工程及技術教育，不僅要能注重思考判斷、

朝向多元化及國際化發展，還要結合價值創新、新技術的開發以及難以取代的創新技能，這將

是日後工程技術教育的發展的重要面向。吳文雄(2010，[28])的研究是進行對導入到「軟體工

程課程」中的遊戲式教學系統進行發展與評估。這些遊戲式教學系統以角色扮演之遊戲策略或

是傳統的練習式(Drill-and-Practice)遊戲策略為主軸，讓學生以小組的方式，學習軟體發展的過

程。徐澤志等人(2004，[29])的研究提出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以及所造成的衝擊，機械工

程教育將需要更著重在主動探究、良好社群技巧、對社會與環境的人文關懷、資訊科技應用能

力、對科技潮流快速變遷的適應力。 

視覺化數位科技提昇數學教育重要性 

人類是非常依賴視覺的生物，即便我們也藉由聽覺和嗅覺等不同感官來獲取資訊、認知事

物。但通過視覺獲得的資訊仍高佔總資訊量的八成以上，因此視覺資訊對人們來說極為重要。

視覺資訊設計不良，將增加使用者的認知負荷，讓人們耗費無謂時間、理解資訊困難，甚至可

能造成錯誤理解。良好的視覺資訊設計，將是有效增進認知效率的強力工具。 

Mayer(2003，[30])研究顯示對於教學內容以對話方式呈現的文字意義以及相關圖片的說明

較會讓人更易瞭解，而且整體的教學成果會遠比只有文字的教學方式要來得更好，所以適當的

使用各種數位科技多媒體來呈現圖表文字的教學方式將更有助於記憶學習編碼。 

近年來我國的知識技術快速進展，我國教育界因而體察到，思考對於技術層次提升和人才

培育的重要性，因此開始出現強調此一素養培育的聲音(巫銘昌等人，2006，[31])。如果能透

過數位科技作為教學的輔助工具，讓我國學生在更符合大腦認知運作的情況下進行更深層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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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相信一定更能帶動學生對於思考的興趣。而且我國資訊硬體產業價值鍵完整的優勢，配合

我國多年來推行許多數位學習與終身學習的相關計畫下，不但可以增進國家競爭力，而且引領

台灣數位學習在國際的領先地位(黃悅民等人，2011，[32])。目前相關研究有黃國禎等人(2011，

[33])等人進行整合實境與數位資源之適性化與合作學習環境及應用模式的研究。張國恩等學者

(2010，[34])推動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陳德懷(2011，[35])以數學科為例促進

學科能力、本世紀關鍵能力與情意涵養的數位教室學習之研究。蔡今中等人(2008，[36])的數

位學習環境與工具開發計畫執行規劃推動計畫。黃悅民等學者(2006，[37])的智慧型全域學習

與管理系統之設計與實作-智慧型全域學習與管理系統之設計與實作研究成果。楊家輝等學者

(2006，[38])情境智慧與擴增媒體之創意辦公室設計情境智慧與擴增媒體之創意辦公室設計研

究。此外，還有黃俊夫、顏鴻森(2006，[39])的研究計畫透過博物館資源來推動中小學數位行

動學習模式，提升基礎數位學習及整體競爭力，利用數位科技帶動學習主流價值，激發學童在

數位學習上的全面性需求，並在政府以及產業的配合下，推動未來數位學習環境，帶動整體數

位內容產業的發展。 

張元翔等人(2011，[40])的研究指出近年來有關於人機互動的進展，例如 Silva、Lyons、

Kawato和Tetsutani (2003，[41])提出了以視覺為基礎的臉部追蹤系統，可藉由頭部移動操作游

標的移動；Turk (2000，[42])提出透過感知介面，讓電腦影像的判斷進行鑑別和描述。透過上

述這些人機互動，使得電腦更符合人們對於表達的需求，應對方式更形自然。由於網際網路技

術以及多媒體資源的逐漸茁壯，傳統學習模式以漸漸的被建構於網路模式上的數位學習所取代，

許多單位皆投入至學習管理系統(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的開發(黃悅民、施國琛，

2010，[43])。新興人機互動科技3D技術方面也有蔡元芳和范丙林(2008，[44])等人結合虛擬實

境及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出人機互動之地理教學平台。許瑋芷、陳明溥(2010，[45])認為在數

學教學中，適切運用數位媒體科技特性設計虛擬教具，進而善用於教學中，可以提升學習者數

學學習態度。藉由這樣的擬真、互動、展示及分析模組，期能讓學生的感受更具真實感，強化

空間性的概念，讓學生親自操作，體驗立體空間的互動學習環境。此外，Clark 和 Mayer(2011，

[46])的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論研究亦指出設計良好的動畫將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而良好的數位

動畫設計應具備下列幾個特點：Multimedial principle，Contiguity Principle， Modality Principle，

Redundancy Principle，Coherence Principle，Personalization Principle，Segmenting Principle，

Pre-training Principle 等原則。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目的則以大學生為對象，進行樑在受到拉伸、扭轉、彎曲等不

同負載時的變形量是否在安全範圍內的技術模擬技巧的「教」與「學」之互動工具開發、課程

與教材的發展、學習策略、學習活動、學習歷程、學習行為模式、學習效果評量的研究。再應

用樑受負載時的變形量變化之3D動畫程式設計與數位科技管理系統於技術與工程教育的應用

與評估進行研究，並進行大學生對數位化樑的變形量變化遊戲設計中探究其悅趣學習影響。 

學習歷程檔案分享與觀摩平台、學習成效 

曾憲雄等學者(2010，[47])認為教學與學習模式隨著社會變遷、學者在教學與學習理論的

相關研究有了相當大的突破與轉變。他們認為教學模式從以前的以教學者為中心，強調的是教

學與知識的記憶與理解，而發展至現在的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的是學習者的主動式學習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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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探究與分析。評量往往是與教學及學習所相互呼應，密不可分的重要議題，因測驗與評量

不是僅僅用來評量學習者的學習成就與程度，亦可用來讓教學者了解其教學模式的優劣以進而

作為修正之用。學習與評量通常是互不可分的兩個議題，因為學習可藉由評量來了解學習成效，

而評量可以促進學習的問題改善。因此，測驗與評量的主要目的，亦從傳統的以評鑑學生的學

習成就為主，即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of Learning)，發展至促進學習的評量，希望能發掘學

習的問題，以提供學習的修正與概念補強為目的。故評量的模式是從傳統的總結性評量

(Summative Learning)為主模式，發展至現今所強調的形成性評量(Formative Assessment)。因此，

在如何有效地提供學生了解其學習問題，進而達到修正與提高學習成效之目的。如何妥善運用

資訊技術與規劃測驗與評量模式，以有效的分析出學生的實質學習能力與學習問題，皆是當前

國內外在測驗與評量上所廣受重視的研究議題。 

張基成、曾國鴻(2011，[48])建構與評估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分享與觀摩平台，發展網路

化學習歷程檔案之知識管理表現量表現與學習表現量表來探討大學資訊工程系學生使用網路

化學習歷程檔案之知識管理表現與歷程、學習表現與歷程。以及透過文獻分析、專家訪談、模

糊德懷術、模糊層級分析法發展網路化學習歷程檔案之知識管理與學習表現量表，並檢驗這兩

種方法的信、效度。採準實驗研究法，以大學資訊工程系程式設計課程兩班的學生為教學實驗

對象。實驗組使用網路化學習檔案，控制組則無使用。以多變量共變數分析檢驗兩組在知識管

理、學習表現上的的差異。另外，使用文件分別法分析學生的檔案內容，並輔以觀察法及訪談

法，探究學生知識管理與學習歷程。 

學習成效是指學生經由後天的學習和訓練而習得某些預期的知識或技能的程度，如要得知

學習成效，可依據需要、特性和期望建立一有順序之評量模式，依照模式的順序進行評量，並

進行描述解釋來對學生應用自由軟體設計 3D數位科技工業界產品輔助學習進行學習成效進行

分析(馮丹白，2002，[49])。根據蔡銘修、簡雅臻(2008，[50])所做的關於網路數位科技的學習

平台的研究發現：簡單易操作的模組最受使用者青睞、且學習成效和學生的回饋多寡有所關聯，

意即透過學生在數位網路科技學習平台上的分享，讓學生可以觀摩別人的心得，分享眾人智慧，

且大部份的學生認同用這樣的平台是適合作為自學輔導應用的工具。學校教師也認為雖然能夠

提昇學生之學習動機。要能吸引教師投入網路教學開發，必須要具備吸引人的獎勵機制，研究

指出，獎賞滿意度愈高、高度努力和投入、擁有教學設計的決定權，對於網路教學的態度就會

愈好。因此，提供適當獎勵，不採強迫方式，將可望促進教師投入網路教學開發 (邱文彬，2003，

[51])。林獻堂(2005，[52])指出學習歷程檔案需要行政、學生、老師三方的投入，老師在評量

方面負荷最重，除了教學外，尚須投入大量時間在評量上，以及有效迅速的將學習歷程檔案與

評量內容呈現給學生。透過網際網路的特性將學習歷程網路化，隨時將學生所產生的學習歷程

放在網路平台上，讓學生可以隨時的知道自己的學習狀況以及老師的建議，修正自己的學習方

法與態度，學生也可以透過此網路平台，獲得學習過程中所需要的協助。根據謝德鑫、謝孟珊

(2004，[53])對於學生整合性的網路學習意願行為模式的分析發現，在「行為意向」的部分，

若學校運用的政策越好，則愈能提升學生對網路教學的意願及實際行為的表現；關於「個人相

關利益」的部份，如果網路教學能提供學生和個人有相關的好處，則其對於網路教學的態度會

愈正向；「主群體」部分認為當「主要的群體」對網路教學的行為意向有正面鼓勵或刺激，將

提升學生對網路教學的行為意向；「自我能力」對「知覺行為控制」最有影響力，便利條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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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沒有很明顯的影響，所以學校應注重於提昇學生的自我能力。學習效果評量的研究有廖遠光

(2001，[54])以後設分析對電腦網路的教學進行情意和認知兩方面的分析，發現電腦網際網路

確實能提升學習成效，且學生透過網路學習，增進學習信心，產生正面的學習態度。黃富昌(2008，

[55])是進行在其設計的教學活動中發現技職校院學生的學習問題就是要如何去思考解決問題

的能力。在其設計的實驗中導入 STS 模組及創造思考的教學策略導，大專技職體系的課程更

具深度、內涵，也拉升了學生的求知慾，且在創造力及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的成效上均有提升。 

基於上述研究成果，本研究則是以數位科技術建置數位電子書載入教學平台，動畫整合於

數位教材中，將 3D 動態數位遊戲融入教學；並建置學習效果即時自我評量模組整合於網際網

路數位教學平台中，探討大學管理學院學生與工程學院學生為對象，探討課程教材發展、學習

策略、學習活動、學習歷程、學習行為模式分析，評估教學實驗與學習成效。期間繼續蒐集國

內外相關文獻並進行研讀；帶領學生進行分析學習效果評量與探究，並進行補救教學之探討。 

研究方法 

本計畫研究流程圖及教學步驟流程架構圖分別如圖 1 及圖 2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圖 2 教學步驟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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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程數學教授學生學習樑在受到剪力、彎曲等不同負載時的變形量理論 

圖 3 所示為受剪力 ( )V x 、彎曲力矩 ( )M x 符號表示法。 

 

 

 

 

(a) 正彎曲力矩 (b) 正剪力 

 

 

 

 

(c) 負彎曲力矩 (d)負剪力 

圖 3 剪力 ( )V x 、彎曲力矩 ( )M x 符號表示之示意圖 

圖 4(a)所示受一正彎曲力矩M 作用的樑， y 軸是對稱軸， x軸是通剖面中性軸，包含中性

軸的剖面 xz平面稱為中性平面，而其上微元素的應變是零。如圖 4(b)所示，當有一正彎曲力

矩作用在樑上，將使樑向上彎曲且 x軸(中性軸)為一個具有曲率半徑 的曲線。圖 4(b)中，剖

面 AB原本是平行於剖面CD的，因受正彎曲力矩M 作用，且若所有剖面載彎曲過程中皆維持

平面，則在 z 軸看到的剖面 AB之一邊所呈現之 AB邊會旋轉一角度d至 A B 邊、且 A B 邊與

CD邊夾夾角亦是 d。此時，中性軸在 A B 邊與CD邊之間的弧長是 ds，且根據曲率關係式，

弧長 ds、圓心角 d、與曲率半徑 關係為： 

ds d   (1) 

在距離中性軸，沿著 y 軸之 y 處，由 AB邊轉至 A B 邊所產生變形、即是弧長 dx是： 

dx y d  (2) 

將此變形 dx除以原始長度 ds，可得到的應變 (Strain)： 

dx

ds
    (3) 

因為沿著 y 軸之 y 處的微元素是受壓力作用，故式(3)以負號表示。載根據式(1)至式(3)可得應

變另一表示式： 

y



   (4) 

M

M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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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製作樑的材質之楊氏模數(Young’s modulus)或彈性模數(modulus of elasticity)，則根據線彈性

的應力(Stress) 與應變關係為： 

E   (5) 

所以根據式(4)至式(5)可得： 

Ey



   (6) 

圖 4 所示樑受純彎曲力矩作用，因此在 x軸(中性軸)方向沒有軸像力作用，因此在剖面上此方

向的合力為零，所以再根據式(4)至式(6)可得： 

0
E

dA y dA


     (7) 

因為內部正向應力 是由外部純彎曲力矩M 所造成，因此由圖 4 及式(7)可得： 

2( )
E

M y dA y dA


    (8) 

式(8)中所示第二項積分是 y 軸的面積二次矩 I  (Second moment of area about z axis)： 

2I y dA    (9) 

直徑 d 之圓柱的 y 軸面積二次矩
4

64

d
I


 ，寬度b 高度 h的矩形之 y 軸面積二次矩

3

12

b h
I  。再

由式(8)至式(9)可得： 

1 M

EI
  (10) 

再由式(6)至式(10)可得： 

My

I
    (11) 

 

(a) 樑上的彎曲力矩 

M

M y

z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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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41°

41°

41°

 

(b) 微元素上受彎曲力矩作用變形示意圖 

圖 4 受彎曲力矩 ( )M x 作用的樑 

考慮如圖 5 所示受負載作用的樑， x軸向的力平衡方程式： 

0xF   (12) 

y 軸向的力平衡方程式： 

0yF  ，即V wdx V dV    (13) 

因此dV wdx ，即 

( )
dV

w w x
dx

   (14) 

由式(14)可知樑上截面中的剪力型態斜率等於 ( )w x ，再將式(14)從 A 點積分到 B 點，可得： 

( ) ( )
B B

A A

V x

B A
V x

V V dV w x dx A B w x     點到 點負載 區域面積 (15) 

平衡狀態時，對 P 點的彎曲力矩總和為 0，因此： 

0PM  或者 ( )M dM M V dV dx M Vdx dVdx        (16) 

式(16)等號右邊中第三項 dVdx相對於其他兩項的和，M Vdx ，可以忽略不計，故 dM Vdx ，

即 

( )
dM

V V x
dx

   (17) 

O

A

AC

D

B
B



d

ds

ds

d

x

d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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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7)可知樑上截面中的彎曲力矩型態斜率等於 ( )V x ，將式(17)從 A 點積分到 B 點可得： 

( ) ( )
B B

A A

M x

B A
M x

M M dM V x dx A B M x     點到 點彎曲力矩 區域面積  (18) 

 

 

(a) 樑和樑上的微元素 

 

(b) 微元素上負載 ( )w x 、剪力 ( )V x 、彎曲力矩 ( )M x 示意圖 

圖 5 受負載作用的樑 

再根據力學觀念與理論，可知梁變形後， y 軸變形量 ( )y x 是變數 x的函數，其與曲率半徑

的關係為： 

2

2

3
2 2

1

1

d y

dx

dy

dx




  
  
   

 (19) 

其中在樑上 x處之 y 軸變形量 ( )y x 的斜率為： 

x dx

y

x

A P B

( )w x

O

2

dx

dx

wdx

V V dV

M M dM

x

y
( )w x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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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dy

dx
   (20) 

式(20)所示斜率在式(19)中分母項，相對於 1 是很小的值，可忽略不計。因此式(19)可簡化為： 

2

2

1 d y

dx
  (21) 

將式(21)代入式(10)中，可簡化式(10)為： 

2

2

( )M x d y

EI dx
  (22) 

再由式(22)及式(17)，可知： 

3

3

( )V x d y

EI dx
  (23) 

再由式(23)及式(14)，可知： 

4

4

( )w x d y

EI dx
  (24) 

由式(20)、式(22)至式(24)，可求得樑上 x處之 y 軸變形量 ( )y x ：。 

例題：圖 6 中之樑中在兩支撐間任樑上 x處之 y 軸變形量 ( )y x 的方程式求法如下： 

 

 

圖 6 兩支撐點的樑上有有均勻負載w  

藉取力矩平衡，解得各支撐點反力分別為 1 3 8R wl ， 2 9 8R wl 。在 x處的力矩 ( )M x 為： 

23

8 2

wlx wlx
M    (25) 

x處之 y 軸變形量與力矩M 方程式，式(22)為： 

2 2

2

3

8 2

d y wlx wlx
EI M

dx
     (26) 

式(22)對變數 x積分可得： 

2 3 4

1 2

3 3

8 2 48 24

wlx wlx wlx wlx
EIy dx C x C         (27) 

對式(27)中， 1C 與 2C 是積分常數，可由樑的邊界值求得。考慮圖 4 所示樑的在左端與右端的變

形量皆為零，即 (0) ( ) 0y y l  ，代入這些值可解得： 

kg / mw

l / 2lx

1R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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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48

wl
C   (28) 

2 0C   (29) 

因此變形量 ( )y x 的方程式： 

4 3 32 3
( )

48

w lx lx l x
y x

EI

     (30) 

動畫教導系統 

考量本計畫所規劃之執行的“讓學習者得以隨時追蹤與瞭解公式與動畫之關係”工作的難

度、尤其是有複雜的訊息呈現時易碰到的執行困難。基於此考量，本團隊目前有下列執行方式

應該可以協助協助學生觀察並連結相關訊息，屆時本團隊將視學生的學習反應，修正計畫執行

與評估方式。 

a. 本研究將以視覺化的動畫教導系統引導學生推導受不同負載作用之變形量數學式。本團

隊預計設計數個範例讓學生學習與獲得數學式的推導方法。 

受均勻負載 kg / mw 作用之懸臂樑 

 

 

 

題目（實際上是引公式推導過

程導） 
(使用者利用滑鼠觸控即可檢視求解過程) 

1. 反作用力 1R 及 2R ？ 

 

合力等於樑的總重 

1 2 ( 2) 3 2R R w l l w l     
 

對 1R 處取力矩平衡方程式 

2

3 3

2 4

wl l
R l    

求解上市兩個聯立方程式可得： 

1 3 8R wl ， 2 9 8R wl
 

2. x 處變形量 y 與力矩

( )M x 方程式? 

 

依循步驟一方式呈現求解過程？ 
23

( )
8 2

wlx wlx
M x  

 
3. 利用變形量 y 與力矩M 依循步驟一方式呈現求解過程？ 

kg / mw

l / 2lx

1R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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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關係式
2

2

d y
EI M

dx


及邊界條件，求變形量 y

方程式? 

4 3 32 3
( )

48

w lx lx l x
y x

EI

   
 

b. 本計畫為簡化上述推導過程所呈現複雜的訊息，並保有機械設計實務所需要之樑在受不

同負載作用變形量的分析和實作能力。本團隊參考一般機械設計遍覽，製作如下圖所示

的圖表、僅列出樑受負載方式與相關變形量方程式，以利機械係學生或設計工程師進行

分析與設計工作。 

受集中力 F 作用之懸臂樑 

 

變形量方程式
2 3(3 )

( )
6

F lx x
y x

EI


  

受均勻負載 作用之懸臂樑 

 

變形量方程式
2 2 2( 4 6 )

( )
24

wx x lx l
y x

EI

 
  

同時受均勻負載 作及集中力F 作用之懸臂樑 

 
變形量方程式可由重置原理，將分別受均勻負載 作及集中力 作用之懸臂樑

的變形量相加可得：
2 3 2 2 2(3 ) ( 4 6 )

( )
6 24

F lx x wx x lx l
y x

EI EI

  
   

透過網際網路數位學習平台的特性將學習歷程網路化，學習歷程中，讓學生可以隨時的知

kg / mw

kg / mw

kg / mw F

l
x

F

F
kg / mw

x

l

kg / mw

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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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的學習狀況，撰寫心得，以及跟老師的互動討論與建議，修正自己的學習方法與態度，

學生也可以透過此網路平台，獲得學習過程中所需要的協助。本計畫會從數學學習與教學面向、

反思學生的學習心得與學生解決問題等技巧與方向，來進行評析本計畫之研究工具的信效度。

本計畫將採準實驗設計法，選取崑山科技大學機械系兩個班級安排課程內容有學習受負載之樑

的撓度的「機械設計」課程，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將分別對兩組學生進行前後測(可

用相同的測驗工具)，以檢視學生在實驗後之學習成效。 

 

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建立一套應用工程數學建構受負載之樑的 3D 撓度數位教材設計方法，預計培育 4

位碩班學生 (實際培育 1 位博士生、3 位碩士生)，預計建立、加工、組裝一套如圖 6 所示受負

載之樑的 3D 撓度雛形裝置，可提昇合作學生學習分析與設計受負載之樑的的撓度，實作設計

能力。 

 

圖 6 受負載作用的樑雛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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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大學一年級學生多重解法的解題表現與回顧(look back)策略使

用次數的關係，並比較大學一年級學生與國中二年級學生在使用多重解法解決數學問題時回

顧策略的使用。延續李心儀(民 98)的研究，本研究使用「多重解法學習單」以促進大學一年

級學生使用不同解法解決數學問題，並且使用「檢視之前做過或之前知道的事物」來定義本

研究中的回顧。研究結果顯示回顧次數愈多的大學一年級學生傾向於在「多重解法學習單」

上的解題表現愈好，且大學一年級學生傾向於較國中二年級學生多重解法解題表現較佳，並

使用較多次之回顧。 

關鍵詞：回顧、數學解題、多重解法 

 

 

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st-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performance in alternative solutions and their use of “look back” 

strategies, and to compare first-year undergraduate and eighth-grade students’ use of “look back” 

strategies when they are solv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alternative solutions. Alternative 

-Solution Worksheet (ASW) developed in Lee (2009)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o encourage students’ 

engagement with alternative solutions while solving mathematical problems. Lee’s (2009) 

definition of “look back” of “examination of what was done or learned previously” was used in this 

study. The data indicated that students who looked back more frequently tended to perform better 

on ASWs, and the first-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ended to look back more frequently and 

perform better on ASWs than the eighth-grade students. 

Key words: Look back; Problem solving; Alternativ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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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與研究目的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指出數學教育應培養學生「在不熟悉解答方

式時，懂得自尋解決問題的途徑」(教育部，民 101)，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課程目標

也指出國民中小學教育需引導學生「激發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及「培養獨立思考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教育部，民 101)。美國數學教師協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於 2000 年提出的「學校數學的原則與標準」(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中，將數學能力視為是每天在生活、工作及資訊與民主社會中做決策的核

心能力。的確，在現今知識爆炸的時代中，如何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實是當前教育同時

也是數學教育最重要的課題之ㄧ。 

     NCTM (2000)指出數學解題融合於所有數學學習之中，並提倡數學解題應為幼稚園至十 

二年級學生所應達成的數學學習過程標準之ㄧ，他們認為所有學生皆需能夠從數學解題建立 

新的數學知識、能夠解決數學與其他情境中的問題、能夠應用或修正各種策略來解決數學問 

題、以及能夠回顧省思數學解題的過程。然而，應如何培養學生的數學解題能力呢？George  

Polya，一位著名的數學家，提出四階段的數學解題(problem solving)模組：了解問題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訂定計畫(devising a plan)、實踐計畫(carrying out the plan)、和回 

顧(looking back)。此模組不僅被認為可幫助解題者增進數學解題能力(Kantowski, 1977;  

Schoenfeld, 1979)，更可提供解題者在面對不知如何解決之問題時，能有系統地探索可行解題 

路徑之依據(Billstein, Libeskind, & Lott, 2010)。在此模組中，Polya(1973)對每個階段皆提出可 

幫助解題者解題的策略，例如，在第一個階段：了解問題中，Polya認為解題者在開始作答前， 

應試著釐清題目的未知、條件和已知，而藉著畫圖及運用適當的符號等方法則可幫助解題者 

了解題意，另外，教師可藉由請學生重述題意來作為評量學生是否已真正了解題目的參考。 

     在第二個階段：訂定計畫中，Polya建議解題者可以藉著連結題目未知和題目所提供的 

資訊來訂定解題計畫，倘若無法立即有效地連結未知和已知，則可嘗試藉由其他數學問題來 

輔助，例如回想是否知道與原題目相關的數學問題，但是，如果有很多相關問題時，應如何 

選擇可能有幫助的問題呢？Polya建議應可試試那些具有相同或相似未知的問題，因此，教師 

需了解學生的起點行為，才能幫助學生從舊經驗拓展新學習。此外，Polya提示有時從不同的 

面向探究問題也可提供解題線索，而檢視解題過程中是否已用到題目所有的條件和資訊，則 

可幫助解題者確認是否掌握到題目要旨。 

     在第三個階段：實踐計畫中，Polya認為解題者在實踐解題計畫時，應試著了解每個解 

題步驟，並確認每個解題步驟是正確的。有時候，學生接收教師的解法時，並非已徹底了解 

該解法，此時當他們嘗試自己動手解相同題目時，可能會遭遇困難，因此，教師在教學時， 

應掌握學生是否能了解每個解題步驟，而學生本身也應提醒自己是否能理解每個步驟。 

     在最後的階段：回顧中，Polya提出五個可以幫助解題者回顧已完成的解法或問題的策 

略：「你可以檢驗這個結果嗎？」、「你可以檢驗你的論點嗎？」、「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推導出 

這個結果嗎？」、「你可以用較快速的解法解題嗎？」、與「你可以用此結果或方法來解決其他 

問題嗎？」，Polya認為解題者可以藉著回顧已完成的解法和藉著重新考慮與檢視解題路徑和 

結果，來鞏固他們的知識並發展他們的解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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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回顧不僅可幫助解題者了解數學內容知識(Polya, 1973)，也可幫助解題者改善其 

後設認知策略的使用(Kersh & McDonald, 1991; Krulik & Rudnick, 1994)，因為認知與後設認知 

技能可幫助解題者增進解題能力(Mayer, 1998; Schoenfeld, 1985)，因此，解題者可利用回顧策 

略來發展解題能力，如同 Venezky與 Bregar (1988)所提出的：增進數學解題能力的方法或許 

不是在更精細的數學觀念講解上，而是更多在回顧策略上的使用！ 

     儘管回顧有助於數學學習(李心儀，民 98; Jacobbe, 2007; Krulik & Rudnick, 1994)，文獻 

卻指出在所有的數學解題教學與學習中，回顧是最常被忽略的一環，也甚少關於回顧的實證 

研究文獻(劉錫麒，民 86; Jacobbe, 2007; Kersh & McDonald, 1991; Sowder, 1986; Taback,  

1988)。李心儀(民 98)設計「多重解法學習單」用來促進學生使用不同的解法解決數學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回顧策略使用愈多次的八年級學生傾向在「多重解法學習單」上的解題表現愈 

好。為確立學生多重解法解題表現與回顧策略使用的關係，更多的相關研究需要再執行，而 

比較不同學習階段學生所使用的回顧策略亦會增進對學生數學思考的了解(Venezky & Bregar,  

1988)。 

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大學一年級學生多重解法的解題表現與回顧策略使用次 

數的關係，並比較大學一年級學生與國中二年級學生在使用多重解法解決數學問題時回顧策 

略的使用。延續李心儀(民 98)的研究，本研究使用「多重解法學習單」以促進大學一年級學 

生使用不同解法解決數學問題，並且使用「檢視之前做過或之前知道的事物」來定義本研究 

中的回顧。茲將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列舉如下： 

(1) 大學一年級學生之多重解法解題表現與回顧策略使用之關係為何？ 

(2) 在使用多重解法解題時，大學一年級與國中二年級學生回顧策略使用之差異為何？ 

 

貳、文獻探討 

     本計畫之文獻探討共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討論數學解題之意涵；第二部份探討數學解 

題歷程的相關理論；第三部份說明關於回顧策略的實證研究；第四部份則討論分析口語活動 

的相關研究。 

 

一、數學解題之意涵 

     美國數學督導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Supervisors of Mathematics, 1977)提出數學解題為 

解題者應用先前習得的知識技能至不熟悉的或新的情境之歷程。楊瑞智(民 83)指出數學解題 

包含知識的表現與解題的表現，知識的表現為解題者在解題時所應用的相關知識，解題的表 

現為解題者在解題時利用數學運算程序以解決數學問題。Krulik 與 Rudnick (1996)認為解題 

是「個體利用先前所獲得的知識、技能以及所理解的事物去滿足對於一個未知情境的要求」(引 

用自馬秀蘭與吳德邦，民 98)。 

     綜合以上學者的看法，研究者認為數學解題為解題者應用先前習得的知識、技能或 

經驗以解決問題未知的歷程。 

 

二、數學解題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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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德邦與吳順治(民 78)指出儘管時代變遷，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是數學教育不容忽視 

的重要任務。以下謹將各學者所提出的解題歷程模式分述如下： 

〈一〉Dewey的問題解決模式 

  美國著名的教育家 John Dewey (1859-1952)在 1910 年出版的「我們如何思考」(How We  

Think)一書中，提出問題解決要經歷的五個步驟，茲說明如下： 

1. 遭遇疑難：個體意識到遭遇困難，產生認知困惑 

2. 確定問題：個體從困惑的情境中，確定問題的已知和未知 

3. 提出方案：個體分析問題情境，連結認知結構，從而提出各種問題解決的可能方案 

4. 選擇方案：個體從所有解決方案中，選擇最適當的方案 

5. 執行與檢驗方案：個體執行所選擇的方案，並檢驗執行結果是否正確 

     Dewey的五個問題解決步驟雖可說明人們一般遭遇問題進而解決問題的狀況，然其並未

特別探討某一特定學科或領域的問題解決，在數學解題應用上應有其限制。 

 

〈二〉Polya的解題歷程模式 

  George Polya (1887-1985)的數學解題主張影響數學教育甚為深遠，當今極重要的數學教 

育家 Schoenfeld (1987)認為 Polya的數學解題主張不僅將數學教育歷史，甚至將整個問題解決

領域，劃分成兩個時代：Polya 之前的問題解決，與 Polya之後的問題解決。的確，Polya 的

數學解題主張之影響力已漫延擴及全世界，他的數學解題名著「怎樣解題」(How to Solve It)

自1945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後，已翻譯成17種語言出版，

至今從未絕版。以下謹將 Polya 在「怎樣解題」書中提出的解題歷程四個階段說明如下： 

1. 了解問題：了解問題未知、已知和條件 

2. 訂定計畫：找出問題中已知和未知的關係，並利用輔助題協助訂定解題計畫 

3. 實施計畫：正確地執行解題計畫中的每一步驟 

4. 回顧：檢視已得之解法 

     身為一位傑出的數學家，Polya自省分析他的數學解題經驗(Kilpatrick, 1987)，在上述四 

個解題階段中他各自詳述了可用來幫助解題的啟發策略(Heuristics) ，然過去研究都忽略了回 

顧此層面(劉錫麒，民 86) ，因此，本計畫擬注重回顧策略的探討。 

 

〈三〉Krulik and Rudnick的解題歷程模式 

     Krulik and Rudnick (1996)提出數學解題歷程的五個階段，以下謹說明此五個階段： 

1. 閱讀與思考：解題者以自己的語言了解並思考問題 

2. 探索與計畫：解題者分析資料，並發展解題計畫 

3. 選擇策略：選擇適當的解題策略是解題成功的關鍵因素，常用的解題策略如下：認識

樣 

    式、逆推法、推測與驗證、試驗或模擬、簡化/變形、有組織的列表/詳盡的列表、邏輯演 

    繹、分割與克服、寫出方程式 

4. 找出答案：使用適當的數學技巧計算答案 

5. 反省與擴展：檢查答案的正確性與合理性、找出其他解法、改變問題的條件並觀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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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的影響與一般化所得之答案 

(引用自馬秀蘭與吳德邦，民 98) 

Krulik and Rudnick認為「這些階段既不獨立也不連貫」(引用自馬秀蘭與吳德邦，民 

98) ，因有時解題過程乃是往返於各個階段間的。他們具體提出了可幫助解題的解題策略，

在反省與擴展方面，也鼓勵解題者在得到答案後，進一步反省與擴展解法。 

 

〈四〉Schoenfeld 的解題歷程模式 

  Schoenfeld(1985)依據 Polya的解題歷程模式，將信念系統與後設認知加入數學解題概念 

中，他認為數學解題的成敗應考慮資源、捷思、控制與信念系統等四個因素，他所提出的解

題歷程模式包括： 

1. 閱讀：解題者開始讀題 

2. 分析：解題者簡化或重述問題以分析問題 

3. 探索：解題者探求問題已知和未知間的關係 

4. 計畫：訂定解題計畫，並評估其適當性 

5. 執行：執行解題計畫，並檢查是否依解題計畫執行 

6. 驗證：檢查解題結果是否正確合理 

     Schoenfeld 的解題歷程模式描述每一階段的解題行為，著重每一決策點，即後設認知行 

為發生處，的分析，在驗證方面，也提出用不同方法獲得答案之啟發策略等。 

 

〈五〉Mayer的解題歷程模式 

Mayer(1992)從認知心理學觀點探討解題歷程，強調解題者的心理運作過程，茲敘述如下： 

1. 問題表徵階段 

(1) 問題轉譯：將問題的陳述轉換為內在心理表徵，解題者需運用語言及語意知識 

(2) 問題整合：組合問題的訊息成連貫的表徵，解題者需運用數學基模知識 

2. 問題解決階段 

(1) 解題計畫與監控：選用適當的策略並擬定解題計畫，解題者需運用策略知識 

(2) 解題執行：應用運算進行解題，解題者需運用程序性知識 

     Mayer的解題歷程強調以認知心理學角度探討解題歷程，著重解題者的心理歷程分析，

在回顧方面，並未提出促進解題者回顧的啟發策略。 

  

三、關於回顧策略的實證研究 

     劉錫麒(民 86)指出「回顧此一階段的意義，即在從解題行動中尋求行動與結果的關聯 

性，是賦與解題行動以意義的關鍵，但是這個層面的意涵過去的研究都忽略了。」(53頁)， 

黃家杰與梁淑坤(民 96)研究建議未來數學教學可訓練學生之驗證等能力。的確，回顧可幫 

助學生的數學學習(李心儀，民 98; Jacobbe, 2007; Krulik & Rudnick, 1994)，然關於回顧的 

實證研究文獻甚少(劉錫麒，民 86; Jacobbe, 2007; Kersh & McDonald, 1991; Sowder, 1986;  

Taback, 1988)，茲舉以下實證研究作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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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patrick(1967)發展出一個編碼方法來記錄學生的解題過程，與一個檢核表來記錄 

學生解題表現的特徵，此編碼方法記錄了學生準備(preparation)、產出(production)、與評 

估(evaluation)的三階段解題過程，而檢核表則用來記錄學生在準備(preparation)、回憶 

(recall)、產出(production)、評估(evaluation)、評論解法(comments about solution)、請求 

(requests)、與評論(comments)等七方面的解題表現特徵，在此研究中，Kilpatrick 發現很少 

學生試圖用多重方法解決同一問題或驗算解題結果。 

     Schoen 與 Oehmke(1980)發展出一個編碼方法來測量學生了解問題、執行解題策略、 

與回顧的能力，他們應用此方法來分析共五十五位學生的放聲思考逐字稿，研究結果發現 

很少學生會使用回顧策略，而且即使訪談者要求學生回顧並驗算答案，學生也不會在下一 

題回顧。 

    李心儀(民 98)設計「多重解法學習單」用來促進學生使用不同解法解決數學問題， 

每一張學習單皆只呈現一個數學問題，但鼓勵學生用不同方法解決該問題，研究結果發現 

回顧策略使用愈多次的八年級學生傾向在「多重解法學習單」上的解題表現愈好。Venezky 

與 Bregar (1988) 發現當解決百分率問題時，總共五位大學與研究生比總共六位六至八年 

級學生使用較多之監控與控制策略。更多的研究需要確認多重解法的解題表現與回顧策略 

使用次數的關係，與不同學習階段學生在使用多重解法解決數學問題時使用回顧策略的差 

異。 

 

四、分析口語活動的相關研究 

  Bellack, Kliebard, Hyman 與 Smith (1966)透過分析學生和老師上課的口語活動來研究 

高中社會科的課室講演，他們錄音十五個班級、每個班級四節課的課室講演並寫成逐字稿， 

為分析此資料，Bellack et al. (1966)定義一個教學動作〈pedagogical move〉 為基本的分析 

單位，再依據此單位做各項的分析動作如教學內容和歷時。 

    類似地，Fey (1970)分析五個高中班級的數學課課室講演，並同樣地使用一個教學動作 

為基本的分析單位。此外，Offenholley (2007)以 Bellack et al. 和 Fey的研究為基礎，分析 

十三堂線上數學課程的上課講演，不採用教學動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她改採線上佈告(online  

post)為研究的基本單位。李心儀(民 98)使用研究對象之放聲思考逐字稿計算其回顧次數， 

研究發現暗示回顧的關鍵詞語通常是一個句子的一部分，因此，其編碼系統選擇一個完整的 

句子為分析的基本單位，任何不完整的句子則納入其語意依靠的句子。本計畫之編碼系統沿 

用李心儀(民 98)使用一個完整句子為分析基本單位之方式來分析逐字稿。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質化之方式進行資料的收集、處理與分析。研究對象為六位大學一年級學生，

他們以放聲思考(think aloud)的方式使用多重解法來解題。李心儀(民 98)的六位八年級學生之

放聲思考逐字稿與多重解法解題表現將比較於本研究大學一年級學生之放聲思考逐字稿與多

重解法解題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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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多重解法學習單  

 李心儀(民 98)設計「多重解法學習單」來鼓勵學生應用不同的解法來解決同一問題。 

「多重解法學習單」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讓學生寫下一開始想到的解法，第二部分為讓

學生寫下之後想到的不同解法，每張學習單皆只有一個數學問題。本研究中，六位大學一年

級學生以放聲思考的方式個別完成其三張「多重解法學習單」，其中包含例行性與非例行性數

學問題。 

 

〈二〉多重解法學習單評量表 

 李心儀(民 98)改編 Charles et al.(1987)和 Schoenfeld(1985)的問題解決表現評量方式，發展 

出「多重解法學習單評量表」，學習單上每一個解法均依此評量表給予評量，不僅考慮所有不

同解法的數目，同時亦評量每一解法的優劣，如同 Lester(1983)所強調，解題表現評量應同時

考量質性及量化的評量標準。本研究使用此評量表評量六位大學一年級學生總共十八份之多

重解法解題表現。 

 

〈三〉編碼系統 

 李心儀(民 98)將回顧定義為「檢視之前做過或之前知道的事物」，採取確認本身可能暗示 

「檢視之前做過或之前知道的事物」的關鍵字，並使用一個完整的句子為分析的基本單位，

以測量受試者的回顧次數。本研究使用此編碼系統計算共十八份逐字稿的回顧次數。 

          

肆、研究結果 

 由六位大學一年級學生分別完成的三張「多重解法學習單」及其對應的逐字稿中，本研 

究發現他們在此三張「多重解法學習單」的解題表現與回顧次數間的關係類似於李心儀(民 98)

中國中二年級學生多重解法解題表現與回顧次數的關係，亦即回顧次數愈多的大學一年級學

生傾向於在多重解法學習單上的解題表現愈好。 

    另外，在同一數學問題的多重解法解題表現與回顧次數中，大學一年級學生傾向於較國

中二年級學生多重解法解題表現較佳，並使用較多次之回顧。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呼應李心儀(民 98)所得回顧次數愈多的學生傾向於在多重解法學習單上的 

解題表現愈好，不僅進一步肯定回顧次數與多重解法解題表現的傾向正向關係，同時進一步

肯定「多重解法學習單」促進學生使用回顧策略的效能。因回顧涉及高階的認知，較難直接

教導，透過「多重解法學習單」的使用，或許能作為教師將回顧策略融入數學教學的踏腳石。 

    更多的研究需要確認回顧次數與多重解法解題表現的關係，改善「多重解法學習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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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系統的設計，以增進我們對回顧與解題表現關係的了解。 

 大學一年級學生較八年級學生使用較多次的回顧策略，是否因其擁有較多的數學解題經 

驗？或其較不具浮躁(impulsive)傾向之解題態度？亦或其他原因之故？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

探討，以增進我們對回顧策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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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施淑娟 

共同主持人：游自達、林素微、郭伯臣 

 

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延續100年度之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及測量模式之開發與應用研究

之第一年成果，在「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初步建置後，進一步探討評量系統自動

計分模式的建立及能力估計所需之測量模式，並且進行數感能力追蹤研究第二波資料之蒐集

以及系統使用滿意度分析。 

根據第一波正式施測有效樣本722人之施測結果，以AIC、BIC及DIC三種模式適配度指

標，針對UIRT、MIRT以及HO-IRT三種測量模式之整體能力及領域能力估計結果與施測資料

進行模式適合度評估，以尋求本研究數感多元評量系統之較佳測量模式後，再以此測量模式

之估計結果設計數感評量報告介面，並且持續運用此系統蒐集數感追蹤評量第二波資料。 

研究結果顯示： 

1. 本評量系統採用HO-IRT是較佳的測量模式，此結果與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互相呼應。 

2. 四年級在各種數感解題的表現上均優於三年級，使用解題失敗策略之百分比都比三年級低，

顯示四年級在「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能力上比三年級佳。此外三、四年級

皆有男生的表現略優於女生的傾向。數感高能力組在解題時大多不需調整即能答對，有方

向性的調整策略次之，低能力組解題失敗多為採用沒有方向性的調整策略或根本不知如何

著手調整。 

3. 五個測驗之第二波施測結果信度分析α係數皆>.70，顯示雖有效樣本減少，測驗仍維持穩

定且良好的品質。 

4. 國小三、四年級學生使用者對數感評量系統操作的感受及數感學習感受大多數呈現正面的

觀感。 

 

 

關鍵詞：數感、多元評量、高階層試題反應理論、電腦化測驗、模式適配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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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許多國家的數學課程均將數感（number sense, 又稱為數常識、數字感或數字常

識 ）列為重要的議題，例如美國數學教師學會便主張「數學課程標準之重心旨在發展兒童的

數感」（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1989, 2000）。有鑑於數感能力

在數學教育的重要性，過去二十幾年來，國內外已有許多學者投入數感的相關研究 (Jordan, 

Kaplan, Locuniak, & Ramineni, 2007; Jordan, Glutting, & Ramineni, 2008; Yang, 2005; Yang & Li, 

2008; Yang, Li, & Li, 2008; Yang & Wu, 2010; 林素微、洪碧霞，2007；徐俊仁、楊德清，2000；

許清陽，2006；黃明章，2001；劉曼麗、侯淑芬，2006）。檢視這些文獻的成果可發現：大

部分的數感研究仍著重於調查學生的數感能力及發展數感教學課程，以數感測驗工具編製為

探討重點者所佔比例較少（董庭豪，2009），其中數感的多元評量更是付之闕如，並且研究

中缺乏縱貫研究，使用的測量模式亦較缺乏精確性及跨年級量尺之建立。因此，本研究規劃

為期三年的研究（如圖1-1）來改善上述情形，本年度的重點為完成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

系統之測量模式開發與縱貫研究第二波資料之蒐集，至於應用此系統來瞭解國內三至五年級

學童的數感能力發展情形則為下一年度研究重點。 

 

圖 1-1 本研究三年期計畫之研究進程 

基於上述，本年度研究重點主要是以 100 年度計畫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研究成果請參見

100 年度成果報告 NSC 100-2511-S-142-004-），在「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初步建

置後，進一步探討評量系統自動計分模式的建立及能力估計所需之測量模式。對於複雜的評

量作業，NAEP、TIMSS 是使用單向度試題反應理論 (un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UIRT)

為主要的測量模式，但其僅能對不同學科能力以單一能力值進行描述 (Lee, Grigg, & Dion, 

2007; Mullis, Martin, Ruddock, O`Sullivan, Arora, & Erberber, 2007)；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雖使用多向度試題反應理論(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 MIRT)中之多向度隨機係數多項 logit 模式 (multidimensional random coefficients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MRCMLM)，但僅針對各學科之領域能力(亦即本研究所稱之領域能力）

進行估計，對於 PISA 各學科之整體能力（本研究稱為整體能力）仍使用單向度 IRT 進行估

計，屬於分開估計的方式。Song (2007) 則以改善上述缺失為訴求提出單因子階層試題反應理

論模式(one-factor hierarchical item response theory，簡稱 HO-IRT)，此模式同時包含高階的整

體能力(overall ability)與低階的領域能力(domain ability)，不僅在整體能力與領域能力上皆為

連續量尺，亦適用於 1PL、2PL 及 3PL 模式，可視為高階層的一般化模式。為使本研究之電

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具有較佳的測量結果，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UIRT、MIRT 以及

HO-IRT 三種測量模式與實際施測資料的模式適配度進行評估，以尋求本研究數感多元評量系

統之最佳測量模式，並利用其能力估計結果檢視學生在「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之解題

表現與歷程。進而協助運用此系統進行學生數感評量的教師，能獲得更豐富的數感評量回饋

資訊，進而提昇國內數感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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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言之，本年度研究目的為量尺建立及縱貫研究第二次正式施測，延續 100 年度計畫

所建置之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進行系統自動計分模式設定、測量模式建立、學生

之解題表現分析、數感能力追蹤研究第二波資料之蒐集以及系統使用滿意度分析，研究目的

整理條列如下： 

目的 1-1：根據100年度三、四年級第一次正式施測結果建立「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之

自動計分模式。 

目的 1-2：探討「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使用不同測量模式（UIRT、MIRT以及HO-IRT）

分析之成效，並依據最佳測量模式建置「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 

目的 1-3：分析不同年級、性別與能力水準學生在「神射手」與「壞鍵計算機」之解題歷程

與表現。 

目的 1-4：三升四年級、四升五年級學生進行第二次正式施測。 

目的 1-5：探討學生對於此系統之使用滿意度並修正使用介面。 

貳、文獻探討 

為了達到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蒐集並探討下列領域的相關資料，再分析歸納與本研究

之相關性：  

一、數感的理論與相關研究 

在先前研究文獻上對數感（number sense）定義相當紛歧，至今仍無一個可以被廣為接受

的定義(Thompson & Rathmell, 1989; Malofeeva, Day, Saco, Young, & Ciancio, 2004; Gersten, 

Jordan, & Flojo, 2005）。 

雖然在文獻上數感是難以界定清楚的概念，缺乏一致性的定義，但還是可約略發現其共

同的核心要素，且專家學者對於數感的重要性普遍具有共識。在本研究中，採用楊德清（2002）

之定義，認為數感是個人對數字、運算、以及數字和運算所產生之情境的一般性理解與認知，

以及能夠以彈性靈活的方法去發展有效的解題策略（包括心算、估算），處理日常生活中包含

數字和運算之情境的相關問題，是多種能力的組合。在此定義下，由於必須分析數感的成分

架構以做為評量工具設計之參考，因此以下進行數感理論架構與相關研究之簡介。 

1. 數感理論架構 

從先前文獻可發現，不同的學者採用不同架構作為其設計數感評量工具的依據，然而其

中亦不難發現這些架構具有共通性。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尋求一個較適合中年級學童的

數感理論架構作為設計數感多元評量之依據。 

Sowder (1992) 提出數感組成成分為：（1）能彈性地合成、分解數字，並靈活地轉換數字

的各種不同表徵；（2）能比較數字的相對大小與排序；（3）能處理數字的絕對大小；（4）會

找出合理的參考點；（5）能有意義的連結數字、運算及相關符號的能力；（6）能理解運算對

數字的影響（7）能有效運用數字與運算的性質簡化算式；（8）能在適當的時機進行估算並判

斷答案合理性；（9）理解數字意義的能力。楊德清（2000）在「數感與筆算能力」一文中提

到，數感的組成架構有（1）能夠有理化數字的意義；（2）知道何時去分解與組合數字；（3）

認識相對和絕對的數字大小；（4）有能力去使用參考點（Benchmark）；（5）瞭解運算對數

字相對的影響；（6）「瞭解答案的合理性」。許清陽（2006）則綜合多位學者的看法，提出

五個數感的組成架構內涵，做為電腦化數感診斷測驗的理論依據，其敘述如下：（1）瞭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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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意義和關係；（2）比較數字相對大小；（3）瞭解運算對數字的意義和影響；（4）發展計

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5）瞭解數與運算的多重表徵。 

综合上述文獻，雖然許清陽（2006）所提出之五項數感組成架構內涵即可包含數感大致

的意涵，且已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之考驗，但其架構是以六年級學生為對象建立而成，未必

適合中年級學童，因此 Yang, Li, & Li (2008)進一步以此五向度模型為基礎，透過驗證性因素

分析提出適合三年級學生的數感能力架構與量尺（五向度：瞭解數字的意義和關係、比較

數字相對大小、能分解及組合數字、判斷答案的合理性、瞭解數與運算的多重表徵）。

Li & Yang (2010) 則提出適合五年級學生的數感能力架構與量尺（四向度：瞭解數字的意義

和關係、比較數字相對大小、判斷答案的合理性、瞭解數與運算的多重表徵）。 

本研究所使用之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設計係參考許清陽（2006），Yang, Li, & Li (2008)

與 Li & Yang (2010)架構之共同性，於 100 年度研究成果中以驗證性因素分析評估五向度模式

與四向度模式之適合度，最後由模式適配度指標之數值決定以數感四向度理論（瞭解數字的

意義和關係、比較數字相對大小、判斷答案的合理性、瞭解數與運算的多重表徵）做

為本研究中年級數感評量工具發展之評量架構。 

3. 數感相關實徵研究 

根據李淑娟（2011）整理至今（2012 年 2 月）國內與數感相關之博碩士論文有 73 篇，

學術期刊有 48 篇，可發現發展數感教學的比例是最高的（45.45%），但在數感測驗工具編製

的比例卻是偏低的（13.22%）。 

目前國內對於數感研究方面，採用電腦化施測方式為數不多，例如：林素微（2003）以

國小高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編製「電腦化數感動態評量」10 題，採用動態測量的方式，並

將數學能力測驗、數量估算等數學學習表現作為電腦化數感評量的效標，檢視適性的電腦化

介入對學童數感協助與區辨的效益，探討當前國內高年級學童的數感概況。張文宜（2004）

發展數感電腦化多點計分題型的新式測驗，測驗內容包含「比例判準」、「生活心算」和「基

準量運用」三個層面，以豐富數感的構念內容，更可補充描述國小中高年級學生數感表現情

形。研究結果發現電腦的多媒體與動態化的優點，可積極提升學童在數學評量的表現。許清

陽（2006）發展數感二階段診斷測驗系統，暸解六年級學童數感的表現情形。 

然而，這些電腦化數感測驗仍然有可以改進的部份，例如大多數的電腦化數感評量工具

仍以古典測驗理論或傳統單向度試題反應理論為主要測量模式，造成評量結果精確性及可比

較性不足，並且缺乏縱貫研究。因此，本研究延續 100 年度計畫所建置之電腦化全數數感多

元評量系統，進行系統自動計分以及測量模式建立。透過電腦科技的優勢，讓教師在最少的

教學負擔下能直接利用多元的數感評量工具來獲知學生各向度的數感能力以及估計數感的整

體能力，並於下年度進一步應用此工具進行數感能力的追蹤研究。 

二、試題反應理論模式 

基於本研究將以全數數感能力作為整體能力，並將數感能力分為瞭解數字的意義和關係、

比較數字相對大小、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及瞭解數與運算的多重表徵等四個領

域能力，來建置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因此，本研究之多元評量系統所欲測量的數

感特質可視為一單因子的二階層結構。針對此種高層次能力，本研究將採用大型測驗所使用

的測量模式－試題反應理論，來估計學童在數感能力測驗中的表現情形及測驗中領域能力（數

感四向度）對整體能力（數感能力）的影響情形，如此可更完整的知道學童在全數數感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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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上的表現。 

隨著測驗形式的改變及需求量的快速增加，試題反應理論已經從以往的單向度試題反應

理論（un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UIRT）漸漸的衍生到多向度試題反應理論

（multidimensional item response theory，MIRT），從以往測驗只能測量出學生的單一能力，延

伸到可以測量學生的多個能力。隨著測驗的複雜化，Song (2007) 更提出了單因子階層試題反

應理論模式(one-factor hierarchical item response theory model，簡稱 HO-IRT)，此模式同時包含

較高階的整體能力 (overall ability) 與較低階的領域能力 (domain ability) ，是一種高階層試

題反應理論模式。此外，由於三種試題反應理論又可根據計分型態的不同，分為二元

(dichotomous)計分和多點(polytomous)計分模式，然而因為目前多點計分的 HO-IRT 程式發展

尚未成熟，本研究僅聚焦於二元計分模式探討最佳模式之選擇，尚不涉及多點計分議題。限

於篇幅以下僅針對 HO-IRT、參數估計法及 HO-IRT 相關研究分別介紹。 

1. 高階層試題反應理論模式 

為評估學生的高層次能力，近年來大型測驗之評量架構日趨複雜，相對地提出更複雜的

測驗理論以進行測驗資料之分析，便成為重要的議題。以 PISA 數學科評量架構為例，除了

數學素養外，同時也希望得到學生在數量（quantity）、空間與形體（space and shape）、改變

與關係（change and relationships）及不確定性（uncertainty）四個數學能力 (OECD, 2005) 。

以往估計此種評量架構是以單向度試題反應理論估計數學素養，再以多向度試題反應理論估

計四個數學能力。這樣分開估計方式會產生較大的估計誤差，有鑑於此，學者開始發展更複

雜的測驗理論。由於 de la Torre & Song (2009) 指出在目前多種已發展的高階層試題反應理論

模式中，單因子階層試題反應理論模式(one-factor hierarchical item response theory model，簡

稱 HO-IRT)是較具一般化的模式，因此本研究在高階層試題反應理論部分主要採用此模式，

以下便簡介此模式。 

單因子階層試題反應理論模式是由 Song (2007) 提出，包含較低階的能力（domain ability）

與較高階的能力（overall ability），在兩階層的能力量尺中，第一層為領域能力（低階能力），

是測量學生在不同指標下的能力表現；第二層為整體能力（高階能力），是整合領域能力預測

量之高階的學科能力。透過適當地參數估計過程可以同時獲得領域能力和整體能力的估計，

以降低估計誤差 (de la Torre & Song, 2009) 。從 Song (2007) 模擬研究可得知，當領域能力之

間相依時，HO-IRT 估計整體能力的結果會相似於 UIRT；而彼此不相依時，通常 HO-IRT 估

計領域能力會比 UIRT 更準確。 

假設一份測驗主要可觀察多個單向度的子測驗，即領域能力 )(d

i ， )(d

i 表示第 i位受試者

在領域能力 d 的表現，其中， Dd ,,3 ,2 ,1  。當不同領域能力皆測量相同能力時，則整份測

驗被認為是單向度測驗。若不同領域能力間存在關聯時，則會藉由一高階層能力量尺分數 i 來

連接這些領域能力分數，其中 i 為第 i位受試者在整體能力的分數，並假設領域能力分數為整

體能力分數的一個線性函數 (de la Torre & Douglas, 2004; de la Torre & Hong, 2010; de la Torre 

& Song, 2009; Song, 2007)： 

idi

dd

i   )()(                          （公式 1） 

其中， )(d 為迴歸參數， id 為誤差項， id 假設服從常態分配，且平均數為 0，變異數為
2)(1 d ，其中 1|| )( d 。根據這些假設可得知 )(d

i 的分配與 i 相似，皆屬於標準常態分配 )1,0(N 。

此外，假設在已知整體能力的分數下，則領域能力間會互相獨立；其中 )(d 可表示整體能力

分數與領域能力分數間的相關，而領域能力 d 與 'd 間的相關則為 )'()( dd   。雖然 )(d 可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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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但在教育測驗的應用上，整體能力及領域能力間通常為正相關，故在估計時，只考慮

10 )(  d 。 

圖 2-1 為 HO-IRT 模式圖，第一層表示第 i位受試者在領域能力 d 中的第 j 題試題之反應

情形 )(d

ijX ，第二層表示受試者的反應透過 IRT 模式中的試題參數 )(d

j 連結到領域能力分數（此

部分可適用於 1PL、2PL 及 3PL 模式），第三層表示受試者的領域能力分數透過迴歸參數 )(d

連結到相對應之整體能力分數 i 。 

 

圖 2-1 HO-IRT 應用於一個D維度的測驗 (修改自 Song，2007) 

2. 試題反應理論之參數估計法 

一般單層次 IRT模式之參數估計法主要有：最大邊際概似最大估計法 (maximum margin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MMLE)、聯合最大概似估計法 (join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JMLE) 與條件邊際概似估計法 (conditional margin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CMLE) 等參數估

計法 (Baker, 2004) 及蒙地卡羅馬可夫鏈 (Monte Carlo Markov Chain, MCMC)，其中以

MMLE/EM 最常被採用 (Bock & Aitkin, 1981)。但當模式愈來愈複雜時，EM 演算法有其運算

上的難度，將難以直接套用，此時採用 MCMC 法是一較可行的方式。目前已有相當多的文獻 

(Albert, 1992; Baker, 1998; Kim & Cohen, 1999; Patz & Junker, 1999) 證實應用 MCMC 參數估

計過程於 UIRT 模式中進行參數估計，可以獲得精確的參數估計之結果。 

高階層模式的參數估計過程比單層次模式來得複雜，所需估計之參數增加及結構複雜程

度的提升，常使得傳統估計方法不能直接套用。故 de la Torre 與 Song (2009) 及 Sheng 與 Wikle 

(2008) 皆採用MCMC中之Gibbs sampling方法進行參數估計，但根據 Patz與 Junker (1999) 的

研究發現， Gibbs sampling 於 IRT 參數估計時會有後驗機率分佈積分困難，而

Metropolis-Hasting sampling 會有參數過多的情況下出現估計困難的情況。因此本研究在這些

IRT 參數估計程式撰寫時採用 MH-within-Gibbs sampling (Tierney, 1994) ，來嘗試修正參數估

計之問題，以求更為精準的參數估計結果。 

    

   

   

   

觀察變項以圓圈表示； 

其他變項表示待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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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IRT 相關研究 

林佳樺（2009）使用 PISA 之評量架構來設計不同的 HO-IRT 模式，透過模擬研究方式以

探討完整與分開估計方法，以及不同軟體之估計效果。研究結果發現，當評量架構屬於高階

層時，採用 HO-IRT 模式進行估計會得到較高的估計精準度；張勝凱（2010）編製一份國小

六年級數學推理能力測驗，透過 HO-IRT 模式了解數學推理能力（整體能力）及歸納推理、

空間推理及比例推理（領域能力）間的關係，並比較 HO-IRT、MIRT 及 UIRT 三種不同試題

反應理論的模式，從實證資料研究結果發現，HO-IRT 之完整模式可以提供較多訊息，同時估

計數學推理能力及歸納推理、空間推理、比例推理，估計效果較佳。在整體能力的估計上，

HO-IRT 的效果較 UIRT 佳，在領域能力的估計上 HO-IRT 的效果和 MIRT 差不多，但 HO-IRT

卻可同時進行整體能力及領域能力的估計，顯見使用 HO-IRT 模式來估計是較佳的選擇。張

素珍、李佩瑾、郭伯臣、林佳樺（2010）編製一份六年級小數的除法測驗，利用實徵資料比

較 HO-IRT、MIRT 和 UIRT 三種估計模式對學生小數除法的能力值估計是否有差異，結果發

現在模式適配度指標（model fit indexes）AIC、BIC、DIC 三種指標值都顯示 HO-IRT 之完整

模式較適合用於估計階層式評量架構；並且 HO-IRT 之同時估計可以提供較多訊息，估計效

果較佳。  

故本研究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將評估若以數感能力作為整體能力，將數感能力分為瞭解數

字的意義和關係、比較數字相對大小、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及瞭解數與運算的

多重表徵四個領域能力，則採用 HO-IRT 模式作為測量模式是否是一較佳的選擇。 

三、模式適配度（model fit）指標 

為使模式的選用能夠更加符合資料的特性，因此評估模式的正確性是非常重要的。一般

傳統選擇模式的相對性指標多半是使用一些訊息準則，三個常用的準則簡介如下： 

1. AIC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係由日本統計學家Akaike (1973) 首先創立與發展的，

是衡量統計模型擬合優良性的一種標準， AIC 定義如公式2。 

                     AIC = -2logL + 2‧ npar                         （公式2） 

其中 L 表示概似函數，npar 表示參數個數。 

2. BIC 

BIC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是 Akaike (1978) 由貝氏的觀點所提出來的，是一個具

有一致性的選模法，相較於 AIC 指標，BIC 指標易選擇參數較少的模式。BIC 定義如公式 3。 

BIC = -2logL + log(N) ‧npar                    （公式 3） 

   其中 L 表示概似函數，N 表示有效樣本數，npar 表示參數個數。 

3. DIC 

DIC (Deviance information coefficient) 是由 Spiegelhalter 等人所提出的模式適配度指標

（Spiegelhalter, Best & Carlin, 1998），DIC 定義如公式 4。 

DpDModelDIC  )()(                        （公式 4） 

其中， )(D 和 AIC 指標相同；而 )()(
^

 DDpD  ，而
^

 為參數估計值。 

上述這些指標的值若愈小，通常代表模式與資料的吻合程度愈高，然而，實務上由於 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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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IC 準則的懲罰參數是固定的，常會面臨過度配適或過於精簡的問題，導致使用不同的指

標選模結果不同，因此學者建議在使用 MCMC 進行參數估計時，若各指標的決策結果不一致

時，以 DIC 指標的結果較具參考價值 (Congdon, 2003)。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年度研究重點在於建立數感評量自動計分模式與測量模式之評估，以及應用評量系統

進行三至五年級學生全數數感追蹤評量第二波資料之蒐集。評量活動設計完成後，需規劃其

適用之測量模式，因之本研究將運用第一波的施測資料建立多元評量的評分標準並將其自動

化，然後採用不同測量模式來評估數感四向度領域能力與整體能力，建立電腦化全數數感多

元評量之量尺，並評估使用 UIRT、MIRT 及 HO-IRT 模式之分析成效，獲得電腦化全數數感

多元評量之最佳測量模式。 

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 「開發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及測量模式之研究」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步驟 

本研究使用 Song (2007) 發展之 HO-IRT 模式，透過實證資料方式探討以 HO-IRT 同時估

計與利用 UIRT 和 MIRT 分開估計之估計效果。UIRT 模式及 MIRT 模式使用 ACER ConQuest 

2.0 軟體與 WinBUGS 軟體進行單一階層（各階層分開估計）之估計；HO-IRT 模式使用

WinBUGS 軟體進行兩階層（同時估計）之估計；再比較以 UIRT 和 MIRT 分開估計測驗資料

與 HO-IRT 同時估計的模式適配度。進而驗證 HO-IRT 模式是否為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之

最佳測量模式，並透過 HO-IRT 模式了解數感能力及數感四向度間的分數估計及關係。 

步驟一：計分方式與測驗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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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計分型態可分為二元計分與多點計分，然而目前多點計分的 HO-IRT 程式發展尚未

成熟，因此本研究僅聚焦於二元計分模式之探討，尚不涉及多點計分議題。本研究自編選擇

題型電腦化測驗、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中的「打地鼠」遊戲以及「神射手」單箭部分皆為選

對選項給 1 分，選錯給 0 分之二元計分模式，不需進行其他二元計分模式之探討。至於電腦

化數感遊戲評量中「神射手」和「壞鍵計算機」因有動態評量的部分，可採用一次答對才給

分及時間內答對即給分等不同的二元計分模式，因此，本研究主要針對此二種評量，透過信

度高低評估哪一種二分計分方式較佳。  

步驟二：模式估計與適配度評估 

本研究採用測量模式有 UIRT、MIRT 及 HO-IRT 三種。在研究中所指之整體能力為數感

能力（H），次要量尺為向度一（L1）、向度二（L2）、向度三（L3）、向度四（L4）： 

首先使用 UIRT 進行數感整體能力之參數估計（如圖 3-2），並以 ACER ConQuest 2.0 及

WinBUGS、MATLAB 撰寫程式進行估計。 

再使用 MIRT 進行向度一、向度二、向度三及向度四之參數估計（如圖 3-3），並使用 ACER 

ConQuest 2.0 及 WinBUGS、MATLAB 撰寫程式進行估計。 

然後使用 HO-IRT 同時完整估計數感能力、向度一、向度二、向度三、及向度四（如圖

3-4），並使用 WinBUGS、MATLAB 撰寫程式進行估計。 

最後計算三種模式的 AIC、BIC 與 DIC 指標值，選擇相對適配度指標值最小的模式做為

最佳測量模式。 

     

圖 3-2 UIRT 模式          圖 3-3  MIRT 模式        圖 3-4 HO-IRT 模式     

 

步驟三：不同年級、性別與能力水準學生解題歷程之分析 

根據最佳測量模式估計結果，利用其能力估計值、年級、性別檢視學生在「電腦化全數

數感多元評量」之解題表現與歷程。 

步驟四：第二波資料蒐集 

界定二波皆有效之有效樣本個數，進行第二波資料之試題分析。 

步驟五：編製使用感受問卷 

本研究擬自編「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感受問卷」，採李克特氏（Likert-Scale）五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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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設計，選項分為「非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依序給予 5

分到 1 分。題目分成「軟體操作感受」以及「數感學習感受」二個構面。問卷中所設計的「軟

體操作感受」構面是欲瞭解本研究所使用的線上操作方式，其操作介面及各項功能對學生而

言是否容易上手；「數感學習感受」則是要瞭解學生在遊戲式電腦化數感評量活動中有沒有自

我學習的教學效果，以及這樣的數感遊戲是否能提高數感學習興趣。正式施測問卷如附件一。 

三、研究對象 

1. 完整三年計畫的研究對象： 

本研究兼採橫斷式與縱貫式的資料蒐集方式，以大台中地區，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為母

群，採立意抽樣方式，研究樣本的取得程序、參與自願性議題的處理以及人數說明如下： 

（1）取得程序： 

i. 為先徵詢有意願參與研究之夥伴學校與班級教師。 

ii. 在不影響正常上課時間前提下（如早自修時間），由本計畫之研究助理至有意願參與

線上評量之班級教室對學生口頭說明評量進行方式，並立即與學生討論不清楚之

處。 

iii. 請學生將參與研究說明與同意書附於聯絡簿帶回家中與家長一起討論是否參加施測，

無論是否同意皆於三天內繳回同意書（先交給老師再由研究助理統一收回），參與研

究說明則自行留存不須交回。 

iv. 家長若有任何問題可以電話或e-mail與本計畫聯絡人詢問。 

v. 取得參與研究同意書者始納入本計畫之研究對象。 

（2）學生參與自願性議題的處理： 

本研究主要為利用非正課時間進行之線上評量，不參與研究的學生會留在原班級教室進

行閱讀或教師指定作業。施測者為本研究之研究助理，班級導師並不介入研究，施測時

班級導師會留在原班教室批改作業，及協助管理不參與研究之學生的作業指導，由於班

級導師並非本研究之研究人員，亦不在施測現場，因此可降低其對學生參與自願性所造

成之壓力。 

（3）同意參與人數： 

100 年同意參與施測者為二所國小（一所在大里區，一所在潭子區）中，三年級 12 個班，

共 350 名學生，四年級 13 個班，共 383 名學生，扣除未完成所有評量工具施測之樣本，

第一波施測有效樣本為三年級 348 人，四年級 374 人，共計 722 人。其中三年級 348 名

學生預計進行為期三年的追蹤評量，三年級施測完成後，待其升上四、五年級後各再重

複施測一次，以記錄其數感能力之成長情形。四年級僅有甲國小的 9個班追蹤至五年級，

乙國小四年級升至五年級因涉及重新分班，五年級教師表示無參與研究意願，故不予追

蹤。數感施測年度、班級數與人數整理如表 3-1。 

2. 101 年的研究對象 

第二波資料蒐集以三升四年級的 12 個班（348 人），四升五年級的 9 個班（288 人）為主

要施測對象，扣除掉流失的樣本，三升四年級的有效樣本為 336 人，四升五年級為 2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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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數感施測年度、班級數與有效人數 

年度 年級 學校名稱 班級數 有效人數 

100 年 

三年級 
甲國小 8 

 

348 

乙國小 4 

四年級 
甲國小 9 

374 
乙國小 4 

101 年 

四年級 

甲國小 8 
 

336 

乙國小 4 

五年級 甲國小 9 250 

102 年 五年級 

甲國小 8 

約 336 

乙國小 4 

 

四、研究工具 

（一）資料庫：MySQL  

（二）Web 語言：PHP、JSP、AJAX  

（三）Flash Professional CS5 

（四）SPSS、Amos、MATLAB、WINBUG、CONQUEST 等軟體  

（五）自編「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感受問卷」 

（六）自編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 

此系統共提供四個評量活動：1. 選擇題型電腦化數感測驗；2.「神射手」數感遊戲評量；

3.「壞鍵計算機」數感遊戲評量；4.「打地鼠」數感遊戲評量，所有評量在施測前皆提供例題

操作說明影片與練習題，施測現場若有問題亦可隨時向研究助理請求協助，施測時間為每人

約 5 節課（200 分鐘）。 

1. 選擇題型電腦化數感測驗（施測時間：1 節課） 

（1）試題說明 

選擇題型電腦化數感測驗根據數感四向度命題，由23題選擇題組成，每題包含四個選

項。 

（2）試題架構 

此測驗經第一次正式施測與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刪除第2、14題，共保留23題，修正之評

量架構如表3-2所示。 

表 3-2 選擇題型數感測驗之試題架構表 

數感能

力向度 

試題情境 

純數字或計算情境 生活情境 圖表 

向度一 試題 3、5、12、19 試題 1、4  

向度二 試題 6、7、9、10 試題 8  

向度三 試題 11 試題 1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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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20 

向度四 試題 22、24 試題 21、23 
試題 21、22、23、

24、25 

（3）試題範例 

以數感向度一「瞭解數字的意義和關係」和試題情境「生活情境」為例，其數感測驗命

題卡範例呈現如表 3-3： 

表 3-3 數感選擇題測驗命題卡 

 
（4）信度與效度 

刪題後整份測驗的 Cronbach's α值為 .745，顯示具有不錯之內部一致性。效度分析則

是在試題的發展過程中，進行六位專家諮詢與討論，以確保具有專家效度，並經過驗證性因

素分析確保建構效度。 

2. 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 

本研究設計三個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分別為 「神射手」 、 「壞鍵計算機」及「打地

鼠」，分別以範例說明如下： 

（1）神射手（施測時間：1 節課） 

 評量目標：藉由「神射手」電腦化遊戲評量，探討學生解題時運用數感進行估算能

力與解題策略之歷程。試題編製以數感向度三「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

為主軸，採三位數和兩位數的加減估算，再以進退位的不同情況加以變化。 

 試題類型：分為兩種，單箭模式（圖 3-5）與多箭模式（圖 3-6）。 

   
圖 3-5 「神射手」單箭模式操作介面 圖 3-6 「神射手」多箭模式操作介面 

 試題架構表：「單箭模式」、「多箭模式」各有 16 題，總計 32 題，試題類型與編號對

照如表 3-4。 

表 3-4 「神射手」之試題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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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法則 進退位 弓箭位數 
移動距離

位數 

蘋果

位數 
試題編號 

加法 

未進位 

二 二 二 1、17 

三 二 三 2、20 

二 三 三 3、18 

三 三 三 6、22 

十位進百位 

二 二 三 8、24 

三 二 三 9、25 

二 三 三 12、28 

三 三 三 13、29 

減法 

未退位 

二 二 二 15、32 

三 二 三 4、19 

三 三 二 5、21 

三 三 三 7、23 

百位退十位 

三 二 二 10、26 

三 二 三 11、27 

三 三   三 11、27 

三 三   三 16、31 

 

 題目舉例：蘋果位置（目標值）為 93，弓箭位置（起始值）為 29，請你移動弓箭的

位置，讓弓箭能順利射中蘋果。 

 題目說明： 藉由電腦介面控制個位數字為 0，用「幾個十或幾個百」的方式估算 93-29。

題目之電腦介面與主要按鍵說明如圖 3-7 所示。 

 
圖 3-7 「神射手」操作說明 

 解題歷程分析說明： 

在「多箭模式」下藉由調整射出箭的位置，射出的箭若射中蘋果，表示答對，蘋果

可被射中之範圍，可由管理者依據評量目標設定估算誤差進而訂定之。學生作答時，

「算式記錄欄」將紀錄學生按鍵操作之完整歷程，透過箭的位置調整歷程之分析可

以顯示不同的數感解題心理歷程。 

 信度與效度： 

整份測驗共32 題，初步皆採二元計分，總分32分。以內部一致性α係數進行信度分

析，得到整份評量的Cronbach's α值為 .939，顯示評量具有良好之內部一致性。效

度分析則是在試題的發展過程中，進行六位專家諮詢與討論，以確保具有專家效度。 

（2）壞鍵計算機（施測時間：2 節課） 

 評量目標：藉由「壞鍵計算機」電腦化遊戲評量，探討學生解題時運用數感進行估

算之能力與調整策略。試題編製以數感向度三「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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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軸，採兩位數至四位數的加減估算、一位數至三位數的乘法估算及四位數至二

位數的除法估算。 

 試題架構：刪題後共 58 題，如表 3-5 

表 3-5 壞鍵計算機（1）（2）之試題架構表 

運算

法則 

起點

位數 

運算

位數 

目標

位數 
進退位 

試題編號 

基本

題 
進階題 高階題 

加

法 

三 二 三 
未進位 1 2 3 

十位進百位 4 5 6 

三 三 
三 未進位 7 8 9 

四 百位進千位 10 11 12 

 

三 

 

四 

 

四 

未進位 13 14 15 

未進位 18  19 

四 二 四 
    

十位進百位 20  21 

四 三 四 
未進位 22 23 24 

百位進千位 25 26 27 

四 四 四 
未進位 28 29  

百位進千位 31  33 

減

法 

三 二 
三 未退位 1 2 3 

二 百位退十位 4 5 6 

三 三 
三 未退位 7 9 8 

二 百位退十位 9 10 11 

四 二 四 
未退位 12 14 13 

百位退十位 14 16 15 

四 三 四 
未退位 16 17 18 

百位退十位 18 19 20 

四 四 
四 未退位 21  23 

二 百位退十位 24 21  

乘

法 

一 三 三  1 2  

二 二 四  3 4  

除

法 
二 二 一  1 2  

 題目舉例：目標值是 143，起點值是 89，灰色按鍵是壞掉的。請用沒壞掉的按鍵，

輸入數字和運算符號，使計算的結果最接近目標的數字。答案可以比目標數字大一

些或小一些。 

 題目說明：要學生輸入起點加上幾十會達到目標，但不能超過目標。在計算機介面

上會固定個位數字為 0，學生只能輸入十位以上的數字。題目之電腦介面與主要按

鍵說明圖 3-8、圖 3-9 所示。 

 信度與效度： 

本評量之信度採用內部一致性之Cronbach α係數，所得的α值為0.84及0.86，表示具

有不錯的信度。效度亦採專家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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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壞鍵計算機」操作說明     圖 3-9 「壞鍵計算機」－×÷運算符號故

障之操作介面 

（3）打地鼠（施測時間：1 節課） 

 評量目標：試題編製以數感向度三「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為主軸，

試題類型則是三位數至四位數的加減估算、二位數至三位數的乘法估算、三位數至

二位數的除法估算，共 46 題試題，每道試題包含六個選項。 

 試題架構：刪題後為 36 題，如表 3-6 

表 3-6 打地鼠遊戲評量之試題架構表 

運

算

法

則 

被加

（減）

數位數 

加（減）

數位數 
進退位 估算策略 

試題

編號 

加

法 

三 三 未進位 

估算進位+進位 1 

估算進位+刪除 2 

估算刪除+刪除 3 

三 三 
百位進

千位 

估算進位+進位 4 

估算進位+刪除 5 

估算刪除+刪除 6 

三 四 未進位 

估算進位+進位 7 

估算進位+刪除 8 

估算刪除+刪除 9 

四 四 未進位 

估算進位+進位 10 

估算進位+刪除 11 

估算刪除+刪除 12 

四 四 
千位進

萬位 

估算進位+進位 13 

估算進位+刪除 14 

估算刪除+刪除 15 

減

法 

三 三 未退位 

估算進位－進位 16 

估算進位－刪除 17 

估算刪除－刪除 18 

 

四 

 

三 

 

未退位 

估算進位－進位 19 

估算刪除－刪除 21 

四 四 未退位 
估算進位－進位 22 

估算進位－刪除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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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刪除－刪除 24 

乘

法 

三 一 

三 
估算進位×一位數 25 

估算刪除×一位數 26 

四 
估算進位×一位數 27 

估算刪除×一位數 28 

二 二 

三 

 

估算進位×刪除 
 

30 

估算刪除×刪除 31 

四 

估算進位×進位 32 

估算進位×刪除 33 

估算刪除×刪除 34 

除

法 
三 一 

三 
估算進位÷一位數 35 

估算刪除÷一位數 36 

二 
估算進位÷一位數 37 

估算刪除÷一位數 38 

 題目舉例：「請找出最接近 191＋208 的值」  

 題目說明：要學生大概估算答案，再從六隻地鼠的答案中挑選一個，並用槌子打下

那隻地鼠。題目之電腦介面與主要按鍵說明圖 3-10~圖 3-11 所示。 

 解題歷程分析說明：本研究之「打地鼠」遊戲在設計上沒有記錄學生解題歷程之功

能，但可將學生每次作答選項記錄並傳送至資料庫中，用來做之後試題的選項分析，

瞭解不同性別、能力水準的學生在選擇答案上的變化。同時，每題在作答時皆有三

次答題機會，每一次作答時，電腦會立即顯示是否答對。答錯時，會回饋還剩下幾

次答題次數，當答錯三次或答對或時間到達，才能進入下一題。 

 信度與效度： 

本線上遊戲評量共 36 題，每題皆有三次答題機會，初步採二元計分，受試學生在第

一次便答對正確答案者給 1 分，其餘不給分。受試者在所有測驗完成後會在診斷報

告中獲得自己的答題狀況。α=.871 顯示試題有良好之信度，效度則採專家效度。 

  
圖 3-10 「打地鼠」操作說明介面               圖 3-11 「打地鼠」操作介面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建立「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之自動計分模式 

由於目前多點計分的 HO-IRT 程式發展尚未成熟，因此本研究僅聚焦於二元計分模式之

探討，尚不涉及多點計分議題。本研究自編之選擇題型電腦化測驗、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中

的「打地鼠」遊戲以及「神射手」單箭部分皆為選對選項給 1 分，選錯給 0 分之二元計分模

式，不需進行其他二元計分模式之探討，所以，本研究僅針對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中「神射

手」多箭部分和「壞鍵計算機」進行不同二元計分模式的評估。「神射手」多箭部分探討三種

二元計分方式，方式一：完全沒調整且一箭命中才給分；方式二：時間內答對（有算式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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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給分；方式三：完全沒調整或內在調整後一箭命中皆給分。「壞鍵計算機」探討二種二元計

分方式，方式一：完全沒調整且一次就答對才給分；方式二：時間內答對（有算式回饋）即

給分，不同計分方式之信度係數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不同計分方式之信度係數 

測驗名稱 神射手多箭 壞鍵計算機 1 壞鍵計算機 2 

測驗題數 16 29 29 

中年級測驗人數 722 722 722 

計分方式一之 α 係數 .916 .810 .821 

計分方式二之 α 係數 .888 .837 .857 

計分方式三之 α 係數 .921 
  

由表4-1可知，「神射手」多箭部分以第三種計分方式信度最高，壞鍵計算機因試題難度

較高，以第二種計分方式信度最高，本研究將信度最高的計分方式分別設定為二種遊戲評量

的自動計分規則。 

二、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之不同測量模式（UIRT、MIRT以及HO-IRT）模式適配

度分析 

確定計分方式後，由於撰寫HO-IRT的程式與進行資料模擬以確定其估計的精確度需耗費

一些時間，因此本研究在比較IRT模式的模式適配度之前，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探測資料之潛

在測量模式結構，而後再與IRT的模式適配度比較結果進行參照。 

1. 因素分析取向的測量模式結構初探 

為了解施測資料的潛在測量模式結構是否以高階為佳，本研究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

探測，一階數感測量模式如圖4-1，二階數感測量模式如圖4-2，含標準化解的中年級數感之

一階四向度模式估計結果如圖4-3，含標準化解的中年級數感之二階四向度模式估計結果如圖

4-4，二種因素模式之模式適配度經AMOS分析整理如表4-2。 

由表4-2可發現：AIC雖有不一致之處，但BIC及CAIC指標皆一致指出二階測量模式與本

系統之施測資料較為適配。 

表4-2 二種數感測量模式的模式適配度指標摘要表 

 三年級 四年級 中年級 

指標 一階 二階 一階 二階 一階 二階 

AIC 197.633 204.54 224.006 224.434 321.322 319.366 

BIC 324.756 323.958 353.506 346.086 472.529 461.409 

CAIC 357.756 354.958 386.506 377.086 505.529 49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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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數感之一階四向度模式因素路徑圖     圖4-2 數感之二階四向度模式因素路徑圖 

 

         

圖4-3 標準化中年級數感之一階四向度模式   圖4-4 標準化中年級數感之二階四向度模式 

 

2. IRT模式適配度比較 

在本研究中所指的整體能力為數感能力（H），領域能力為向度一（L1）：瞭解數字的意

義和關係、向度二（L2）：比較數字相對大小、向度三（L3）：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

理性、向度四（L4）：瞭解數與運算的多重表徵。採用測驗參數估計模式有UIRT、MIRT及HO-IRT

等三種，由於本研究之多元評量系統有選擇題型測驗，因此以主要是以三參數IRT模式進行試

題參數估計。並使用AIC、BIC、DIC等三個模式適配度指標進行比較，表4-3為各模式的分析

結果，表4-4為HO-IRT迴歸參數一覽表。 

表4-3 各模式指標的分析結果 

模式 AIC BIC DIC 

HO-IRT 112782 128063 109634 

MIRT 113713 128994 110313 

UIRT 112412 117769 11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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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HO-IRT迴歸參數一覽表 

模式             

HO-IRT 0.94318 0.89066 0.73074 0.86525 

由於本研究之IRT模式主要是以MCMC法進行參數估計，根據Congdon (2003)之建議，若

各指標的決策結果不一致時，以DIC指標的結果較具參考價值。從表4-3中DIC的值可知本評

量系統採用HO-IRT是較佳的測量模式，此結果與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互相呼應。此外，根

據表4-4的估計結果可知四向度能力與數感整體能力的關聯性，其中以向度一（L1）：瞭解數

字的意義和關係關聯性最高，是最主要的關鍵能力，最低的是向度三（L3）：發展計算策略與

判斷答案的合理性，但亦達.7以上。 

3. 以HO-IRT為測量模式建置「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以HO-IRT為系統內建之測量模式，系統施測後之評量報告

如圖4-5所示。 

    

 

圖4-5 以HO-IRT為測量模式之全數數感評量報告 

三、不同年級、性別與能力水準學生在「神射手」與「壞鍵計算機」之解題歷程與表現分析。 

由於本研究之多元評量系統有「神射手」與「壞鍵計算機」二個遊戲評量可自動分析學

生數感解題策略，因此可進行不同年級、性別以及HO-IRT能力水準學生之解題表現分析，限

於篇幅，以下僅以神射手遊戲評量為例，壞鍵計算機部分分析結果可參閱Shu-Chuan Shih, 

Shu-Juan Lee
 
,& Bor-Chen Kuo

 
(2013)一文。 

1. 神射手解題表現 

利用系統所提供之神射手之多箭模式下的解題策略自動分析程式，進行，可將學生解題

策略分成學生解題成功之策略5種和學生解題失敗之策略7種，詳細說明如表4-5和表4-6所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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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學生解題成功之策略 

代號 策略名稱 圖形 

A1 一箭命中 

 

B1 上調修正 

 

C1 下調修正 

 

D1 上下夾擠 

 

E1 及時修正 

 

 



施淑娟  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及測量模式之開發與應用研究 

 

119 

表4-6 學生解題失敗之策略 

代號 策略名稱 圖形 

a0 無調整 

 

b0 上調修正 

 

c0 下調修正 

 

d0 上下夾擠 

 

e0 愈調愈遠 

 

f0 無規則 

 

n 無作答 - 

  

（1）第一波（追蹤資料第一次施測）資料中不同年級之解題歷程與表現分析 

從加、減法的解題成功策略（表4-7）中，三和四年級所使用的策略都是以「一箭命中」

的百分比為最高，在加、減法的解題失敗策略（表4-7）中，則是「無調整」的百分比為最高。

整體而言，四年級在加、減法解題失敗的各種使用策略之百分比都比三年級低，顯示四年級

在「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能力上比三年級佳，也可再次驗證Reys (1994)提出

數感會隨著個人經驗與知識的成長而逐漸發展，同時也呼應數感「必須藉由教學與長期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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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產生」的觀點（許清陽、楊德清、李茂能，2001）。 

表4-7 第一波資料中三、四年級之加減法解題使用策略分析 

三年級（N=348） 

  
      解題成功 解題失敗 

 
  使用策略 A1 B1 C1 D1 E1 a0 b0 c0 d0 e0 f0 n total(348×8) 

加法 

  

次數 962 258 70 49 12 490 143 158 153 101 176 212 2784 

百分比% 34.55  9.27  2.51  1.76  0.43  17.60  5.14  5.68  5.50  3.63  6.32  7.61  100 

減法 

  

次數 1175 102 242 49 14 365 115 117 184 107 184 130 2784 

百分比% 42.21  3.66  8.69  1.76  0.50  13.11  4.13  4.20  6.61  3.84  6.61  4.67  100 

四年級（N=374） 

  
     解題成功 解題失敗 

 
  使用策略 A1 B1 C1 D1 E1 a0 b0 c0 d0 e0 f0 n total(374×8) 

加法 

  

次數 1605 247 98 40 8 291 99 126 99 66 100 213 2992 

百分比% 53.64  8.26  3.28  1.34  0.27  9.73  3.31  4.21  3.31  2.21  3.34  7.12  100 

減法 

  

次數 1897 85 217 48 12 192 76 60 103 79 103 120 2992 

百分比% 63.40  2.84  7.25  1.60  0.40  6.42  2.54  2.01  3.44  2.64  3.44  4.01  100  

 

（2）第一波（追蹤資料第一次施測）資料中不同性別之解題歷程與表現 

從表4-8中，第一波的加、減法解題成功策略中，可以發現三、四年級男生在使用策略的

各個百分比大多高於女生（除外：三年級的加法下調修正、減法及時修正和四年級的減法及

時修正），在加、減法解題失敗策略中，三、四年級男生在使用策略的各個百分比大多低於女

生（除外：三年級的加法上下夾擠、減法下調修正與上下夾擠；四年級的加法上調修正、減

法下調修正、上下夾擠、無規則）。 

表4-8 第一波資料中各年級男女生之解題策略分析 

三年級 

  
      解題成功 解題失敗 

 
     A1 B1 C1 D1 E1 a0 b0 c0 d0 e0 f0 n total 

  

加法 

  

  

男 

171  

次數 529 142 32 29 6 211 67 69 81 48 88 66 1368 

百分比 38.67  10.38  2.34  2.12  0.44  15.42  4.90  5.04  5.92  3.51  6.43  4.82  100  

女 

177  

次數 433 116 38 20 6 279 76 89 72 53 88 146 1416 

百分比 30.58  8.19  2.68  1.41  0.42  19.70  5.37  6.29  5.08  3.74  6.21  10.31  100  

  

減法 

  

  

男 

171  

次數 615 60 129 27 6 152 52 59 98 45 88 37 1368 

百分比 44.96  4.39  9.43  1.97  0.44  11.11  3.80  4.31  7.16  3.29  6.43  2.70  100  

女 

178  

次數 560 42 113 22 8 213 63 58 86 62 96 93 1416 

百分比 39.55  2.97  7.98  1.55  0.56  15.04  4.45  4.10  6.07  4.38  6.78  6.57  100  

四年級 

  
      解題成功 解題失敗 

 
     A1 B1 C1 D1 E1 a0 b0 c0 d0 e0 f0 n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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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 

  

  

男 

194  

次數 861 161 59 23 6 126 53 63 49 27 42 82 1552 

百分比 55.48  10.37  3.80  1.48  0.39  8.12  3.41  4.06  3.16  1.74  2.71  5.28  100 

女 

180  

次數 744 86 39 17 2 165 46 63 50 39 58 131 1440 

百分比 51.67  5.97  2.71  1.18  0.14  11.46  3.19  4.38  3.47  2.71  4.03  9.10  100 

  

減法 

  

  

男 

194  

次數 974 51 128 35 5 93 33 33 54 34 60 52 1552 

百分比 62.76  3.29  8.25  2.26  0.32  5.99  2.13  2.13  3.48  2.19  3.87  3.35  100  

女 

180  

次數 923 34 89 13 7 99 43 27 49 45 43 68 1440 

百分比 64.10  2.36  6.18  0.90  0.49  6.88  2.99  1.88  3.40  3.13  2.99  4.72  100  

 

（3）第一波（追蹤資料第一次施測）資料中不同能力水準之解題歷程與表現 

以 HO-IRT 所估計的整體能力（-2.89505~2.871578，平均能力值為 0）來進行數感能力水

準分組，能力值高於 0.5 界定為高能力組，能力值低於-0.5 界定為低能力組，則高能力組有

267 人，低能力組有 213 人。二組之解題策略分析如表 4-9，由表 4-9 中可知數感高能力組在

解題時大多不需調整即能答對，有方向性的調整策略次之（B1、C1），低能力組解題失敗多

為採用沒有方向性的調整策略（e0）或根本不知如何著手調整（a0）。 

表4-11 第一波資料中不同能力水準之解題策略分析 

      解題成功 解題失敗 

     A1 B1 C1 D1 E1 a0 b0 c0 d0 e0 f0 n total 

加法 高能力 次數 1436 153 58 15 6 184 39 55 21 22 33 114 2136 

    百分比 67.23  7.16  2.72  0.70  0.28  8.61  1.83  2.57  0.98  1.03  1.54  5.34  100 

  低能力 次數 254 179 49 36 8 329 132 145 163 94 165 150 1704 

    百分比 14.91  10.50  2.88  2.11  0.47  19.31  7.75  8.51  9.57  5.52  9.68  8.80  100 

      解題成功 解題失敗 

     A1 B1 C1 D1 E1 a0 b0 c0 d0 e0 f0 n total 

 減法 高能力 次數 1651 43 122 11 9 110 25 23 17 39 26 60 2136 

    百分比 77.29  2.01  5.71  0.51  0.42  5.15  1.17  1.08  0.80  1.83  1.22  2.81  100 

  低能力 次數 317 78 177 45 11 268 99 103 204 90 200 112 1704 

    百分比 18.60  4.58  10.39  2.64  0.65  15.73  5.81  6.04  11.97  5.28  11.74  6.57  100 

 

 

四、三升四年級、四升五年級學生進行第二次正式施測之測驗品質分析 

如表4-10所示，五個測驗之第二波施測結果信度分析α係數皆>.70，顯示雖有效樣本減少，

測驗仍維持穩定且良好的品質。 

表4-10 第二波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信度分析 

測驗名稱 選擇題 神射手 打地鼠 壞鍵計算機 1 壞鍵計算機 2 

測驗題數 23 32 36 29 29 

三升四年級人數 336 336 336 336 336 

α 係數 .751 .926 .849 .876 .869 

四升五年級人數 250 250 250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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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係數 .771 .926 .851 .891 .886 

全部中年級人數 586 586 586 586 586 

整體 α 係數 .780 .927 .856 .885 .880 

五、探討學生對於此系統之使用滿意度並修正使用介面 

在「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第一波施測後，對接受施測的學生進行使用系統操作感

受問卷調查，問卷回收樣本在三年級為341人，四年級為371人，共計712人。問卷計分方式依

李克特（Likert Scale）五點量表評定等級，「非常同意」為5分，「同意」為4分，「沒意見」

為3分，「不同意」為2分，「非常不同意」為1分。本問卷題項共28題，可分成二個構面，構

面一為數感評量系統操作感受，有22題，構面二為數感學習感受，則有6題，如附件一。問卷

信度分析如表4-11，數值皆大於.9，顯示本問卷信度優良。 

表4-11 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滿意度問卷信度分析 

 三年級 四年級 中年級 

有效樣本數（人） 341 371 712 

Cronbach's Alpha 值 .95 .94 .945 

1. 數感評量系統操作感受 

不論三年級或是四年級在「數感評量系統操作感受」第1~15題、第18~22題，其每題平均

分數都在3.73以上（表4-12），表示對國小三、四年級學生來說，數感評量系統操作的感受皆

呈現「正面的觀感」。唯獨第16題：「我覺得操作「壞鍵計算機」遊戲，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和第17題：「「壞鍵計算機」遊戲會讓我再想玩一次。」的平均分數較低（3.12~3.14），且

這兩題的正面觀感作答選項「非常同意」和「同意」加總的百分比未達半數，表示有過半數

的三、四年級受試者皆認為壞鍵計算機的操作是偏難的，也因此較容易消磨受試者學生對電

腦遊戲的興趣。 

表4-12 中年級「數感評量系統操作感受」構面統計表 

題號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分數 

I1 50.42 33.29 12.92 3.37 0.00 4.31 

I2 68.96 19.38 9.13 1.69 0.84 4.54 

I3 49.72 25.42 18.54 6.32 0.00 4.19 

I4 40.17 39.19 14.61 5.76 0.28 4.13 

I5 41.43 24.30 18.40 12.50 3.37 3.88 

I6 31.32 37.36 10.11 15.03 6.18 3.73 

I7 51.54 33.57 13.90 0.56 0.42 4.35 

I8 57.16 15.59 14.75 12.08 0.42 4.17 

I9 57.02 27.81 9.41 4.21 1.54 4.35 

I10 59.13 14.04 18.40 5.48 2.95 4.21 

I11 62.08 26.54 8.85 0.98 1.54 4.47 

I12 54.35 18.68 16.01 9.55 1.40 4.15 

I13 49.58 27.53 14.33 6.60 1.97 4.16 

I14 50.28 21.21 10.67 15.45 2.39 4.02 

I15 33.71 33.15 18.12 13.34 1.69 3.84 

I16 14.04 26.26 28.09 22.75 8.85 3.14 

I17 24.30 20.93 14.75 22.33 17.70 3.12 

I18 55.90 31.04 9.83 1.40 1.83 4.38 



施淑娟  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及測量模式之開發與應用研究 

 

123 

I19 65.45 7.44 17.56 7.72 1.83 4.27 

I20 43.12 19.80 23.60 8.85 4.63 3.88 

I21 34.97 24.02 26.83 10.81 3.37 3.76 

I22 74.44 14.04 6.32 4.35 0.84 4.57 

 

2. 數感學習感受 

三年級和四年級在「數感學習感受」6 題（I1：我覺得「選擇題測驗」讓我的數學進步。

I2：我覺得「射蘋果」遊戲讓我的數學進步。I3：我覺得「打地鼠」遊戲讓我的數學進步。I4：

我覺得「壞鍵計算機」遊戲讓我的數學進步。I5：我覺得用玩電腦遊戲來學數學，讓我比較

容易理解數學內容。I6:我覺得遊戲中的數學題目會讓我對學數學有興趣。）的平均分數是 3.92

～4.32，所有學生之統計表如表 4-13，表示受試者對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抱持傾向正面

的看法。 

表4-13 中年級「數常識學習感受」構面統計表 

題號 非常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平均分數 

I1 55.20 24.58 13.48 4.63 2.11 4.26 

I2 56.46 20.22 19.52 2.81 0.98 4.28 

I3 56.74 25.98 15.03 1.69 0.56 4.37 

I4 45.79 18.12 21.63 11.10 3.37 3.92 

I5 54.35 27.39 14.89 3.09 0.28 4.32 

I6 55.20 21.77 20.79 1.83 0.42 4.29 

 

伍、結論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結論： 

一、 本評量系統採用HO-IRT是較佳的測量模式，此結果與驗證性因素分析之結果互相呼

應。 

二、 整體而言，四年級在各種數感解題的表現上均優於三年級，使用解題失敗策略之百分比

都比三年級低，顯示四年級在「發展計算策略與判斷答案的合理性」能力上比三年級佳。

此外三、四年級皆有男生的表現略優於女生的傾向。數感高能力組在解題時大多不需調

整即能答對，有方向性的調整策略次之，低能力組解題失敗多為採用沒有方向性的調整

策略或根本不知如何著手調整。 

三、 五個測驗之第二波施測結果信度分析α係數皆>.70，顯示雖有效樣本減少，測驗仍維持

穩定且良好的品質。 

四、 國小三、四年級學生使用者對數感評量系統操作的感受及數感學習感受大多數呈現正面

的觀感。 

參考文獻（限於篇幅在此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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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感受問卷 

 

親愛的小朋友： 

你們好，這份問卷只是想知道你對使用電腦數學遊戲來做測驗的想法，因

為每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所以沒有標準答案，只要將你心裡面真正的想法表

達出來，勾選與你的想法最接近的答案即可。 

每一題的題目都有五個不同的選項(依次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

同意、非常不同意)，請你根據題目的內容在□中，用「ˇ」符號選擇一個最符

合你想法的答案，謝謝你！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指導教授：施淑娟博士 

                                                研 究 生：李淑娟        敬上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1. 你的年級是  □三年級    □四年級 

2. 你的性別是  □男    □女 

 

第二部分：數感評量系統操作感受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很容易就學會操作這個電腦測驗系統，不會覺得有困難。 □ □ □ □ □ 

2. 從電腦螢幕上看，數學題目的呈現清楚明白。 □ □ □ □ □ 

3. 從電腦螢幕上看，畫面背景和數學題目的顏色搭配適當，沒

有其他干擾顏色。 
□ □ □ □ □ 

4. 我對「選擇題測驗」上出現的測驗說明，都能了解它的意思。 □ □ □ □ □ 

5. 和數學考卷比起來，我認為「選擇題測驗」更容易作答。 □ □ □ □ □ 

6. 在電腦上做「選擇題測驗」時，我是沒有壓力的。 □ □ □ □ □ 

7. 我對「射蘋果」遊戲上出現的測驗說明，都能了解它的意思。 □ □ □ □ □ 

8. 我覺得操作「射蘋果」遊戲，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 □ □ □ □ 

9. 我覺得「射蘋果」遊戲是有趣的。 □ □ □ □ □ 

10. 「射蘋果」遊戲會讓我再想玩一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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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對「打地鼠」遊戲上出現的測驗說明，都能了解它的意思。 □ □ □ □ □ 

12. 我覺得操作「打地鼠」遊戲，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 □ □ □ □ 

13. 我覺得「打地鼠」遊戲是有趣的。 □ □ □ □ □ 

14. 「打地鼠」遊戲會讓我再想玩一次。 □ □ □ □ □ 

15. 我對「壞鍵計算機」遊戲上出現的測驗說明，都能了解它的

意思。 
□ □ □ □ □ 

16. 我覺得操作「壞鍵計算機」遊戲，對我來說是容易的。 □ □ □ □ □ 

17. 「壞鍵計算機」遊戲會讓我再想玩一次。 □ □ □ □ □ 

18. 我覺得遊戲畫面中的「算式記錄欄」可以幫助我答對題目。 □ □ □ □ □ 

19. 我喜歡這種用電腦來玩數學遊戲的方式。 □ □ □ □ □ 

20. 在電腦上做「數學遊戲」時，我是沒有壓力的。 □ □ □ □ □ 

21. 我覺得測驗結束後的「診斷報告」看起來美觀。 □ □ □ □ □ 

22. 我覺得測驗結束後的「診斷報告」能清楚表達測驗的結果。 □ □ □ □ □ 

 

第三部分：數感學習感受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沒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覺得「選擇題測驗」讓我的數學進步。 □ □ □ □ □ 

2. 我覺得「射蘋果」遊戲讓我的數學進步。 □ □ □ □ □ 

3. 我覺得「打地鼠」遊戲讓我的數學進步。 □ □ □ □ □ 

4. 我覺得「壞鍵計算機」遊戲讓我的數學進步。 □ □ □ □ □ 

5. 我覺得用玩電腦遊戲來學數學，讓我比較容易理解數學內

容。 
□ □ □ □ □ 

6. 我覺得遊戲中的數學題目會讓我對學數學有興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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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記 欄 
 
 
 
 
 
 
 
 
 
 
 
 
 
 
 
 
 
 
 
 
 
 
 
 
 
 
 
 
 
 
  
 
 
 
 
 
 
 
 
 
 
 
 
 
 
 
 
 
 
 
 
 
 
 
 
 
 
 
 
 
 

-------------------------------- 
國科會科教處數學教育學門 學門資訊網 

http://w3.math.sinica.edu.tw/nsc_mathedu/index.php 

http://w3.math.sinica.edu.tw/nsc_mathedu/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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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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編號:NSC 101-2511-S-003-052-(培育數學與科學教育新進研究人員計畫) 

主持人: 張飛黃 副教授 

執行單位: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理學科 

執行期間: 101年 11月~102年 10月 

第 1 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政府自民國 44年起，即開始發展僑教政策，而近幾年，台灣在對海外僑生招生政策更是採取較

友善、寬鬆的面向，例如:放寬僑生畢業在台工作的薪資限制(從每月 47000 元調整至 38000 元)。一方

面是希望多鼓勵海外僑生回台就讀，另一方面也希望緩解台灣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我國目前在台僑

生其僑居地主要分佈於馬來西亞、香港、澳門、印尼、緬甸等地，而以我自己在台師大數理學科需要

支援擔任僑生先修部的導師以及教授相關數學課程的經驗看來，絕大部分僑生初到台灣第一時間所面

對的就是獨身離家以及在文化、生活習慣上的適應問題，再來就是面對課程無法接軌的挑戰，其中數

學課程更是大多數學生所需面對的問題。 

而在大學裡，無論理、工、商、管、醫、農中的哪一個學院，微積分課程都為其大一新生們在大一階

段所必需修習的課程;而由眾多學系其設立必修微積分的現象來看，微積分的訓練對於許多領域實屬

必要，也皆屬受用。事實上，多數大一必修微積分之學系，在大一上學期，也會有需修習其他需要微

積分技巧的科目，如：普物、普化、經濟學…等。對於這些學院大一新生來說，能夠順利銜接上微積

分的課程，能夠好好修習微積分的課程，將對其整個大學生涯有極大的助益。 

我在僑生先修部教授微積分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即是班上學生程度落差甚大，即使已經有 office 

hour、夜間輔導課等補救教學措施，仍然無法解決有一部分學生在數學基礎上的落差，並且以我國目

前僑生分發制度來看，七成以上的來台僑生是直接進入各大專院校而沒有像進入僑生先修部一樣約有

一年的適應期，因此可能造成許多理工學院的僑生在學習微積分課程上有著極大的挑戰。 

綜合以上所述，我希望能了解不同僑居地在當地所學國、高中的數學與我國目前大專院校所開設之微

積分課程，是不是都能夠順利銜接?  

適逢國科會「101 年度培育數學與科學教育新進研究人員計畫徵求書」的訊息，才萌生寫下本研

究計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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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 

1. 了解來台僑生，其僑居地在國、高中階段的數學課程中涉及微積分課程(大一上)銜接相關之內容。 

2. 了解來台僑生，其基礎數學程度。 

3. 了解來自不同僑居地的僑生，在微積分課程學習上所需要的輔導課程。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對象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學生(二、三類組)。 

本研究結果僅能表示研究對象的基礎數學程度之參考，不能作為其僑居地學生的基礎數學程度依據。 

 

第 2 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來台僑生其基礎數學的程度是否可以順利銜接大一上學期理工學院的微積

分課程，以台灣國、高中數學課程為基礎來設計試題用以分析研究學生的數學基礎程度;而透過測驗

結果，來輔導學生學習，適應台灣的教學環境，將來分發後能順利面對大一上學期的課程。 

 

2.1 高中數學 99課綱微積分課程內容網要 

第一、極限與函數 

1.數列及其極限    1.1 兩數列的比較 

1.2 數列的極限及極限的性質 

1.3 無窮等比級數、循環小數 

1.4 夾擠定理 

2.函數的概念      2.1 函數的定義、圖形、四則運算與合成函數 

 

3.函數的極限      3.1 函數的極限 

3.2 連續函數、介值定理 

第二、多項式函數的微積分 

1.微分            1.1 導數與切線 

1.2 微分的加、減、乘運算 

 

2.函數性質的判定  2.1 遞增、遞減、凹凸性、函數極值的一階與二階檢定法 

2.2 三次多項式的繪圖 

 

3.積分的意義      3.1 定積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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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微積分基本定理 

3.3 多項式函數的定積分與不定 

 

4.積分的應用      4.1 以求圓面積、球體體積、角錐體體積、解自由落體運動方程式為主 

 

2.2 國立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數學科課程網要(僅二、三類組) 

(上冊) 

第一章 集合與實數 

      1-1 集合 

      1-2 集合的運算 

      1-4 實數的集合 

第二章 函數 

      2-1 函數 

      2-2 函數的基本運算 

      2-3 多項式函數 

      2-4 反函數 

第四章 三角函數 

      4-1 銳角三角函數 

      4-2 廣義三角函數 

      4-3 三角函數的公式 

      4-5 反三角函數 

(下冊) 

第一章 函數之極限與連續 

1-2 極限的記法及其粗淺意義 

1-3 極限的定義 

1-4 單邊極限 

1-5 基本定理 

1-6 無限極限 

1-7 函數的連續性 

第二章 導數與導函數 

第三章 超越函數的微分 

第四章 微分的應用 

第五章 積分 

第六章 積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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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相關文獻 

高晟鈞 (民 98) 大一上學期各系必修課程與高中數學教育微積分課程的探討 

黃冠仁 (民 95) 台灣地區大學生微積分學習態度的研究 

盧萩元 (民 82) 微積分學習的困難與情況分析 

楊家勝 (民 100)大一微積分學習策略與微積分學習成效之研究 

方璞政 (民 98) 高中三角函數解題能力試題的研究 

李源順 (民 94) 同分母真分數加減運算的教學建議。台灣數學教師期刊第三期 

劉嘉琪 (民 97) 高中三年級學生對函數與方程式概念之研究---以高雄市某高中為例 

張海潮 (民 97/10)「高中生為什麼要學微積分？」，高中數學學科中心電子報，第 31 期 

張琇涵 (民 95)「台灣與新加坡三角函數課程之教科書比較」 

葉重新 (民 93) 教育研究法-第二版 

王文科、王智弘 (民 95) 教育研究法-增訂十版 

黃光雄、簡茂發 (民 85) 教育研究法 

陳柏熹，測驗的概念與編製程序 

王文中，呂金燮，吳毓營，張郁雯，張淑慧(1999)。教育測驗與評量。台北，五南出版社。 

周文欽，歐滄和，許擇基，盧欽銘，金樹人，范德鑫(1995)。心理與教育測驗。 

陳柏熹，王文中(民 88)。生活品質量表的發展。測驗年刊。46(1)，57-74。 

范淑儀，測驗的基本概念（一）︰測驗編制的流程

http://www.bctest.ntnu.edu.tw/flying/flying1-10/betweenus2-3.htm 

宋曜廷、許福元、曾芬蘭、蔣莉蘋、孫維民，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的回顧與展望 

楊智為、趙琬津、許天維，KSAT 與數位個別指導的應用-以「三角形」單元為例 

涂金堂，認知診斷評量的探究。「南師學報」第 37 卷第二期教育類（民國 92 年）：67 ∼ 97 

 

第 3 章 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 

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本研究採用測驗調查研究法，探討來台僑生於台

灣大專院校大學一年級上學期所開設必修課程微積分預備知識是否充足，也就是其基礎數學程度為何?

同時也整理各僑居地國、高中數學課程與其台灣微積分課程銜接的關聯性。以下就「研究架構與流程」、

「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分成三節。 

3.1 研究架構與流程 

本節依照本研究計劃分為三個不同階段，並且都以研究架構表呈現。 

第一階段(101年 11月~102年 2月)--主要工作有二: 

1. 了解各僑居地國、高中數學課程教材並比較其與台灣教材之差異，分析其內容是否能銜接台灣大

學微積分課程(理、工學院) 

2. 設計初步測驗卷，於 102年 3月初使用於春季班進行數學科基礎能力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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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102年 3月~102年 8月)--主要工作有三: 

1. 針對初測內容來調整測驗卷的問題。 

2. 對測驗結果，編製教學輔導教材。 

3. 分析結果，並用來建議僑生先修部數學課程的修訂。 

 

第三階段(102年 8月~102年 10月)--主要工作有三: 

1. 對 102學年度秋季班二、三類組入學新生進行全面數學基礎能力測驗。 

2. 將測驗結果告知各班數學教師，輔助教學工作的進行。 

3. 撰寫國科會報告。 

 

  

3.2 研究對象 

101學年度僑先部馬來西亞、港澳春季班二、三類組學生(共三班約 105人) 

102學年度秋季班僑先部二、三類組學生(共 12班約 430人) 

第四章 研究成果： 

1. 102年秋季班 數學科基礎能力測驗  

於102年10月9日上午8:00~8:40對僑先部二、三類組全體同學舉行測驗 

數學科測驗卷共12題各班結果如下表: 

 

三類組 班級 平均 排名 頂標(前 12%) 前標(前 25%) 均標(前 50%) 後標(後 25%) 底標(後 12%) 

全體 ***全體 3.4 0 9.29 7.99 6.01 0.13 0 

 001 4.1 1 9.8 8.67 6.94 0.22 0 

 002 2.8 8 8.8 7.5 5.11 0 0 

 003 3.2 5 9 8.22 5.83 0 0 

 004 3.6 4 8.6 7.67 5.89 0.44 0 

 005 3.8 2 9.4 8.22 6.56 0.22 0 

 006 3.1 6 9 7.11 5.29 0.11 0 

 007 3.1 7 8.8 7 5.37 0.1 0 

 

008 3.7 3 8.8 8 6.28 0.11 0 

 

二類組 班級 平均 排名 頂標(前 12%) 前標(前 25%) 均標(前 50%) 後標(後 25%) 底標(後 12%) 

全體 ***全體 3.8 0 10.22 8.69 6.56 0.17 0 

 001 3.4 4 9.2 8 5.94 0 0 

 002 3.8 3 9.8 8.33 6.61 0.22 0 

 003 3.9 2 10.4 9.11 6.78 0.22 0 

 004 4 1 10.6 9.22 6.94 0.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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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學科學力測驗卷題目解析如下所列: 

(1) 是否了解一元二次方程式中根與係數的關係? 

    如: 若實數 α,β為 3x²+5x-3=0 的兩根，則 3α+3β=<4.><5.> . 

(2) 能否求拋物線的頂點(配方法)? 

(3) 能否解絕對值的不等式? 

    如: 若|x+2|>2, 則其解的範圍為? 

(4) 能否解不等式? 

    如: 若-x²+5x-6>0, 則其解的範圍為? 

(5) 解聯立方程式(雙變數)? 

(6) 解聯立方程式(三變數)? 

(7) 等差數列的性質 

(8) 多項式函數中的餘式定理 

(9) 三角函數的餘弦定理 

(10) 基本反函數的概念 

(11) 簡單極限 

(12) 簡單極限 

 

 

3. 考題設計 

 

3-1 採選擇填充題，幾乎沒有猜對的可能性 

3-2 幾乎沒有中文的述敘，減少對中文解釋的影響 

3-3 沒有困難的計算，只是想檢測概念，而不是計算能力 

3-4 幾乎都是國、高中基礎的數學(有些同學可能完全沒碰觸過極限) 

 

4. 夜間輔導課的教材設計 

針對自願參加夜間輔導(約從開學後第5週開始至16週結束)的同學，特別對三角函數、指對數函數、解

方程式、解不等式等基礎數學能力來作加強，每週二個小時其中一個小時複習目前僑先部上課的課程，

另一個小時就用來加強過去不足的部分。  例如:三角函數的補充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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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關建議與後續 

  數理學科自101學年度起，才開始進行基礎能力的測驗，始因於近幾年來反應在數理科目上無法跟

上教學進度的同學們越來越多，對物理或是化學而言可能真的有一些地方的同學完全沒有接觸過相關

的課程，然而不論僑居地何處?過去為文組、理組?都會碰觸到的基礎數學，如:解一元二次方程式等;

完全不會或不甚了解的同學比例也是隨年度增加而增加，每一屆的新生入學，透過數學科基礎能力的

檢測，有助於任課老師對自己班上同學平均程度的理解，也有助於數學科在教學進度上的安排以及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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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教材的設計，我們數學科將持續對未來每一屆的同學進行數學基礎能力的測驗，數年後也許就不同

學年學生的數學能力上昇或下降能有所本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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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教材(GeoGebra)學生學習微積分成效之影響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微積分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重要的基礎，在各個領域如在力學、生物

學、工程學、經濟學等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中都有廣泛的應用。由於

數學教育是眾多科學教育的基礎，因此讓許多教師、專家對於如何提升學習者的

數學能力與學習興趣無不竭盡心力。但微積分的概念對初學者而言是抽象的，在

無法全然瞭解理論的情況下只好背誦數學公式。因此對很多同學來說，微積分是

一門不容易掌握、給予人強烈挫折感的學科。由於微積分這門學科通常使用傳統

的教學方式，教師常常只是單調的講解，所以難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成就。如果教

師能運用動態數學軟體製作合適的教材，讓初學者能透過動畫的方式了解一些定

義及定理的幾何意義，應能對於學生有所幫助。 

    台灣的教育環境特殊，使用電腦教學輔助設備在科技大學的微積分教學上，

更顯得有其必要性。現在將原因析論於下: 

    「高職數學課程綱要」目前分為 A、B、C、S 四類。 我們將「高中數學課

程綱要」(取材自教育部公開資訊)與「高職數學課程綱要」比較(關於 A、B、C、

S 四類高職數學課程綱要，請參考教育部技職司 http://www.edu.tw/tve/ 網站資

訊。)。很明顯地， 「高職數學課程內容」比較「高中數學課程內容」少得多，

而且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高中數學課程內容」在「高職數學課程內容」中完

全沒有觸及。其中尤其以「數學基礎觀念」、「基礎函數的特質」、「空間幾何的觀

念與知識」最為缺乏。 

    由於科技大學的學生主要來自於高職，因此他們過去在高職所學數學的不足

就使得他們在大一微積分的學習上面臨更多的困難。「數學基礎觀念」的薄弱使

得他們在微積分基本觀念與計算上常常會出現很初級的錯誤。由於對「基礎函數

的特質」瞭解不深，他們常常無法正確想像基礎函數的圖形，並且進行合理的解

題。「空間幾何的觀念與知識」的缺乏常常使得他們在處理多變數函數的時候，

不知所措。 

因此，使用電腦繪圖軟體(例如 GeoGebra)來協助科技大學的學生學習微積分

就有其必要性。電腦繪圖軟體可以提供他們視覺上的幫助，強化他們在「基礎函

數的特質」與「空間幾何的觀念與知識」這兩方面的認知。 

1.2、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在微積分課程中利用動態教學軟體製作微積分教材是否能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二、文獻探討 

2.1.電腦輔助教學 

十幾年來探討電腦在數學教育的應用，是數學教育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Galindo, 

E.(1995)探索大學生處理數學訊息的喜愛模式，他提出：合適的使用科技，搭配

具多重表徵能力的軟體，有助益於不同認知型態的學生理解數學中抽象的概念。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5%AD%A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4%BE%E4%BC%9A%E7%A7%91%E5%AD%A6
http://www.edu.tw/tve/
http://163.23.207.13/cgi-bin/ovid411/ovidweb.cgi?S=AIPPPPOPNGLJIM00D&Search+Link=%22Galindo%2c+Enrique%22.au.
http://163.23.207.13/cgi-bin/ovid411/ovidweb.cgi?S=AIPPPPOPNGLJIM00D&Search+Link=%22Galindo%2c+Enrique%22.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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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zio(1995)檢驗並比較三種不同微積分教學取向的效果。其研究對象分三組，

第一組為傳統課程教學；第二組類似傳統課程教學，但在教學和作業強調藉繪圖

器繪圖；第三組則以 Calculus ＆ Mathematica 教材進行教學。他在這份研究指

出，利用 Calculus ＆ Mathematica 學習的學生比其他組較能使用並識別不同表

徵，也較能在不同表徵間作連結，並且強調適當地使用科技作教學，可增強概念

學習，並可增進多重表徵之間的連結。林炎成(2003)提到利用動態教材能讓初學

者加深學習微積分觀念的第一印象，也可幫助出學者理解課程中較抽象的概念。

林晶璟(2000)提到電腦教學輔助軟體助益學習成就較低落的同學學習微積分。 

2.2.動態平面幾何軟體 

 林倉億(2011)簡介 GSP、Cabri 3D、GeoGebra 及 AMA 等 4 種在中學數學課堂中

常見的繪圖軟體。其中 GSP、Cabri 3D 為商業軟體，因此若學生想要學習，需要

購買正版軟體(個人版，NT 6000)這也讓學習者而言就成了一種負擔。而 GeoGebra

這套軟體是由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黃福坤教授於 2006 年引進把這套軟體引進台

灣，從 2009 年開始，由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左台益教授的網路小組開始大力研

究，並將推廣至中學。GeoGebra 是一個免費的套裝軟體，可以方便地提供幾何、

代數繪圖功能。由於 GeoGebra 是自由軟體，這讓使用者不會有經濟上的負擔。

這套繪圖套裝軟體可以提供動態視覺功能，指令簡易明白，容易操作。因此風靡

全球，受到數學教育界教師學者廣泛地使用於實際教學中。在歐美地區 GeoGebra

已經普遍地使用於中學數學教學，[04]、[17] 、[18] 、[20]，甚至於是準中學教

師培訓的課程之一，[06]、 [08] 、[09] 、[12]、[15]。在大學的數學教學中，已

經有部分研究成果刊載於正式期刊：使用於微分方程教學[02]，使用於微積分在

線學習[07]，採用 CAS 與 GeoGebra 於數學教育教學實踐中[10]、[11]，使用於高

職數學教學[05]，使用於商業技術學院的數學教學[03]。 在使用 GeoGebra 於高

職數學教學中，研究顯示: 高職學生與準教師均認為「視覺思維是解決數學問題

的關鍵」。 

 

三、 教材設計 

基於上述動機以及研究目的，本章將舉例介紹整個實驗的教材內容設計。 

3.1. 教材內容設計 

3.1.1. 傳統講述法 

本研究控制組所設計的教學模式是介紹每個新的觀念時，先重複先前所教的所有

重點，並適時地提出適當的問題，以判斷學生的興趣和瞭解程度。接下來讓學生

觀察教師設計一至二個能表現目標概念的例子，並請學生仔細觀察例子間的共通

性，讓學生能夠用文字綜合描述、歸納或解釋例子的特徵、關係與規律，最後再

由老師統整概念，步驟如下（如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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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傳統講述法步驟) 

3.1.2. GeoGebra實驗教學法 

本研究實驗組所設計的教學模式是介紹每個新的觀念時，先重複先前所教的所有

重點，適時地提出適當的問題，以判斷學生的興趣和瞭解程度。接下來讓學生觀

察教師利用GeoGebra製作能表現目標概念的例子，並請學生仔細觀察例子間的

共通性；讓學生能夠用文字綜合描述、歸納或解釋例子的特徵、關係與規律，最

後再由老師統整概念，步驟如下(如圖3.2）。 

                  (圖3.2 GeoGebra實驗教學法步驟) 

3.1.3.傳統講述法範例： 

導數： 

請同學觀察
例子 

陳述概念 
老師統整觀

念 

請同學觀察用
GeoGebra製作的

教材 
陳述概念 老師統整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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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3導數) 

1、複習過兩定點A(     )、 B(     )的直線斜率  
     

     
。 

2、請同學觀察   ⃡    、   ⃡   、    ⃡     、   ⃡   的斜率與過A點的切線的斜率的關係(圖3.4)。 

3、引導同學給出  ( )的基本定義。 

4、最後由老師統整導數的定義、以及  ( )的幾何意義。 

3.1.4. GeoGebra實驗教學範例： 

1、首先複習過兩定點A(     )、 B(     )的直線斜率  
     

     
。 

2、利用移動數值滑桿，讓同學觀察這些直線彼此之間的關係。 

3、引導同學給出  ( )的基本定義。 

4、最後由老師統整導數的定義、以及  ( )的幾何意義。 

 
                    (圖3.4導數ggb) 

 

四、研究方法 

本計劃預計製作適合科技大學學生的動態教材，並以行動研究的方式來進行初探，

探討在現有的教學環境中實施此項教學策略會遭遇到什麼困境，並提出可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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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略，使得未來能順利執行此改善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微積分解題能力。  

詳細的研究流程如下圖4-1。 

 

 

 

(圖4.1) 

為瞭解GeoGebra實驗教學與傳統講述法的學習方式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的影響，

故以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的前測、後測與延遲後測表現做分析。在分析方面，本

研究兼採量和質的研究方法。在量的分析方面，同時對實驗組學生進行前、後測

驗及延後測驗並運用統計方法研究資料；在質的研究方面於整體教學實驗結束後，

實驗組同學機抽取25名同學進行個別訪談，期望能以量化和質性研究並進的方式

使研究臻於完善。 

4.1.1. 研究對象：以研究者於101學年度屏東科技大學所教授5個班級的修課學生 

(車輛系2班、環工系2班及水保系1班)為實驗組，共279人以及100學年度屏東科

技大學所教授5個班級的修課學生 (車輛系2班、環工系2班及水保系1班) 為控制

組，共266人。 

4.1.2. 實驗期程： 16週  

4.1.3.研究工具：本研究工具包括微積分前測、後測、訪談內容、教學省思札記

以及統計上的EXCEL軟體。  

4.1.3.1.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與評量方式如下： 

紙本前測、後測：我們在實驗以前先讓學生做以100年前測題目對學生進行一

準備階段 編寫適合科大教材 

實施行動研究 
實施為期16週的實驗教

學 

行動監測 

(蒐集回饋資料) 

資料分析 

研究工具為統計上的EXCEL 軟體 

統計上的方法：T-test 

、F-test、卡方檢定 

成果報告 預計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
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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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前測，接著在16週實驗期程中針對實驗班級同學進行5次測驗。在這5次測驗中，

我們請學生對“100年的考試題目”與“101年新出的題目”都進行作答。 

訪談：在所有學習單元結束後，我們對各班抽取5位學生與老師進行訪談。

學生的選擇是依照期中考數學成績進行，選擇前、中、後段各一位學生。因為本

研究希望多了解數學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所以增加1位期中考數學成績中後段

的學生做訪談。而且我們針對平時在作題上有特殊狀況的學生做更深入的訪談以

瞭解其背後的原因。 

統計上的方法：t-檢定、F-檢定 (parametric methods) 

                  (卡方)-檢定 (non-parametric method 李春得教授建議)。 

五、研究結果 

 5.1.學習成就前後測之探討 

5.1.1.1 

使用t檢定比較實驗組學生與對照學生前測成績，我們發現兩組學生程度並沒有

顯著的不同。(對照組平均數與對照組平均數分別為55.68分與58.55分，t值：-1.523，

單尾臨界值：-1.648。) 

5.1.1.2 

分別使用t檢定、F檢定與  (卡方)分配進行資料分析，我們發現在第一次小考、

期中考與下學期期末考這三次考試中，實驗組同學成績學習成效明顯高於對照組

同學；但是在第二次小考與期末考這兩次成績中，兩組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沒有明

顯高於對照組同學。以下我們列出使用t檢定分析所得的資料： 

第一次小考對照組平均數與時驗組平均數分別為50.01與54.08分，t值：-2.208，

單尾臨界值：-1.648。 

期中考對照組平均數與實驗組平均數分別為50.12與56.98分，t值：-2.865，單尾

臨界值：-1.648。 

下學期期末考對照組平均數與實驗組平均數分別為55.12分與50.39分，t值：-1.975，

單尾臨界值：-1.648。 

第二次小考對照組平均數與實驗組平均數分別為46.97分與47.28分，t值：0.131，

單尾臨界值：1.648。 

第一次小考對照組平均數與實驗組平均數分別為53.83分與50.01分，t值：0.012，

單尾臨界值：1.648。 

 

5.2研究質性探討 

     在進行完實驗之後，我們對實驗組隨機抽取學習成就前段5人、學習成就中

段10人、學習成就後段10人分別進行訪談。大多數同學認為利用動態教材教學讓

他們能夠瞭解極限的意義、空間座標、柱座標與球座標的意思。但後段同學所遇

到的問題是計算問題還是不會算，因而在積分的學習上有很大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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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微積分課堂上如何運用教學策略，以幫助學生的概念理解。課堂上老師聚焦

在「教學法」的靈活運用，結合提問教學與開放式教學之精神，一方面考量學生先備知識之差異，

鼓勵學生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協助其澄清迷思概念，讓學生能夠有意義的學習。另一方面也常

提問一些開放性的問題促進學生思考及增進師生互動，使教室氣氛活潑起來，以提升學習動機，

落實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研究者採準實驗研究法，樣本選自大學部一年級兩班新生，每班約四十多人，並兼採量化與

質性分析方法。在提問教學策略方面，研究者參考 Mason(2000) 提出的三種提問類型(探索式、聚

焦式、及檢驗式)與 Resnick(1995) 主張的四種提問技巧(複述、回應、追問、及挑戰) 伺機靈活運用。

在開放式教學策略方面，也參酌 Becker & Shimada(1997)提出的教學實施步驟來進行，以便瞭解學

生的解題表現及課後的深度反思成效。 

研究一年期間實驗組學生的所有成就測驗及課堂觀察均列入收集與分析的重要資料，其中包 

括剛入學時的學測及最後的大會考成績。另外，期末也收集有關學習動機及策略的問卷調查及抽樣 

面談等質性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實驗組學生學習動機明顯較強，教室氣氛比較活潑，許多微積分 

重要概念，因為老師課堂上提問及同學彼此討論變得比較清楚，而且，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在計算 

作圖與証明題部分表現比較優異。 

關鍵詞: 提問教學，開放式教學，學習動機及策略。 

2.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tential of integrating the question-based teaching and the open-ended 

approach in the calculus classroom to enhance student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In this study, great 

interest is primarily centered on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in the calculus classroom. First,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based on their pre-knowledge, to express their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class. Thus, 

through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his may help overcome their misconceptions because of cognitive 

contradictions. Secondly, teacher often asks open-ended problems to stimulate students’ thinking and elicit 

a deeper discussion. We do hope that prompting students to give more detailed explanations and discuss 

their reasoning may help to fill in the gaps for a student who may have been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the 

ideas being represented.  

This is a quasi-experimental study. Samples are selected from two classes of freshmen, and each class 

has about forty students.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a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o be specific, two 

strategies a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1) Questioning teaching, based on the reports of Mason(2000) and 

Resnick (1995),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models (focusing, inquiring and testing) and four kinds of 

questioning techniques(repetition, re-voicing, close questioning, and challenging). In addition, (2) 

Open-ended approach including those steps of lesson plans, developed by Becker and Shimada(1997), 

might be critical for students’ learning in the calculus classroom. 

Several types of data a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including students’ entrance scores, final achievement 

test,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selected students interviews data. Results indicates 

that students in experiment class have higher motivation, a nicer class atmosphere, clearer concep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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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better performance in high levels’ problems.    

Key words and phrases: Questioning teaching, Open-ended approach,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trategy. 

3. 前言 

國內外最近十多年來，中小學的數學教育改革浪潮，大家都有目共睹，無論在課程、教學與評量

各方面，都有很大幅度的改變，尤其自從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在 1989 年公佈「學校數學的課程與評量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及在 2000年公佈「學校數學的原則與標準」(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

以後，世界各國中小學數學教育改革的新趨勢是特別強調學生學習應該注重理解數學概念的層次，而

不是傳統上的背誦或灌輸程序性知識；教師的角色主要是扮演問題/情境的設計者，或者課堂上討論與

溝通的引導者。換言之，學生應該弄清楚自己學什麼？學生也應該是學習的主體；中小學的數學課程

如此，大學的微積分課程亦然，這就是本研究最重要的核心理念。 

4. 研究目的 

目前國內高中生考上大學的錄取率很高，一些學生入學進來理工學院其實可能高中數學基礎並不

紮實穩固，導致課堂上學習微積分常信心不足，或學習態度低落，類似問題普遍存在，尋求解決之道

可說刻不容緩。因此，改變教學策略或許是任課老師可以思考的面向之一。如果老師能夠透過「提問

教學」和「開放式的問題與教學」，使學生與同儕、老師互動討論，讓學生有意義的學習，提升其學習

動機，並積極參與課室活動，促進多元思考及提升概念理解，則學習的效果可能就截然不同。所以主

持人希望適度改變課室中傳統的教與學文化，透過教學策略-學生需從頭到尾參與教學活動，提供學生

隨時釐清迷思概念與深度理解的機會。 

5.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將「提問教學」和「開放式的問題與教學」融入大學微積分課室中，以探討「提問教

學」和「開放式的問題與教學」對大一學生學習微積分之影響。因此，根據許多文獻中提及「提問教學」

和「開放式的問題與教學」如下: 

所謂「提問教學」指的就是教師和學生透過問題，促進學習的教學，也是師生及同儕有效互動、

擴展學生思考的主要核心(Artzt，2002)。通常教師提出問題都有其目的，如探察學生對所學事物的了解

程度或者了解學生的先備經驗。就心理學觀點而言，凡是能夠引發學生產生心智活動，並做回答反應

的語言刺激，幫助學生形成概念達成教學目標者，都可以稱之為提問。 

根據文獻報告得知(Wragg & Brown, 2001; 陳淑娟、劉祥通，2001 ; 劉曼麗，2003)，提問教學可以

瞭解學生的先備知識、想法、及可能的迷思概念，學生藉由問題的引導，瞭解自己知識欠缺之處，透

過監控機制，反思修正或改變原先想法，以達到認知調整。研究者也認為:學習者理應參與教學過程，

老師提問刺激，學生思考解答，這樣才有收穫。 

此外，「開放式問題與教學」，是指利用開放式問題來進行教學活動，有別於所謂的建構式教學法。

本計畫中，老師不是自始至終要學生自己探索知識，而是老師先介紹一些基本定義及定理之後，再給

問題解決。根據 Hashimoto 與 Becker(1999)的定義，開放式問題可分為「命題開放」、「過程開放」及「結

果開放」三種類型，本研究聚焦在「過程開放」及「結果開放」之問題，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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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解
答

           

圖一:過程開放題型之概念圖       圖二:結果開放題型之概念圖 

 

根據 Dyer&Moynihan(2000)文獻指出，開放式教學可以培養學生多樣的問題解決方法，而不是要

求學生都做相同的回應，強調學生可以運用自己的知識、方法來找問題的答案，也可培養其透過多種

途徑來解題，重視思考多元而不受限，即使低成就的學生也可使用對自己有意義的方法回應問題。換

言之，學生有較多的機會去檢視自己的認知與技能，並在參與「做數學」的過程中，或表達想法；或

與同儕交流互動；或經歷討論/辯證的歷程使不同程度的學生都有收穫，同時，老師也有機會更貼近學

生的想法，來改善教學及擴大老師對學生的評量實踐。 

Boaler(1998)歷經三年的研究，結果發現：開放式教學有助於學生的概念性瞭解；學生也比較容易

把所學的知識轉化到其他的情境及評量中，這些學生比較有能力選擇適當的途徑及運用各種方法來適

應新狀況並解決問題。 

 另外，Becker&Shimada(1999)在他們編寫的書中(NCTM 出版，共七章)提到開放式教學法的教學實

施步驟(Lesson Plans)包括:(a)老師介紹問題(b)學生瞭解問題(c)學生做問題(個別或小組)(d)討論與分享

(此時暫不評論學生使用方法之好壞)(e)老師做總結(f)學生寫課後心得反思(g)老師發課後學習單包括延

伸題。接著我們回顧有關開放式教學法的相關文獻，在曾曉馨。(2010)。實踐開放式教學之研究─以因

倍數題型為例，此論文主要以開放式教學法應用在因倍數題型中，並探討與觀察學生的解題表現，發

現中低成就學生解題較無具體策略，高成就學生比較能進行策略性解題。劉祥通、周立勳、黃國勳。

(2008)。從鄔瑞香老師的數學教學前瞻開放式教學在本土實踐的可能性。科學教育月刊，第 315 期，

19-28。此篇論文主要的教學步驟包括佈題(提問)、解題(討論)、反思(日誌)及延伸(擬類似題)，所以可

說是具有開放式教學法的精神。 

文獻上，許多學者(Nakagomi, 2000; Kabiri& Smith, 2003; Leatham, Lawrence& Mewborn, 2005)提出

一些重要觀點:如何知道開放式問題的適當性?基本考慮重點包括:(I)數學內容及層次是否適合學生的水

準?(II)數學內容上是否豐富且有價值?有無包含重要的數學?(III)在資訊上提供上是否適當?注意資訊太

多可能使問題封閉，資訊太少可能使問題不清。(IV)問題能否導出更高層次的數學發展及更多批判性的

思考? 

因此，根據這些前人的文獻回顧可知國外許多文獻顯示開放式問題與教學對提升學生理解高層次

重要數學概念具有實質幫助，主要能藉助於同儕的相互溝通、討論、刺激、批判等過程，往往可以協

助澄清迷思概念，促進深層理解(Hashimoto&Becker, 1999)及提升學習興趣，幫助學生能夠達到 NCTM

所揭示的數學理解，引出推理，問題解決及有效溝通的境界(Leatham, Lawrence&Mewbor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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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方法 

提
問
教
學

學生
自願者

學生
被抽選者

回
答
或
解
題

講解正確

學生迷思

老
師
總
結

老師檢討

老師回饋

 

圖三:提問教學流程圖 

首先，老師在課堂上適當時機，針對重要概念提問，要學生思考，並詢問是否有學生自願分享，

如果都沒有的情況下，老師自行點名請同學回答或者在黑板上做解題，緊接著請學生解釋自己的解題

過程，在此老師也能針對迷思部分做澄清或給予回饋，最後，老師總結此概念之內涵。 

選定問題
(主題)

預測學習
者迷思

檢視開放
式的問題
特徵

開
放
式
問
題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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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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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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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引導討論

同儕表現

解題表現

 

圖四:開放式教學流程圖 

 以分組方式每週進行一節開放式問題討論，老師發給學習單討論，討論的時間約為 30 分鐘，當中，

老師與助教在各小組中來回引導學生討論。之後，老師請每組推派一位同學上台做分享，台下各組亦

可以給予回饋或發問，最後，老師再做總結。 

7.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提問教學與小組討論對數學成就之影響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提問教學與小組討論對大學微積分課程是否具有提升的幫助，因此在第二學期

時實施了分組，並且用學習單寫作方式進行小組討論，透過提問教學與小組討論的模式，研究者將第

二學期所得到的各項成績資料來做檢視與分析。 

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成績統計如下： 

 

表一 



陳榮治  促進大一學生學習微積分的有效策略研究 

 

150 

 實驗組(水利組)N=42  控制組(土木組)N=37 

統計量 

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第二學期 第二學期 第二學期 第二學期 

學測成績 11.63 級分(數學)  11.76 級分(數學) 

期中考試 62.95 17.19  66.84 18.14 

期中填充 65.45 17.45  72.16 17.49 

期中計算 *51.55 27.62  45.54 27.98 

大會考 65 15.57  66.76 14.15 

學習單 74.65 9.97   

期末考試 56.93 20.96  65.41 25.15 

期末填充 60.60 42.26  70.98 25.96 

期末計算 42.26 32.18  43.11 30.22 

學期成績 63.60 13.21  64.11 14.67 

結果分析： 

    整體上看來控制組的成績普遍是高於實驗組，其中，實驗組在期中計算成績是高於控制組的，期

末計算成績也旗鼓相當，可能歸因於實驗組有實施小組的學習單寫作，因此，有助於學生在計算作圖

題上的表現較為突出。 

 

第二學期實驗組成績資料分析: 

 以下圖五為實驗組第二學期小組討論的學習單寫作與大會考成績分析，圖六為小組討論的學習單

寫作與期中考計算題成績分析 

◎學習單(紅)v.s 大會考(黑) 

學生

分
數

403632282420161284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水利組大會考

水利組學習單

Variable

水利組大會考,水利組學習單

 

討論:此圖可看得出學習單

與大會考成績較無相關，此

外，學習單平均分數在

70~80 分的同學可能在參

與小組討論的學習單寫作

上較不積極，因此大會考平

均分數低於 70分以下與 80

分以上這兩組。 

學習單 

平均分數 

大會考 

平均分數 

70 分以下 65.38 

70~80 分 61.07 

80 分以上 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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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學習單(紅)v.s 期中考計算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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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討論：此圖學習單平均分數

在 80 分以上其計算題平均

分數是 55.71 分來得較高，

可知學生很認真參與小組

討論的學習單寫作，並當作

複習加深印象。另外，學習

單平均分數 70~80 分其計

算題平均分數是 50.36分來

得較低，可能在參與小組討

論的學習單寫作上較不積

極。 

學習單 

平均分數 

計算題 

平均分數 

70 分以下 52.31 

70~80 分 50.36 

80 分以上 55.71 
 

 

二、提問教學與小組討論對數學學習態度之影響 

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各因素的表現依照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如下表二，其中每一項目的評分均採四

分制；即非常同意得四分；同意得三分；不同意見得二分；非常不同意得一分。 

表二 

組別  動機  策略 

核心 

項目 

統計量 

內在動機與自我期望 
考試 

焦慮 

自我 

控制 

學科 

價值 

 

 
理解 

習題 

演練 

上課 

專心 

讀書 

計畫 

實驗組 
平均數 2.51 2.65 2.83 2.67  2.50 3.13 2.74 2.04 

標準差 0.82 0.97 0.79 0.88  0.86 0.70 0.76 0.82 

控制組 
平均數 2.79 2.59 3.24 3.02  2.32 3.19 2.95 2.07 

標準差 0.67 1.07 0.70 0.91  0.87 0.71 0.80 0.82 

 p-value *0.012 0.376 *0.00082 *0.025  0.111 0.259 0.053 0.398 

從表二觀察到，提問教學與小組討論對數學學習態度之影響在學習動機上實驗組與控制組有三個

部分有顯著差異，包含內在動機與自我期望、自我控制、學科價值，另外，在學習策略上較無明顯的

顯著差異，但整體而言學習動機與學習策略每一細項的平均數彼此差異並不會來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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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MSLQ 學習動機之信度與效度 (附註):每一項目的評分均採四分制；即非常同意得四分；同意得

三分；不同意見得二分；非常不同意得一分。 

 

  

實驗組 控制組 

p 值 (水利組) (土木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我喜歡讀微積分是因以前就喜歡數

學。 
2.67 0.83 2.59 0.8 *0.004  

我喜歡讀微積分是因為喜歡解題挑

戰。 
2.65 0.79 3.03 0.74 0.387  

我喜歡讀微積分是因為每節課都很

有成就感。 
2.25 0.76 2.72 0.89 0.184  

學期初，我很有信心能學好微積分這

一科。 
2.73 0.89 2.59 0.76 *0.013  

如果我不放棄，有問題就問，則我相

信微積分的成績就可以不斷進步。 
3 0.71 3.53 0.62 *0.000367  

只要我都參加上課/演習課/讀書會之

討論，我相信微積分就可以及格。 
2.5 0.9 3.06 0.84 *0.003  

只要我自己弄清楚學什麼，我就喜歡

與同學討論分享或心得寫作。 
2.79 0.71 3.13 0.71 *0.022  

如果我生活作習正常，上課注意聽，

作業有在做，成績就不會太差。 
3.02 0.79 3.34 0.55 *0.017  

我覺得微積分對以後的學科(如工程

數學、測量學、統計學)有幫助。 
3 0.85 3.31 0.82 0.052  

我覺得微積分是重要研究工具，與現

代人生活息息相關。 
2.25 0.84 2.59 1.01 0.058  

如果大一可以重來，這一科我一定全

力以赴，念得更好，因為它的重要

性。 

2.77 0.95 3.16 0.88 *0.034  

 

為了更細部地去分析學習動機，分別挑出學習動機中具有顯著差異的三個項目(內在動機與自我期

望、自我控制、學科價值)，並從三個項目下選取具有代表性的題目來做分析: 

    內容 

核心項目 

內容 可能原因 

內在動機與自

我期望 

我喜歡讀微積分是因以前就喜歡數學。(實

驗：2.67 控制：2.59) 

雖然實驗組在入學成績較低 

，但解題挑戰不是主要原因，因此每個

禮拜的小組討論，可能會影響學生每節我喜歡讀微積分是因為上課老師認真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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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2.17 控制：2.41) 課的成就感，但是最終比較有信心能學

好微積分這一科的，以實驗組表現比較

突出。 

學期初，我很有信心能學好微積分這一科。

(實驗：2.73 控制：2.59) 

自我控制 如果我不放棄，有問題就問，則我相信微積

分的成績就可以不斷進步。(實驗：3.00 控制：

3.53) 

在自我控制方面實驗組則明顯較控制

組低，可能原因是在課堂上老師會對實

驗組的學生們做提問教學部分和小組

討論，因此，有了這兩部分的幫助，使

得他們在學習上就不會特別提出問題

就問，因為有問題的部分已透過小組討

論互助學習解決了。 

只要我都參加上課/演習課/讀書會之討論，我

相信微積分就可以及格。(實驗：2.5 控制：

3.06) 

只要我自己弄清楚學什麼，我就喜歡與同學

討論分享或心得寫作。(實驗：2.79 控制：3.13) 

如果我生活作習正常，上課注意聽，作業有

在做，成績就不會太差。(實驗：3.02 控制：

3.34) 

學科價值 如果大一可以重來，這一科我一定全力以

赴，念得更好，因為它的重要性。(實驗：2.77

控制：3.16) 

在學科價值部分實驗組較控制組來得

低，可能原因是他們對於微積分這個科

目沒有想過要重來，認為把握每次考

試，儘管考差還是要堅持到學期末。 

 

表四：MSLQ 學習策略之信度與效度 (附註):每一項目的評分均採四分制；即非常同意得四分；同意得

三分；不同意見得二分；非常不同意得一分。 

  

實驗組 控制組 

p 值 (水利組) (土木組)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做題目時，我會模仿別人解題的步驟，但

不見得真正瞭解。 
2.57 0.96 2.47 0.72 0.306  

我上課時忙著抄筆記，但常常只抄而沒有

弄清楚。 
2.63 0.83 2.25 0.92 *0.033  

助教習題研討課，我很少遲到或缺席。 2.98 0.91 2.81 0.93 0.219  

我認為助教習題研討課對我幫助很大。 2.93 0.8 2.41 0.98 *0.007  

我會試著自己主動解題，不是只看解答。 3.17 0.64 3.25 0.72 0.316  

當我題目算錯，我會重新再算一次。 3.2 0.54 3.44 0.67 *0.048  

當我遇到不會算的題目，我會找人討論。 3.09 0.72 3.56 0.5 *0.0005  

當我算完習題時，我會對答案確認。 3.39 0.58 3.69 0.47 *0.008  

我上課會注意老師的提問，因為那些常是

觀念之重點。 
2.83 0.71 3.22 0.66 *0.007  

我上課通常不會心不在焉或打瞌睡。 2.74 0.91 2.5 0.84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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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課希望老師常常提問問題，或請同學

上台做問題，檢視是否弄清楚? 
2.07 0.8 2.72 0.96 *0.001  

我有擬定讀書計畫的習慣且執行良好。 2.11 0.88 2.03 0.82 0.346  

平均而言，我每天自己花一小時以上念微

積分(不算入老師上課及助教研討時間)。 
1.78 0.73 2.03 0.82 0.087  

我會先設定目標(如得幾分)來決定用功的

程度，只要及格就好。 
2.26 0.93 2.47 0.8 0.148  

 

為了更細部地去分析學習策略，分別將學習策略四個項目下的題目，挑選具有代表性的題目來做

分析: 

    內容 

核心項目 

內容 可能原因 

理解 我上課時忙著抄筆記，但常常只抄而沒有弄

清楚。(實驗：2.63 控制：2.25) 

在理解方面實驗組分數較控制組來得

高，可能與入學前的每個人基礎數學和

上課吸收程度有關。 

習題演練 我認為助教習題研討課對我幫助很大。(實

驗：2.93 控制：2.41) 

在助教研討課方面，助教會帶著同學檢

討考卷課本習題，或是有其他課堂上沒

搞懂的問題，也可以特別提出來和助教

討論，此外，實驗組也有一堂的小組討

論課，使得他們培養討論的習慣，因此

有助於學生們。 

當我題目算錯，我會重新再算一次。(實驗：

3.2 控制：3.44) 

當我遇到不會算的題目，我會找人討論。(實

驗：3.09 控制：3.56) 

當我算完習題時，我會對答案確認。(實驗：

3.39 控制：3.69) 

上課專心 我上課會注意老師的提問，因為那些常是觀

念之重點。(實驗：2.83 控制：3.22) 

實驗組平常課堂上是實施提問問題，在

動機方面，也許實驗組同學較害羞，所

以較不希望提問問題，另一方面也有可

能理解力不足，不希望被提問問題。 

我希望老師常常提問問題，或請同學上台做

問題，檢視是否弄清楚? 

(實驗：2.07 控制：2.72) 

 

三、逐字稿內容訪談討論 

研究者將學生進行訪談。我們將學生依據期中考成績排序分成高分組、中分組、與低分組，並從

中各分別選出三位、三位、兩位學生，一共是八位學生，將訪談的內容分析歸類如下： 

訪談討論◎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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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別 

 

訪談內容 

高分組 

(黃 O 豪、李 O 璟、洪

O 勝) 

中分組 

(蘇 O 嘉、李 O 廷、陳

O 霖) 

低分組 

(劉 O 宏、呂 O 霖) 

對於老師的課堂教學讓你

收穫最多的是什麼? 

老師的觀念細節與邏

輯很清楚。 

老師很會帶觀念。 老師的上課內容很詳

細。 

討論:這一學期讓學生們收穫最多的就是老師在觀念講解上不僅清楚，還

有適時的提問教學讓觀念更加深印象。 

你認為每個禮拜安排一堂

的討論課時間是否足夠，太

短?太長? 

是足夠的。 足夠的。 剛剛好！ 

討論:大部分的學生都認為一節課的討論課是足夠的，如果要再增加的

話，願意安排在下課後額外找時間。 

對你而言小組討論的教學

方式優缺點分別為何?請詳

加說明 

優點:可以和同學透過

小組討論的方式互相

釐清觀念。 

缺點:如果碰到大家都

不會的題目就變成都

在聊天。 

優點:大家可以透過討

論了解到不同的做法。 

 

缺點:程度落差太大是

沒有幫助的，而且在執

行上是比較耗時。 

優點:小組裡的成員彼

此能互補到。 

 

缺點:有些同學都不做

討論動作只顧著寫自己

部分。 

討論:優點是透過小組討論能夠幫助彼此互相學習，缺點是當程度不一致

討論起來會有些困難。 

你認為每個禮拜的助教習

題研討課，對於你的學習是

否有幫助?優點?缺點? 

有幫助，優點:觀念不清

楚的時候也可以透過

助教課了解。 

缺點:觀念上沒有辦法

像老師講的這麼清楚。 

很有幫助，優點:讓我對

老師上課的內容做加

深印象。 

缺點:安排在晚上時間

變成不是每個人都能

配合。 

幫助很大，優點:等同於

再次的複習。 

缺點:不像老師那麼專

業，在解釋上就沒辦法

很詳細。 

討論:優點是對學生來說助教習題研討課有很大的幫助，因為額外的複習

讓他們能更釐清觀念，缺點是教學上沒辦法像老師在課堂上那樣的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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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討論◎差異性◎ 

            組別 

 

訪談內容 

高分組 

(黃 O 豪、李 O 璟、洪

O 勝) 

中分組 

(蘇 O 嘉、李 O 廷、陳

O 霖) 

低分組 

(劉 O 宏、呂 O 霖) 

除了上課之外一個禮拜你

大約花多少時間念微積分?/

敘述你通常如何念書?/每個

禮拜是否確實都能執行?(如

果不能，大都原因為何?) 

平均三小時 平均不到一天 大約半小時 

討論:普遍大家的念書方式都是先把老師上課筆記和課本內容看過，再做

課本習題，但由於有社團活動要參與或是系上球隊練習，因此，少數學

生要撥出時間來念書似乎就不是很積極。 

你是否希望課堂上老師能

多對你提問問題?為什麼? 

希望 不希望 不希望 

討論:高分組的學生對於自己會的題目很願意上台分享，相較於另外兩組

的學生不希望被老師提問問題是因為怕自己不會並且在講解題目較不在

行。 

經過上學期微積分課你是

否滿意自己微積分表現成

績?為什麼?如果不滿意，你

認為問題出在哪裡? 

滿意 不滿意 不滿意 

討論:中分組和低分組的學生較不滿意自己的成績，歸因於不認真，沒有

好好把握考試。 

8. 結論 

經過資料分析顯示：實驗組學生學習動機明顯較強，教室氣氛比較活潑，許多微積分重要概念，

因為老師課堂上提問及同學彼此討論變得比較清楚，而且，期中考試及期末考試在計算作圖與証明題

部分也表現優異。總之，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如能參與教學過程，透過老師提問刺激與學生思考討論

歷程，有助於提升重要數學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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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課堂中提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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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課堂中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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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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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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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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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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老師常忽略學生融入教學過程活動的重要性，本研究主持人使用教學

策略一方面希望學生融入教學過程，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促進學生理解重

要概念，活潑化上課之氣氛。 

2. 國內學生普遍比較缺乏表達能力與交流討論機會，因此，或糊裡糊塗學

習、或有迷思概念而不自知，本研究正針對此缺失加以彌補，聚焦於培養

紮實學習之習慣及提供表達學習之機會，相信日後對學生就業或升學均有

莫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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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從四天的會議中，一方面可收集與會數學教育界先進的評論，另一方面也藉機與國外學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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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篇演講學者，都報告他們的研究過程與成果，讓我印象深刻。 

 

三、建議 

將來台灣能多多爭取舉辦各種國際性學術會議，促進國內外學者專家經驗交流及成果分享，也

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及台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大會及各場次演講教授提供的書面簡報大綱資料、CD-Rom cop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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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upporting Strategies on the Teaching of Calculus 

 

Chen, Jung-Chih ;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jcchen@mail.ncyu.edu.tw 

 

Abstract 

This study will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integrating the question-based teaching and the open-ended 

approach in the calculus classroom to enhance student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First,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based on their pre-knowledge, to express their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class. Thus, 

through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this may help overcome their misconceptions because of cognitive 

contradictions. Secondly, teacher will often ask open-ended problems to stimulate their thinking and elicit a 

deeper discussion.  

 

Samples will be selected from two classes of freshmen, and each class has about fifty students. Both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data will b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wo strategies a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1) 

Questioning teaching, based on the reports of Mason(2000) and Resnick (1995),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models (focusing, inquiring and testing) and four kinds of questioning techniques(repetition, re-voicing, 

close questioning, and challenging). In addition, (2) Open-ended approach including those steps of lesson 

plans, developed by Becker and Shimada(1997), might be critical for students’ learning. In fact, these 

strategies may be viewed as attempts to promo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in the calculus classroom. 

Key words and phrases: Meaningful learning, Questioning teaching, Open-ended approach, Learning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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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容 

1.1 前言 

    台灣學生在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2006 數學類奪冠(教育部，2008)，

但 PISA2009 公佈台灣的學生在數學類名次下降至第五名(PISA, 2010)，高年級數學程度的差距也逐漸

擴大，學生學習數學的自信指標(SCM)卻低於國際平均值，所以學生評估自己的數學表現時，是缺乏

自信的(龔心怡，2011)。在台灣傳統的教育制度及教材教法下，學生對數學缺乏自信甚至有焦慮感，根

據曾富美(2010)的教學觀察，大部分的學生喜歡用自己的方式去解數學問題，發表對數學的看法，但只

要一碰到考試，就會讓他們厭惡數學。國內外學者發現，運用多媒體進行教學有助於其學習（楊坤堂，

1998 ; Lerner, 2003）。 

    現在的學生普遍屬於數位原生世代的一輩，數位原生世代的學習者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各種數位資

訊科技(Prensky，2001)，而這一代的學生更習慣於圖像的刺激，而台灣在這一代的學習者，正是對學

習數學的自信低於國際平均的一代。Collins & Halverson(2009)認為，數位原生世代學習環境的營造應

該具有及時學習、互動、學習者主控、多媒體、反思等特質。所以，如果發展出適合數位原生世代學

生學習數理知識的方法，使其重拾對數學學習的自信。 

    多媒體技術的進步，讓各種圖形和動畫效果的處理更為精緻，如能力用多媒體進行數理學習，將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3D 動畫圖形是屬於多媒體技術的全心應用，可做為學習數學的新管道。 

 

1.2 研究目的 

當學生要學習一個複雜的數學概念時，除了理解不同的表徵，更要會進行表徵間的轉換與轉移。

因此，可透過 3D 動畫圖形，連結不同表徵的課程，幫助學生學習不同表徵間的轉換和轉移，讓學生操

作與回答，刺激學生反思，發展內外表徵(Tso, 2001; Pierce, 2005; Ainsworth, 2006)。透過電腦模組讓平

面的圖像或理論具體化，提供學生知覺經驗，學生能藉由操作去建構、結合及重組，使對數學意涵的

理解在人機互動下逐漸形成(Noss, Healy & Hoyles, 1997)。 

電腦系統若結合立體影像、聲音所構成之具立體視覺效果的虛擬３Ｄ動畫，營造主動式沉浸虛擬

實境系統，身歷其境的感覺(唐立權，2004)。本研究認為可應用至數學教學上，如：數學視算模擬（如

二次方程式上的物體移動）。則可利用Python跟VPython自由軟體程式結合數學公式進行動畫設計，在

3D視窗中呈現數學式子及數學動態影像。3D動畫視覺的效益所表現出的對數學應用的理解對大學生

有何提昇理解力。本研究，透過合作學習和3D圖形動畫之結合，營造出使學生的學習情緒更為正向的

教學環境，最後改變學生對數理學習的態度，使其相信自己能學好數理知識。 

 

1.3 文獻探討 

1.3.1 數位原生世代的特質 

數位原生世代平常便透過即時通和臉書等社交軟體和網站的使用，獲得即時的社交訊息與回饋，

豐富的圖表介面，以及平常要的作業和搜尋資料的視窗同時並行使用，導致原生數位世代的學習者習

慣於圖像刺激、平行處理的工作模式以及即時回饋 (陳慶帆與季振忠，2013)。因此，Collins & 

Halverson(2009)認為，數位原生世代學習環境的營造應該具有及時學習、互動、學習者主控、多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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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等特質。本研究將發展適合數位原生學生，並可以提升其對數學學習自信的教學模式。 

 

1.3.2 3D 動畫圖形對數理學習的效益 

資訊科技的進步、電腦網路的普及快速處理、儲存及傳輸各類資訊的能力，提升人們的工作效率，

而且多媒體技術的進步，讓各種圖形和動畫效果的處理更為精緻，如能力用多媒體進行數理學習，將

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3D 動畫圖形是屬於多媒體技術的全心應用，可做為學習數學的全新管道。一

般數學學習都是藉由考是衡量學習成效，在較高層次的考試裡，學生或許有機會遇到思考對話的數學

口試，但平常的數學考是卻沒有這樣的機會，我們可以透過 3D 動畫圖形，營造出一種視覺化的環境，

透過虛擬動畫呈現出的模型，刺激學生進行數學思考(全任重，2005)。余啟哲(2011)以大一初學微積分

的學生和數學系修習高微的大二生維對象，運用 Java 3D 教學模組進行電腦實作環境輔助多變數微積

分的教與學研究，將代數表徵與圖像表徵作連結，建構可微性的意義。視覺化電腦模組的探究活動大

大有助於學生將代數表徵與圖像表徵作連結，建構可微性的意義，使得抽象的數學概念得以親近

(tangible)，學生有踏實感，學習自信得以產生。 

數學至少包含符號和圖像兩種表徵形式，如果僅以符號表徵數學觀念，則此觀念會因過於抽象而

不易掌握。Zazkis、Dubinsky & Dautermann (1996)認為視覺化可使內外在表徵建立一強烈的連結。當學

生要學習一個複雜的數學概念時，除了理解不同的表徵，更要會進行表徵間的轉換與轉移。因此，可

透過 3D 動畫圖形，連結不同表徵的課程，幫助學生學習不同表徵間的轉換和轉移，讓學生操作與回答，

刺激學生反思，發展內外表徵(Tso, 2001; Pierce, 2005; Ainsworth, 2006)。透過電腦模組讓平面的圖像或

理論具體化，提供學生知覺經驗，學生能藉由操作去建構、結合及重組，使對數學意涵的理解在人機

互動下逐漸形成(Noss, Healy & Hoyles, 1997)。 

 

1.3.3 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被認為是由老師和學生共同組成的一種學習小組，在這樣的小組內，學生可以互相學習，

並培養信任的機制，基本上，合作學習也被視為一種具有社交功能的團體(Stephen & Tom, 2013)。合作

學習的過程必須經過縝密的規劃及指導學習的過程，才有可能在取得學習上的成就，為了順利運作，

成員間的溝通與完成該負的責任也是很重要的(Zeng & Zhang, 2012)。目前有研究指出，透過電腦圖形

動畫的輔助，以及合作學習的搭配將使學生更易接受科學的學習(Ataman & Kemal, 2013)。所以本研究

將運用合作學習搭配電腦動畫圖形的教學模式進行數理知識的教育，期望能提升學生的學習信心。 

 

1.3.4 正向情緒 

正向情緒在教育裡是指在學習時的心境是愉悅和快樂的，甚至會有有心流境界的產生。過往的研

究指出，保持正向情緒的人在健康與工作也比保持負向情緒者能帶來更多的效益(楊牧貞, & 陳沐新, 

2011).。郭淑珍(2010)從教育的觀點探討正向情緒，認為正向情緒可使人因應困境，且思考可能較多元，

創造力也容易被激發。更有研究指出，正向情緒與正向思考是具有關聯性的，正向思考是指對自己以

及周遭人事物的態度抱持著正面、樂觀、積極的想法(黃絢質, 2011)。從相關研究可以理解，能抱持正

向情緒的學習者，其思考也較為正面，因此對於學習態度乃至於與同學和老師間的合作都能較為積極，

對於學習數學的信心也有可能產生較正面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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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學習態度 

態度是指人對事物的主觀看法與感受，態度甚至被視為是影響行動的關鍵因素。再從教育的觀點

來看學生對學習的態度，會發現態度對學習造成影響的程度不亞於其他的人格特質和背景因素。當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已成為教育的趨勢時，學生學習態度重要性將再被探討，以近年來提倡的網路合作學

習為例，Korkmaz(2012)在研究中指出，正向的學習態度被視為促使合作學習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並

為此編製適合於網路合作學習態度的測驗量表，由此可見態度對於合作學習乃至於數位學習方式之重

要性。 

 

1.3.6 自我效能與學習信心 

自我效能是指一個人對自己能做到預期目標的何種程度之評估期(Bandura 1986, 1997)。通常，自

我效能和學習者的學習信心有所關連，高自我效能的人在學習遇到挫折時，會歸因於自身努力不足，

因此會更加努力的克服學習難題；但是低自我效能者會歸因於自身能力不足，其不一定會努力思索如

何克服學習挫折(Collins, 1982)。個人如果能認同自身的能力，那便是具有高度信心的個體，反之則是

信心不足的個體，張春興(2001)認為信心是指個人對自己知道的事情與能力有堅定支持的態度。黃月

純、楊德清(2011)認為學習信心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堅定相信能掌握自我及自我學習能力，並擁有判

斷如何正確達成學習任務的方法的態度。他們的研究結果甚至認為學習態度會影響其學習數學的信

心，而學習信心往往又是影響學習成就的重要因素。 

Stander & Standers(2003)針對大學生進行研究，進一步將大學生的學習與學術行為進行連結，將其

學習信心推展到對學術活動作為的信心，對大學的學習者而言意味著 “是否有強烈的信念能確信自己

得能力能達到學術活動之預期”。也因為這樣的緣故，學習者如果對自身的能力沒有自信，或者是評估

自身的能力還無法達到眼前的學習任務的目標時，學習信心便不足，則無法促使其對學術活動的學習

更為投入，甚至逃避，自然無法對學習產生任何成效(高熏芳與王家健, 2010)。 

所以在本研究中，透過合作學習和 3D 圖形動畫之結合，營造出使學生的學習情緒更為正向的教學

環境，最後改變學生對數理學習的態度，使其相信自己能學好數理知識。 

 

1.4 研究方法 

    本研究認為數學可以透過 3D 動畫呈現質點運動軌跡，切線速度方向與大小，並加註公式於畫面

之中，讓學習者更容易理解用數學呈現的物理運動學的認知。而本研究開發的 3D 動畫圖形教材結合

合作學習模式教導學生數理知識，期望能提升學生對數理學習的信心，日後產生對數理學習的學習成

效。根據文獻探討，正向情緒除了會影響合作學習及學習態度之外，其本身也會直接影響學習信心，

因此本研究將驗證以下問題，以檢驗 3D 動畫是否能使學習者產生更多正向情緒，進而對學習信心的

提升產生幫助: 

Q1: 正向情緒對合作學習能產生多少效果的影響。 

Q2: 正向情緒對學習態度能產生多少效果的影響。 

Q3: 正向情緒對學習信心能產生多少效果的影響。 

Q4: 正向情緒透過合作學習能對學習信心的影響產生多少效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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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正向情緒透過學習態度能對學習信心的影響產生多少效果的影響。 

Q6: 自我效能對學習信心能產生多少效果的影響。 

 

 

圖一 模式分析架構圖 

 

1.4.1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採問卷調查，問卷內容設計使用李克特五點+十點量表+結構性問答題項。問卷構面包含: 

對自我效能、正向情緒、學習態度、合作學習及對數理學習的信心。初步設計之問卷經由專家訪談的

方式，修正問卷內容與主題的適切性、計分方式及編排格式等。量表採用混和量表(李克特五點與十點、

及結構性問答題項)供學生填答，之後進行問卷資料內容效度與信度分析，以驗證問卷資料是否適合本

研究蒐集資料之用。使用 SPSS V21 執行多元迴歸分析，驗證正向情緒對學習態度、合作學習及學習信

心的影響，之後再驗證正向情緒透過學習態度和合作學習對數學信心的影響效果，最後驗證自我效能

對數學信心的影響效果。 

正向情緒的資料蒐集，本研究過程中有許多因素可能會影響學習者的情緒反應，本研究團隊已有

多年運用 3D 動畫圖形進行數理教育的實際教學經驗，根據過往的教學經驗，將本研究教學實驗過程中

會影響學生情緒變化的因素設計為結構性問答題項，作為正向情緒反應的資料蒐集方法。 

 

1.4.2 研究材料設計 

教材設計上，使用自由軟體 Python 與 vpython 撰寫程式建立 3D 圖行動畫以呈現數理知識所蘊含

的各項意義，在本研究中選定球體落點與拋物線作為數理知識的教學主題。讓學生透過程式設計以及

程式執行結果，了解動畫所呈現數學的基礎意涵。有關程式的撰寫，可由老師上課中，實際教導學生

寫作，這包括程式的語法、結構、控制流程及執行結果。藉此從各種角度觀察結果的不同變化，以達

到「教」之目的。學生在上課中，除了實際操作程式語言的寫作外，還以實際的題目模擬真實世界的

狀況，當中遇到任何不了解的問題，隨時可與老師討論，同時也鼓勵同學組成學習小組，互相觀摩和

研究如何達到想要的數學定理的呈現。檔案教材放置於網路教學平台，隨時可下載進行學習，達到「學」

之目的。 



翁頂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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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有關「因為數學抽象的公式模擬表徵出動態，展現視覺化」，這是長久以來學生學習數學會遇到

困擾的問題，本研究團隊有大學數學系教師以及科大工程數學的老師針對此現象探討數學與物理意義

及工程上的應用價值、例如球體落點與彈跳的拋物線關係，藉由程式撰寫可將其變化表達成動畫的呈

現，再經活潑的動畫讓學生能較輕易瞭解在物理及工程上的意義與應用價值。學生在操作過程中可以

理解: 

(1) 透過 3D 動畫的繪製過程畫出完整的曲線圖形，使抽像概念具體化，以理解自變項（例如：x

或 y）跟依變項（例如：z）的變化關係。也可從曲面判斷出極大值或極小值發生的的 xy 的

位置。 

(2) 曲面加上球的拋物落點，使學習者更具體理解作用。 

1.4.3 教學實驗流程 

為驗證 3D 動畫圖型結合合作學習的教學模式，是否能有效提升數位原生世代學習者對數理知識的

學習信心，本教學實驗設計如下所示:  

(1) 老師提供程式碼與說明，並演示數理知識(球體落點與拋物線)的 3D 圖形動畫，畫面如圖二。 

(2) 解釋程式碼與圖像生成及數裡公式的對應關係。 

(3) 同學實際操作，過程中和隔壁同學一起製作不同程式碼效果並交換使用。 

(4) 老師會展示部分同學的操作畫面，並以此做為講解及提供製作方向指引。 

(5) 學生繳交成品，並填寫教學問卷。 

(6) 本計劃再以自由落體的原理與程式之案例說明如下： 

球體由高度 4 往下掉落，在不考慮空氣阻力之狀況下，伽立略（G. Galileo）發現所有的自由落體，不論其輕重、大小如何，

在地球表面附近均做等加速度的運動，且在地球上同一地點的所有落體，其加速度均相同。自由落體加速度的方向係沿鉛

垂線向下，其量值通常以 g 表示，g 值常稱為重力加速度（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因此，在程式中，速度的向量設

定為，vector(1,-1,0)，即為 x=1, y=-1 往下降落，球體彈回的軌跡，是由 sin(x)+cosi(x)的運動方程式而定，當球體的高度低

於軌跡高度時，球體即做反彈的動作。直到程式所設定的 t=4 就停止。以下是完整的程式碼。 

from visual import *   #載入 visiual 所有模組 

# 顯示 xyz 軸 

x=curve(pos=[(-6,0,0),(6,0,0)],color=color.white) 

.... 

........(省略) 

y=curve(pos=[(0,-6,0),(0,6,0)],color=color.white) 

.... 

........(省略) 

z=curve(pos=[(0,0,-6),(0,0,6)],color=color.white) 

.... 

........(省略) 

 

#球體位置出現在座標 X=-4, Y=4 

ball = sphere(pos=(-4,4,0), color=color.yellow,radius=0.25) 

 

#球體速度的向量 

ball.velocity = vector(1,-1,0) 

#球體時間變動量設為 0.01 秒 

dt = 0.01 

k=curve(radius=0.03)         #設定曲線 

for x in arange(-4,4,0.01):      #x 從-4 到 4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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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sin(x)+cos(x)          #y 隨著 x 變化，由 sin(x)+cos(x)產生 

rate(1000)              #動畫產生的速度， 

    k.append(pos=(x,y))       #畫出曲線 

for x in arange(-4,4,0.01):     #球體的運動方程式 

    y=sin(x)+cos(x)     

    rate(100) 

    .... 

   ......(省略) 

    ball.pos = ball.pos + ball.velocity*dt  #球體產生位移 

    if ball.y <= y:                    #當球的高度低於曲線的高度時        

     ball.velocity.y = -ball.velocity.y-1  #球體反彈 

   ......(省略) 

     ball.velocity.y = ball.velocity.y - 9.8*dt   #球體沿鉛垂線向下 

 

圖二 3D 圖形動畫的呈現畫面 

 

1.5 驗證分析與討論 

1.5.1 問卷信效度分析 

因為本研究採用混合量表的型態，所以在驗證問卷效度上分別對構面作因素分析，之後再用信度

分析進行問卷的信度考驗。第一組因素分析針對的構面為:學習信心、合作學習、學習態度，KMO 值

為.755，亦達到顯著水準，因此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表 1 是其信效度分析資料: 

 

表 1 學習信心、合作學習、學習態度的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因素項目 轉軸平方和負荷

量變異數(%)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累積總變異數(%) 

Cronbach's Alpha 值 

學習信心 28.876 28.876 
.928 

合作學習 26.338 55.214 
.940 

學習態度 21.896 77.110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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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因素分析針對的構面為: 自我效能，KMO 值為.903，亦達到顯著水準，因此適合進行因素

分析，表 2 是其信效度分析資料: 

表 2 自我效能的信度與效度分析結果 

因素項目 平方和負荷量萃

取變異數(%)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累積總變異數(%) 

Cronbach's 

Alpha 值 

自我效能 84.929 84.929 .985 

從上述結過可以了解本份問卷在此次研究計畫中的使用是適合的。 

 

1.5.2 多元迴歸分析 

圖一為本研究計畫的模式分析架構，為了要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六個問題，本研究會驗證各影響

方向的效果，影響效果如圖三所示，分析結果如下: 

 

圖三 模式分析架構驗證結果 

最後驗證結果，正向情緒能對學習態度、合作學習及學習信心分別產生.400、.338 及.254 的直接

影響效果，符合文獻探討的內容與驗證 Q1、Q2 及 Q3 的研究問題；正向情緒透過學習態度與合作學習

對學習信心所產生的間接影響效果分別為 0.1672(.400 X .418)與 0.1028(.338 X .304)，驗證 Q4 與 Q5 的

問題；正向情緒透過間接和直接影響學習信心的總效果達到 0.524(0.254+0.1672+0.1028)。 

由上述驗證結果可以發現，正向情緒不僅影響合作學習的成效及學習態度，更透過這兩者以間接

和直接的方式影響學習信心，所以正向情緒確實是很重要的因素，其不僅改變態度和合作學習的效果，

更是要提升學習者學習信心的重要因素。 

但是自我效能卻無法對學習信心產生影響，這和過往文獻的結果有差異，本現象的產生，推估可

能是受限於部分因素，而導致與過往研究結果有所差異，待日後的相關研究有足以驗證此現象的結果，

可再詳細深入探討，本研究有可能對驗證產生限制的因素: 小樣本的研究對象；學生背景普遍屬於商

管類別，對於此主題可能較不熟悉；對於數理知識的自我評估可能會受到自身原有數理知識的能力所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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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驗證結果表明，正向情緒確實會影響數位原生世代對於學習數理知識的學習信心，本研

究所運用的合作學習搭配電腦動畫圖形的教學模式，對運用 3D 圖形動畫作為教學材料的所表明的學習

態度以及與同儕及教師間的合作學習，也都受到正向情緒的影響，正向情緒除了透過對學習態度與合

作學習的影響間接影響學習信心之外，也可直接影響學習信心，因此正向情緒是影響數為原生世代的

學習者學好數理知識的重要因素，而欲使合作學習搭配電腦動畫圖形的教學模式對學習信心產生良好

的成效，正向情緒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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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the open source code Python and industrial software 

MATLAB on the kinematic analysis of a particle with golf or Projectile motion. By achieve this purpose. We 

integrate the kinematic analysis of the particle with programming capabi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computer 

dynamic simulation enables the students to know the representation of kinematics of particles, and realize the 

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basic physical concepts of golf or Projectile motion. The dynamic teaching allows 

the students to better understand different effects of different curved surfaces, and it is advantageous for the 

students to know basic academic theories of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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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 animation of dynamic “inscribed trapezoid,” “inscribed rectangles,” and “bounding rectangles” in 

order to integrate concepts regarding integrals and programming design ability. Dynamic computer 

simulations can offer students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computational process of definite Riemann integrals 

and learn the development of definite Riemann integrals. Meanwhile, student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 principles of program codes, thus, lessening fears regarding program codes. The animation 

designed in this study can be applied to university courses in calculus and market economic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ing calculus concepts, which allows them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volume of reading required for 

some products produced and sold in a market economy; and in turn, helps them to understand the supply and 

demand curves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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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面臨全球化、資訊科技數位化和人才需求多樣化的趨勢，二十一世紀是重視

素養和人力資源開發的競爭時代。在現今科技發達、多元資訊充斥的 e世紀裡，

人們該如何擷取有意義的數字資料，並運用統計方法加以解讀分析，是這個時代

裡應具備的重要能力(教育部，2003)。最近提出的「21世紀技能的夥伴關係(the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簡稱 P21)」因應中學後期的教育以及就業力，

指出批判思維是許多學習與新思維技能的必備要點之一(請參見

http://www.p21.org/)。此外，美國由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

以及 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 Center for Best Practices (NGA Center)於 2010

年共同提出的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簡稱 CCSS)，也定義出學生在幼稚園

至高三(K-12)的學習生涯中應該習得的知識和技能標準，使其日後能夠成功地進

入大學學習以及人力資源培訓計劃，在這樣的標準中，同時也反映出批判思維是

大學及就業重要的跨學科技能(請參見 http:// www.corestandards.org/)。 

數量化的訊息處處存在，並且以統計方式呈現的訊息愈來愈多，例如運用統

計資訊來增加廣告、論述或者建議等等的可信度。因此，能適當地評估數據資料

所呈現的證據和宣稱，儼然已成為社會公民必備的一項重要技能，而統計素養

(statistical literacy)正是一個能幫助個人評估宣稱並決定該相信什麼的必要技能

(Ben-Zvi & Garfield, 2004)，不只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政策和個人的決策

（Wallman,1993），也促使在資訊時代的公民能獨立地進行批判性思考並順利運

作（Biggeri & Zuliani1999; Merriman, 2006）。ASA的 GAISE(ASA Guidelines for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in Statistics Education, 2007)亦指出“統計素養對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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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消費者、公民和專業人士皆為不可或缺的素養”，“投資在統計素養就如同投

資在國家的經濟前景，以及個人福祉”。  

統計素養的發展能幫助個體更有能力去描述、比較和解釋隱含在圖和表中的

統計資訊，以及有能力去評估論述中以統計作為證據的強度。Merriman(2006)認

為如果期望學生在未來應具有判斷與評論的能力，今日即需要發展他們的統計素

養。那些不具備語言素養、知識、技能、批判和統計思維的大學生將較難成功求

職(Pryor，2001; 引自Merriman, 2006)。學生也需要了解生活中的統計概念、原

由和數據基礎的論據，明白如何以證據為基礎有助於公眾及個人的決定，並覺察

到許多日常事件皆可以被藉由統計學的角度來看，包括人們使用啟發式推理時也

是統計素養的一部分（Gigerenzer et al.,1999；Pfannkuch and Wild, 2004；Tversky 

& Kahneman, 1982；Utts, 2004）。根據 Gal（2002）和 Schield（2004a），如果無

法審慎的對其他人的統計基本報告作出批判，那麼學生依舊是個統計文盲。統計

素養覺醒的成長以及統計思維與推理的重要性促使高等教育中的統計教學有了

轉變，這反映出現今雇主希望雇員能在不同的統計技能上取得平衡，包含分析、

解釋，以及有能力溝通他們的發現(Bidgood, 2010)。Gal(2002)也指出學生必須具

備重要的統計素養技能，方能成為資訊社群的一員。統計素養可廣泛地視為人們

解釋和嚴謹計算統計資訊、資料關係或隨機現象的能力；人們去論述或傳遞他們

對統計資訊的看法和意義的理解；以及他們對這些訊息的應用或他們對特定論述

決定是否接受的能力(Gal,2005)。 

隨著統計的逐步發展，並且變成了愈獨特的學科，統計教學面臨了改變的需

要。統計的改革趨勢愈來愈著重資料數據，但相對的降低了理論的比重(Cobb, 

1992)。Lin(2011)指出台灣高中學生在基本的統計知識和傳統學習取向的統計表

現尚佳，但在統計素養中的解釋、推論和批判質疑能力表現較差，建議統計教育

應強調增加學生在真實數據中的統計推理和批判思維能力。Moore(1990)指出”統

計是一個探索的基本方法，一般的思考方式比學科教學中的任何特定技巧都來得

重要” (p. 134)。不同於以往著重在統計技能、程序和計算，現更鼓勵增長學生的

統計素養(Ben-Zvi & Garfield, 2004; Rossman & Chance, 2002)。Moore (1997)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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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改變在於內容(更多的資料分析，較少的機率)、教學法(更少的講述，更積

極的學習)，以及科技(資料分析和模擬)三個層面。Ben-Zvi與 Garfield(2005)指出

當前對於統計課程教學改革的諸多建議，例如:包含更多的資料和概念；大量地

依賴真正(不僅只是真實)數據資料；強化發展統計素養、推理和批判思考；可能

的話，可以依賴自動化的計算機和繪圖科技工具；嘗試透過講述以外的教學選擇

來促進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鼓勵開放的態度，包括對統計歷程、機會、隨機、

和嚴格的探索等威力的欣賞，並且成為對於統計說詞具有批判性的評估者；使用

多元的評量方法來理解和記錄學生的學習。在這樣的改革之下，具有統計素養的

人們，其在知識(knowledg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iteracy)和意向(dispositional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iteracy)兩大面向的展現必然有所不同(Gal, 2005)。 

在教學目標與活動進行方式發生實質改變後，教什麼？怎麼教？往往需要明

確的教學指引提供實際的協助，同樣的，如果教育目標、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設

計發生變革，評量內容和方式也自然需要配合改變。如果再沿襲傳統測量的方式

來進行評量，可能會嚴重違背課程精義、折損改革成效。從改寫教育目標為可觀

察可評量的標的，修訂舊題目，嘗試新題型到明確具體參考示例的累積，這些工

作絕不是少數人短時間所可能達成的。這一點，Ben-Zvi與 Garfield(2005)所提到

的統計教學改革建議中也提及對評量的重視，顯示統計素養的評量是目前亟待研

究心力投入的領域之一。 

綜上而言，具備良好的統計素養批判思維與對統計的正向態度對於個人生活

品質的提升、專業素養的發展，或整個社會的順利運作都有極大的助益。許多國

際性的教育研究機構或計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Statistics; IASE 

Satellites; W. M. Keck Statistical Literacy Project)，以及國內外學者皆已開始相繼

呼籲重視統計素養的養成並著手進行相關研究與文獻探討（Gal, 2002, 2003a, 

2003b; Lin, 2011; Schield, 1998, 2000, 2001, 2004a, 2004b, 2006, 2009; 2010; 

Wallman,1993; Watson, 2003; Watson & Callingham, 2003；林素微、蔡蓉青，2012；

陳幸玫，2006；楊靜惠，2006）。 

 

貳、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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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將「統計素養批判思維」定義為：能理解及批判

性評論日常生活中與統計議題相關的資料，並能就觀察到的統計訊息與他人進行

批判、討論和溝通的能力。此外，非認知因素經常在認知表現上扮演一個重要角

色(Onwuegbuzie, 2000)，批判思維植基於背景知識，和個人的態度意向、動機均

有所關聯。近來統計素養與這些相關變項表現也逐漸成為國外統計學者的關注焦

點。 

研究結合研究者前三年國科會計畫所研發青少年統計素養評量題庫(林素

微、蔡蓉青，2012)，進一步針對統計素養的批判思維部分擴大評量內涵，並透

過小樣本的預試，而後進行正式施測和信效度議題的探討，並提出未來統計教學

與研究取向的提出相關建議。 

 

叁、研究方法 

一、樣本分配 

表 1.正式施測樣本人數分配摘要表 

年級 

學校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合計 

A高中 42 44 43 129 

B高中 26 30 30 86 

C高中 39 37 35 111 

D高中 30 33 76 139 

E高中 37 33 36 106 

F高中 30 47 27 104 

合計 204 224 247 675 

 

二、研究工具 

(一)統計素養題庫的擴建與批判思維試題研發 

研究者前三年國科會計畫所研發青少年統計素養評量題庫(林素微、蔡蓉

青，2012)，此題庫從 PISA的實用功能觀點出發，針對情境中的統計素養進行探

討，主要的試題能力內涵包括統計知識、解釋及推論、批判質疑。在本研究中，

進一步針對統計素養的批判思維部分擴大評量內涵。本研究以三個題本來進行試

題群組的編輯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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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素養態度量表 

以研究者前三年國科會計畫所研發青少年統計素養態度量表(林素微、蔡蓉

青，2012)，來了解學生的統計相關態度和統計素養批判思維的關聯。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中學生統計素養批判思維評量心理計量特徵 

(一)評分者一致性 

三份題本各有四位評分者依據 PISA型態的編碼和給分標準進行評分。其中

題本中具有標準答案的選擇題的信度皆為 1，其餘類型的試題的信度者皆達.9以

上。 

 

(二) 中學生的統計素養批判的計分以及學生答題表現 

本題庫包含的開放建構試題、填充以及選擇試題，後兩者的給分屬於對錯的

二元計分，開放建構題則是為多點計分，統計素養的估計將採用 IRT試題反應理

論，依照作答反應的編碼及給分標準，以 ConQuest軟體進行多點計分分析，取

得其統計素養的能力值，估計出的統計素養能力值越高。若以答對率.50為通過

標準，那麼能力點在平均數-0.14左右的學生可以通過統計素養測驗，但能力在

0.92以上方能通過統計批判思維測驗。整體而言，若採平均答對預期概率 0.6為

標準，顯示中學生通過統計素養、統計批判思維的估計值依序為 56％、18％。

換句話說，中學生對於統計批判思維的掌握尚未成熟。 

 

二、中學生在統計素養的錯誤分析：以統計圖表為例 

本研究以 Newman (1977)發展的 Newman錯誤分析（NEA, Newman Error 

Analysis）為主要參考架構，整理出五種統計圖表錯誤類型：理解型錯誤、轉換

型錯誤、處理型錯誤、轉譯型錯誤、以及難以判斷的錯誤，並針對各錯誤類型細

分出子錯誤類型。結果顯示，在本研究的統計圖表試題中，高中生在「統計知識」

面向與「解釋及推論」面向表現皆有不錯的表現，但對於「批判質疑」面向則仍

有相當多的進步空間。另外，相對於非開放性的試題，受試者在應對開放性試題

時通常需要更多的統計思維與統計推理能力，在應對開放性試題時，不單只是要

會算會寫答案而已，更需要能夠清楚精闢分析、質疑論證與表達給他人了解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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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然而受試者在這一方面的表現似乎仍較不拿手。進一步觀察本研究的層次表

現，約 68%的受試者對於統計概念已有基礎的認識，能夠針對統計圖表進行簡易

的解讀或計算，但仍然沒有足夠的統計思維表達能力；約 42%的受試者對於統計

語言和概念已逐漸趨向精熟，能理解不同統計表徵背後的立論與根據，並正確地

使用統計術語，雖有基礎的統計思維溝通與推論能力，但仍缺乏周延；最後，約

只有 18%的受試者能在透過某些引導之後，對統計情境進行合理的批判與詮釋，

並運用概念來進行論證與溝通，接著進行預測、推論或提出質疑。 

觀察各題的錯誤類型發現，最常發生的錯誤類型為「理解型錯誤」，尤其是

在區分相關與不相關的題目資訊時最容易出錯；其次為「處理型錯誤」，顯示受

試者對於統計圖的涵義或對於圖表上數據的表達並不完全的明白；而在「轉換型

錯誤」中，顯示受試者在解答統計圖表開放性建構試題時，容易以自己真實的經

驗或假想的可能情境來回答問題，卻沒有真正的運用到統計的角度。進一步以受

試者的答題表現進行分層來檢視不同層次的受試者所犯的錯誤類型為何，結果發

現低分組的受試者在解答題目時，多數都在第一個步驟就發生了錯誤，而到不了

較高階的處理或轉譯階段。高分組的受試者則明顯可以看出理解錯誤的下降與處

理錯誤的上升，因為他們比起低分組的受試者更能做到較高階的步驟，例如處理

步驟或轉譯的步驟。 

 

三、中學生的統計興趣、價值與其統計素養、批判思維的關聯 

在統計素養的養成過程中，個體的統計態度對統計學習是具有影響力的因

子，因此，研究中進一步採用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ylys, LCA)將學生的

統計態度組型加以分類，以瞭解不同統計態度組型學生的統計素養、統計批判思

維概況，另外，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不同統計態度組型學生的焦慮、內在動機及自

我概念與統計素養的關聯情況，以融合較多元訊息，提供更完整研究結果，豐富

統計教育的研究與教學實務資源。 

本研究將本年度以及前一年度的受試者，利用潛在類別分析探求較適配的模

式，發現以 3個潛在類別模型最佳，分別為高興趣高價值、低興趣高價值和低興

趣低價值三類。其中，高興趣高價值組和低興趣高價值組的統計素養沒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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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興趣低價值組學生的統計素養是最弱的，相對的，高興趣高價值組和低興趣

低價值組得主要區隔在於他們的統計批判思維達顯著差異；在焦慮、內在動機及

自我概念的部份，低興趣低價值組的焦慮最高，其次是低興趣高價值組，高興趣

高價值組的焦慮則是最低；這三組在內在動機和自我概念上，以高興趣高價值組

最高，低興趣低價值組最低。基於分析結果，研究建議若要增強這三組學生的統

計素養或者批判思維，設計適合他們能力的教材，使其在面對學習統計相關課程

時，能有自信，進而提升自我效能是有所助益的，尤其是對低興趣低價值組學生，

更是要如此，而高興趣高價值與低興趣高價值組學生，認同統計的價值，雖然對

統計的興趣不一，但可能因對統計價值的認同，這兩群學生在統計素養相對較

好，但是這兩群學生的批判思維的顯著差異則顯示不同興趣的關聯程度。 

 

伍、結論與建議 

因應全球化、數位化和多樣化的趨勢，素養和人力資源開發是各國教育的重

要取向。其中，批判思維是一個重要的教育成果指標，例如， the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與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均指出批判思維是大學及就業

重要的技能之一。而數量化的訊息處處存在，統計素養正是一個能幫助個人評估

宣稱並決定該相信什麼的必要技能，不只影響了整個社會的政策和個人的決策，

也促使在資訊時代的公民能獨立地進行批判性思考並順利運作。因此本研究結合

研究者前三年國科會計畫所研發青少年統計素養評量題庫，進一步針對統計素養

的批判思維部分擴大評量內涵，研究將統整有關中學生統計素養批判思維的相關

議題、挑戰以及可能意涵，並提出未來統計教學與研究取向的提出相關建議。 

整體而言，題庫擴建有相當良好的信、效度。而以答對率.60為通過標準，

約有 56%的高中學生可以通過標準，但若針對統計批判思維部分，則僅有 18％。

換句話說，中學生對於統計批判思維的掌握尚未成熟。研究中亦嘗試以 Newman 

(1977)發展的錯誤分析為參考架構，針對初步整理出五種統計圖表錯誤類型：理

解型錯誤、轉換型錯誤、處理型錯誤、轉譯型錯誤、以及難以判斷的錯誤，並針

對各錯誤類型細分出子錯誤類型。結果顯示，在本題庫的統計圖表開放式試題

中，高中生在「統計知識」面向與「解釋及推論」面向表現皆有不錯的表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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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批判質疑」面向則仍有相當多的進步空間。約只有 18%的受試者能在透過

某些引導之後，對統計情境進行合理的批判與詮釋，並運用概念來進行論證與溝

通，接著進行預測、推論或提出質疑。中學生最常發生的錯誤類型為「理解型錯

誤」，其次為「處理型錯誤」，後續將針對統計量以及機率部分進行錯誤類型的分

析。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利用潛在類別分析針對學生的統計興趣和價值進行可能

組型的探討，結果發現可將學生分成高興趣高價值、低興趣高價值和低興趣低價

值三類。其中，高興趣高價值組和低興趣高價值組的統計素養沒有差異，而低興

趣低價值組學生的統計素養是最弱的，相對的，高興趣高價值組和低興趣低價值

組的主要區隔在於他們的統計批判思維達顯著差異，因此，學生統計學習的意向

應是不容忽視的一環。 

本研究目前僅將焦點著重於統計素養、批判思維和統計的興趣和價值兩項情

意變項，許多影響學生學習成果之其他重要因素未能全面涵蓋，例如學生的背景

變項、學校背景變項、教學投入等可能相關因素並沒有加入討論，故後續對此主

題有興趣的研究者可針對不同研究主題，採行不同的研究變項，以補足研究變項

廣泛而未能一併納入本模式分析之缺憾。同時，學生批判思維的質性分析、教學

模式仍有待研究人力與資源的投入，如此，將可使國內對於統計素養、批判思維

的教學與學習有更完整的全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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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計畫成果自評部份： 

本研究擬透過統計素養批判思維評量的設計與實施來探討青少年學生在統計素

養的表現，期能豐富當前統計教學的評量與課程相關資源。在國科會的支持下，

本研究計畫已經完成碩士論文 1篇、也將初步結果發表至 The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or 

Education (ICAICTE2013) (1篇)、PME 37(1篇)、2013測驗年會(1篇)，以及 2篇

研討會論文投至第 29屆科教年會(審查中)，而期刊論文正積極撰寫中。此外，

研究者也針對中學生統計素養批判思維的評量內涵與架構，與中學教師進行內涵

溝通，嘗試建立學術與實務界對於統計素養批判思維的評量與教學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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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三維空間的幾何概念融入體積測量課程及其教學對於國小五年級學童學習體

積概念與問題解決之成效。本研究以準實驗研究法，以台北市兩所公立小學五班五年級兒童為研

究對象(N=138)，並以隨機分派方式分成三組—2 班接受三維空間的幾何概念融入體積測量課程

（實驗組, n=55）、2 班接受類似於一般教科書體積教材的體積測量課程（對照組, n=53）及 1 班

接受非體積課程（控制組, n=30），經五節課的教學之後，比較三組兒童解決體積問題的前、後測

表現。研究結果發現：於教學試驗之前，三組兒童的體積問題解決前測表現無差異，於教學試驗

之後，實驗組兒童解決體積問題的整體表現優於其他兩組兒童的解題表現，對照組的表現雖略高

於控制組的表現，但是差異未達顯著水準。晤談分析結果發現：實驗組兒童對於體積意義與長方

體體積公式概念能提出較豐富的說明內容，但是能完整地說明體積意義與體積公式概念之人次皆

不高。針對研究結果，本研究對強化兒童理解體積概念與解決體積問題的能力，提出課程與教學

相關的建議。 

 

 

關鍵詞：三維空間的幾何概念、體積測量、體積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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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iveness of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Concepts and Volume Measurement Integrated 

Curriculum on Children’s Learning of Volume Measurement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erimental curricula that integrated three-dimensional 

spatial concepts and volume measurement on improving fifth-grad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volume 

measurement concepts and ability to solve volume measurement problems. A quasi-experiment design was 

conducted on the five classes of fifth-graders who were recruited from two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pei (N=138). The five participating class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the following three conditions: (a) 

The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in which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s and volume measurement were 

integrat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 The contrast curriculum which volume measurement concepts 

were given only. This curriculum was similar to the regular textbook lesson of volume measurement (the 

Contrast group). (c) The control condition in which a textbook lesson involving fraction and decimal 

calculations were given instead of volume measurement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stud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55) and Contrast group (n=53) consisted of two classes,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contained one class (n=30).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hree groups did not perform differently in the pretest 

prior to the instructional experiment. As to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posttes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btained 

the highest scores than the other two groups after receiving five sessions of instruction. The Contrast group 

performed sligh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tras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ach the level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 data, the 

interviewees who were fro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ble to express more ideas about the meaning of 

volume and the formula for volume measurement for a rectangular prism than the interviewees who were 

from the Contrast group. Nevertheless, the frequency of providing accurate and complete explanations for 

the meaning of volume and the formula for volume measurement for a rectangular prism was low eit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r Contrast group. Overall, the study provided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for enhancing children’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f volume measurement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Key words: three-dimensional geometric concepts, volume measurement, formula for volum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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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體積為幾何量的一種(Owens & Outhred, 2006)，上述概念的學習固需植基於幾何的三維空間

認知與長度、面積測量，但是理解體積概念比面積測量難度高(Lehrer, 2003)。兒童自四年級即接

觸立方體與一立方公分等體積相關的初步概念，但是相當數量的高年級兒童對於體積測量與長方

體公式概念缺乏理解，解決體積問題的表現亦不理想（譚寧君，1996；謝明欣，2011）。 

    體積測量雖然比長度與面積測量概念複雜（Lehrer, 2003），對部分兒童的學習具有難度。除

了體積概念的複雜性以外，學校的數學課程與教學為學生數學學習的主要來源，兒童對體積概念

理解不足的現象，也反映體積課程與教學潛存待改善的問題。例如：多數教科書的體積單元的課

程編排與設計，將三維空間的幾何概念與體積測量呈個別單元設計，教學時，兩者分開教授。而

且，教科書單元常偏重體積的數量運算，淡化體積概念的探討。三維空間的幾何概念為體積測量

的重要成分之一(Owens & Outhred, 2006; Battista, 2003)，當體積課程與教學忽略三維物體的幾何

概念要素，且偏重運用公式運算時，將可能導致兒童記憶體積公式，但是對體積測量與公式概念

理解不理想。 

兒童的測量與空間概念可以透過教學而改善（Clements, 2003）。先前的研究(例如：陳偉文，

2008；謝明欣，2011；Van der Meij & de Jong, 2006)指出：應用電腦軟體可以呈現立方體的特徵

與堆疊立方單位成立方體的歷程，以及顯示立方體的三維空間。上述動態呈現幾何圖形表徵，可

以幫助兒童學習圖像與空間想像。上述的圖形表徵與空間想像，將助益兒童對體積測量與體積公

式概念的理解（張碧芝、吳昭容，2009；Ben-Haim, Lappan, & Houang, 1985）。 

 

貳、研究目的 

學習測量三維物體所佔空間的大小，此概念與三維空間幾何概念密切相關(Owens & Outhred, 

2006; Battista, 2003)，進行體積教學時，其概念應融入體積測量教學。有視於兒童對體積與體積

公式概念理解不理想及當前教材的缺失，本研究設計整合三維空間幾何與體積測量的試驗教材並

採用導引式的討論教學，探討試驗教材對兒童認知體積測量概念、長(/正)方體體積公式意義及解

決體積問題能力的影響。同時，晤談部分兒童，以瞭解接受不同課程的兒童對上述體積測量的想

法。本研究探討的問題包含兩方面： 

一、不同的三維空間幾何與體積概念整合試驗教材，對兒童解決體積問題能力的影響為何？ 

二、接受不同體積課程的兒童，其對於體積概念、體積測量的方法，以及對長方體體積公式意義

的認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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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體積乃指物質所佔空間的大小，物體的體積、液體、空氣皆可以體積概念來描述其數量（國

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6）。體積概念與測量在小學數學課程與教學，包含以下概念(教育部，

1993; 2010)：體積的意義、體積的直接與間接比較、體積測量，以及長(/正)方體的體積公式導引。

體積概念與測量的學習需建基於長度與面積概念，其教材多被安排於五年級，而且先從體積概

念與長(/正)方體的體積測量入門 (教育部，2010)。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五年級的固體立方體

體積測量概念，不包含容積、容量與液量測量。而且，後文所指的體積公式，乃指長(/正)方體

的體積公式—「長(一邊)×寬(一邊)×高(一邊)」。 

小學數學介紹體積測量性質時，多利用離散量的性質，使用形狀與大小相同的立體單位，堆

疊成一個三維結構的立體物(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6)，然後計數行、列與層結構所組合的

立體單位之數量(朱建正，2000)。使用相同大小的立體單位堆疊組成立體產物，也表徵此立體產

物的內部被相同大小的立體單位所切割/組合(朱建正，2000)。在上述概念脈絡下，使用加法計

數長邊、寬邊所組合的立體單位數量，以及垂直於該底層的高度之單位數量，進而歸納「長×寬

×高」或「底面積×高」的規則(Hart, 1989; van de Walle, 2004)，此亦為體積測量的核心概念。 

幾何知識包含圖形(具體事物的圖形表徵)與形體的空間概念，以及邏輯推理(Clements & 

Battista, 1992)。Duval (1995)認為個體投入幾何活動時，幾何的認知歷程包含：(一)透過具體物與

圖形的觀察，認知圖形表徵；(二)藉助操作的歷程，連結觀察結果與表徵；(三)使用歸納或演繹

推理或統合前述的活動經驗，進而以語言或文字符號說明定義與原理原則。數學教育與心理學者

對於幾何量測量的教學觀點(Battista, 1999, 2003, 2004; Owens & Outhred, 2006)，亦強調多提供學

生觀察、組合與堆疊操作的機會，發展分析立體物三維空間的思考。上述的幾何操作與空間探索

活動，對於兒童建構三維空間的心象，尤具助益性 (張碧芝、吳昭容，2009; Ben-Haim et al., 1985)。 

電腦科技應用於數學教學的意義，自 1990 年代以來即受研究者的關注(例如：Clements & 

Battista, 1992; Battista, 2002)。在體積測量概念教學方面，朱心蕾(2005)使用電腦播放軟體

PowerPoint® 設計體積教材對五年級兒童(N=66)提供四節課的教學試驗，其研究結果發現：是否

接受電腦教學軟體輔助的體積教學，兒童在解決體積問題的表現無顯著差異。相對地，謝明欣

(2011)提供體積的 PowerPoint® 教材，搭配外掛的 Cabri 3D (Cabrilog Company, 2009)，並使用導

引式問答討論教學，對四年級兒童(N=83)施行教學試驗，比較有、無使用電腦軟體應用體積課程

的教學成效。此研究發現：接受電腦應用軟體輔助課程的實驗組兒童，其解題表現優於接受一般

教科書體積課程之對照組與接受非體積課程的控制組。綜合上述的研究與結果，應用電腦軟體於

體積測量教學的效果，可能因研究材料與評量問題不同而呈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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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研究皆比較有、無提供電腦輔助工具的教學對兒童解決體積問題能力的影響，本研究

則將改善上述研究的設計，實驗課程與對照課程於教學時，皆使用電腦播放工具及體積單位堆疊

的操作活動，並以五年級兒童為研究對象，探討不同的三維幾何空間融入體積測量對兒童學習體

積概念、體積公式與解決體積問題能力的影響。 

 

叁、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取自台北市兩所公立小學五年級五個班級共 138 位兒童(N＝138，男生 69 人；女

生 69 人)，兒童年齡為 10.67 歲(M = 128.07 月，SD = 3.40)。此兩所小學所在的學區皆屬於文教

區，學生家庭多為中等社會經濟階層。五個班級皆為常態編班，五個班兒童於上學期的數學總成

績無顯著差異 F(4, 133) = .40, p = .81。所有受試者於參與研究之前，已學過正方體與長方體及 1

立方公分的意義，但是尚未接受過體積測量及長(/正)方體體積公式之正式教學。 

在組別分派方面，將五個班隨機分派 2 班為實驗(課程)組、2 班為對照(課程)組及一班控制

組，此控制組為接受非幾何與非體積測量的教科書單元—分數與小數的計算。實驗組的人數為

55 人，對照組人數為 53 人，控制組為 30 人。 

    為瞭解兒童對於體積概念、體積測量與長方體體積公式的想法，本研究並從實驗組與對照組

各班分別選取數名兒童參加晤談。在晤談兒童的選取方面，分別將接受試驗教材班級兒童的上學

期數學學業總成績，各班依其分數高低分成低、中、高分組，並從三個分數組群各隨機抽取 4-6

名兒童參加個別晤談。於本研究報告乃針對實驗組 14 人及對照組 16 人的晤談資料逐字稿之分析

結果，提出初步的報告。     

 

二、研究工具 

(一)試驗教材設計的理論基礎、教學問題及教學方式 

本研究的試驗教材(實驗課程、對照課程)及體積問題的評量工具(前測與後測)，乃參考自

Huang 與 Crockett (2008 March)的體積 PowerPoint® 教材及謝明欣(2011)的研究工具，並做部分修

改。實驗組課程為將三維空間幾何概念融入體積測量，在三維空間幾何概念的教材呈現上，乃結

合 PowerPoint® 與 Flash 及 Cabri 3D 軟體(Cabrilog Company, 2009)，使用立方體圖的表徵與動態

畫面(例如：圖形的平移、翻轉與展開等)，呈現立方單位堆疊的過程與表徵三維的幾何圖。對照

組課程也使用 PowerPoint® 設計與播放教學問題，但教材投影片皆使用靜態的圖示表徵，無動態

展示。施行教學時，各組皆提供兒童教學問題題本與 1 立方公分的白色積木，供堆疊操作。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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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備與教具方面，使用電腦與投影設備播放教學問題，及配合教學問題使用長方體紙盒與積

木。試驗教材的設計理念、教學問題所包含的數學概念，以及教學方式分別說明如下。 

1. 體積概念的層次與課程設計 

依數學教育學者及數學課程文件之分類(例如：譚寧君，1997; Carthcart, Pothier, Vance, & 

Bezuk, 2003; National Council for Teachers for Mathematics [NCTM], 2000, 2006)體積測量的知識

技能包含三種不同層次：(1)基礎層次：以感官、操作與觀察，認識體積的意義(Piaget, Inhelder, & 

Szeminska, 1960/李惠貞譯，1981)。(2)進階層次：瞭解體積的概念(意義、特質)、認識單位(個別

單位與公制單位)、發展出公式、能運算不同單位的等值轉換、能對物體體積作估測。(3)高階層

次：包含理解體積測量的概念結構、測量系統及推理相關的測量關係，發展比例概念及其他從間

接測量導引出來的概念。高階層次包含較抽象與複雜的測量推理，其為中學階段的課程範圍。 

本研究的試驗教材關注體積概念與長(/正)方體公式之導引，因此，試驗教材包含基礎與進階

層次的內容，未包含高階層次的概念。而且，檢視當前數學教科書之安排，此教材內容多為五年

級之教材單元。 

2. 體積的數學概念結構 

綜合國內外文獻對體積測量概念與教學之分析(例如：譚寧君，1997; 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

處，2006；Lehrer, 2003; NCTM, 2000, 2006)、民國 82 年小學數學課程標準(教育部，1993)及九

年一貫課程綱領(教育部，2010)羅列的五年級體積課程內容，重要數學概念包含：體積的意義、

如何測量體積、體積的測量單位、使用個別單位與普遍單位測量體積與報讀測量結果，以及導

引長方體的體積公式。上述體積概念皆納入本研究的實驗課程與對照課程。 

同時，本研究假設將長(/正)方體的幾何特徵與三維空間概念融入體積概念教學，可助益兒

童對體積與其測量公式概念的理解及解決體積問題的能力。因此，實驗課程將幾何的三維空間

概念統整於體積測量教材；對照組課程則無上述統整處理，但包含較多的使用 1 立方公分積木

堆疊操作活動、體積計算與應用公式解題討論。 

上述兩套課程的教學時間皆包含五節課，每節課約 40-45 分鐘。各套課程的主要內容與其所

包含的數學概念，以及控制組的課程，分別陳述如下。 

1. 實驗課程：此課程強調展示體積單位堆疊組成長(/正)方體的歷程，討論其所堆疊成一層的長、

寬、高的意義、行列矩陣與層的結構，以及體積公式。在展示長(/正)方體的特徵、三維空間、

以立方單位堆疊立方體的歷程及其所形成行、列矩陣與層的結構，則使用 Flash 與 Cabri 軟體

與 PowerPoint® 簡報軟體播放展示。此課程包含 24 題教學問題，所包含的數學概念為：體積

的意義與測量單位、體積的比較、體積單位的點數與加法性、長(/正)方體的特徵與三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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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長方體三維的辨識與測量、以體積單位堆疊長方體的行列矩陣與層的結構、長(/正)方

體的體積公式與運用。 

2. 對照課程：此課程類似於一般教科書的體積單元內容，但是提供較多使用體積單位堆疊長方

體的操作活動、體積計算與應用公式解題的討論。在提供堆疊立方體的操作問題題數上，實

驗課程包含一題；對照組則提供 3-4 題。此課程討論立方單位組成一層的長、寬、高的意義

及其行列矩陣與層的結構，以導引長(/正)方體體積公式，但其與實驗課程差異之處，在於未

提供動態的圖示展示堆疊過程、行列矩陣與層的結構，前述概念的討論也較實驗課程少。此

課程包含 26 題教學問題，所包含的數學概念為：體積的意義與測量單位、體積的比較、體積

單位的點數與加法性、長(/正)方體三維的辨識與測量、長(/正)方體的行列矩陣與層的結構、

長(/正)方體的體積公式與運用。     

3. 控制組課程：使用該年級原採用的教科書之分數與小數計算單元，不包含幾何與體積概念。 

在教學方法方面，兩份試驗教材的教學皆採導引式的問答討論教學—使用富含體積概念的教

材，結合形體的觀察、測量操作、解題討論，以導引兒童認識體積概念與理解公式意義。在控制

組的教學方面，其乃由原班級任教師進行分數與小數的計算單元教學。 

(二)試驗教材的教學問題類型與解題所需的數學概念與技能 

試驗教材的教學問題乃參考黃幸美(2009)的教學問題類型設計，兩套課程皆包含兩大類型的

問題：(1) 體積的運算問題：指需使用數字與運算技能，計算與解決問題。(2) 體積的概念理解

問題：指需使用體積概念判斷解題陳述的正確性並說明想法。 

(三)教學實施 

兩個參與試驗教學學校的實驗課程與對照課程，各由一位具有小學教師資格與教學經驗的實

驗教師施行教學。亦即，本研究之試驗教學，乃由兩位實驗教師執行。為使實驗教師於教學時專

注於學生的問答討論與教具操作觀察，兩套課程的教學問題播放乃由另一位具有小學教師資格的

研究助理協助，配合實驗教師的教學進度，使用電腦的簡報軟體與其投映設備播放，將教學問題

逐題播放。 

此外，為瞭解實驗教師在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教學行為是否一致，於教學試驗實施時，由研究

者與另一位受過教學觀察訓練的研究助理進行課室觀察，紀錄實驗教師是否依課程教案完成每個

教學問題的教學討論，以及提供兒童的教具、解題鼓勵的方式是否一致。 

(四) 前測、後測與晤談問題 

1. 前測與後測評量：前測、後測評量目的在於瞭解兒童接受不同的試驗教材之後，其在解決體

積問題表現的進步情形是否有差異。本研究前、後測乃參引自謝明欣(2011)的體積問題解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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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工具，並酌增體積概念說明與判斷問題，以檢核五年級兒童對體積概念的理解。 

本研究的前、後測問題類型相似，其也與試驗教材的教學問題類型相似。兩份評量各包含

八個題組―3 個題組的體積計算題與 5 題概念理解問題。兩份評量的施測時間各約為 40 分鐘。 

    本研究的試驗教材與前、後測問題，皆經兩位任教高年級且具有研究所課程訓練的有經驗教

師評閱其內容與評量適合度。同時，為瞭解兩份測驗的信度，前、後測的問題並對台北縣一所

公立小學 25 位五年級兒童施測，複本信度分析結果為 r = .79, p< .001。 

2. 晤談問題：本研究的晤談問題包含三題項：(1)「你知道「體積」的意思嗎？」；(2)「你知道如

何測量體積嗎？」；(3) 晤談者展示一個 3×4×2(公分)的長方體積木，並提問「有小朋友說：『測

量這個立方體的體積可以使用公式「長×寬×高」或「底面積×高」來計算。」你同意他的說法

嗎？為什麼？」。上述問題的晤談過程，全程錄音，並轉錄成逐字稿以分析兒童的想法。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分析包含量化資料處理及晤談資料分析。在量化分析方面，包含：比較三組兒

童在前、後測的整體解題分數、體積計算問題分數及體積概念判斷與想法說明的分數改變程度，

亦即比較接受不同課程的兒童在前、後測解題得分改變的程度。在晤談資料分析方面，依據受訪

兒童在三個晤談問題的說明內容，進行分類處理。 

前、後測的體積計算總分，各為 26 分；概念理解問題總分，各為 20 分。在前、後測總分方

面，則將前述兩類型問題之總分合併，因此，前、後測的總分各為 46 分。 

 

肆、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在觀察與評核實驗教師所表現的教學行為是否符合各課程教案方面，兩位觀察員觀察紀錄教

師教學行為結果分析，顯示實驗教師的教學相當符合教案，所觀察記錄的實驗教師行為，兩者相

符合的百分比達 90%以上。 

    

一、不同的實驗課程對兒童體積問題解決表現的影響 

    為瞭解接受不同課程的兒童，其於教學實驗之前的起始能力是否相當，本研究以變異數分析，檢

驗三組兒童的前測解題表現差異。ANOVA 分析結果為 F(4,133) =  .40，p =  .81，顯示三組兒童的前

測無顯著差異。 

    在量化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乃以重複量數的變異數分析，比較各組兒童於前測與後測得分的改

變情形，以比較不同課程對兒童解決體積問題能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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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體積問題解決的整體分數比較方面，分析結果發現：不同組別兒童的解題表現達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水準，F(2, 135) = 3.00，p=  .05，整體兒童在不同解題階段（前測與後測）達顯著差異，F(1, 

135) = 55.43，p< .001，不同組別與解題階段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果達顯著水準，F(2, 135) = 16.50，

p< .001。經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在不同解題階段方面，三組兒童的解題表現差異呈現於後測，F(2, 

270) = 19.20，p< .001；但非前測，F(2, 270) =  .91，p =  .40。此結果顯示，接受不同課程的三組

兒童，其後測解題表現呈顯著差異。在組別比較方面，實驗組與對照組兒童的解題表現皆達顯著

差異，實驗組為 F(1, 135) = 87.41，p< .001；對照組為 F(1, 135) = 30.35，p< .001；但是控制組在

前、後測解題表現的差異未呈顯著差異，F(1, 135) = 0.05，p=  .82。從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兒童

在兩次測驗的進步分數，實驗組的進步分數為 9.97；對照組的進步分數為 5.98，控制組的後測分

數低於前測分數 -0.35。以 LSD 事後比較三組的差異情形，實驗組的表現優於對照組及控制組；

對照組兒童的表現雖略優於控制組，但差異未達顯著。 

       在體積運算問題的分數比較方面，分析結果發現：在主要效果方面，不同組別兒童的體積運

算問題解題表現，呈顯著差異，F(2, 135) = 3.15，p< .05，整體兒童在不同解題階段（前測與後測）

達顯著差異，F(1, 135) = 48.22，p< .001；不同組別與解題階段(前測與後測)之間的交互作用亦呈

顯著，F(2, 135) = 11.47，p< .001。經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在不同解題階段方面，三組兒童的解題

表現差異呈現於後測，F(2, 270) = 18.68，p< .001；而非前測，F(2, 270) =  .25，p =  .78；在組別

比較方面，實驗組與對照組兒童的前、後測解題比較皆達顯著差異，實驗組為 F(1, 135) = 65.16，

p< .001；對照組為 F(1, 135) = 29.89，p< .001；但是控制組的前、後測解題比較則未呈顯著差異，

F(1, 135) = 0.001，p=  .98。從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兒童在兩次測驗的差異分數，實驗組在兩次評

量分數的差異為6.62；對照組在兩次評量分數的差異為4.56，控制組在兩次評量分數的差異為0.01。 

       在體積問體的概念判斷與說明分數比較方面，分析結果發現：在主要效果方面，不同組別兒

童的體積概念判斷與說明解題表現，呈顯著差異，F(2, 135) = 3.13，p< .05，整體兒童在不同解題

階段（前測與後測）的解題差異達顯著水準，F(1, 135) = 24.71，p< .001；不同組別與解題階段(前

測與後測)之間的交互作用亦呈顯著，F(2, 135) = 12.40，p< .001。經單純主要效果分析，在不同解

題階段方面，三組兒童的解題分數差異呈現於後測，F(2, 270) = 15.90，p< .001；而非前測，F(2, 270) 

=  2.82，p =  .06；在組別比較方面，實驗組與對照組兒童在兩次測驗的進步情形皆達顯著差異，

其中實驗組為 F(1, 135) = 54.98，p< .001；對照組為 F(1, 135) =  9.50，p< .01；但是對照組在前、

後測解題表現的差異未呈顯著差異，F(1, 135) = 0.33，p=  .57。從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兒童在兩

次測驗的進步分數，實驗組的進步分數為 3.35；對照組的進步分數為 1.42，但是控制組的後測分

數低於前測分數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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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晤談結果分析 

有關晤談資料的處理，分別依受訪兒童在三題問題的答題說明內容做分類，且依陳述內容採

多重記次處理。兒童對於體積意義說明、體積測量方法及體積公式說明分類結果，分別陳述如下。 

(一)在對於體積意義說明方面：根據受訪兒童其說明內容的正確性與完整性作分類，兩組兒童的

說明內容，包含四種類： 

1. 概念正確且完整：指能正確且完整地說明體積的意義，能說明體積為一個立體物所佔的空間

大小。例如：一位實驗組受訪兒童 C504001 說明體積的意思為「它是三維物體的空間大小」；

另一位對照組受訪兒童 C502003 說明體積的意思為「實體的大小，一個東西，嗯，它最合乎

的大小」。兩組受訪兒童的說明歸於此類之人次皆不高；實驗組為 3 人次；對照組為 5 人次。 

2. 測量的程序性方法：以體積公式說明體積的意義，即陳述「長×寬×高」公式但無進一步說明

體積的意義。實驗組有較高的人次歸於此類為 11 人次；對照組為 5 人次。 

3. 立方體的特徵與體積單位：使用語詞描述立方體的邊或體積單位名稱，但無說明體積意義。

例如：指出立方體的邊或說出「立體」或「立方公分」，但無說明體積意義。實驗組也有較高

的人次歸於此類，為 13 人次；對照組為 9 人次。 

4. 錯誤概念：兩組受訪兒童的迷思概念為混淆「表面積」與「體積」，以及難以區辨「面」與「體」

的語詞使用。各組的說明歸於此類者，實驗組為 2 人次；對照組為 3 人次。 

(二)在說明測量體積方法方面：兒童說明測量方法的包含兩類。 

1. 使用公式：指出使用公式「長×寬×高」，但無進一步說明。對照組有 10 人次使用公式測量體

積；相對地，實驗組無人次的說明歸於次類。 

2. 使用工具及公式：使用尺或物件為工具測量立方體的邊及體積公式「長×寬×高」運算體積。

例如：說明使用尺或 1 立方公分為單位做堆疊，測量立方體邊長，再使用「長×寬×高」公式

測量體積。所有實驗組的 14 位兒童皆使用工具及公式說明測量體積的方法；相對地，對照

組有 6 人次的說明歸於此類。 

(三)長方體體積公式：受訪兒童對體積公式的說明包含三種類型： 

1. 部分概念說明：兒童直接以「一層」說明底面積就是「長×寬」及「高邊」的意思，但未說

明以 1 立方公分為單位所排列組成的行、列矩陣結構。例如：一位實驗組受訪兒童 C504023

說明體積公式為「因為底面積，先算出來底面積，再乘以上面那層。因為它只有多乘高而

已，…，因為長×寬等於下面，下面底面積。」各組的說明歸於此類者，實驗組有 3 人次；相

對地，對照組有 2 人次。 

2. 使用數字套公式運算：使用所提供的長方體邊長數字及運算結果做說明，但無說明公式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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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例如：一位對照組受訪兒童 C502014 說明「因為底面積是 12，然後它這個高有兩層啊，

它底面積乘以高，高是 2啊，它跟長×寬×高，乘起來的結果一樣。 」實驗組有 3 人次使用

數字套公式運算說明公式；相對地，對照組有 9 人次的說明歸於此類。 

(3)說明邊名與需相乘的邊數：指出長方體的長、寬、高邊，說明「長×寬×高」與「底面積×高」

都是三個邊相乘，但無進一步說明公式概念。例如：一位實驗組受訪兒童 C502007 說明體

積公式「因為底面積是整個的這個[指出長方體的底面]，就是整塊面積。然後乘高，高是這

個，就是跟這個一樣[指出高邊]。」各組的說明歸於此類者，實驗組有 11 人次；對照組有

6 人次的說明歸於此類。 

(4)其他：兒童的回答只指出長方體的長、寬、高邊，但未提出進一步說明公式概念。對照組有

1 人次的說明歸於此類，實驗組則無人次歸於此類說明。 

針對上述受訪兒童提出的體積公式概念說明結果，兩組皆無兒童能完整且正確地說明體

積公式「長×寬×高」所包含的概念—以 1 立方公分為單位所排列組成的行、列矩陣結構與

底層的底面之長與寬各是由多少個 1 立方公分組成，及底面所表徵的行列矩陣，當底層的高

為 1 公分時，即底面的長邊與寬邊所排出的 1 公分單位數量與高邊的 1 公分單位數量(層數)

相乘，即「長×寬×高」的意思。 

 

三、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比較接受三種不同課程的兒童—三維空間的幾何概念融入體積測量課程(實驗課程)、體積

測量(對照課程)與非幾何與非體積測量課程(控制組)，其在接受試驗教學之前、後解決體積問題表現

的差異，並輔以晤談，探討不同體積課程對兒童概念理解體積測量公式及解決體積問題能力的影響。 

在體積問題解決的整體總分比較方面，本研究結果發現：接受實驗課程之實驗組兒童與接受

對照課程的對照組兒童，其在後測的體積問題解決表現，皆呈進步現象，但是實驗組的分數高於

對照組及控制組，對照組的分數雖高於與控制組的分數，但是差異未達顯著。從整體的解題表現

分析結果，本研究提供的體積課程對兒童學習後的解題表現皆具有助益效果，尤以三維空間幾何

概念融入體積測量的課程，助益程度較高，其效果優於對照組。本研究結果與謝明欣(2011)的結

果相似，也支持 Battista (2003)及 Owens 與 Outhred (2006)的觀點，幾何知識與空間概念屬於幾何

量測量的概念成分，體積測量的學習需整合三維空間的幾何概念。 

此外，從晤談兒童對於體積概念、測量與體積公式的想法，可輔以窺知不同課程的助益效果。

在測量體積的方法說明方面，實驗組兒童皆說明使用工具與公式，對照組則有較多人次只提出體

積公式而無其他說明。在體積公式概念說明方面，實驗組兒童雖然未能正確且完整地說明體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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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相較於對照組偏好以「使用數字套公式運算」說明公式，實驗組則有較多人次能以立方體

三維的邊與乘法說明「底面積×高」與「長×寬×高」的意義，以及指出底面、底層的高，部分說

明體積公式。相較於對照組的說明表現，實驗組對體積測量與公式的描述內容較豐富，他們比對

照組多能指出長方體的邊與邊名以說明公式；對照組則較多以數字套公式與運算結果說明公式。

從上述兩組晤談表現的差異，可呼應前文的量化分析結果，接受三維空間幾何融入體積測量的實

驗課程的兒童，對於體積測量與公式概念的說明，較能超越單純描述公式或數字運算結果。此可

能由於實驗組兒童從課程活動中，觀察與討論立方體的性質、靜態與動態的圖示表徵，學習此統

整三維空間概念與體積測量的教材，幫助兒童提出較多訊息說明。 

本研究在相同的教學時間、教學模式(皆以導引式的問答討論教學)下，施行教學試驗，實驗

課程乃將三維空間幾何概念融入體積測量，整合體積的意義與測量單位、長(/正)方體的特徵與三

維空間概念，藉助積木堆疊活動與幾何動態表徵，導引兒童觀察與建構體積單位堆疊組成的行列

矩陣與層的結構與體積公式。在結合圖形表徵、立方體模型、操作與語言表達的學習情境下，探

索幾何形體的特質與空間概念，瞭解三維立方體所佔空間與體積測量的關係，藉此推理長方體體

積公式。呈如 Fuys, Geddes, 與 Tischler (1988)、Clements 與 Battista (1992)與 Duval (1995)的幾何

概念學習觀點，藉助實物模型的觀察、操作有助於形成幾何圖像表徵與心像，結合幾何圖像表徵、

體積單位的組合操作與語言的使用，助益幾何心像運作、歸納與推理思考，裨益體積測量與公式

概念的認知。 

相對地，接受體積測量課程的對照組，其課程內涵類似於一般教科書的體積單元，兒童可從

使用立方單位堆疊立方體與體積測量的解題討論，習得體積的意義與公式，以及處理較單純的體

積運算問題。呈如本研究結果顯示：對照組兒童在後測的解題表現亦呈進步現象。惟此課程缺乏

三維空間的幾何概念成分，兒童對於立方體體積測量相關的概念的學習有限，其體積學習多傾向

記憶公式或使用數字套公式計算體積；較少兒童於說明公式概念時指出立方體的邊與公式內容的

關係。對照組兒童可能因缺乏幾何概念的輔助，在解決體積問題的整體表現也比實驗組表現差。 

接受非幾何與非體積課程的控制組兒童，其在後測整體分數比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分數低。於

解決本研究的體積問題，部分問題與長度、面積測量有關，控制組兒童若能應用先前學過的長度、

面積與 1 立方公分的先備知識，亦可解決問題。控制組由於未接受更進一步的體積課程，該組兒

童於兩次評量的分數進步情形相當有限。由此亦呼應 Huang 與 Witz (2011)的觀點，學校的測量

課程與教學在兒童學習測量知識上，扮演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進一步分析接受不同課程兒童在不同類型問題的解題表現，發現：比較不同組別

兒童在前、後測的體積運算問題、需判斷解題陳述正確性及數學想法說明的問題解決分數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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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接受實驗課程的兒童雖皆表現較高的分數進步現象，但是在需判斷解題陳述正確性及數學

想法說明的進步程度卻相當有限，只呈些微進步。同時，晤談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兒

童的說明表現，具有相似與差異之處。例如：在說明體積意義方面，雖然兩組兒童皆有較多人次

使用公式與立方體的特徵說明體積意義，而且實驗組在前述兩類的人次，略高於對照組，但是兩

組兒童能正確且完整地說明體積概念的人次皆不高。少數實驗組兒童能說明完整且正確的體積意

義，其人次略低於對照組兒童；而且亦有少數實驗組兒童混淆立方體的「表面」與「體積」的意

義。由此可見，解題時需使用數學判斷與想法說明的問題，其解題難度較高，實驗課程對此方面

的助益程度，亦需再提升。 

本研究的實驗組課程強調藉助展示靜態與動態的二維立體圖表徵、呈顯圖的界線範圍內的空

間，期待兒童能認知體積乃三維物體所佔的空間，對於體積意義的介紹較為不足。未來的研究，

建議於課程內導引兒童注意體積意義，教學者從實物與圖示讓兒童溝通體積是指什麼，並與長

度、面積的性質做區分(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2006)，為幫助兒童確認體積概念的可行途徑。 

此外，在說明體積測量的方法方面，兩組兒童皆能提出測量方法，但偏重使用體積公式，此

亦顯示兒童在處理體積測量，相當倚重公式的使用。解決體積問題，使用公式不失為有效率的方

法(Huang & Witz, 2013)，但是兒童是否正確地建構公式概念，乃需教學者進一步檢視。在長方體

體積公式概念說明方面，晤談結果發現：雖然有少數實驗組兒童能提出部分的公式概念說明，多

數兒童能指出公式對應的邊名與邊數，但無人次能提出完整地說明，此現象亦可見之於對照組。

此也呼應 Lehrer (2003)的觀點，體積的學習比面積難度高。而且，長方體體積公式概念包含立方

體的三維概念、體積單位的堆疊累積，以及行、列、層的結構等多項概念，成分較複雜，說明此

概念也較困難。體積公式概念的引導為本研究實驗課程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實驗組兒童對於此

概念的說明表現，尚猶不足，此可能由於教學過程較偏重上述公式概念教學內容的展示與解題應

用，讓兒童歸納說明體積公式意義的機會較不足。未來的研究，建議教學者可視學習者的學習情

況，調整教學者展示的份量，當兒童認識體積單位的堆疊累積，以及行、列、層的結構等多項概

念後，增加讓兒童說明與歸納公式概念的機會，以檢視兒童說明公式概念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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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Development about Mathematical 

Digital Learning System for Mobile Devices 

支援行動裝置器材的數學數位學習系統開發及

相關研究 

 

Chu-ching Huang 

Division of Natural Science, Chang-Gung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With the fact that the hand-held equipments have become popular in computer 

consumption market, we will explore the impact to mathematics digital learning 

system and study the strategies of improvement for traditional techniques. At first, 

system well-tuning for traditionadigital learning techniques, which is used to create 

resources over the level of campus calculuand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s, will 

be studies such that could be also accessible by user with held-held devices.  

      Computer algebra systems (CAS's) for Light-weight Mobile Devices)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dvance techniques having potential to encourage versatile thinking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Combining these two merits by use of CAS and tradition 

digital learning system, the research aims to develop a web-based light-weight CAS 

which allows learner with mobile devices to benefit from traditional digital system.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hand-held devices, we will develop a universal 

framework for creating Android App which can be used to wrap the content of 

learning sources in the digital learning system. It should facilitate the use of hand-

held devices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system. 

 

Results of This Projects:  

              a∘  ) CAS's for Light-weight Mobile Devices  

                     support on-line mathematical com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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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Resources for Math e-Learning  

Applications and online tools to make or migrate resources for mathematical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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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Full-featured Framework for Resources Development  

Universal user-interface (basical web-base UI), scalable platform which could work from  

funcdamental field to professional researches (Sage and IPyth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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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1] Apps: http://play.google.com, webOctave for Android, Web Mathematics 2 for Android, 

ABCalculus  

[2] Welcome to our web site: http://diffusion.c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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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數課程能力指標  

(右上方打*號代表為補充或進階課程) 

A 群論(Group Theory)： 

A-01：能認識群(group)的定義與結構。 

A-01-a：能陳述結合律(associative law)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檢驗其是否

滿足結合律。 

說明：1.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相互參照，以瞭解結合律的定義與檢驗方式。 

2.需仔細說明符號的定義與使用方式，例如 ，使學生瞭解並熟悉

其操作。 

3.必須使學生釐清群結構  中的乘法運算符號“ ”與我們常用的實數乘法

運算不同。 

A-01-b：能陳述單位元素(identity element)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指出其單

位元素。 

說明：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相互參照，以瞭解單位元素的定義與判別方式。 

A-01-c：能陳述反元素(inverse element)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指出任意元

素之反元素。 

說明：1.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相互參照，以瞭解反元素的定義與判別方式。 

2.須說明我們常用的實數減法與除法，應理解為分別對應於加法與乘法的反

元素之概念。 

A-01-d：能陳述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群的結構。 

說明：1.應承接 A-01-a 結合律、A-01-b 單位元素與 A-01-c 反元素之概念，引出群的

定義。 

2.應例舉非學生經驗中，一般實數加法與乘法的運算，例如可考慮 ，其

中乘法運算“ ”定義為 ，則其乘法滿足結合律且 為其單位元

素，但由於 沒有反元素，故  非群結構。 

A-01-e：能陳述交換律(commutative law)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辨任意

兩元素是否為可交換的。 

說明：應例舉非學生經驗中，一般實數加法與乘法的運算，例如可考慮 ，其中

乘法運算“ ”定義為 ，則該結構中之任意兩元素皆是可交換的。 

A-01-f：能陳述交換群(commutative group)[阿貝爾群(abelian group)]的定義，並在具體

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交換群的結構。 

說明：1.從實例中讓學生體會群的乘法運算未必有交換性。 

2.需仔細說明交換群  之運算符號“ ”的定義與使用方式，例如 

，並與 A-01-a 中介紹的符號相互參照對應。 

A-01-g：能在具體的群結構中，說明方程式  與  的意義，並解釋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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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  與 。 

說明：應強調在非交換群中，  與  的意義不同，且其解亦不相同。 

 

A-02：能辨識常見的群。 

A-02-a：能分析  的群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單位元素以及各

元素所對應的反元素。 

說明：整數與其加法的運算結構已為學生所熟悉，介紹時可直接與學生經驗聯結。 

A-02-b：能分析  的群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單位元素以及各

元素所對應的反元素。 

說明：1.可與 A-02-a 中所介紹  的群結構進行對照比較。 

2.本概念為建立 A-06 有限交換群的基本知識。 

A-02-c：能分析對稱群(symmetric group)  的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

單位元素以及各元素所對應的反元素。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瞭解對稱群的元素。 

2.介紹置換(permutation)之符號時，應先說明  等符號的定義與操

作，再化簡為  等符號的定義與操作。 

3.須強調合成  的定義方式，其中 ，並說明  未必

成立，亦即對稱群當  時為非交換群。 

A-02-d：能分析循環群(cyclic group)的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單位元

素以及各元素所對應的反元素。 

說明：可以用  的具體實例說明循環群的結構。 

 

A-03：能瞭解子群(subgroup)的定義與性質。 

A-03-a：能陳述子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群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子集合是否為該群之

子群。 

說明：1.應說明並強調判斷一群中的子集合是否構成子群，僅須檢視 i.該子集是否對

乘法滿足封閉性，ii.該子集任一元素之反元素，是否仍在該子集中。 

2.應分別例舉若干交換與非交換群的範例與練習。 

A-03-b：能陳述群的生成元素(generator)和生成集合(generating set)之定義，並在具體

的群結構中，辨識該群的生成集合。 

說明：可類比為線性代數中，向量空間之生成集合的概念，以幫助學生理解。 

A-03-c：能陳述直積(direct product)與直和(direct sum)的定義與基本性質。 

說明：1.可類比為座標化的概念，以幫助學生理解。 

2.應說明直和的概念是使用於交換群的結構中。 

3.本概念為建立 A-06 有限交換群的基本知識。 

 

A-04：能認識群同態(homomorphism)和同構(isomorphism)的定義與性質。 

A-04-a：能陳述群同態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之間的映射(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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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同態。 

說明：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認識本概念，例如  定義為 

 即為常用的例子。 

A-04-b：能陳述一對一(one-to-one)映射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檢驗一映射是否

為一對一。 

說明：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認識本概念。 

A-04-c：能陳述群同構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之間的同態是否為

同構。 

說明：1.應強調同構為 A-04-a 同態與 A-04-b 一對一映射兩觀念的結合。 

2.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認識本概念。 

3.可接續說明 A-04-a 時所舉例的同態，進一步判別其是否為同構作為範例。 

4.應介紹自同構(automorphism)的定義與性質，並例舉常見的實例。 

A-04-d：能陳述群同態之核(kernel)的定義與基本性質，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一特

定群之間的同態所對應的核。 

說明：1.可接續說明 A-04-a 時所提供的同態，進一步介紹其對應的核作為範例。 

2.可類比為線性代數中，線性變換的核之概念。 

3.可以用  至  的映射作為代表的範例與練習。 

 

A-05：能認識正規子群(normal subgroup)和商群(quotient group)的定義與性質。 

A-05-a：能陳述陪集(coset)的定義，並寫出一特定陪集的元素。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陪集所包含的元素。 

2.以具體的實例說明並強調若  為一群結構，且  和 ，則

i.  與  未必相等，ii.  與  可能相等。 

A-05-b：能陳述正規子群的定義與基本性質，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之子

群是否為正規子群。 

說明：1.可先回顧 A-03-a 子群的定義與基本性質。 

2.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正規子群的概念。 

3.可以舉一個群中的不同子群為範例與練習，判斷其是否為正規子群。 

A-05-c：能陳述商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商群的元素和進行運算的操作。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商群的定義與結構。 

2.可接續說明 A-05-b 時所提供的正規子群，進一步介紹其對應的商群作為範

例。 

3.可以舉一個群中的不同正規子群為範例與練習，分析其對應的商群，使學生

能夠加以比較。 

4.應分別例舉若干交換與非交換群的範例與練習。 

A-05-d：能陳述群理論之第一同構定理(the first isomorphism theorem)，並應用於具體

的情境中，分析群與同態的結構。 

說明：1.可以用  至  的同態作為代表的範例，以幫助學生理解。 

2.若學生對於本概念的學習成效良好，可適度介紹第二與第三同構定理(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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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and third isomorphism theorems)。 

 

A-06：能認識有限交換群的結構。 

A-06-a：能區別兩直和  與  是否同構。 

說明：1.應先舉簡易的實例，例如  與  同構的充要條件為 p 和 q 互質，

使學生體會兩直和之間的異同。 

2.應讓學生認識並熟悉以正整數因數分解的方式，判斷兩直和是否同構的技

巧。 

A-06-b：能將一有限交換群分解為若干循環群的直和。 

說明：1.可以先用具體的  作為實例，示範將其分解為同構於 

 表示法的技巧，幫助學生理解。 

2.應接續 A-06-a 的概念，讓學生可以區分各個分解表示法的異同。 

A-06-c：能對有限交換群進行分類。 

說明：應介紹以正整數因數分解的方式，分類特定秩(order)的有限交換群之結構，並

讓學生熟練其技巧。 

 

A-07：能瞭解西羅定理(Sylow Theorems)，並運用於群結構的分析。 

A-07-a：能陳述 p-群(p-group)與西羅 p-子群(Sylow p-group)的定義和基本性質，並在

具體的情境中，寫出一特定群的西羅 p-子群。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 p-群與西羅 p-子群的定義與結構。 

2.應以具體實例說明兩個同秩的 p-群未必同構，例如  與 ，而 p-

群也未必為交換群，例如二面體群(dihedral group)  為非交換群，且亦有

無限 p-群的存在。 

A-07-b：能陳述西羅定理。 

說明：1.應介紹並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瞭解共軛(conjugacy)的意義，亦可類比為線性代

數中矩陣相似(matrix similarity)概念。 

2.應輔以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本定理的內涵。 

A-07-c：能在具體的情境中，利用西羅定理分析群的結構與性質。 

說明：應以具體的實例帶領學生利用西羅定理分析群的結構，並在應用過程中回顧

西羅定理的重要內涵。 

 

A-08*：能認識冪零群(nilpotent group)與可解群(solvable group)的結構與性質。 

A-08-a*：能陳述冪零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是否為冪零群。 

說明：1.本單元為進階教材，可視進度決定是否教授。 

2.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幫助學生認識冪零群的結構與性質。 

A-08-b*：能陳述可解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是否為可解群。 

說明：1.本單元為進階教材，可視進度決定是否教授。 

2.可解群為介紹 C-03-e 中多項式根式求解問題的先備知識，故教授 C-03-e 之

前，應先介紹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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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幫助學生認識可解群的結構與性質。 

 

B.環論(Ring Theory)： 

B-01：能認識環(ring)的定義與結構。 

B-01-a：能陳述分配律(distributive law)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檢驗其是否

滿足分配律。 

說明：1.須說明乘法(multiplication)與加法(addition)的定義與使用方式，使學生瞭解

並熟悉符號的操作。 

2.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瞭解乘法對加法的分配律。 

B-01-b：能陳述環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環的結構。 

說明：1.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相互參照，以瞭解環的抽象結構。 

2.必須使學生釐清環結構  中的加法運算符號“ ”和乘法運算符號“ ”

與我們常用的實數加法和乘法運算不同。 

3.須說明我們常用的實數減法與除法，應理解為分別對應於加法與乘法的反元

素之概念。 

4.應提示可利用群論的技巧瞭解環的性質，例如在環結構  中，  

構成一交換群。 

5.應例舉非學生經驗中，一般實數加法與乘法運算的環結構，例如矩陣環。 

B-01-c：能陳述交換環(commutative ring)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

否滿足交換環的結構。 

說明：1.應強調交換環的判別，是取決於乘法運算是否滿足交換性質。 

2.應分別例舉若干交換與非交換環的範例與練習。 

B-01-d：能分析  的環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零元素(zero)、單

位元素與各元素所對應的加法和乘法之反元素。 

說明：1.整數與其乘法和加法的運算結構已為學生所熟悉，介紹時可直接與學生經驗

聯結。 

2.可回顧 A-02-a 中  群結構的性質。 

B-01-e：能分析  的環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零元素、單位元

素與各元素所對應的加法和乘法之反元素。 

說明：1.可回顧 A-02-b 中  群結構的性質。 

2.可與 B-01-d 中所介紹  的環結構進行對照比較。 

B-01-f：能陳述子環(subring)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群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子集合是否為

該群之子環。 

說明：1.應說明並強調判斷一環中的子集合是否構成子環，僅須檢視 i.該子集是否對

加法與乘法滿足封閉性，ii.該子集任一元素之加法反元素，是否仍在該子集

中。 

2.應分別例舉若干交換與非交換環的範例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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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能瞭解整數域(integral domain)、可除環(division ring)和體(field)的定義與結構。 

B-02-a：能陳述零因子(zero divisor)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元素是

否為零因子。 

說明：應以具體的實例，說明零因子的概念，以幫助學生理解。 

B-02-b：能陳述整數域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整數域的結

構。 

說明：1.可以使用常見的整數  作為整數域的代表範例。 

2.可接續說明 B-01-b 與 B-01-c 時所提供的範例與練習，進一步判斷其是否為

整數域的結構。 

B-02-c：能陳述可除環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可除環的結

構。 

說明：1.可以使用四元數(quaternions) 作為可除環的代表範例。 

2.可接續說明 B-01-b 與 B-01-c 時所提供的範例與練習，進一步判斷其是否為

可除環的結構。 

B-02-d：能陳述體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體的結構。 

說明：1.可以使用常見的有理數 、實數  與複數  作為體的代

表範例。 

2.可接續說明 B-01-b 與 B-01-c 時所提供的範例與練習，進一步判斷其是否為

體的結構。 

3.應強調“體 可除環 整數域”的關係。 

B-02-e：能陳述商體(quotient field)  的定義和結構，其中 R 為一整數域而 S 為其

所有非零元素之集合，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寫出一特定整數域的商體。 

說明：可類比為從整數  建構有理數  的概念，以幫助學生理解。 

 

B-03：能認識環同態(homomorphism)和同構(isomorphism)的定義與性質。 

B-03-a：能陳述環同態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環之間的映射，是否

為同態。 

說明：1.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認識本概念。 

2.可讓學生參照於 A-04-a 所提及的群同態之概念，相互比較，以幫助學生理

解。 

3.可以用  至  的映射作為代表的範例與練習。 

4.應分別例舉若干交換與非交換環的範例與練習。 

B-03-b：能陳述環同構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環之間的同態，是否

為同構。 

說明：1.應強調同構為 B-03-a 同態與 A-04-b 一對一映射兩觀念的結合。 

2.應舉若干常見的實例讓學生認識本概念。 

3.可讓學生參照於 A-04-c 所提及的群同構之概念，相互比較，以幫助學生理

解。 

4.可接續說明 B-03-a 時所舉例的同態，進一步判別其是否為同構作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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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應介紹自同構(automorphism)的定義與性質，並例舉常見的實例。 

B-03-c：能陳述環同態之核(kernel)的定義與基本性質，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一特

定環之間的同態所對應的核。 

說明：1.可接續說明 B-03-a 與 B-03-b 時所提供的同態或同構，進一步介紹其對應的

核作為範例。 

2.可讓學生參照於 A-04-d 所提及群同態之核的概念，相互比較，以幫助學生

理解。 

3.可類比為線性代數中，線性變換的核之概念。 

 

B-04：能認識理想(ideal)和商環(quotient ring)的定義與性質。 

B-04-a：能陳述理想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子環是否為該環之理

想。 

說明：1.可先回顧 B-01-f 子環的定義與基本性質。 

2.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理想的定義與性質。 

3.可以舉一個環中的不同子環為範例與練習，判斷其是否為理想。 

B-04-b：能陳述理想的生成元素和生成集合之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辨識其理

想的生成集合。 

說明：1.可類比為線性代數中，向量空間之生成集合的概念，以幫助學生理解。 

2.可讓學生參照於 A-03-b 所提及群之生成集合和生成元素的概念，相互比較，

以幫助學生理解。 

B-04-c：能陳述商環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商環的元素和進行的運算操作。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商環的定義與結構。 

2.可接續說明 B-04-a 時所提供的理想，進一步介紹其對應的商環作為範例。 

3.可以舉一個環中的不同理想為範例與練習，分析其對應的商環，使學生能夠

加以比較。 

4.可帶領學生回顧於 A-05-c 所提及商群的概念，相互比較，幫助學生理解。 

5.應分別例舉若干交換與非交換環的範例與練習。 

B-04-d：能陳述環理論之第一同構定理(the first isomorphism theorem)，並應用於具體

的情境中，分析環與同態的結構。 

說明：1.可以用  至  的同態作為代表的範例，以幫助學生理解。 

2.若學生對於本概念的學習成效良好，可適度介紹第二與第三同構定理(the 

second and third isomorphism theorems)。 

3.可讓學生參照於 A-05-d 所提及群的第一同構定理，相互比較，以幫助學生

理解。 

 

B-05：能認識常見的理想和環，並瞭解其結構與性質。 

B-05-a：能陳述質理想(prime ideal)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理想是

否為質理想。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質理想的定義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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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介紹質理想與其對應商環之間的關係。 

B-05-b：能陳述極大理想(maximal ideal)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理

想是否為極大理想。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極大理想的定義與性質。 

2.應介紹極大理想與其對應商環之間的關係。 

3.應說明質理想與極大理想之間的關係。 

B-05-c：能陳述質元素(prime element)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元素

是否為質元素。 

說明：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質元素的定義與性質。 

B-05-d：能陳述不可約元素(irreducible element)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

特定元素是否為不可約元素。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不可約元素的定義與性質。 

2.應展示不同的範例，強調質元素與不可約元素為不同的概念。 

3.應解釋並舉例說明質元素與不可約元素之間的關係。 

B-05-e：能陳述主理想環(principal ideal ring)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其是

否為主理想環。 

說明：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主理想環的定義與性質。 

B-05-f：能陳述唯一分解整數域(unique factorization domai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

構中，檢驗其是否為唯一分解整數域。 

說明：1.應介紹環結構中，因數分解的概念，可以使用熟悉的  作為範例。 

2.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瞭解因數分解表示法並不唯一，進而引入唯一分解整數

域和算術基本定理(the fundamental theorem of arithmetic)。 

3.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唯一分解整數域的定義與性質。 

B-05-g：能陳述歐幾里得整數域(Euclidean domai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

驗其是否為歐幾里得整數域。 

說明：1.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理解歐幾里得整數域的定義與性質。 

2.應強調“歐幾里得整數域 主理想環 唯一分解整數域”的關係。 

 

B-06：能認識多項式環(polynomial ring)的定義與性質。 

B-06-a：能陳述多項式(polynomial)的定義，分析多項式環的結構，並進行其運算和符

號操作。 

說明：1.可以從學生於高中數學學習多項式的經驗加以延伸，瞭解多項式環的概念與

符號操作。 

2.應強調若 為具有單位元素的環，則多項式環  中的符號“ ”即為 的

單位元素 1，此概念與次方無關，避免學生往後產生“零的零次方”等錯誤觀

念。 

B-06-b：能陳述多項式的根(root)之定義，並求解簡易方程式的根。 

說明：可以從學生於高中數學求解多項式的根之經驗加以延伸，回顧其解題技巧。 

B-06-c：能陳述多項式環的除法原理(the division algorithm)，並在具體的情境中，進行



易正明  建置學習代數的能力指標 

 

221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說明：1.可以從學生於高中數學學習多項式長除法的經驗加以延伸，瞭解多項式環除

法原理的概念與操作。 

2.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操作與熟練除法原理的技巧。 

B-06-d：能陳述艾森斯坦判別法(Eisenstein’s criterion)，並應用在具體的情境中，檢驗

一特定多項式是否為不可約的。 

說明：應輔以實際範例，讓學生熟悉艾森斯坦判別法的操作方式。 

 

C.體擴張與伽羅瓦理論(Field Extension and Galois Theory)： 

C-01：能認識體擴張(field extension)的定義與性質。 

C-01-a：能陳述擴張體(extension field)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擴張體的元

素。 

說明：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瞭解擴張體的概念。 

C-01-b：能陳述中間體(intermediate field)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體擴張情境中，寫出當

中的中間體。 

說明：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瞭解中間體的概念。 

C-01-c：能陳述代數元素(algebraic element)和超越元素(transcendental element)的定

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檢驗一特定元素是否為代數元素或超越元素。 

說明：可以提供常見的範例，例如  和 e 對於  為超越元素，而  和 i 對於  

則為代數元素，以幫助學生理解。 

C-01-d：能陳述代數擴張(algebraic extension)和超越擴張(transcendental extension)的定

義，並在具體的體擴張情境中，檢驗其為代數擴張或超越擴張。 

說明：應強調本概念為 C-01-a 體擴張與 C-01-c 代數元素和超越元素兩觀念的結合。 

C-01-e：能陳述有理函數(rational functions)的定義，分析有理函數體(field of rational 

functions)的結構，並進行其運算和符號操作。 

說明：1.可以從學生於高中數學學習有理函數的經驗加以延伸，瞭解有理函數體的結

構。 

2.可回顧 B-02-e 商體的概念，強調有理函數體為多項式環的商體。 

3.應介紹擴張體和有理函數體之間的關係與性質。 

C-01-f：能構造出特定的有限體，並分析該體的結構和進行運算的操作。 

說明：1.應介紹並示範有限體的構造方式，讓學生認識具體的例子，並熟悉其構造技

巧。 

2.可接續以上構造的例子，分析其結構，使學生瞭解有限體的相關性質。 

C-01-g*：能陳述尺規作圖的規則。 

說明：1.本單元為補充教材，可視進度決定是否教授。 

2.應強調直尺必須沒有刻度，可為任意長度，並只能用它來連接兩定點；圓規

僅可以拉開成之前構造過任意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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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應強調尺規作圖必須在有限步驟完成。 

C-01-h*：能陳述尺規作圖的三大難題。 

說明：1.本單元為補充教材，承接 C-01-g，可視進度決定是否教授。 

2.可先介紹尺規作圖三大難題的歷史淵源，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3.應說明尺規作圖三大難題分別為三等分角、倍立方與化圓為方等問題。 

C-01-i*：能陳述尺規作圖三大難題無法達成的理由。 

說明：1.本單元為補充教材，承接 C-01-g 與 C-01-h，可視進度決定是否教授。 

2.若學生對於本單元的學習成效良好，可適度介紹正多邊形可尺規作圖的充要

條件，但不需詳細說明。 

 

C-02：能認識常見的體擴張與其性質。 

C-02-a：能陳述分裂體(splitting field)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計算多項式的分裂

體。 

說明：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充份瞭解分裂體的概念。 

C-02-b：能陳述體的代數閉包(algebraic closure)之概念，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對應

特定體的代數閉包。 

說明：應展示經典的範例，例如  和  的代數閉包皆為 ，讓學生連結過去的經

驗理解此概念。 

C-02-c：能陳述可分擴張(separable extensio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體擴張情境中，檢驗

其是否為可分擴張。 

說明：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充份瞭解可分擴張的定義與性質。 

C-02-d：能陳述正規擴張(normal extensio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體擴張情境中，檢驗

其是否為正規擴張。 

說明：應舉若干實例讓學生充份瞭解正規擴張的定義與性質。 

 

C-03：能瞭解伽羅瓦基本理論的內涵。 

C-03-a：能陳述伽羅瓦群(Galois group)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對應的伽羅

瓦群。 

說明：1.應先以實例介紹自同構群的概念，並讓學生熟悉其計算技巧。 

2.應輔以實例示範伽羅瓦群的計算，使學生瞭解其定義，並掌握其技巧。 

C-03-b：能陳述伽羅瓦基本定理(the fundamental theorem of Galois theory)，並在具體的

情境中，計算伽羅瓦群和其體擴張所對應的中間體。 

說明：1.可接續說明 C-03-a 時所提供的範例，以幫助學生理解。 

2.介紹範例時應繪製樹狀圖，分別展示伽羅瓦群之子群和體擴張的中間體，強

調其之間的一對一對應。 

3.應在範例中點出伽羅瓦群之正規子群與正規擴張的對應關係。 

C-03-c*：能陳述根擴張(radical extensio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根擴張之

體的元素。 

說明：1.本單元為進階教材，可視進度決定是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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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以實例介紹根擴張的概念，以幫助學生理解。 

C-03-d*：能陳述多項式可以根式求解的定義。 

說明：1.本單元為進階教材，承接 C-03-c，可視進度決定是否教授。 

2.可先介紹多項式根式求解的歷史淵源，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C-03-e*：能陳述多項式可以根式求解的條件，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簡易的多項式

是否可以根式求解。 

說明：1.本單元為進階教材，承接 C-03-c 與 C-03-d，可視進度決定是否教授。 

2.介紹本單元前，應先說明 A-08-b 可解群的定義與性質，使學生擁有基本的

先備知識。 

3.可先推導二次與三次多項式根式解的公式，展示多項式與根的恆等變換之關

係，讓學生體會根式求解的基本精神。 

4.應輔以實例說明多項式可以根式求解的充要條件為其對應的伽羅瓦群為可

解群，並藉由繪製樹狀圖，點出相對應的正規子群與正規擴張。 

5.應說明小於或等於四次的多項式皆可以根式求解。 

6.應強調大於或等於五次的多項式無根式解的通式，但部分高次的多項

式仍然可以根式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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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樣本資料背景 

樣本 1：於中國文化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並進修台南大學國小師資班，目前的職業

為國小教師。曾修習線性代數與代數課程，自評當年線性代數學得還不錯，能夠了解課程

的主要概念與基本應用，並有自學部分課堂上沒有教的章節內容，於代數學方面亦有相同

的經驗。由於目前為國小教師，所以認為之前所教的知識有９９％對教學沒有幫助，現在

回想起來僅記得交換律、結合律與分配律等基本定義。 

 

樣本 2：於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畢業，由於大學就讀非數學相關學系，所

以對於代數的基礎建立於高中數學的知識。在修習數學學習的相關課程中，有提及代數的

部分，但比重不高，不過仍知道在教學中應授予那些重要代數知識給國小學童。 

 

樣本 3：大學畢業於亞洲大學光電與通訊學系，目前於台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碩

士班就讀，為全職學生。大學曾修習工程數學，但當時有重修完成學分。由於尚未任教，

因此對於代數在教學上的關聯性並不清楚。 

 

樣本 4：為台中師範學院數理教育學系學士，目前為國小教師。大學時曾修習線性代

數，由於當時是師院改制的第一屆，所以認為授課內容不至於太艱深，但因本身的專長與

興趣並非在數學，因此應付考試頗為辛苦，學習成效較差。因此教學上並沒有用到代數學

的相關知識。 

 

樣本 5：東海大學數學系學士，曾經在大學時修習線性代數與代數學，認為線性代數

偏重計算，而代數則是偏重證明，但修習線性代數與代數學的經驗也提供了一些幫助，目

前則是學習與建立以學童的立場與角色來思考的模式。 

 

樣本 6：畢業於台中師範學院數理教育學系，現在從事國小教學工作，認為與代數學

沒有直接的相關，但覺得代數與高中數學的學習有密切的關聯。 

 

樣本 7：畢業於高雄師範大學數學系，職業為高中教師。大學修習代數的相關科目主

要有線性代數與代數學，當初修代數學時覺得很困難，老師教授的內容非常豐富，但因教

材太多，老師上課速度快，題材又以證明居多，所以感到非常繁重，當時大二修習時沒有

通過，在大三重修後才拿到學分。自認由於代數學沒有學得很好，所以認為代數學與現在

教授高中數學的內容較沒有明顯的關聨，倒是大一所修習的線性代數，因為計算居多，學

得比較好，再加上目前高中教材有提到矩陣的單元，所以對教學上有較大益處。 

 

樣本 8：畢業於台南師範學院幼兒教育學系，關於代數學在現在教學上的助益，則是

認為可以增加計算能力，讓思路較為清晰。 

 

樣本 9：畢業於台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大學時曾修習兩學期的線性代數，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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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慢，僅學到矩陣的運算，所以當初並不了解其重要性，亦沒有認真花時間研讀。由於

在國小任教似乎不需使用太深奧的線性代數知識，所以學過的相關內容之後再沒有使用過。 

 

三、代數能力試題表現評估 

 

註：(I)表現前 10% 學生(精熟學生)：修課成績表現為頂尖的學生，已精熟所有基本與進階

內容。 

    (II)表現前 50% 學生(普通學生)：修課成績表現為一般的學生，具備基本概念與部分的

進階內容。 

    (III)表現前 70% 學生(後段學生)：修課成績表為後段的學生，僅具備基本概念，完成

修習代數課程的最低要求。 

 Topic A. Group 

Theory 
Topic B. Ring Theory 

Topic C. Field Extion. 

and Galois Theory 

A1 A2 A3 A4 A5 A6 A7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B9 B10 B11 C1 C2 C3 C4 C5 C6 C7 

表現

前 10% 

學生 

(精熟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現

前 50% 

學生 

(普通

學生) 

○ ○ ○ ○ ○ ○  ○ ○ ○ ○ ○  ○ ○    ○       

表現

前 70% 

學生 

(遲緩

學生)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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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代數可能的迷思概念 

A.群論(Group Theory)： 

1. 因為符號的使用，學生可能將群結構  或  中的乘法運算“ ”或加法運算

“ ”，與我們常用的實數乘法或加法混為一談。[請參考能力指標 A-01-a 與 A-01-f] 

建議改善方式：可提供大量的範例，讓學生瞭解群結構的乘法或加法運算為抽象的概

念，只要滿足結合律(和交換律)，具有單位元素與反元素，皆為我們討論的範疇。 

2. 於交換群結構  中，由於實數加法的經驗，學生進行  等符號操作時，可能會

誤解為“3 乘以 a’’的意義。[請參考能力指標 A-01-f] 

建議改善方式：介紹交換群的範例時，可再次強調  等定義，實際展示  

的結果(如在  中，若 ，則 )，指出“3’’並非

該交換群的元素，此符號的採用只是為了使用上的方便。 

3. 因為實數乘法具有交換性，故學生可能將其與群結構的乘法運算聯結，誤解群結構的乘

法具有交換性。[請參考能力指標 A-01-e 與 A-01-f] 

建議改善方式：可提供常見的非交換群作為範例，如所有可逆矩陣構成的乘法群，讓學

生瞭解群結構未必具有交換性。 

4. 藉由實數乘法與加法的經驗，學生可能認為群結構的乘法或加法，必然有對應的除法或

減法運算。[請參考能力指標 A-01-c] 

建議改善方式：藉由實際的範例，說明所謂的除法或減法，應解釋為乘上或加上其反元

素的概念，必要時可介紹半群(semigroup)的結構，亦即僅滿足結合律的運算系統(如考

慮  並定義 )，則“除法’’的概念無法類比於沒有反元素的元素。 

5. 介紹對稱群  時，學生可能認為置換的合成是可交換的，亦即  對於所有

的  皆成立。[請參考能力指標 A-02-c] 

建議改善方式：可示範實際的操作，並讓學生練習，進而瞭解對稱群是非交換的。 

6. 學生可能會混淆群之間的同態、同構與自同構的定義。[請參考能力指標A-04-a與A-04-c] 

建議改善方式：可強調這三者定義之間的差異，輔以實例說明，並展示“自同構  同

構  同態’’的關係。 

7. 介紹陪集的概念時，若  為一群結構，且 ，  和 ，則學生可能

會認為 i.  且 ii. 。[請參考能力指標 A-05-a] 

建議改善方式：可藉由實例的展示說明 i.  與  未必相等，ii.  與  可能相

等。 

8. 介紹商群時，由於名稱的關係，學生可能誤解為群結構中除法的概念。[請參考能力指

標 A-05-c] 

建議改善方式：從展示的範例中，提示商群實際上的意義為將所有元素進行分類，再賦

予其對應的運算結構。 

9. 在分類有限交換群時，學生有時會因為不同的直和表示法，而認為其分別為不同的運算

結構，如學生可能會認為 。[請參考能力指標 A-06-a] 

建議改善方式：從實例中說明不同的直和表示法可能為同構的，在應用上，可提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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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式分解的方法，化為統一的型式加以比較，例如  和  皆同

構於 。 

10. 介紹 p-群時，由於其定義的關係，學生可能誤解 p-群為交換群或有限群。[請參考能力

指標 A-07-a] 

建議改善方式：舉例說明有非交換或無限 p-群的存在。 

11. 由於西羅 p-子群定義為最大的 p-子群，學生可能誤解特定 p 的西羅 p-子群是唯一的。[請

參考能力指標 A-07-a 與 A-07-b] 

建議改善方式：舉例說明一特定 p 的西羅 p-子群未必唯一，並強調其彼此之間為共軛的。 

 B. 環論(Ring Theory)： 

1. 因為符號的使用，學生可能將環結構  中的加法運算“ ”和乘法運算“ ”，與我們

常用的實數加法和乘法混為一談。[請參考能力指標 B-01-b] 

建議改善方式：可提供大量的範例，讓學生瞭解環結構的加法和乘法運算為抽象的概

念，只要滿足特定的性質，皆為我們討論的範疇。 

2. 藉由實數除法的經驗，學生可能認為環結構有對應的除法。[請參考能力指標 B-01-b] 

建議改善方式：藉由實際的範例，說明所謂的除法，應解釋為乘上其乘法反元素的概念，

對於無乘法反元素的元素，無法類比為除法的想法。 

3. 因為實數乘法和加法的經驗，學生可能認為消去律(cancel law)仍然成立，而誤用於解方

程式中。[請參考能力指標 B-02-a] 

建議改善方式：可於介紹零因子的概念時，舉若干實例說明消去律不成立。 

4. 學生可能會混淆整數域、可除環與體的定義。[請參考能力指標 B-02-b、B-02-c 與 B-02-d] 

建議改善方式：可強調這三者定義之間的差異，輔以實例說明，並展示“體 ⇒ 可除環 ⇒ 

整數域’’的關係。 

5. 學生可能會混淆環之間的同態、同構與自同構的定義。[請參考能力指標B-03-a與B-03-b] 

建議改善方式：可強調這三者定義之間的差異，輔以實例說明，並展示“自同構 ⇒ 同

構 ⇒ 同態’’的關係。 

6. 介紹商環時，由於名稱的關係，學生可能誤解為環結構中除法的概念。[請參考能力指

標 B-04-c] 

建議改善方式：從展示的範例中，提示商環實際上的意義為將所有元素進行分類，再賦

予其對應的運算結構。 

7. 由於整數環的經驗，學生可能會認為交換環中的質元素與不可約元素為相等的概念。[請

參考能力指標 B-05-c 與 B-05-d] 

建議改善方式：以實例展示質元素與不可約元素不同。 

8. 學生可能會混淆主理想環、唯一分解整數域與歐幾里得整數域的定義與性質。[請參考

能力指標 B-05-e、B-05-f 與 B-05-g] 

建議改善方式：可強調這三者定義之間的差異，輔以實例說明，並展示“歐幾里得整數

域 ⇒ 主理想環 ⇒ 唯一分解整數域’’的關係。 

9. 依據正整數因數分解的經驗，學生可能認為唯一分解整數域中因數分解的型式必為唯

一，亦即對算術基本定理有所誤解。[請參考能力指標 B-0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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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改善方式：輔以實際的範例，說明算術基本定理因數分解的主要精神，如考慮整數

環中，我們將  視為同一種分解法。 

10. 在多項式環  進行符號操作時，對於  定義為 1 的規範，學生可能將 0 代入而產

生  的誤解。[請參考能力指標 B-06-a] 

建議改善方式：應強調  為多項式環  的乘法單位元素，故當環  有單位元素 

，且將  視為  的一個子環時，則  即為 ，此觀念與 0 代入變數  的想

法無關。 

C. 體擴張與伽羅瓦理論(Field Extension and Galois Theory)： 

1. 由於鮮少超越元素的實例，故學生對於超越擴張的結構難以掌握，無法區分其與代數擴

張的異同。[請參考能力指標 C-01-c、C-01-d 與 C-01-e] 

建議改善方式：舉例  和 e 對於  為超越元素作為熟悉範例，讓學生體會超越元素

的定義，並將對應的超越擴張，與有理函數體相聯結，以具體化的方式，使學生瞭解其

結構。 

2. 學生可能會混淆可分擴張與正規擴張的意義。[請參考能力指標 C-02-c 與 C-02-d] 

建議改善方式：輔以具體的實例說明這兩者定義之間的差異，並以實際的練習，讓學生

判斷，以建立相對應的概念。 

3. 在學習伽羅瓦理論時，學生對於伽羅瓦群的結構模糊不清，無法掌握其具體樣貌。[請

參考能力指標 C-03-a 與 C-03-b] 

建議改善方式：可在介紹伽羅瓦基本定理時，輔以具體的實例，用繪製樹狀圖的方式，

指出伽羅瓦群之子群和體擴張的中間體的一對一對應，強化學生理解伽羅瓦群的結構。 

4. 由於大於或等於五次的多項式無根式解的通式，故學生可能會誤解為所有大於或等於五

次的多項式皆無根式解。[請參考能力指標 C-03-e] 

建議改善方式：以具體而簡單的例證，說明部分大於或等於五次的多項式可能有根式

解，例如  的根式解即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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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數課程教學規劃建議 

對於一般數學系大學部一學年代數課程的規劃，有如下的建議： 

(一) 、應具備的基礎能力： 

以下為修完代數課程應具備的代數基本知識。 

A.群論(Group Theory)： 

A-01：能認識群(group)的定義與結構。 

A-01-a：能陳述結合律(associative law)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檢驗其是否

滿足結合律。 

A-01-b：能陳述單位元素(identity element)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指出其單

位元素。 

A-01-c：能陳述反元素(inverse element)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指出任意元

素之反元素。 

A-01-d：能陳述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群的結構。 

A-01-e：能陳述交換律(commutative law)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辨任意

兩元素是否為可交換的。 

A-01-f：能陳述交換群(commutative group)[阿貝爾群(abelian group)]的定義，並在具體

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交換群的結構。 

A-01-g：能在具體的群結構中，說明方程式  與  的意義，並解釋其解

分別為  與 。 

 

A-02：能辨識常見的群。 

A-02-a：能分析  的群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單位元素以及各

元素所對應的反元素。 

A-02-b：能分析  的群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單位元素以及各

元素所對應的反元素。 

A-02-c：能分析對稱群(symmetric group)  的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

單位元素以及各元素所對應的反元素。 

A-02-d：能分析循環群(cyclic group)的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單位元

素以及各元素所對應的反元素。 

 

A-03：能瞭解子群(subgroup)的定義與性質。 

A-03-a：能陳述子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群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子集合是否為該群之

子群。 

A-03-b：能陳述群的生成元素(generator)和生成集合(generating set)之定義，並在具體

的群結構中，辨識該群的生成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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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c：能陳述直積(direct product)與直和(direct sum)的定義與基本性質。 

 

A-04：能認識群同態(homomorphism)和同構(isomorphism)的定義與性質。 

A-04-a：能陳述群同態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之間的映射(mapping)

是否為同態。 

A-04-b：能陳述一對一(one-to-one)映射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檢驗一映射是否

為一對一。 

A-04-c：能陳述群同構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之間的同態是否為

同構。 

A-04-d：能陳述群同態之核(kernel)的定義與基本性質，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一特

定群之間的同態所對應的核。 

 

A-05：能認識正規子群(normal subgroup)和商群(quotient group)的定義與性質。 

A-05-a：能陳述陪集(coset)的定義，並寫出一特定陪集的元素。 

A-05-b：能陳述正規子群的定義與基本性質，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之子

群是否為正規子群。 

A-05-c：能陳述商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商群的元素和進行運算的操作。 

A-05-d：能陳述群理論之第一同構定理(the first isomorphism theorem)，並應用於具體

的情境中，分析群與同態的結構。 

 

A-06：能認識有限交換群的結構。 

A-06-a：能區別兩直和  與  是否同構。 

A-06-b：能將一有限交換群分解為若干循環群的直和。 

A-06-c：能對有限交換群進行分類。 

 

B.環論(Ring Theory)： 

B-01：能認識環(ring)的定義與結構。 

B-01-a：能陳述分配律(distributive law)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檢驗其是否

滿足分配律。 

B-01-b：能陳述環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環的結構。 

B-01-c：能陳述交換環(commutative ring)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

否滿足交換環的結構。 

B-01-d：能分析  的環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零元素(zero)、單

位元素與各元素所對應的加法和乘法之反元素。 

B-01-e：能分析  的環結構，進行運算的操作，並指出當中的零元素、單位元

素與各元素所對應的加法和乘法之反元素。 

B-01-f：能陳述子環(subring)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群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子集合是否為

該群之子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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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能瞭解整數域(integral domain)、可除環(division ring)和體(field)的定義與結構。 

B-02-a：能陳述零因子(zero divisor)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元素是

否為零因子。 

B-02-b：能陳述整數域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整數域的結

構。 

B-02-c：能陳述可除環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可除環的結

構。 

B-02-d：能陳述體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分析其是否滿足體的結構。 

B-02-e：能陳述商體(quotient field)  的定義和結構，其中 R 為一整數域而 S 為其

所有非零元素之集合，並在具體的運算結構中，寫出一特定整數域的商體。 

 

B-03：能認識環同態(homomorphism)和同構(isomorphism)的定義與性質。 

B-03-a：能陳述環同態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環之間的映射，是否

為同態。 

B-03-b：能陳述環同構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環之間的同態，是否

為同構。 

B-03-c：能陳述環同態之核(kernel)的定義與基本性質，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一特

定環之間的同態所對應的核。 

 

B-04：能認識理想(ideal)和商環(quotient ring)的定義與性質。 

B-04-a：能陳述理想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子環是否為該環之理

想。 

B-04-b：能陳述理想的生成元素和生成集合之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辨識其理

想的生成集合。 

B-04-c：能陳述商環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商環的元素和進行的運算操作。 

B-04-d：能陳述環理論之第一同構定理(the first isomorphism theorem)，並應用於具體

的情境中，分析環與同態的結構。 

 

B-06：能認識多項式環(polynomial ring)的定義與性質。 

B-06-a：能陳述多項式(polynomial)的定義，分析多項式環的結構，並進行其運算和符

號操作。 

B-06-b：能陳述多項式的根(root)之定義，並求解簡易方程式的根。 

B-06-c：能陳述多項式環的除法原理(the division algorithm)，並在具體的情境中，進行

多項式的因式分解。 

B-06-d：能陳述艾森斯坦判別法(Eisenstein’s criterion)，並應用在具體的情境中，檢驗

一特定多項式是否為不可約的。 

(二)、可具備的進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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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學生學習狀況良好，可增加其課程深度與廣度，以銜接研究所課程。其範疇除了應

具備的基礎能力之外，尚可考慮以下內容： 

A. 群論(Group Theory)： 

A-07：能瞭解西羅定理(Sylow Theorems)，並運用於群結構的分析。 

A-07-a：能陳述 p-群(p-group)與西羅 p-子群(Sylow p-group)的定義和基本性質，並在

具體的情境中，寫出一特定群的西羅 p-子群。 

A-07-b：能陳述西羅定理。 

A-07-c：能在具體的情境中，利用西羅定理分析群的結構與性質。 

 

B. 環論(Ring Theory)： 

B-05：能認識常見的理想和環，並瞭解其結構與性質。 

B-05-a：能陳述質理想(prime ideal)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理想是

否為質理想。 

B-05-b：能陳述極大理想(maximal ideal)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理

想是否為極大理想。 

B-05-c：能陳述質元素(prime element)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特定元素

是否為質元素。 

B-05-d：能陳述不可約元素(irreducible element)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一

特定元素是否為不可約元素。 

B-05-e：能陳述主理想環(principal ideal ring)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驗其是

否為主理想環。 

B-05-f：能陳述唯一分解整數域(unique factorization domai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

構中，檢驗其是否為唯一分解整數域。 

B-05-g：能陳述歐幾里得整數域(Euclidean domai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環結構中，檢

驗其是否為歐幾里得整數域。 

 

C. 體擴張與伽羅瓦理論(Field Extension and Galois Theory)： 

C-01：能認識體擴張(field extension)的定義與性質。 

C-01-a：能陳述擴張體(extension field)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擴張體的元

素。 

C-01-b：能陳述中間體(intermediate field)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體擴張情境中，寫出當

中的中間體。 

C-01-c：能陳述代數元素(algebraic element)和超越元素(transcendental element)的定

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檢驗一特定元素是否為代數元素或超越元素。 

C-01-d：能陳述代數擴張(algebraic extension)和超越擴張(transcendental extension)的定

義，並在具體的體擴張情境中，檢驗其為代數擴張或超越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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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e：能陳述有理函數(rational functions)的定義，分析有理函數體(field of rational 

functions)的結構，並進行其運算和符號操作。 

C-01-f：能構造出特定的有限體，並分析該體的結構和進行運算的操作。 

C-01-g*：能陳述尺規作圖的規則。 

C-01-h*：能陳述尺規作圖的三大難題。 

C-01-i*：能陳述尺規作圖三大難題無法達成的理由。 

(三)、理想的完整能力： 

若學生對於學習代數有強烈動機，且學習成效良好，除了進階的代數知識外，尚可考

慮以下內容： 

A. 群論(Group Theory)： 

A-08*：能認識冪零群(nilpotent group)與可解群(solvable group)的結構與性質。 

A-08-a*：能陳述冪零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是否為冪零群。 

A-08-b*：能陳述可解群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一特定群是否為可解群。 

C. 體擴張與伽羅瓦理論(Field Extension and Galois Theory)： 

C-02：能認識常見的體擴張與其性質。 

C-02-a：能陳述分裂體(splitting field)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計算多項式的分裂

體。 

C-02-b：能陳述體的代數閉包(algebraic closure)之概念，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對應

特定體的代數閉包。 

C-02-c：能陳述可分擴張(separable extensio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體擴張情境中，檢驗

其是否為可分擴張。 

C-02-d：能陳述正規擴張(normal extensio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體擴張情境中，檢驗

其是否為正規擴張。 

C-03：能瞭解伽羅瓦基本理論的內涵。 

C-03-a：能陳述伽羅瓦群(Galois group)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對應的伽羅

瓦群。 

C-03-b：能陳述伽羅瓦基本定理(the fundamental theorem of Galois theory)，並在具體的

情境中，計算伽羅瓦群和其體擴張所對應的中間體。 

C-03-c*：能陳述根擴張(radical extension)的定義，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寫出根擴張之

體的元素。 

C-03-d*：能陳述多項式可以根式求解的定義。 

C-03-e*：能陳述多項式可以根式求解的條件，並在具體的情境中，判別簡易的多項式

是否可以根式求解。 

(四)、參考與建議事項： 

1.因為本課程內容為學生之前從未接觸的知識，故建議教學時舉證大量的實例，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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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將對應的運算結構與其性質具體化，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 

2.部分代數課程的規劃，為先教授環論，再說明群論，最後解說體擴張與伽羅瓦理論； 

由於實數與複數的加法和乘法運算系統已為學生所熟知，故先教授環論可讓學生與經 

驗強力聯結，亦為可行的教學流程。 

3.關於體擴張與伽羅瓦理論的內容，部分代數進階課程會先教授模(module)與向量空 

間(vector space)的概念，再利用基底(basis)與維度(dimension)的技巧介紹體擴 

張的相關性質，會較為直觀易於瞭解，也是建議採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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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成果 

(一) 完成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代數包括群、環、體及體擴

張與伽羅瓦理論(Field Extension andGalois Theory)的

測驗工具。 

(二) 提出國內發明型資料分群方法與其電腦程式軟體專利申

請中。 

(三) 參加國內外研討會計有 14場次。 

(四) 實地進行國外參訪與研究有上海、香港及新加坡等數個優

質大專校院。 

(五) 發表於國內期刊論有 8篇。 

(六) 發表於國外期刊論有 16篇，其中包括 2篇 SCI 及 8篇 EI

期刊論文。 

(七) 擔任國際 3場次的會議發表論文主席共主持國際 16篇的

論文發表。 

(八) 透過技術交流讓國際友人認識臺灣，增加中華民國台灣的

知名度。 

(九) 協助擔任國際 I級論文的審查，既有十餘篇。 

(十) 持續將研究成果編輯成專書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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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期末報告 

 

虛擬教具與先備知識對國中幾何教學成效之影響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1－2511－S－30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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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李俊儀 

共同主持人：無 

計畫參與人員：游蓉、謝宛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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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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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虛擬教具與實體教具成效比較之文獻大多集中在國小階段，且未配合學校上課進度，需另外找時

間授課，無法確認在常規教學下的效果; 另外，大部份研究亦未將先備知識對教具種類的影響考慮進

去，因此本研究以國中平面幾何教學為內容，含多邊形內角和、多邊形外角和與平行線性質等概念。

採前後測不等組準實驗研究法於八年級四個常態班級進行實驗，任選 2個班為實驗組(虛擬教具組)，

另 2個班為對照組(實體教具組)。以二因子共變數分析檢驗教具種類(虛擬 vs實體)與先備知識(高 vs

低)對平面幾何教學成效與數學態度之影響   

實驗結果分析得到： 

1. 對於高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優於實體教具組; 但對於低先備

知識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與實體教具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沒有顯著差異。 

2. 對於實體教具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學生與低先備知識學生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沒有顯著

差異;然而對於虛擬教具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學生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優於低先備知識學

生。 

3. 不論對於高先備知識或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與實體教具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

現沒有顯著差異。 

4. 不論對於虛擬教具組或實體教具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學生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上優於

低先備知識學生。 

5. 就數學態度而言，高先備知識學生在數學動機與免於數學恐懼的感受上優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 虛

擬教具組的學生在數學樂趣的感受優於實體教具組的學生。就高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

的學生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優於實體教具組的學生; 然而，就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

組與實體教具組的學生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就實體教具組的學生

而言，高先備知識學生與低先備知識學生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也沒有顯著的不同，但就虛擬教具

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學生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優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 

 

關鍵詞: 虛擬教具、先備知識、數學態度、幾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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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virtual and physical manipulatives have failed to consider the impact of 

prior knowledge on the efficacy of manipulativ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learning of plane geometry in 

junior high schools, including the sum of interior angles in polygons, the sum of exterior angles in polygons, 

and the properties of parallel lines.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of pre-test and post-tests 

with nonequivalent groups. The participants comprised 4 classes in the 8
th

 grad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virtual manipulatives group and the physical manipulatives group. Two-way 

factorial analysis of covariance was adopted to compare the impact of manipulatives (virtual vs. physical) and 

prior knowledge (high vs. low) on learning outcomes and attitudes toward mathematic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students with high prior knowledge using virtual manipulatives had better posttest 

performance than did the physical manipulatives group, and reported taking greater enjoyment in mathematics. 

These students also perceived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s more strongly than those with low prior 

knowledge. Students with high prior knowledge also presented stronger motivation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freedom from fear of the subject than those with low prior knowledge.  

 

Keywords: virtual manipulatives; prior knowledge; geometry learning; mathematics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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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數學教育文獻已經討論過將實體教具當作數學教學表徵有幾十年了。證據顯示適當的使用實體教

具之學生比起沒有使用實體教具之學生在探索數學概念的表現上是比較好的(Parham 1983; Raphael 

&Wahlstorm 1989)。Balka (1993)提出使用實體教具使得學生可以將概念性與程序性知識作連結，可

以辨認不同數學主題間的關係，可以用比較整合的觀點看數學，可以使用實體模型探索問題，並且可

以用等價的表徵將數學程序性的知識連結起來。教師通常從商店中購買實體教具或是自製實體教具在

數學課堂上輔助他們教學使用。然而購買實體教具非常花錢而且自製這些教具也非常的花時間。使用

實體教具在真實的教室中也引發了一些問題，包含教室秩序管控，整理與保管實體教具等問題。 

Moyer、Bolyard 和 Spikell (2002)提出了使用虛擬教具為表徵來建構數學知識的報告，以解決

實體教具所產生的問題。他們定義虛擬教具是可以呈現發展學生數學概念機會之動態物件的表徵，這

種表徵是互動的，且是可以放在網路上使用的。虛擬教具不只是實體教具的複製品而已。虛擬教具通

常會有一些實體教具所無法提供的額外特色或選項(Clements & McMillen 1996; Lindroth 2005)。有

些虛擬教具可以呈現實體教具所無法製作出來的表徵(Steen, Brooks, & Lyon, 2006)，例如學生可以

將一個單位為 10的虛擬方塊任意分解或組合。這樣的活動比起實體教具更能貼切的反應學生的思考過

程。 

在真實的教室中，虛擬教具的使用仍然是相對新的議題，且與其相關的實證研究仍然很有限(Yuan, 

Lee, & Wang, 2010)。特別是就台灣的虛擬教具實徵研究而言(Lee & Chen, 2009; Hwang, Su, Huang, 

& Dong, 2009; Yuan, Lee, & Wang,2010)，都是以專案的形式來做教學成效的檢核，並未實際將虛擬

教具融入常規的數學課程中使用，而且也沒有考慮到學生的先備知識對不同教具於數學學習的成效的

影響。 

 

研究目的 

因此本研究配合國中平面幾何課程，將教具融入真正的實際教學中，以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為自

變項，採二因子實驗設計，以檢驗教具種類(虛擬 vs實體)與先備知識(高 vs低)對學生平面幾何課程

學習與數學態度之影響。 

 

文獻探討 

一、van Hiele幾何教學之理論 

中小學的幾何教學中，最有名的理論為 van Hiele的五階段學習理論。van Hiele 發現學童在學

習幾何時遭遇了許多的困難，於是深入研究完形心理學的結構論及皮亞傑的認知理論，並訂定五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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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階層以協助教師進行幾何課程之教學設計，依序為：學前諮詢(Information)、引導學習方向(Guided 

Orientation)、解說(Explication)、自由探索(Free Orientation)、統整(Integration)。這五個學

習階層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學前諮詢(information) 

教師在教學之前，先與學生雙向溝通，教師經由觀察與發問，來了解學生已經具備那些知識，藉

以作為教學準備之參考。老師和學生為了這個層次而對題目和目標進行對話，在此階段，使用字彙與

用辭是相當重要的(Billstein, Libeskind & Lott, 1993)，這個層次中獨特的字彙、用語和題目的標

題，透過對話而被引入，教師應觀察到這一點並提出問題與學生討論。 

第二階段:引導學習方向(guided orientation) 

教師引導學生探索、操作，在學生探索的活動過程中，教師宜有計劃的依序引導學生，使其了解

幾何的概念。van Hiele(1984)認為第二個階段，是指正確的指引方向，學生藉由資料來深入探究，並

了解整個學習的方向；當獨特的結構逐漸呈現在他面前，相關資料就因此浮現出來。老師透過資料和

活動，仔細的連續講解，學生們也因此而探究出研究的要旨，而學生就可對所包含的概念和結構更加

熟悉。這個資料和活動應該逐漸地呈現這層次中特獨的結構給學生們，為了使學生更加了解學習的內

容，這些資料應該包含經過設計的簡短課題。 

第三階段:解說(explicitation) 

此階段的教學，教師宜引導學生討論學習主要內容，使其幾何概念提升到理解的層次。van 

Hiele(1984)指出，在第三個階段的教學過程中，經驗的獲得取決於正確的語言符號和學生們在課堂上

透過討論去表達他們所觀察結構之意見，老師只需注意這些討論所使用的習慣措辭，關連系統在這第

三個階段就有一部份形成了。來自老師的少許幫助，學生們就能建立他們的經驗，且精練他們的詞彙，

因此他們可以表達、交換和討論結構的相關性。老師的角色是幫助學生有正確和合適的字彙和語言。 

第四階段:自由探索(free orientation) 

進入這個學習階段，教師可以選擇適當的教材以及幾何問題，鼓勵學生思考與解答這些幾何問題。

van Hiele(1984)指出:第四階段是自由探索期，學習的範圍是大多數學生知道的，但學生仍需迅速地

找到他的方向。藉著分派學習任務並以不同的方式來完成，所有解題方法的種類就在學習的領域中，

這些方法秀出了不同的思考路徑。學生們在不同的方式上遭遇更多複雜且有許多步驟的課題，當他們

靠自己解決這個課題時，他們獲得了經驗，學生們在概念主題的學習中，作出了許多明確的關連性。

對於學生來說，藉由學習，研究主題間的許多關連性就變得明確了(Hoffer, 1983:208)。 

第五階段:統整(integration) 

學生所學習到的幾何概念與知識，統整起來，教師的職責在鼓勵與啟發學生理解與應用幾何概念，

來解各種有關的教學問題。van Hiele(1984: 247)解釋說:「最後的階段是整合，學生雖然已經糾正他

自己，但是他仍然必需獲得他所使用的方法的概觀理念。因此他試著去濃縮他的思想所探索過的全部

範圍。在這一點上，老師能藉著供給「整體的概念」來幫助本工作。重點是這概括並不能呈現任何新

的事物給學生，他們只是摘要的擷取一些學生已經知道的東西」。學生能夠內化吸收且統一宗旨和關

係，並加以轉變成一套新的思考模式。老師能夠藉由給予學生一個有關他們學習過的東西之通盤概念

來幫助學生學習(Billstein,  Libeskind & Lott, 1993: 499; Crwoley, 1987: 5)。「老師藉由提供

有關學生已知道的東西之整體概念來幫助此統整過程，並注意不可以提出新的或不一致的概念來加入

考慮的條件中」(Hoffer, 1983: 208)。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幾何教學設計將採用 van Hiele的五階段學習理論，將教具的使用融入常規

課程的幾何教學實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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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具與學習 

在數學學習方面，兒童的認知發展有四個階段，依序為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運思前期

(preoperational)、具體運思期(concrete operations)、和形式運思期(formal operations) (劉秋

木, 1996)。「感覺動作期」為零至二歲，兒童以身體動作與感覺來體驗環境，憑感覺與動作以發揮其

基模功能，會使用延後模仿，此階段兒童有物體恆存的概念；「運思前期」為二至七歲，兒童逐漸能運

用符號來代表對環境的認識與體驗，但尚不能進行邏輯思考，開始運用語言、文字、圖形等較為抽象

的符號去從事思考活動，雖然能操作符號，但仍依賴具體事物，此時期的兒童可以開始學習簡單的文

字、數字和圖形，具有形象表徵的能力；「具體運思期」為七至十一歲，兒童已能進行推理，以具體經

驗之事物或經驗從事合乎邏輯的思考，此階段兒童可以按物體某種屬性為標準排序進行比較，將具有

相同或相似特徵的事物放置在一起的分類能力，面對問題情境思維時，不再只憑知覺所見的片面事實

去做判斷，具有面積、體積、重量的保留概念，且具有符號表徵的能力；「形式運思期」為十一歲以上，

可將所面對的問題情境提出一系列的假設，根據假設進行驗證，從而得到答案，在解決問題時，能獨

立出個別的因素，並將這些因素做某種組合，來思考問題的解決。 

知識的表徵分為動作表徵(enactive representation)、形象表徵(iconicrepresentation)、符號

表徵(symbolic representation)三個時期(劉秋木, 1996)。「動作表徵期」是由做中學的經驗，指的

是學習者接受到刺激後，所引發的外在行動反應，透過行動手段來掌握概念或事物，例如幼兒對於一

個具體物件的瞭解，在於這個東西可以怎麼被操弄，當這個物件消失不再能被操作時，則此物件的意

義亦不存在，而此種運思的材料即為動作的表徵，實物、或花片、積木之具體物教具皆為概念的動作

表徵物，它們可以被實際地、外顯地操弄，如用點數的方式計數花片的數量；「形象表徵期」是由觀察

中學的經驗，指的是用「心像」來掌握概念，換言之，即使具體物件已消失，在腦中仍留有心像，運

思活動即是以心像為材料，進行內在的活動；「符號表徵期」是由思考中學的經驗為主，指的是用符號

來掌握概念，對符號進行運思，符號是一個隨意選擇的記號，與實物之間並無任何類似之處，不似心

像是外在實物的影像，符號代表了實物或心像的某一種性質之抽象意義。 

國內研究指出，即便兒童進入國中階段，多數學生仍未發展出形式運思的能力，知識的表徵是最

基本的行動與形象的表徵，兒童必須透過操作才能形成這些表徵，若不讓兒童實際操弄環境，或者至

少見到外在事物，很難形成這些表徵。具體物操作可以形成動作表徵與形象表徵，使所學得的知識有

更多的聯結增加記憶，所以中小數學教學借重教具(manipulative)之處甚多，就是希望透過教具的操

作形成正確的知識表徵(劉秋木, 1996)。教具重要的功能為提供學生具體與抽象思維之間的轉換，這

種轉換可幫助兒童經由表徵形式增進至抽象思考的發展，從心理學習理論的觀點也支持教具於教學上

的使用。Drickey(2000)也指出，教具的使用能幫助學生建構數學抽象世界的意義及提供不同的情境以

連結學生己知及未知的知識。因此，教具在中小學生學習數學的過程中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許多研

究也都支持使用實體教具可以幫助學生學習數學概念(賴阿福, 2004)。 

虛擬教具(virtual manipulatives)和實體教具非常相似，是一種放在網站上具互動特性的動態物

件，此動態物件之具體表徵可以提供學生建構數學知識的機會(Moyer, Bolyard, & Spikell, 2002; 

Moyer, Niezgoda, & Stanley, 2005)。最常使用於數學教學的表徵方式有實物表徵(concrete/physical 

representation)、圖形表徵(pictorial/visual representation)及符號表徵(abstract/symbolic 

representation)，虛擬教具像圖形表徵物一樣可提供學習者視覺上的印象，但它也同時像具體教具一

樣具有可操弄的功能，虛擬教具的表徵方式並不同於前面三種常用於教學數學的表徵，簡單來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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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具有前述三種表徵的一些功能，且又有前述三種表徵所不具有的一些功能。虛擬教具具有以下特性

(Yuan, 2005)：(1)可變性，學習者可針對某一物件的某一部分塗顏色，或是增加或減少某一物件的數

量；(2)無限量供應性，可以解決課堂上實體教具不足的問題，也能解決分配、整理教具耗時的問題，

且整理教具也十分方便，只要點選如資源回收筒的按鈕，所有畫面上的教具即獲清除；(3)可同時呈現

圖形及符號於畫面上，能強化表徵間的連結之特性，有助於學習者具體感官知識及抽象知識的連結，

Clement(1999)稱這是整合的具體知識(integrated-concrete knowledge)，即他們能連結動態的視覺

心象與抽象符號，這是一般的實體教具所不能做到的。將虛擬教具運用於數學學習中有以下優點

(Izydorczak, 2003)：(1)虛擬教具比實體教具更有擴張性。例如虛擬教具可比表現比 1/100 更細微

的分數概念，而實體教具則受限於物理的特性，無法隨需要轉變；(2)虛擬教具能呈現出比實體教具更

細微的概念。例如 Hands-On Math 網站中使用虛擬積木所呈現的位值概念，當由 10 個 1 的積木轉為

1 個 10 的大積木時，會讓學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3)虛擬教具比實體教具更易於操作。例如學生

操作拼圖或七巧板時，往往因疏忽而破壞已經完成的部分成果，但是當學生使用虛擬教具時，可以拼

得更好，可更專心的進行所需要的操弄；(4)虛擬教具透過輔助說明的連結，可以更清楚的表徵數學符

號和程序；(5)虛擬教具比實體教具更適合用於大團體的教學。實體教具具有一定的大小，在大團體中

往往讓距離遠的學生看不清楚。虛擬教具可以透過投影機投射於大尺寸的畫面，甚至同時使用多個螢

幕，非常適合大團體教學；(6)虛擬教具可以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購買實體教具往往有經費的限制，

而軟體只要一份，就可以多人同時使用，而且目前虛擬教具多半是免費的；(7)虛擬教具可監控學習活

動；(8)虛擬教具所產生的班級管理問題比實體教具還少。 

三、虛擬教具相關之實徵研究 

無論在數學教育方面或其他領域，虛擬教具相關實徵研究皆有良好的學習成效，且學習者有能力

從電腦虛擬的環境中轉移至真實環境。Ainsa(1999)使用虛擬數學操作來測量學生完成數學任務的能

力，和使用實體操作相似的任務。在顏色配對、數字配對、形狀辨認、計數能力、加減法，使用電腦

操作與實體操作皆無顯著差異。另一個相似的研究，三年級的學生透過電腦操作與實體操作在分類、

邏輯思考都可達到精熟的效果(Clements, Nastasi, & Swaminathan, 1993)。Shade 和 Watson(1990)

針對 18到 36個月大的小孩實施物品(桌子、椅子、燈)分類的研究，使用電腦操作圖形一個小時候，

再給予真實物品做分類，研究結果發現大約 36個月大的小孩，透過電腦操作可以增進實際物品分類的

正確率。 

電腦不只在各主題間增加視覺化連結的經驗，更促進學生認知發展，使他們可以達到比我們預期

還要高的層次(Duarte, Young, & DeFranco, 2000; Enderson, 1997)。在分數教學方面，Reimer 和

Moyer(2005)探討虛擬教具對學生分數概念及學習態度之影響，並探討學生使用虛擬教具的學習特徵。

以 19 位國小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皆已學過分數概念，教學內容包括分數部分/整體概念、等值分

數、及比較分數大小，先教學生如何操作分數虛擬教具後，給予學生學習任務，學生操作虛擬教具獨

自解決學習任務，依據學生前後測成績檢驗其學習成效。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虛擬教具可以促進分數

的概念性知識之習得，60%的學生對虛擬教具持正向的態度，並且大部分學生認為虛擬教具可幫助他們

學習分數概念，可以得到立即性的回饋，比過去上課時使用實體教具及紙筆的方式來的方便且迅速。 

在幾何教學方面，Olkun(2003)比較實體和電腦操作的七巧板學習相同的平面幾何概念對學習之影響，

研究對象為 93 位國小四、五年級的學生，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虛擬教具及實體教具對學生學習平面幾

何概念皆有正面的影響，但是哪一種方式比較好沒有顯著的差異。四年級學生使用實體教具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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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五年級學生使用虛擬教具學習成效較好。接著，Olkun 又以相同的虛擬七巧板做後續研究，探

討虛擬七巧板對學生學習幾何概念及未來幾何概念學習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家中有電腦的學生表現

較好，接觸電腦時間的長短也會影響測驗成績(Olkun, Altun, & Smith, 2005)。 

Steen、Brooks、和 Lyon(2006)也是在比較實體和電腦操作對幾何概念學習成效及學習態度之影

響，研究對象為 31 位國小一年級學生，實驗教學所涵蓋的概念有：球體、圓柱、角柱、角錐、圓錐

的辨識；複製平面圖形；將圖形轉變為較大或較小圖形之能力；依據邊或角的數量，畫出平面圖形；

畫出形狀、大小一樣的平面圖形；使用問題解決策略延伸圖形；畫線對稱圖形；畫出相同分割數量的

平面圖形。研究結果顯示，學習者使用虛擬教具前後測得分有顯著的差異，後測分數顯著優於前測，

但使用虛擬教具和實體教具在學習成效上無顯著差異，由此可知，虛擬教具可以達到與實體教具一樣

之效益。 

除了分數和幾何方面的實徵研究，Moyer、Niezgoda、和 Stanley(2005)以兩個行動研究探討使用

虛擬教具學習數學的效果。其一是探討幼稚園兒童的類型製造活動，研究對象為 18 位幼稚園兒童，研

究的時程為三天，第一天使用實體教具；第二天用虛擬教具；第三天用紙筆畫出圖形，讓幼稚園學童

創作各種不同的圖案，比較學生圖案的數量、型態、複雜度以及創造力。研究目的在了解類型積木、

虛擬教具及紙筆三種不同表徵方式的使用，對學習者類型創作的變化性及複雜性之影響。研究結果顯

示使用虛擬教具的方式表徵，兒童表現出較多的創作類型，且每個類型所使用的積木數也較多，兒童

創作出的類型較多元及有變化，使用虛擬教具確能提供兒童創作類型的學習機會，也是學習者表達想

法、圖形理解的第二語言。Moyer 等人的另一個研究則是探討二年級兒童使用虛擬十進位積木的成效。

研究對象為 19 位二年級兒童，研究的時程為兩天，第一天使用虛擬教具，第二天用紙筆畫出解題結

果。研究目的為虛擬教具對解決問題的過程如何表式及說明之影響，特別是兒童如何解釋 10個 1變成

1個 10 的過程。研究結果顯示，兒童確實能透過虛擬教具的視覺印象掌握位值概念，兒童在使用虛擬

教具後的解題策略也趨向一致，從一開始所使用的數數方法趨向於利用位值及算式解決問題，使用虛

擬教具可以提升學習成效。 

就國內的研究而言，Yuan、Lee和 Wang(2010)也曾以多方塊(polyominoes)為主題，探討實體教具

與虛擬教具之教學成效，研究對象為 68個來自台北縣的國中學生，研究結果顯示，虛擬教具與實體教

具在教學成效上並無顯著差異，但在解題策略的使用上，則有些明顯的不同。另外，Huang等人(2009)

也針對台灣國小的學生在 3D幾何學習上，提供虛擬教具結合電子白板系統，進行教學支援，研究結果

顯示，這樣的系統可以幫助國小學生了解幾何問題解決的過程，例如使用各種不同策略的解題方法，

也可以幫助澄清幾何的一些迷失概念，因此被學生認為是有用的工具。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可知，虛擬教具與實體教具學習效果的比較仍然沒有一致性的結論，而且其研

究對象仍以國小學生為主，大都是以專題實施方式為主，學生是被抽離出來上這些課程，並未融入學

校真正的常規教學中，再者也沒有考慮到先備知識與教具種類在學習成效上是否有交互作用，因此本

研究決定將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列為兩個主要自變項，並以 van Hiele的五階段學習理論配合教具設

計國中平面幾何教學，並將此課程於學校的常規教學中配合進度實施，以了解在教學現場真正的學習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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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對國中學生在幾何學習與數學態度上有何影響。由

於無法隨機選取受試者，因此本研究採取不等組前後測準實驗設計，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均接受前測

(學習成就測驗與智力測驗)；兩組學生在前測後，分別實施虛擬教具教學與實體教具教學，在實驗教

學結束後，兩組學生進行後測(學習成就測驗、數學態度問卷)；實驗結束五週後進行延後測(學習成就

測驗)。學習成就測驗於前測、後測及延後測中使用相同試卷；施測完畢之後以學生智力測驗的數學分

數為共變數，利用二因子共變數分析法分析兩組後測成績、延後測成績與數學態度是否有顯著交互作

用。 

二、研究對象 

從桃園縣某國中八年級中依便利抽樣方式取樣四個班級為研究對象，隨機將兩個班級指定為實驗

組，另兩個班級指定為控制組，並利用獨立樣本 t檢定，檢驗兩組智力測驗數學分數及前測成績，檢

驗結果均未達顯著，因此兩組之數學先備知識程度可視為相當。為瞭解先備知識對教具種類之影響，

將研究對象依據前測之測驗分數平均之中位數分成高先備知識組（成績為前 50%）、與低先備知識組（成

績為後 50%）。 

三、研究教材 

本實驗之虛擬教具教材經過六個月的時間研發完成，教材範圍含蓋三角形外角和、三角形內角和、

平行線性質等基本概念。在發展與修改的過程中，經過多位中學現職教師與國立台北大學、國立交通

大學和中原大學的三位教授進行專家效度後修改彙編完成。找尋與本研究對象相同背景之班級進行測

試，並在收集學生意見及建議後進行修改;虛擬教具與實體教具之教材皆相同，唯一不同之處，謹在於

實驗組是使用虛擬教具，而控制組是使用實體教具。以三角形內角和為例，虛擬教具可以讓學生使用

任意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銳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進行概念的探索，而且可以提供學生立即的回饋;

而實體教具組的學生，則只能操作一個固定的三角形，在探索的過程中，教師無法給每個學生立即的

回饋與提示，只能統一做說明與講解。 

四、研究工具 

1. 國中平面幾何基礎課程學習成就測驗 

本測驗主要在了解學生在國中平面幾何基礎課程實施之後的學習成效，測驗題目的編訂主要參考

國編版與康軒版的數學第四冊教師手冊、課本與習作內容，由研究者針對教學目標及學習內容製作雙

向細目表分析所編製而成的。測驗題目以多邊形外角和、多邊形內角和與平行概念為主。測驗題目有

三個分項層次「基本」、「理解」與「應用」。為了更了解學生的解題思維，在每個試題作答完後，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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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說明選擇該答案的理由或想法，以利於質性的分析。本成就測驗共進行兩次預試過程，最後完

成試題共 15 題，測驗時間控制在 30 分鐘以內，大部份的學生可以在 25 分鐘內完成。在進行正式施

測之後，以 Cronbach α信度分析試題間之一致性，得到整份試卷的信度值為.7602。因此，試題內部

的一致性尚可接受。另外，本成就測驗由兩位相關領域教授與數位資深國中數學教師審查校正而成。

因此，成就測驗試卷本身應有不錯的專家內容效度。 

2. 數學態度量表 

本量表採自譚寧君(1992)的數學態度量表，主要在了解學生在國中平面幾何基礎課程教學前後的

數學學習態度，測驗時間約 20 分鐘。此量表全部二十四題，共分四個分項：「學習數學的樂趣」、「數

學的重要性」、「學數學的動機」與「免於數學的恐懼」，每一分項有六題，三題正向，三題負向，例如

「學數學的動機」分項測驗中的一題:「我有興趣探索更進一步的數學知識」，勾選「非常同意」得 2 分；

勾選「同意」得 1 分；勾選「沒意見」得 0 分；勾選不同意得-1 分；勾選「非常不同意」得-2 分。

另一負向題「數學一直沒有辦法引起我努力學習的動機」，此時計分方式恰好相反。總分越高表示數學

態度越正向。測驗信效度分析：本測驗其各分量表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為.5~.86(P=.000)，重測信度

為.78，效度則採用專家內容效度。 

3. 國民中學智力測驗第三種 

本測驗由路君約、程法泌、盧欽銘於民國 80 年 7 月所編訂，旨在測量國民中學學生的一般智力

水準，以供入學編班、分組教學、推行輔導活動之參考，本測驗內容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語文部

份，包括語文類推和語文歸納兩個分測驗，各有三十八題。第二部份為數學部份，也包括兩個分測驗，

為算術計算及算術推理，各有三十六題，合計共有一百四十八題。在本研究中以智力測驗數學分數作

為共變量進行共變數分析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本測驗採折半信度為.80~.86，以國中系列學業性向測

驗為效標之相關為.20~.55，以國民中學智力測驗第二種為效標之相關為.39~.72。 

研究結果 

一、後測分析 

由表 1得知，虛擬教具組學生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的調整後平均數(Mean=33.2973)高於實體

教具組學生(Mean=30.7606)，而且高先備知識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的調整後平均數

(Mean=38.7945)也高於低先備知識組(Mean=25.2222)。 

表 1 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的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 

             教具種類 

先備知識 

實體教具 虛擬教具 總和 

(71) (74) (145) 

高程度(73)        (M) 34.7317 44.0000 38.7945 

                 (SD) 13.39967 11.31371 13.27797 

                  (N) 41 32 73 

低程度(72)        (M) 25.3333 25.1429 25.2222 

                 (SD) 12.22020 9.76947 10.77585 

                  (N) 30 42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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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145)          (M) 30.7606 33.2973 32.0552 

                  (SD) 13.65019 14.01538 13.84827 

                  (N) 71 74 145 

 

由於共變數對於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不顯著(F=.585, p=.446)，表示

有一條共同的迴歸線適合做共變數分析，所以可以進行雙因子單變量共變數分析，用 F值來考驗教具

種類與先備知識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之顯著或不顯著效果。由表 2得知，排除智力測驗數學分數

的影響之後，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上之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6.538, 

p=.012)。因此應進行各因子之單純主要效果考驗。 

 

表 2 先備知識、教具種類在成就測驗後測之二因子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教具種類 984.774 1 984.774 7.349* .008 

先備知識 2357.136 1 2357.136 17.591*** .000 

教具種類*先備知

識 
876.072 1 876.072 6.538* .012 

Error（誤差） 18759.757 140 133.998   

Total（全體） 176608.000 145    

由表 3得知，對於高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的學生(Mean=44.0000)在平面幾何教學後

測表現優於實體教具組學生(Mean=34.7317)。然而，對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的學生

(Mean=25.1429)與實體教具組的學生(Mean=25.3333)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對於

虛擬教具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的學生(Mean=44.0000)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上優於低先備知

識學生(Mean=25.1429)。然而對於實體教具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Mean=34.7317)與低先備知識

(Mean=25.3333)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 

表 3 先備知識、教具種類在成就測驗後測之單純主要效果二因子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事後比較 

教具種類       

高程度 
1602.135 1 1602.135 10.118* .002 

虛擬教具＞實

體教具 

低程度 
6.250 1 6.250 .057 .812 

虛擬教具＝實

體教具 

先備知識       

實體教具 
513.427 1 513.427 3.058 .085 

高程度＝低程

度 

虛擬教具 
2288.818 1 2288.818 22.488*** .000 

高程度＞低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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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後測分析 

由表 4得知，虛擬教具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的調整後平均數(Mean=35.1351)低於實體教

具組(Mean=38.6087)，而且高先備知識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的調整後平均數(Mean=45.4085)

也高於低先備知識組(Mean=28.3333)。 

由於共變數對於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之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考驗不顯著(F=.205, p=.651)，表示

有一條共同的迴歸線適合做共變數分析，所以可以進行雙因子單變量共變數分析，用 F值來考驗教具

種類與先備知識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之顯著或不顯著效果。由表 5得知，排除智力測驗數學分

數的影響之後，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上之有顯著的交互作用(F=4.554, 

p=.035)。因此應進行各因子之單純主要效果考驗。 

表 4 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在幾何推理延後測表現的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 

 

 

表 5 先備知識與教具種類在成就測驗延後測之二因子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教具種類 .308 1 .308 .002 .960 

先備知識 2955.042 1 2955.042 23.956*** .000 

教具種類*先備知

識 
561.786 1 561.786 4.554 .035 

Error（誤差） 17022.597 138 123.352   

Total（全體） 176608.000 145    

由表 6得知，對於高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學生(Mean=46.7500)與實體教具組學生

(Mean=44.3077)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上沒有顯著差異。相似地，對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

虛擬教具組學生(Mean=26.2857)與實體教具組學生(Mean=31.2000)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上亦沒

有顯著差異。 

對於虛擬教具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的學生(Mean=46.7500)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上優

於低先備知識學生(Mean=26.2857)。相似地，對於實體教具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的學生

(Mean=44.3077)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表現上亦優於低先備知識學生(Mean=31.2000)。。 

             教具種類 

先備知識 

實體教具 虛擬教具 總和 

(69) (74) (143) 

高程度(71)        (M) 44.3077 46.7500 45.4085 

                 (SD) 9.50942 13.98386 11.71273 

                  (N) 39 32 71 

低程度(72)        (M) 31.2000 26.2857 28.3333 

                 (SD) 13.05268 9.64311 11.36835 

                  (N) 30 42 72 

總和(143)         (M) 38.6087 35.1351 36.8112 

                 (SD) 12.88549 15.47453 14.34040 

                  (N) 69 7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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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先備知識與教具種類在成就測驗延後測之單純主要效果二因子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事後比較 

教具種類       

高程度 
178.980 1 178.980 1.306 .257 

虛擬教具＝實

體教具 

低程度 
256.967 1 256.967 2.348 .130 

虛擬教具＝實

體教具 

先備知識       

實體教具 
636.184 1 636.184 5.362* .024 

高程度＞低程

度 

虛擬教具 
2796.856 1 2796.856 21.611*** .000 

高程度＞低程

度 

 

三、數學態度分析 

以智力測驗數學分數為共變數，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為自變數，數學態度為依變數，進行二因子

共變數分析發現，排除共變數的影響之後，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在數學態度之數學樂趣、數學動機與

免於數學恐懼面向之交互作用皆未達顯著(數學樂趣 F=3.116, p=.180、數學動機 F=.585, p=.446與

免於數學恐懼 F=4.249, p=.200), 因此接著看數學樂趣、數學動機與免於數學恐懼面向的主要效果發

現，教具種類僅在數學樂趣的主要效果達到顯著(F=8.621, p=.004)，表示虛擬教具組的學生

(Mean=20.8108)在數學樂趣的感受上較實體教具組的學生好(Mean=19.6389)。先備知識則在數學動機

與免於數學恐懼的主要效果達到顯著(數學動機 F=8.133, p=.005;免於數學恐懼 F=4.288, p=.040)，

表示高先備知識的學生(數學動機 Mean=21.9189; 免於數學恐懼 Mean=19.0000)在數學動機與免於數

學恐懼的感受上優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數學動機 Mean=19.3333; 免於數學恐懼 Mean=16.1389)。 

因為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在數學重要性面向之交互作用達到顯著，見表 8 (F=5.249, P=.023)，

因此應該進行各因子的單純主效果考驗。由表 7與表 9可知，就高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

的學生(Mean=22.9375)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優於實體教具組的學生(Mean=20.3333); 然而就低先備

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Mean=18.5238)與實體教具組(Mean=18.8667)的學生在數學重要性的感

受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另一方面，就實體教具組的學生而言，高先備知識學生(Mean=20.3333)與低

先備知識學生(Mean=18.6667)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也沒有顯著的不同，但就虛擬教具組的學生而

言，高先備知識學生(Mean=22.9375)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優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Mean=18.5238)。 

表 7 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在數學重要性的調整後平均數摘要表 

             教具種類 

先備知識 

實體教具 虛擬教具 總和 

(71) (74) (145) 

高程度(73)        (M) 20.3333 22.9375 21.4595 

                 (SD) 5.07825 3.47282 4.61442 

                  (N) 42 32 74 

低程度(72)        (M) 18.8667 18.5238 18.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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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 3.12645 3.93383 3.59969 

                  (N) 30 42 72 

總和(145)          (M) 19.7222 20.4324 20.0822 

                  (SD) 4.40621 4.31969 4.36207  

                  (N) 72 74 146 

 

表 8 先備知識與教具種類在數學重要性之二因子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教具種類 64.971 1 64.971 3.990 .048 

先備知識 76.875 1 76.875 4.721 .031 

教具種類*先備知

識 
85.468 1 85.468 5.249 .023 

Error（誤差） 2295.797 141 16.282   

Total（全體） 61640.000 146    

 

 

 

表 9 先備知識與教具種類在數學重要性之單純主要效果二因子共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Sig 事後比較 

教具種類       

高程度 
184.728 1 184.728 9.928 .002 

虛擬教具>實體

教具 

低程度 
1.802 1 1.802 .135 .714 

虛擬教具＝實體

教具 

先備知識       

實體教具 4.740 1 4.740 .264 .609 高程度=低程度 

虛擬教具 214.954 1 214.954 15.137 .000 高程度＞低程度 

 

討論與建議 

對於高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優於實體教具組; 但對於低先

備知識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與實體教具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沒有顯著差異。這可能是因為虛

擬教具較易操作、可以很快再進行佈題，並提供學生更多探索數學概念的機會，所以高先備知識的學

生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將精力集中於數學學習上，並整合這些學習經驗，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但對於

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由於他們比較沒有豐富的數學知識連結，因此對於虛擬教具所提供之探索機

會，較無法適時的整合這些學習經驗，所以在學習成效與實體教具組之學習表現沒有差異。在虛擬教

具的設計上應該要考慮到學生的先備知識，對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應該要提供較為詳細的學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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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鷹架或問題提示，或許可以有助於低先備知識學生在平面幾何學習成效上的改善。 

不論對於高先備知識或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與實體教具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延後測

表現沒有顯著差異。虛擬教具組的後測調整後平均為 33.2973, 而延後測的調後平均為 35.1351，然而

實體教具組的後測調整後平均為 30.7606，而延後測的調整後平均為 38.6087，可見虛擬教具組在延後

測雖然成績仍有些進步，但實體教具組的成績進步幅度更大，造成最後兩組在延後測的表現上沒有顯

著之差異，這個現象有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於常規班級中實施，而在延後測前剛好是他們的第二次段考，

所以老師們有可能再加強復習這個部份的概念，因此讓實體教具組的成績有所提升，因此未來的研究

也許可以就這個部份再做更深入的檢驗與討論。 

就數學態度而言，高先備知識學生在數學動機與免於數學恐懼的感受上優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 

虛擬教具組的學生在數學樂趣的感受優於實體教具組的學生。因此高先備知識且參加虛擬教具組的學

生擁有較高的數學動機、對數學較沒有恐懼，而且較能感受到數學學習的樂趣，這也許可以補充說明

為何對於高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在平面幾何教學後測表現優於實體教具組之原因。從這

邊也可以看出虛擬教具的使用有助於提升學生對於數學樂趣的感受，這與 Yuan, Lee 與 Wang(2010)的

研究發現是一致的，虛擬教具組的學生對於使用虛擬教具非常興奮，而且對於利用虛擬教具解題也展

現出自信，並且認為虛擬教具容易使用而可以幫助他們更理解問題與找出問題的解答。所以教師在數

學教學設計上，若能適當的安排使用虛擬教具學習之活動，將有利於提升學生在數學學習上的樂趣，

進而取得較好的學習效果。 

對於高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的學生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優於實體教具組的學生; 

然而，對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組與實體教具組的學生在數學重要性的感受上並沒有顯

著的差異。這表示虛擬教具對於高先備知識的學生可以讓他們在數學重要性上有更好的感受，可能是

因為高先備知識的學生將虛擬教具視做數學知識的應用，因此認為學好數學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寫出

有趣的數學虛擬教具。但對於低先備知識的學生而言，虛擬教具並無法提升他們對於數學重要性的感

受，因此教師在教學設計上應該針對低先備知識的學生，特別強調數學學習應該更加的生活化、意義

化，引導學生從實際的生活經驗中主動去建構、理解數學概念，並探究其中的相關性，讓學生可以更

加理解數學的重要性，或許可以考慮將數學史或魔術適當的融入教材也是值得考慮的方向。 

本研究旨在驗證教具種類與先備知識對於平面幾何教學成效與數學態度之影響，研究發現，先備

知識在使用虛擬教具學習平面幾何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本研究的樣本數較少，未來的研究可以

擴增樣本數，並將此研究架構應用在數學教育的其他主題，例如代數、機率等或其他領域，例如物理、

化學等，並驗證其成效;另外也可以考慮到學生個別差異，例如學習風格或教師的教學策略，例如遊戲

取向的學習等，對於虛擬教具學習成效之影響。最後，可以採取質化研究的方法，進一步了解虛擬教

具如何影響學生的數學學習，以提供教師們虛擬教具活動設計上的參考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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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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是補足文獻上缺乏探討「虛擬教具與實體教具之教學是否與

先備知識有關」這個議題的討論，研究結果證明，進行虛擬教具教學時，應

考慮到學生的先備知識，針對不同先備知識的學生，虛擬教具的設計上應該

提供不同的學習策略，特別針對低先備知識的學生，應該要想辦法降低他們

在學習上的認知負荷並整合更多的學習支援，以利他們使用虛擬教具進行學

習等相關活動。 

本研究所發展之虛擬教具教材，可以提供國中教師與學生進行多邊形外

角和、內角和之學習使用，因此應該配合研習，多多推廣此虛擬教具模組。

從我們的教學實驗中，發現教學的脈絡有可能會導致學生在幾何推理核證上

的差異，因此未來可以繼續探討虛擬教具使用的教學脈絡是否會影響到學生

在幾何概念核證上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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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傳統測驗的評量設計無法從受試者的作答反應組型中，顯現出學生是否精熟某種技能的訊

息，進而幫助學生或老師更加瞭解分數所代表的涵意，並進行更有效率的學習。傳統評量理論

並無法提供有效的訊息，讓教師對學生的錯誤學習進行診斷的評量，即對於同分的受試者，並

無法提供有效的訊息，供教學者判斷他們是否具備相同的知識結構。 

    因此，有學者提倡將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與心理計量學(psychometrics)結合，

發展新的診斷評量方法，以幫助教學目標的達成。這種新的診斷評量方法，稱為認知診斷評量

(cognitively diagnostic assessment,CDA)。認知診斷評量著眼於探討學生的潛在知識結構

與其作答反應過程的關係。 

    本研究以線對稱單元為測驗內容，評量架構以 VanHiele的四個層次為縱軸，Vinner的概

念定義與性質為橫軸進行命題、修審，然後對五到九年級學生施測。施測結果進行試題分析、

學生能力分析及以 DINA模式配合 Q矩陣進行認知診斷分析，結果發現五~八年級學生大概只達

到 Van Hiele 層次二描述分析的能力，九年級學生大約只勉強達到層次三非形式推理的層次。

而在學生能力表現部分發現九年級學生顯著高於八年級學生，而八年級學生又顯著高於五~七

年級學生，但五~七年級學生間並無顯著差異。 

關鍵字：線對稱、認知診斷評量、DINA 模式、Q 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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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傳統測驗的編製常根據 Bloom 的六個認知教學目標，然而以這種方式所評量出的結果，只

是一種概括性的描述，僅提供學生在團體中的量尺分數，並無法顯現受試者在該領域的知識結

構。即傳統測驗的評量設計無法從受試者的作答反應組型中，顯現出學生是否精熟某種技能的

訊息，進而幫助學生或老師更加瞭解分數所代表的涵意，並進行更有效率的學習(Sheehan, 

1997)。 

    Nichols(1994)主張傳統評量理論並無法提供有效的訊息，讓教師對學生的錯誤學習進行診

斷的評量，即對於同分的受試者，並無法提供有效的訊息，供教學者判斷他們是否具備相同的

知識結構。因此，他提倡將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與心理計量學(psychometrics)結合，發展

新的診斷評量方法，以幫助教學目標的達成。Nichols 將這種新的診斷評量方法，稱為認知診

斷評量(cognitively diagnostic assessment, CDA)。 

    認知診斷評量著眼於探討學生的潛在知識結構與其作答反應過程的關係。所以只有建構出

能夠融合不同認知變量的模型，並且模型中的參數能夠被很準確的估計出來，才能對各個認知

變量進行量化的分析，進而了解受試者的認知結構。 

郭伯臣(2003，2004，2005)研發編製以知識結構為基礎的教學教材及補救教材，並探討教材應

用具有顯著的成效。因此，本研究擬以知識結構為基礎，配合子計畫一~三的研究單元─垂直

與平行、線對稱、四邊形性質、複合形體的面積與體積知識結構之建置進行命題及設計 Q 矩陣，

其中預試後並將學生的作答反應以 OT 演算法，分析出選題策略的相關矩陣，建立適當的學生

知識結構。再以學生知識結構為基礎再融合專家知識結構的教學流程與邏輯概念，發展出適合

進行補救教學之結構，提供給各子計畫作為第三年補救教學教材設計用。因此，本研究之目的

為擬了解在互動式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教學模式下學習的學生經施測後，利用認知診斷評量的

DINA模式分析學生作答反應，以診斷出不同程度學生及不同教學模式下認知概念或技能之差異

程度。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屬於總計畫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下之一子計畫，其位階為

支援資訊(4C/ID–Supportive information)目的是分析驗證其餘計畫中在互動式動態幾何學

習情境下所研發之工具、內容與模式，實際用於教學現場之成效。本研究有別於以往以學

生之學習成就總分來當做教學成效，此計畫之重點為除仍可了解學生整體學習成效外，擬

進一步以認知診斷測驗之分析模式，配合各子計畫對教材設計研發模式與內容之控制，來

探究不同教材或教學模式與內容對學生學習所產生變化的學習成效。例如透過子計畫三的

四種教學模式─教材內容 isolated 與否、integration 與否，配合認知負荷的測量，來了解不

同程度學生(高、低成就)對不同幾何學習單元、錯誤概念、基本技能、認知目標的學習效果

及試題難度變化。 

綜合上述，本計畫擬以三年的時間進行研究，各年研究項目條列於下：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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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討垂直與平行、線對稱、四邊形性質、複合形體的面積與體積幾何單元學生錯誤類

型、基本概念、所需技能之相關文獻 

2. 建置垂直與平行、線對稱、四邊形性質、複合形體的面積與體積幾何之專家知識結構

與雙向細目表 

3. 配合各子計畫擬測之重點進行垂直與平行、線對稱、四邊形性質、複合形體的面積與

體積等各幾何單元之命題、修審與建立 Q矩陣 

4. 組卷、預試與分析 

5. 建立垂直與平行、線對稱、四邊形性質、複合形體的面積與體積等各幾何單元之學生

知識結構 

第二年 

1. 將第一年分析結果，提供學生錯誤類型、專家知識結構、學生知識結構等做為各子計

畫教材內容與模式之修訂 

2. 配合各子計畫修正之意見進行垂直與平行、線對稱、四邊形性質、複合形體的面積與

體積等各幾何單元試題、Q矩陣之修訂與命題、修審與建立 Q矩陣 

3. 組卷正式施測 

4. 施測結果分析 

5. 配合各子計畫探究不同程度學生(高、低成就)對不同幾何學習單元、錯誤概念、基本

技能、認知目標的學習效果及試題難度變化 

第三年 

1. 配合總計畫所提出之模式進行組題、施測 

2. 探討總計畫所提出之教學模式下不同程度學生(高、低成就)對不同幾何學習單元、錯

誤概念、基本技能、認知目標的學習效果及試題難度變化之影響 

3. 根據前兩年之分析結果，提出適合進行補救教學之結構給各子計畫 

4. 組題、施測各子計畫補救教學成效評估 

三、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將方便抽樣選定國中小五~九年級學生，學習過線對稱單元為研究對象。包含評量

試題預試及正式施測兩階段，選取的研究對象說明如下： 

一、 預試對象(試題預試階段) 

以紙筆測驗採方便抽樣方式進行，對象為已學完「線對稱」單元之國中小五~九年級學生，

共 17 校 77 個班級進行預試，以建立試題參數及 DINA 模式之試題參數。 

二、 教學實驗對象(正式施測階段) 

正式測驗採方便抽樣，對象為尚未學習過國中八年級「線對稱」單元的國中八年級學生，

並提前於上學期實施教學實驗，以確認學生在本單元之學習成就主要是經由本教學實驗的影

響，而無個別課外補習或其他因素的干擾。固定上述五～九年級所有樣本分析所得之試題參

數來估實驗前測資料，然後進行比較以了解教學實驗效果，另固定八九年級DINA試題之猜測

與粗心參數，估計五～七年級學生概念屬性及Vinner與Van Hiele層次精熟程度，以比較了解台

灣學生不同年級學生概念屬性及Vinner與Van Hiele層次精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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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  

一、 自編診斷測驗。 

(一)、 進行預試 

預試對象為國中小五~九年級學生，學習過「線對稱」單元後，進行施測。 

(二)、 預試結果分析 

本研究將邀請多位教學經驗豐富之教學專家及學科專家，依據教學目標、能力指標、

各版本課本教材、習作、教師手冊、專家知識結構編製評量試題，使此份測驗具有良好

之專家效度及內容效度。 

二、 學生試題分析軟體OT 

擬將試題編製成卷，進行紙筆測驗。取得受試者的基本資料及作答情形，再將作答資料以

郭伯臣、田聖才（1995）所開發的（OT）軟體做試題結構之分析，建立受試者的知識結構圖，

如下圖所示。最後依資料分析結果，檢討與適度修訂知識結構及試題內容。 

 
OT 程式建立之受試者知識結構圖 

三、 研究流程 

數學本身就是一個階層性非常強的學科，各單元內或是單元與單元間，可以清楚分出上下

位概念，因此本研究擬配合子計畫一~三的「線對稱」單元研究單元知識結構之建置，其方法

與功能如下：  

（一）建立專家知識結構及命題  

延聘教學經驗豐富的專業國中小教師群與課程專家，編製各單元知識結構草案，再共同用

知識結構檢核表，建立較客觀的專家知識結構。建立專家知識結構後，依據專家知識結構命題，

依據認知診斷測驗之檢核表檢核試題，檢核完畢後配合雙向細目表進行組卷以利紙筆測驗的進

行。  

（二）預試並分析所蒐集之資料建立學生結構  

收集所有考卷後將所有學生的作答反應輸入電腦，分析出整份試卷的信度，及每一個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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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測驗理論及試題反應理論分析的難度、鑑別度、猜測度，提供審題、修題的參考。並使用

OT演算法，分析出選題策略的相關矩陣，建立適當的學生知識結構。  

（三）補救教學結構  

為了針對學生不足之處進行補救教學，本研究擬以學生知識結構為基礎再融合專家知識結

構的教學流程與邏輯概念，發展出適合進行補救教學之結構，能夠比專家認定的結構更貼近學

生實際學習後的結果，也比學生知識結構更有系統的學習，因此，本研究將這兩種結構結合在

一起的稱為補救教學結構，提供給子計畫三作為教材設計用。  
 

四、 相關統計軟體 

(一)、 SPSS統計軟體 

一套被廣泛用於統計分析的套裝軟體。本研究用 SPSS 軟體分析預試信度，以了解自

編測驗的信度狀況，並且進行學生學習成就及思考風格等關係之探討。 

(二)、 Excel 套裝軟體 

由微軟公司 (Microsoft) 所開發的產品之一。本研究利用Excel進行各項資料之建檔、

排序、統計及列表分析。 

(三)、Matlab軟體 

由 MathWorks 公司於 1984 年推出的 Matlab（Matrix Laboratory 矩陣實驗室）數學軟

體。其發展理念是提供一套非常完善的矩陣運算指令，程式中包含了許多可進行程式撰寫、

編碼、繪圖更有效率的新功能，並且對資料擷取、數學運算效能及視覺化等都有所提升。

但隨著數值運算需求的演變，matlab 已成為進行系統模擬及數位訊號處理的標準語言。本

研究以 matlab 軟體計算出最適合的試題省題策略。 

(四)、OxEdit 軟體 

OxEdit5.1 版是由 de la Torre(2009)是採用 EM 演算法對 G-DINA 的估計，程式碼是使

用 Ox (Doornik,2003)程式編寫的。本研究以 OxEdit5.1 軟體做學生做答資料做認知診斷測

驗分析。 

         

第三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以下將就本研究之資料收集與分析處理方式說明如下：  

一、 資料收集： 

(一)、 透過紙筆預試彙整學生的作答反應，修正正式施測的試題與誘答選項。 

(二)、 在正式施測後收集欲進行分析的資料。 

二、 資料的分析 

(一)、 預試資料之分析 

1. 進行紙筆測驗收集預試資料，彙整學生的作答資料，透過Excel及SPSS軟體，分析測

驗的信度及試題的難度、鑑別度，以利修正試題。 

2. 本研究以郭伯臣、田聖才（1995）研發之學生試題結構分析軟體（OT），去設定適

當的閾值，以分析出學生試題結構。本研究在預測精準度設定為95%之下，閾值設

定為0.05時可獲得最佳學生試題結構。 

(二)、實驗進行所得資料之分析 

郭伯臣(2003，2004，2005)研發編製以知識結構為基礎的教學教材及補救教材，並探討教材應

用具有顯著的成效。因此，本研究擬以知識結構為基礎進行命題及設計 Q矩陣，而利用 DINA

模式分析學生作答反應，以診斷出學生認知概念或技能之學習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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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步研究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評量架構、試題設計與誘答選項設計 

根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列出與「線對稱」單元相關的課程目標及教

學內容，並根據 Van Hiele 幾何思維發展層次（層次一視覺辨識、層次二描述分

析、層次三非形式推理、層次四形式演繹）為縱軸與 Vinner 概念定義與性質（線

對稱性質、對稱軸中垂性質、性質應用）為橫軸設計成雙向細目表，如表 1所示。 

  

表 1 線對稱雙向細目表 

 

Vinner 概念定義與性質 

概念定義 
概念性質 

線對稱性質 對稱軸中垂性質 性質應用 

Van 

Hiel

e 

幾何

思維

發展

層次 

視覺

辨識 

依據圖形整體外貌，

直覺判斷是否為線對

稱圖形 

能依據圖形整體外貌，直

覺比較和分類有關線對稱

性質的情況。 

能依據圖形整體外貌，直

覺比較和分類有關對稱軸

中垂性質的情況。 

 

描述

分析 

使用對摺定義或鏡射

定義，去檢驗圖形的

對稱性或判斷是否為

線對稱圖形 

 

5-s-04-1判斷圖形是

否為線對稱圖形 

5-s-04-3知道具有對

稱性的常見平面圖形 

能說出線對稱圖形組成元

素的名稱。 

5-s-04-4能指認一點之對

稱點 

8-s-06-4認識對稱點、對

稱線(段)及對稱角 

能經由實驗發現線對稱圖

形之性質，並能歸納之。 

能確認並檢驗線對稱圖形

組成元素之間的關係，並

使用適當的語彙描述之。 

5-s-04-5知道線對稱圖形

的對應邊相等、對應角相

等，並知道對稱軸兩側圖

形全等(不需要證明) 

8-s-06-5理解對稱線段等

長、對稱角相等。 

能說出線對稱圖形組成元

素的名稱。 

5-s-04-2找出該圖形的對

稱軸 

8-s-06-4認識對稱軸 

能經由實驗發現線對稱圖

形之性質，並能歸納之。 

能確認並檢驗線對稱圖形

組成元素之間的關係，並

使用適當的語彙描述之。 

8-s-06-6線對稱圖形中，

兩個對稱點之連線段會被

對稱軸垂直平分。 

 

解決幾何問題時，能利用線對稱

圖形的已知性質(線對稱性質或

對稱軸中垂性質)，或洞察隱藏

的性質。 

5-s-04-6 知道如何描繪一平面

圖形對一對稱軸的線對稱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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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形

式推

理 

形成並使用某類圖形

之定義。 

8-s-06-1理解線對稱

的意義 

8-s-06-3透過平面直

角坐標系來理解圖形

之線對稱的鏡射圖形 

能非形式地辨識敘述

及逆敘述之間的不

同。 

能辨認圖形的各組性質，

檢驗性質的充分性，並能

提出非形式化的理論。 

8-s-06-5理解對稱線段等

長、對稱角相等。 

8-s-06-2國中的線對稱教

學，要能透過邏輯推理來

理解幾何性質。 

 

能非形式地辨識敘述及逆

敘述之間的不同。 

能辨認圖形的各組性質，

檢驗性質的充分性，並能

提出非形式化的理論。 

8-s-06-6線對稱圖形中，

兩個對稱點之連線段會被

對稱軸垂直平分。 

8-s-06-2國中的線對稱教

學，要能透過邏輯推理來

理解幾何性質。 

 

能非形式地辨識敘述及逆

敘述之間的不同。 

使用線對稱圖形性質，並能提出

非形式化的理論。 

8-s-06-2國中的線對稱教學，要

能透過邏輯推理來理解幾何性

質。 

8-s-06-7 能利用線對稱的概

念，理解平面圖形的幾何性質，

如等腰三角形的對稱軸是其底

邊的高，由此得到等腰三角形的

兩底角相等，而高也是其頂角的

分角線，也是底邊的中垂線。 

8-s-06-8另外，線對稱也要能應

用到一些特殊四邊形，例如：箏

形、菱形等，如箏形的對稱軸是

某一對角線，因此箏形有一對角

線垂直平分另一對角線。反之，

若四邊形有一對角線垂直平分

另一對角線，則此四邊形是線對

稱圖形，且此對角線為其對稱

軸，由此得到此一四邊形為箏

形。 

能非形式地辨識敘述及逆敘述

之間的不同。 

形式

演繹 

用形式定義檢驗圖形

的對稱性，並提出形

式證明。 

形式證明線對稱性質 形式證明中垂性質 利用線對稱性質與對稱軸中垂

性質，形式證明來解決幾何問

題。 

 

二、九年一貫課程網要（教育部，2003）中有關線對稱之分段能力指標及分年細目與詮釋： 

1.分段能力指標 

S-2-06 能理解平面圖形的線對稱關係。 

2.分年細目與詮釋 

表2 線對稱之分年細目與詮釋 

能力指標 分年細目 分年細目內容詮釋 

5-S-04 

 

能認識線對稱，

並理解簡單平面

圖形的線對稱性

質。 

(1)能在具體示例中判斷一圖形是否滿足線對

稱，找出該圖形的對稱軸(可能不只一條)。理

解哪些常見平面圖形具有線對稱的性質。 

(2)知道線對稱圖形的對應邊相等、對應角相

等，並知道對稱軸兩側圖形全等(不需要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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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道如何描繪一簡單平面圖形的線對稱圖

形。 

8-S-10 能理解平面圖形

線對稱的意義 

(1)以生活中的平面圖形為例，來理解單一圖形

透過格子點作出線對稱的鏡射圖形。 

(2)認識對稱點、對稱線、對稱角、對稱軸。 

(3)兩對稱點連線被對稱軸垂直平分。 

(4)透過格子點作出直角三角形的線對稱圖形。 

 

根據表 2所列之活動相關的概念，考量在各個細項中的概念數，以總題數 20題做規劃，

設計出測驗雙向細目表如表 3。 

表 3 線對稱單元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概念定義 線對稱性質 對稱軸中垂性質 性質應用 

1視覺辨識 1,2,3 2,3,4 5   

2描述分析 6 7,8 8,9 10 

3非形式推理 11,12 13,14 13,14 16 

4形式演繹       15,17,18,19,20 

 

部分試題誘答選項的設計，將參考（何秀芳，2009）列出學生在線對稱圖形單元中所需之

子技能與常犯的錯誤類型，如表 4、表 5所示。 

三、「線對稱圖形」單元之子技能與錯誤類型： 

 

表 4 「線對稱圖形」單元之子技能 

代號 子技能（skill）內容 

S1 瞭解線對稱圖形的定義 

S2 辨別線對稱圖形 

S3 辨別對稱軸 

S4 瞭解對稱點的定義 

S5 瞭解對稱邊的定義 

S6 瞭解對稱角的定義 

S7 知道對稱軸兩側圖形全等 

S8 利用刻度找出線對稱圖形的另一半 

S9 從一半的線對稱圖形辨別完整圖形 

S10 找出有幾條對稱軸 

S11 找出對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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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2 知道線對稱圖形中，對稱軸垂直平分連接對稱點的線段 

S13 找出對稱邊 

S14 對稱邊的計算 

S15 找出對稱角 

S16 對稱角的計算 

 

表 5 「線對稱圖形」單元之錯誤類型 

代號 錯誤類型（Bug） 對應的子技能（Skill） 

B1 無法判斷出正確的對稱軸 S3、S9 

B2 以為全等即為線對稱圖形 S2、S8 

B3 忽略顏色亦是判斷對稱圖形的特性之一 S3 

B4 無法找出全部的對稱軸 S10、S8 

B5 不懂線對稱圖形的定義 S1 

B6 把看不到的一面當作是空白 S9 

B7 忽略對稱軸兩邊圖形要大小相等 S7 

B8 不懂對稱角、對稱邊、對稱點的定義 S4、S5、S6 

B9 以為部分對稱即可為線對稱圖形 S2 

B10 以為中心為圓形即有無限多條對稱軸 S10 

B11 對稱軸只考慮單一方向（水平或垂直） S2、S10 

B12 忽略圖形在格子中的位置 S8 

B13 不懂對稱軸垂直平分連接對稱點的線段 S12 

B14 圖形判斷錯誤 S8、 S9 

B15 直接以題目中的數字當作答案 S14、S16 

B16 直接以題目中的數字任意計算 S14、S16 

B17 沒有除以2 S14、S16 

B18 邊數錯誤 S14 

B19 誤將對稱軸的兩端點疊合（與正確折法垂直） S11、S13、S15 

B20 對稱點的位置錯誤 S9、S11 

B21 對稱邊的位置錯誤 S13 

B22 對稱角的位置錯誤 S15 

B23 對稱軸重複數了2 次 S10 

 

另亦整理國小學童在線對稱圖形學習時的錯誤類型之相關文獻，如下表 6： 

「線對稱圖形」之錯誤類型 

（一）線對稱圖形之錯誤類型相關研究 

Ashlock(1990)和Brown & Burton(1978)曾在其研究中指出:分析學生錯誤類型的過程對於老

師及學生是有幫助的。教師愈瞭解學生的錯誤類型及想法，則愈能掌握學生的數學學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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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更能根據問題提供有效的教學，以減少學生的學習困擾（陳卿斌，2005）。 

 

 

 

表6 線對稱圖形之錯誤類型相關研究 

作者 錯誤類型 

陳天宏（2003） 造成學童錯誤概念的因素 

1.類似概念 

線對稱概念與點對稱概念類似，學童容易誤以為兩種圖形是

相同的，概念的相似形容易造成混淆。 

2.平行影響 

學童常容易把線對稱概念與平行性質連結在一起而造成迷

思。 

3.部分子概念影響整體概念 

學童常在判斷線對稱圖形時，只考慮了部分屬性，而因忽略

其 

他屬性而造成迷思。 

朱莉文（2005） 

 

1.不清楚線對稱的意義 

2.對角頂點的連線誤判成是對稱軸 

3.認為能將圖形分成兩個看起來一樣的線就是對稱軸，誤認

為折起來會重疊 

4.憑直覺，對平行四邊形、等腰梯形觀察欠仔細 

5.認為形狀一樣、相似或擺的方位感覺一樣就是全等 

6.對全等的意思混淆不清，以直覺判斷 

7.不知道對稱軸、對應邊、對應角的意義 

余婷筠（2005） 1.不易掌握什麼是旋轉180 度。 

2.無法掌握旋轉180 度後的情形是如何。 

3.知道是轉180 度，但忽略了需大小相同才能完全重合。 

4.在線對稱上沒有注意圖形並沒有完全一樣。 

5.在線對稱上可能覺得圖案都一樣就忽略大小的差距，或是

只注意大小卻忽略圖案並不完全一樣。 

6.看見線對稱圖形不知道如何找對稱軸或是找錯對稱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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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線對稱圖形之錯誤類型與相關研究對照表 

代號 錯誤類型（操作型定義） 相關研究與實例說明 

B1 無法判斷出正確的對稱軸 余婷筠（2005） 

B2 以為全等即為線對稱圖形 余婷筠（2005） 

B3 忽略顏色亦是判斷對稱圖形的特性之一  陳天宏（2003） 

B4 無法找出全部的對稱軸 余婷筠（2005） 

B5 不懂線對稱圖形的定義 朱莉文（2005） 

B6 把看不到的一面當作是空白 

 

B7 忽略對稱軸兩邊圖形要大小相等 余婷筠（2005） 

B8 不懂對稱角、對稱邊、對稱點的定義 朱莉文（2005） 

B9 以為部分對稱即可為線對稱圖形 陳天宏（2003） 

B10 以為中心為圓形即有無限多條對稱軸 

 

B11 對稱軸只考慮單一方向（水平或垂直） 陳天宏（2003） 

B12 忽略圖形在格子中的位置 

 

B13 不懂對稱軸垂直平分連接對稱點的線段 陳天宏（2003） 

B14 圖形判斷錯誤 朱莉文（2005） 

B15 直接以題目中的數字當作答案 

 

B16 直接以題目中的數字任意計算 朱莉文（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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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 沒有除以2 

 

B18 計算周長時，邊數數錯 

 

B19 誤將對稱軸的兩端點疊合（與正確折法垂

直） 

朱莉文（2005） 

B20 對稱點的位置錯誤 

 

B21 對稱邊的位置錯誤 

 

B22 對稱角的位置錯誤 

 

B23 對稱軸重複數了2 次 

 

 

    未來於確定學生之錯誤型態或迷思概念後將提供給其他三子計畫做為教學活動設計參考，

並選取實驗與對照兩組學生當作教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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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試題分析 

    本計畫根據上述之雙向細目表進行命題、修審、預試、再修審等過程，並確定每一試題所

對應之複雜度和所需之技能或概念，以確保試題之信效度，於預試時並分析所蒐集之資料建立

學生結構，並使用 OT 演算法，分析出選題策略的相關矩陣，建立適當的學生知識結構。 

    試卷內容如附錄一，其中部分試題來自左台益和陳天宏（2003）。Q 矩陣如附錄二。因為

了做垂直等化，以了解不同年級學生之能力變化與認知屬性差異，因此試題中之 9、15、17 與

19 為五～七年級超綱試題，因此分析時將此四題於五～七年級學生作答中排除。 

經北中南 17 校，77 班 2075 位學生測試後，最後之有效樣本為 2016 位，IRT 採 3PL 模式

進行分析，試題參數統計如表8。IRT之鑑別度介於0.68~2.45，平均為 1.23，難度分布為-1.54~2.11，

平均為 0.71，猜測度分布為 0.09~0.25 之間，平均為 0.16；CTT 之鑑別度（點二系列值）則介

於 0.19~0.74，平均為 0.53，難度值（答對百分比）分布為 0.238~0.876，平均為 0.55。 

表 8  IRT 與 CTT 試題參數表 

   
CTT IRT 

題號 
應考人

數 

答對人

數 

答對百分

比 
ITEM*Test_P BISERIAL a_3PL b_3PL c_3PL 

1 2065 1569 76 0.36 0.49 0.76 -0.87 0.20 

2 2065 1376 66.6 0.41 0.54 0.87 -0.39 0.16 

3 2065 1723 83.4 0.36 0.54 0.88 -1.30 0.17 

4 2065 1764 85.4 0.35 0.54 0.96 -1.32 0.21 

5 2065 1311 63.5 0.44 0.56 1.04 -0.19 0.18 

6 2065 1808 87.6 0.35 0.56 0.96 -1.54 0.17 

7 2065 1657 80.2 0.40 0.57 1.15 -0.85 0.25 

8 2065 1794 86.9 0.37 0.59 1.18 -1.32 0.20 

9 855 528 61.8 0.57 0.72 1.68 0.46 0.16 

10 2064 848 41.1 0.51 0.65 1.81 0.51 0.12 

11 2065 810 39.2 0.35 0.44 1.10 0.95 0.20 

12 2065 699 33.8 0.31 0.40 0.64 1.09 0.09 

13 2065 664 32.2 0.50 0.65 2.45 0.74 0.10 

14 2065 939 45.5 0.52 0.66 1.41 0.30 0.09 

15 854 247 28.9 0.30 0.39 0.97 1.82 0.13 

16 2065 586 28.4 0.22 0.30 0.68 1.81 0.15 

17 855 273 31.9 0.14 0.19 1.46 2.11 0.25 

18 2065 863 41.8 0.48 0.61 1.45 0.50 0.11 

19 855 555 64.9 0.57 0.74 1.82 0.38 0.18 

20 2065 491 23.8 0.28 0.38 1.36 1.48 0.13 

平均 
  

55.15 0.39 0.53 1.23 0.22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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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為五～九年級試題答對率與鑑別度分布，在五個年級中所有試題答對率最低的題數，

以六年級的 7 題為最多，而答對率最高的試題皆為九年級。在 Van Hiele 的層次一視覺辨識中

除六年級在第5題表現較差外，其餘年級表現皆高於五成。進一步檢視六年級學生的選項分析，

有 46％的學生選(B)，而其中低分組中的學生高達 61％。這些學生學習對稱單元超過 6 個月，

可能對於對稱軸不只一條的概念已不清楚，因此在直觀下選(B)。而五年級在第 2 題的答對率

也不到 6 成，檢視選項分析發現 24％的學生選(B)，低分組中有 39％。這些學生只觀察到圖形

似乎對稱，但對於對稱軸所代表的意義好像不清楚。 

    在層次二的部份第 6～8 題各年級學生表現皆不錯，但第 10 題，五~七年級皆表現不佳，

答對率都不到 30%，就連八年級答對率都不到一半。很多學生尤其是低分組學生，可能都採值

觀法，∠ABE、∠EBA’、∠A’BC 三個角看起來差不多一樣大，所以就選(A)。 

    層次三(11~14、16)對於五~七年級學生皆未達到，答對率幾乎都不到三成，就連八年級學

生也只有兩題答對率勉強達到五成。九年級也只有兩題答對率超過六成。 

    最後一層次層次四，只有九年級有兩題答對率超過 6 成。整體而言，以此次的測驗結果顯

示，五~八年級學生大概只達到 Van Hiele 層次二描述分析的能力，九年級學生大約只勉強達到

層次三非形式推理的層次。 

表 9 五～九年級試題答對率與鑑別度分布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題號:1  
     

  答對率 80.04 65.73 70.77 83.59 80.22 

  鑑別度 0.37 0.56 0.56 0.40 0.58 

題號:2  
     

  答對率 58.82 60.69 61.03 74.22 80.43 

  鑑別度 0.67 0.59 0.46 0.47 0.56 

題號:3  
     

  答對率 79.83 79.03 83.59 88.80 90.54 

  鑑別度 0.45 0.48 0.29 0.32 0.28 

題號:4  
     

  答對率 77.52 81.25 88.21 92.71 93.12 

  鑑別度 0.47 0.40 0.21 0.23 0.24 

題號:5  
     

  答對率 65.76 44.76 52.31 70.31 82.37 

  鑑別度 0.61 0.65 0.56 0.66 0.47 

題號:6  
     

  答對率 86.77 83.67 85.64 91.67 92.26 

  鑑別度 0.34 0.34 0.38 0.26 0.27 

題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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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對率 77.31 74.40 77.95 86.72 90.11 

  鑑別度 0.40 0.44 0.56 0.39 0.37 

題號:8  
     

  答對率 85.71 84.27 82.56 89.58 93.98 

  鑑別度 0.34 0.39 0.50 0.35 0.20 

題號:9  
     

  答對率 
   

49.22 72.90 

  鑑別度 
   

0.66 0.78 

題號:10 
     

  答對率 25.84 27.42 28.21 48.44 73.33 

  鑑別度 0.38 0.48 0.44 0.77 0.67 

題號:11 
     

  答對率 27.73 30.04 26.15 50.78 58.71 

  鑑別度 0.43 0.35 0.42 0.54 0.66 

題號:12 
     

  答對率 17.23 25.40 30.77 38.80 59.36 

  鑑別度 0.28 0.40 0.40 0.41 0.51 

題號:13 
     

  答對率 18.28 11.09 22.56 45.05 64.73 

  鑑別度 0.42 0.25 0.42 0.65 0.82 

題號:14 
     

  答對率 40.76 25.61 31.80 54.43 73.76 

  鑑別度 0.53 0.43 0.58 0.79 0.53 

題號:15 
     

  答對率 
   

20.31 36.34 

  鑑別度 
   

0.23 0.61 

題號:16 
     

  答對率 21.85 22.38 21.03 35.94 40.00 

  鑑別度 0.33 0.31 0.21 0.31 0.46 

題號:17 
     

  答對率 
   

28.39 35.27 

  鑑別度 
   

0.19 0.43 

題號:18 
     

  答對率 27.10 27.62 27.18 51.04 74.62 

  鑑別度 0.36 0.31 0.42 0.71 0.62 

題號:19 
     

  答對率 
   

53.65 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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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別度 
   

0.69 0.77 

題號:20 
     

  答對率 12.61 15.32 14.87 28.39 46.45 

  鑑別度 0.12 0.13 0.15 0.27 0.68 

 

    經 IRT 垂直等化進行同時(concurrent)分析，估得學生能力值，經過線性轉換，轉成平均值

為 250，標準差為 50 之量尺分數，各年級之量尺分數描述統計如下表 10。經變異數分析，發

現學生能力表現五~七年級是沒有顯著差異，但九年級顯著高於八年級，而八年級又顯著大於

五~七年級。整體而言以六年級的平均最低，可能是學習遺忘的原因，在加上並無類似的課程

內容，而造成六年級的表現較差。而不知與九年級學生需準備國中學測而有複習的關係，九年

級的表現最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標準差也最大，能力表現最差的學生與五年級表現最差的學

生差不多，不知是否已放棄數學。 

表 10  五~九年級學生量尺分數統計表 

年級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5 498 233.83 36.88 137.70 349.25 

6 508 228.44 33.94 137.79 318.02 

7 204 235.09 34.51 157.38 324.05 

8 385 261.39 42.32 138.93 366.79 

9 470 287.58 51.01 137.58 366.79 

總和 2065 250.00 46.87 137.58 366.79 

 

變異數同質性檢定 

 score 

 Levene 

統計量 分子自由度 

分母自

由度 顯著性 

 23.567 4 2060 .000 

  

ANOVA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組間 1125262.05  4 281315.51  169.98  .000 

組內 3409370.35  2060 1655.03  
  

總和 4534632.40  2064 
   

 

 

  

(I) grade (J) grade 

平均差異 

(I-J) 標準誤 顯著性   

Dunnett 5 6 5.38  2.2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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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檢定 7 -1.26  2.93  1.000 

8 -27.56* 2.72  .000 

9 -53.75* 2.88  .000 

6 5 -5.38  2.24  .151 

7 -6.65  2.85  .183 

8 -32.95* 2.63  .000 

9 -59.13* 2.79  .000 

7 5 1.26  2.93  1.000 

6 6.65  2.85  .183 

8 -26.30* 3.24  .000 

9 -52.49* 3.37  .000 

8 5 27.56* 2.72  .000 

6 32.95* 2.63  .000 

7 26.30* 3.24  .000 

9 -26.19* 3.19  .000 

9 5 53.75* 2.88  .000 

6 59.13
*
 2.79  .000 

7 52.49* 3.37  .000 

8 26.19* 3.19  .000 

 

    根據八與九年級學生作答資料進行 DINA 模式分析，由表 11DINA 試題參數估計表結果發

現部分試題之猜測度與粗心參數過高，將進行檢討與修正，包含 Q 矩陣是否須調整，將再次請

專家諮詢做確認。 

表 11 八、九年級 DINA 模式試題參數估計 

Item Guess SE(Guess) Slip SE(Slip) 

1 0.43 0.04 0.05 0.01 

2 0.40 0.04 0.08 0.01 

3 0.69 0.03 0.02 0.01 

4 0.04 0.06 0.00 0.01 

5 0.00 0.05 0.00 0.01 

6 0.00 0.10 0.00 0.01 

7 0.00 0.07 0.00 0.01 

8 0.83 0.02 0.03 0.01 

9 0.00 0.03 0.04 0.01 

10 0.00 0.04 0.00 0.02 

11 0.17 0.03 0.2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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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27 0.03 0.37 0.02 

13 0.18 0.02 0.12 0.02 

14 0.32 0.03 0.07 0.01 

15 0.14 0.02 0.59 0.02 

16 0.00 0.05 0.00 0.08 

17 0.26 0.02 0.63 0.02 

18 0.30 0.03 0.09 0.01 

19 0.28 0.03 0.04 0.01 

20 0.20 0.02 0.47 0.02 

 

第三節 概念屬性精熟分析 

    若已精熟機率 0.5 為標準，超過 0.5(含)用 1 表示具備此概念或技能；相反地經 DINA 估計

後未達 0.5 表示不具備此技能或概念屬性，以 0 表示。然後就整體學生對於本份測驗利用雙向

細目表之 Van Hiele 層次配合 Vinner 之概念定義與性質分成 12 個概念屬性做統計，因有四題對

五～七年級維超過課程內容範圍，所以以八九年級做 DINA 模式分析，再固定試題之猜測與粗

心參數對五～七年級進行 DINA 模式分析，結果如下表 12，全部 12 個概念屬性精熟程度，皆

是以八九年級較高，八九年級以「線對稱性質的視覺辨識」精熟程度最高達 0.93，而五～七年

級以「描述分析的概念定義」精熟程度最高達 0.85。若以標準參照測驗來看，標準訂為 0.5，

八九年級學生有 1 個概念屬性未達標準，而五～七年級則有 3個概念屬性未達標準，但另有 5

個只有五成多。 

表 12 八、九年級 12 個屬性精熟程度估計 

 
精熟程度 

屬性 八九年級 五～七年級 

視覺辨識的概念定義 0.75 0.56 

線對稱性質的視覺辨識 0.93 0.76 

對稱軸中垂性質的視覺辨識 0.77 0.55 

描述分析的概念定義 0.92 0.85 

線對稱性質的描述分析 0.89 0.76 

對稱軸中垂性質的描述分析 0.65 0.66 

描述分析性質應用 0.62 0.27 

非形式推理的概念定義 0.70 0.56 

線對稱性質的非形式推理 0.70 0.56 

對稱軸中垂性質的非形式推理 0.70 0.56 

非形式推理性質應用 0.38 0.22 

形式演繹性質應用 0.56 0.27 

 

    若以 VanHiele 層次對應試題作為 Q 矩陣做分析，一樣以 DINA 模式做分析，了解八九年

級與五～七年級學生精熟 VanHiele 層次為何？結果如下表 13，四個層次皆符合認知成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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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年級精熟程度皆高於五～七年級，且皆隨著層次精熟程度呈遞減的狀況。若同已達到 0.5

是為精熟，則八九年級四個層次皆達到精熟，但有兩個只有五成多。五～七年級前面兩個層次

達到精熟，但只有五成多。 

表 13  VanHiele 層次精熟程度估計 

層次 八九年級 五～七年級 

1視覺辨識 0.73 0.53 

2描述分析 0.62 0.53 

3非形式推理 0.56 0.33 

4形式演繹 0.54 0.23 

 

    若以 Vinner 層次對應試題作為 Q 矩陣做分析，一樣以 DINA 模式做分析，了解八九年級

與五～七年級學生精熟 Vinner 層次為何？結果如下表 14，四個層次皆符合認知成長，為八九

年級精熟程度皆高於五～七年級，且皆隨著層次精熟程度呈遞減的狀況。若同已達到 0.5是為

精熟，則八九年級四個層次皆達到精熟，但一樣有兩個只有五成多。五～七年級前面三個層次

達到精熟，其中有兩個只有五成多。 

表 14  Vinner 層次精熟程度估計 

層次 八九年級 五～七年級 

概念定義 0.73 0.65 

線對稱性質 0.79 0.56 

對稱軸中垂性質 0.59 0.54 

性質應用 0.58 0.25 

 

五、目前進行及未來研究方向 

    接下來將進行以上線對稱試題之逐題選項分析，所得之學生錯誤分類及發現將提供給總計

劃和各子計畫做為教材設計參考，研擬結合專家結構與學生結構之補救教學結構。將利用已計

算出之試題 s 與 g 參數，將其固定，分析學生前測結果，一樣透過 DINA 模式可估計學生各技

能或概念屬性之精熟程度，即可了解實驗教學成效。 

    三角形、梯形、長方形面積、圓與梯形皆已完成評量架構及相對應試題命題，三角形有 60

題、梯形有 65 題、長方形面積有 43 題、圓與扇形有 81 題，後續將進行以上四單元之修審與

施測，並建立各單元之補救教學結構，分析學生錯誤類型提供給總計劃和各子計畫做為教材設

計參考，分析試題參數與 DINA 模式之試題參數，固定試題參數分析其他子計畫教學前後之測

驗結果，以了解各子計畫之實驗教學成效，特別是認知診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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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計畫嘗試研究將創意設計的理念融入問題導向的學習模式，以中學數學課

程中的幾何學相關內容（選定為圓椎曲線的反射性質）為背景知識，建置一套以

整合中學幾何概念為目標的學習活動模式。希望學生在這樣的學習活動中，一方

面能融會貫通所學習的幾何學知識，另一方面透過自身的創意發想，提升學生的

學習成效及數學素養。計畫的執行方式包括研究者蒐集並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

研擬 PBL 模式的問題雛形，與專業設計人員研討融入創意元素的幾何學習活動

設計，以及實際於課堂上進行學習活動與檢討改進。 

 

為了將這些想法與所獲致的結果落實於實際的教學現場以檢驗其成效，我們

也舉辦了『圓錐曲線的設計與應用』學習活動。另外，本計畫的部分成果亦在國

際教育學術會議 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 e-Learning 

(EeL2013)上以 poster 形式發表，另有一篇論文則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中。 

 

 

貳、研究目的與績效 

 

在數學學習的過程中，如何整合所學到的數學知識並靈活運用，也就是學到

所謂『帶得走的能力』，一直是一項重要的課題。雖然不斷的練習解題有可能提

高升學考試的表現，但是真正融會貫通各單元概念的相關性並能靈活應用，對於

提升整體學生的數學素養才有正面的助益。本計畫將由較能具體表達的幾何學相

關概念為背景知識，結合問題導向學習的理論基礎，並融入創意設計的元素，希

望建立一套幾何學學習活動的設計模式，幫助學生整合並應用所學的相關知識，

藉此建構完整的數學概念且更加提升學習的成效。 

 

計畫中希望建立的學習活動設計模式是『由下而上』並且著重於學生的『創

意設計』。問題的設計與實際學習活動中對參與學生的引導方式，為影響本計畫

成效的關鍵因素。在先前執行的計畫中，我們已獲致相關的經驗與想法。我們利

用路思義教堂的建築結構為模型，將其中有關的數學的概念（包括表面積、體積、

對稱、雙曲線、三角函數、空間向量、微積分及曲率等等），由設計人員協助以

軟體模擬方式呈現出來。本計畫則是先由研究者先行選定與高中幾何概念有關的

題材，設計並製作檢以的學習模型，過程中需要與高中教師密切聯繫溝通，針對

主題與活動進行方式交換意見。我們選取的題材是已經不列入新版課綱中『圓錐

曲線反射性質』，目的是避免與正常課程重複或產生混淆，卻也不是學生完全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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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材料。整個活動的設計以營造一個不同的學習情境為主，理論的講述以及證

明雖仍是不可或缺，但不再是學習活動中最主要的部分。透過實例的介紹與簡易

模型的操作，希望使學生學習並整合圓錐曲線的相關知識，並藉由學生在活動後

問卷上的回饋，檢視計畫的實施成效及未來從事相關研究的參考資料。 

 

本計畫也期望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預期有所貢獻。計畫

中對於高中數學課程中的幾何相關概念研擬融入創意設計的問題，並規劃學習活

動。未來若有更多相關學者或教師投入問題的設計與活動的規劃，或許可讓學生

在課堂的上課之外有另一種較為有趣且活潑的學習模式，幫助他們整合所學習的

知識，藉以提昇學習成效及數學素養。 

 

在研究績效方面，本計畫目前的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1. 於 2013/8/26-27 附新加坡參加『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 e-Learning (EeL2013)』，並以 poster 方式發表，題目為『Creative 

Design,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Geometry Teaching』。 

2. 國際期刊學術論文一篇： 

Wen-Haw Chen, Apply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 and Creative Design 

to Conic-Sections Tea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Vol. 7(3) (2013), 73-80. 

 

在計畫執行過程中，研究者獲得相關數學教育的理論與知識，但仍須積極學

習及數學教育界先進的指教。計畫參與的高中教師及協助的助教與工讀同學皆能

進一步瞭解數學教育理論的實際應用，並從活動的設計、實施與回饋檢討找出真

正能夠幫助學生有效學習幾何學的方式。 

 

 

參、文獻探討 

（敬請參閱以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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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步驟 

 

計畫的執行方式及步驟包括活動題材的設計、初步模型的製作、徵詢專家學 

者及高中數學教師的意見、精細模型製作與光源設計、與學習活動的規劃與實施。

以下敘述各個步驟的執行方式： 

 

1. 活動題材的設計：研究者於計畫進行初期蒐集國內外 PBL 的相關文獻資料，

並透過與資深教師討論在學習活動中可採用的教學法。配合高中數學課程的

進度，我們希望以圓錐曲線的相關性質為主要的教學材料。由於有關拋物線、

橢圓與雙曲線的課程內容是安排在高二下學期的最後一個單元，因此學習活

動必須顧及安排的時間以及與課內教材是否重複的問題，也必須避免學生混

淆或造成合作教師的困擾，因此我們將學習活動的內容鎖定為新課綱中未包

含的『圓錐曲線的反射性質』。 

 

2. 初步模型的製作: 在設定主題後，研究者即與在計畫內工讀的本校電機系侯

同學討論光學模型製作的方式。如何引起學生動手實做的興趣，以及如何精

簡所需的材料是模型製作考量的重要因素。初步是採用透明的壓克力板，希

望呈現圓錐曲線的反射性質。然而，壓克力板的要精準切割成圓錐曲線在有

限的預算經費之下要達成有其難度，尋找合適的光源（一般投影筆有其限制）

也是一個有待克服的問題。 

 

3. 徵詢徵詢專家學者及高中數學教師的意見: 在完成初步模型的製作後，研究

者也曾向校內外學者徵詢意見，並與合作學校教師密切溝通及交換意見，對

與活動實施的方式與內容取得一致的共識，該教師也給予相當程度的協助。

但由於學生已升高三，有模擬考及學測的壓力，活動時間的安排需多加考量。 

 

4. 精細模型製作與光源設計：在規劃活動架構之餘，我們也進一步思考如何改

進所製作的模型。我們以裁切珍珠板並貼上反光紙來取代透明壓克力板，並

改進投影光源的設計使光源呈現出來由一個點改為一條直線，如此一來按克

服了先前的問題，達到預期的目標。 

 

5. 學習活動的規劃與實施：實際於教學現場完成所規劃的學習活動，是本計畫

中最重要的工作。行前與教師對於實施方式已有數次的討論與協商，並配合

學生的考試安排於模擬考結束後的時段。活動相關資料敬請參閱『伍、結果

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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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果與討論 

     

    本計劃的研究成果除了已經在國際數學教育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並獲得收錄

於國際學術期刊之外，我們也瞭解在教學現場實際施行學習活動是本計劃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作。我們於 2013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於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

級中學舉辦『圓錐曲線的設計與應用』學習活動，參與的工作人員除筆者外尚有

一位協助本計畫的陳助教以及參與本計畫工讀的電機系侯同學。活動現場共有高

三丁班 41 位學生及該班數學教師一同參加。本次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認識

圓錐曲線的光學性質及其應用，這個題材已於新的數學課綱中刪除，但這給予我

們進行此次學習活動的一個良好的機會，因為可以在學生只具備基本圓錐曲線定

義的先備知識，且沒有相關反射性質概念的前提之下，利用實際的例子與模型，

讓學生學會圓錐曲線的光學性質。活動進行的程序如下： 

 

我們首先藉由專題演講，介紹各種生活中或科學上應用圓錐曲線光學性質的實例，

例如： 

 

拋物線—阿基米德死亡光束（deathray）、汽車遠光燈、太陽爐等等。 

橢圓—克普勒運動定律、加泰隆尼亞音樂宮、體外震波碎石術等等。 

雙曲線—抽油煙機、航海定位法、路思義教堂（建築中的結構力學）等等。 

 

接著利用幾何作圖講解證明的方式，並讓每一位學生實際動手操作光學性質

的簡易模型；最後透過問卷填寫檢視學生對於這些性質的瞭解狀況，並讓學生發

揮創意，設計其他有關的應用（活動照片附於後）。問卷採開放式設計，共有三

個部分，第一部份為檢視學生是否能完整描述圓錐曲線光學性質，第二部分請學

生就專題演講中所提到的應用舉出一個印象最深刻的例子並說明原因，第三部分

則是由學生自由發揮創意，設計其他圓錐曲線的相關應用。問卷所獲致的結果大

致整理如下： 

 

問卷第一部分：敘述圓錐曲線的光學性質 

問題 
能完整敘述

人數 

敘述不完整

人數 

答案錯誤或

未作答人數 

能完整敘述

人數百分比 

拋物線的反射性質 30 10 1 73% 

橢圓的反射性質 39 2 0 95% 

雙曲線的反射性質 36 4 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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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拋物線的反射性質』會有較多的學生敘述不完整的原因，經分析後是

因這些學生簡略的將由拋物線焦點發出的光線經過反射後的結果回答成『平行光

線』，而正確的敘述應為『平行於對稱軸的光線』。從這部分的結果可以發現，在

實例的介紹及模型的操作後，絕大部分的學生都可以熟悉圓錐曲線的反射性質。 

 

問卷第二部分：印象深刻的實際應用及原因。 

圓錐曲線 最多學生提及的應用 主要原因摘錄 

拋物線的應用 太陽爐 可利用太陽能烹煮食物、節能減碳。 

橢圓的應用 體外震波碎石術 
造福人群、對醫學有興趣、終於瞭解

生物課提到體外碎石機的原理。 

雙曲線的應用 路思義教堂 

深遠應用近在眼前、數學與建築的完

美結合、看似弱不禁風卻撐過 50 年

風雨的解答。 

  

問卷第三部分：創意發想設計 

    此部分主要的目的是要學生發揮創意，運用圓椎曲線的性質設計相關的應用。

為了讓學生的想法不受限制。我們不要求所設計的應用在現實生活中是否真能實

現，而是希望看到學生融合所學的數學之事之後所產出的設計概念。學生的的回

答包括：智慧型住宅、防曬抗紫外線服飾、太陽能智慧型手機、監視系統、空調

系統、舞台燈光設計等等。雖然學生的創意不一定很成熟，而且部分的設計事實

上已經有相關的應用，但是學生在過程中對於圓椎曲線的相關性質已有更深入的

瞭解。這種瞭解並非透過定義定理或證明的講授，或者是不斷做類似的練習題與

考試而得到，而是透過經驗與實際操作而深化成『帶得走的能力』，這也是本計

畫的研究目的。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歷經活動題材的設計、初步模型的製作、徵詢專家學者（參

加國際學術會議）及高中數學教師的意見、精細模型製作與光源設計、與學習活

動的規劃與實施，期間雖因合作學校臨時有活動以及模擬考試而將原本規劃的兩

次學習活動縮減為一次，但我們依然完成『以中學數學課程中的幾何學相關內容

為背景知識，建置一套融入創意設計並以整合中學幾何概念為目標的學習活動模

式』的預期目標。同時部分成果已於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並已有相關論文刊登

於國際學術期刊中。未來若有更多相關學者或教師投入問題的設計與活動的規劃，

或許可讓學生在課堂的上課之外有另一種較為有趣且活潑的學習模式，幫助他們

整合所學習的知識，藉以提昇學習成效及數學素養。最後，筆者在此感謝國科會

給予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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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照片 1                       專題演講照片 2 

      

         

活動海報 

證明講解 模型操作 1 

模型操作 2 模型操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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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教育講求多元教學及情境融入教學的教學方法，而問題導向學習模式

（PBL）更可幫助學生從問題中自我學習。本計畫以著名的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

為模型，融入數學中的幾何學概念，並針對不同教育程度的學生設計引導教學的

問題激發學生思考。我們根據教堂的外觀與內部結構，探討它們與基礎數學中之

幾何學的關連性，進而得到一些概念上的連結。為了將這些想法與所獲致的結果

落實於實際的教學現場以檢驗其成效，我們也舉辦了『創意設計與數學之對話』

學習活動。另外，本計畫的部分成果亦在國際數學教育學術會議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ISSME 2012)上發表，論文全文並獲收錄於學術期刊 Jurnal Teknologi（SCOPUS

資料庫檢索）中。 

 

 

貳、研究目的 

 

人類知識的獲得，主要是透過感官及各種動作經驗的累積。就學習的觀點而

言，人類的學習係經由與環境的互動而產生，真實持久的知識是透過人類五官及

各種動作的經驗，逐漸累積而成。教學在結合科學、技學與社會

(Science/Technology/Society)，從發現及探究自然的學習活動中，建構學生的科學

概念，並應用於各種學習活動，詮釋生活中的問題，才能建立積極的價值觀。然

而，許多的課程單元並未能將前述理念真正的落實於教學之中。而最理想的教學

就是能提供直接經驗的教學，也就是「實物教學」。因為這些物品必須具有教育

的內涵，但它不是教師用來教學的媒介，而是讓每位學生都能不斷的操作這些教

具，以培養學生的專注力及幫助學生心智的發展。在本計畫中，我們以東海大學

著名的路思義教堂為例，探討與教堂相關的幾何概念，希望達到以下目的： 

    

(1) 激發學習興趣，讓學生喜歡學習：興趣是激發學習的動力，透過生動的

教具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可使其注意力集中，提高學習效果。 

(2) 啟發學生思考，並容易瞭解抽象概念：實物的介紹可幫助理解，使學生

能獲得正確觀念並容易理解。 

(3) 充實經驗加深印象：透過實物模型操作使學生親眼目睹及動手操作，可

加深印象，幫助記憶。 

(4) 可顧及學生個別差異及需要：對於學習理解力較低的學生可透過反覆動

手操作來達到學習的效果，降低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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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思義教堂之藝術與歷史價值 

東海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當年大肚山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因此常學生一

切自給自足，美國聯董會深感校園附近缺乏靈性修養與禮拜集會場所，因此決定

在校內建一座教堂，教堂便成了校內很重要的建築物，她的崇高性建立在開闊的

區域，既不屬於教學區，也不屬於學生活動區，更有別於其他大多隱沒有在樹間

的建築物，反而擁有自己一個獨立的天空。 

 

    教堂神聖與莊嚴的氣氛，並不依賴支配校園中任何軸線或區域長表達。因為

教堂位於整個學校的中心，在建校的初期，樹木不像現在茂密之前，校內任何一

處可看到教堂頂端的十字架，這樣的精神指標一批溫柔地呵護著東海校園，當人

們需要時，仰望即可。 

 

教堂結構為了採光及明確表現結構起見，四片曲面完全分離，類似倒置船底，

其上小下大的形狀給人一種穩定的感覺，在對抗風力與地震力時甚為有力。由於

屋脊部份分開，便有天窗出現，具有「一線天」的意涵。中部邊窗逸入的光線，

給教堂添增了一份神秘感。其後為使前後曲面會於屋脊部份之結構易於處理起見，

於是後部二曲面高於前部，呈重疊狀，後部高出之部份亦恰為內部教堂之地位，

外觀適足以表彰其內部的重要性。由於曲面邊樑的厚度適中，外觀上，不但表現

了曲面的輕快，同時有一種必要的量感。當然由正面或前方四十五度內觀看，最

能表現出曲線「型」的美。教堂的高度，是依照平面容積的大小，在模型上按照

適當的比例決定。從正面看來，教堂最寬處的底部，與最高點間，大致為一等邊

三角形，此符合視覺穩定的要件。 

    前後兩面是平板的吸熱玻璃，由於顏色較深，特別表現出「虛」的感覺。窗

梃是黑色的，與深色的玻璃不太分得出來，顯得相當穩重。一般說來，窗子的分

割設計，非常自然，比例極佳；水平材愈向上間隔愈大，很能配合直向的「間梃」。

正面折線型的大門，亦配置得不落俗套。 

路思義教堂的設計兼具傳統與創新的想法。傳統的道家思想有「無而後有，虛而

後實」的說法，闡述於建築上，便是從「無柱、無樑、無牆」的過去至今日的「有

柱、有樑、有牆」，而路思義教堂的薄殼結構則向前推至「亦柱、亦樑、亦牆」

的新意境。 

 

教堂見証了東海大學數十年來的發展守護著一批批的莘梓學子邁向人生，這

一個建築與規劃的巧思仍影響著代代的東海人，為人所敬佩與讚嘆。 

 

 

參、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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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就『問題導向學習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PBL）』做簡

要的探討。 

 

問題導向學習模式( PBL)最初是由醫學院所引進，以此方法訓練學生面對不

同病例個案時，增進新知識或修正舊有的知識內容，強化專業知識領域的訓練，

概念主要是由：(1) 專業知識運用(2) 目標設定 (3) 問題解決 (4) 評估，由以上

四個構面所組成，只要在 PBL 的流程上稍加變化，就可以適用在各種不同的地

方。而現在也越來越多的學術領域，都有使用這套系統，來幫助學生從問題當中

進行自我學習。 

 

目前 PBL 的使用方式，是將團體由小到大的方式，分成個人、小組、群組

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學生自己所進行，將面對的問題以自我的學習活動和

研究訓練，培養問題的定義能力與解決事情的技巧或方法。第二階段：與小組進

行討論與腦力激盪，培養成員之間的溝通技巧及協同合作的能力，以及成員之間

的默契。第三階段，是進行研究或討論的總結報告，訓練小組成員的上台報告的

表達能力與和資料文件準備的能力，以及訓練面對其它聆聽者對於報告內容的提

問與質疑的應對能力。其特色如下： 

 

以真實問題為學習的起點 

問題本身必須能將學習對象的認知和專業知識連結 

學習於小型團體中進行 

是一種自我導向的學習方式 

老師或是專家，扮演協助者非領導者 

 

    PBL 的意義可由多個面向來加以解釋。Barrows 和 Tamblyn（1980）將 PBL

定義為使學習者朝向了解或解決一個問題之工作過程來進行學習的 歷程，包括 

讓學生先遭遇問題、呈現問題情境、小組成員應用知識和推理能力開始解題、學

生主動確認學習內容並據之以引導個別化研究、將過程經歷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

再用 於解題、呈現與評鑑學習結果等典型的 PBL 所含之數個步驟。有學者將

PBL 視為一個以真實世界的問題為中心來設計的一種課程模式(Fogarty, 1997)。

有些學者主張，PBL 是圍繞混亂的、真實世界的問題之探討和解決為中心來加以

組織的一種經驗性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它既是一個課程組體（curriculum 

organizer）也是教學策略（Trop & Sage, 2002）。也有人宣稱 PBL 不只是一個學

習方法，亦可用以詮釋整個教與學的過程（Schmidt, 1993; Walton & Matthews, 

1989）。還有一些學者認為 PBL 最初是為訓練醫學生如何探討和解決臨床的醫學

問題而發展的一種教學方式、一種使用問題作為學生展開學習活動的刺激和焦 

點來建立和教授課程的方法、一種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策略、一種進行真實問題



陳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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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解決之學徒式教學、將學習和教學定錨於（anchored）問題之上的情境化教 學

方法或策略（Boud & Feletti, 1991; Bridges & Hallinger, 1992; Delisle, 1997; Dods, 

1997; Hoffman & Ritchie, 1997; Hmelo & Evensen, 2000; Norman, 1988; Norman & 

Schmidt, 1992; Stepien, Gallagher, & Workman, 1993）。雖然大多數的學者似乎都

將 PBL 直接當作一種教學方法來看待，但 Barrows（1986）指出，PBL 並非指稱

某一種固定的教學法，其意義 會因教學設計與教師所具有的相關教學技能之不

同而異。 

 

匯聚眾多學者的觀點，PBL 具有如下幾項主要的特徵： 

 

（i）、以結構模糊（結構不良、結構不明）的問題（ill-structured problem）作為

課程組織中心和學習情境： 

PBL 最主要的特徵是圍繞結構模糊的問題為中心來組織課程和學習情境，開啟整

個教與學歷程，作為刺激學生的學習、引導其探究而發展未來實務所需的專業知

識 與解題技能之工具（Albanese & Mitchell, 1993; Barrows, 1996; Fogarty, 1997; 

Gallagher et al.,1995; Savoie & Hughes, 1994; Stepien & Gallagher, 1993）。學習者

在面對結構模糊的問題時，需主動搜尋訊息以了解問題情境，並據以決定所需採

取的解題行動。結構模糊的問題之特徵在於每個問題和學習者的 背景均有所差

異，問題不易解決、無絕對正確的方法或固定的公式可用也未必只有單一的解答，

甚至問題會隨著在解題過程所獲得之新訊息而有所變動，而學生也無 法完全確

定是否已經做出正確的決定（Gallagher & Stepien, 1996; Stepien, Gallagher, & 

Workman, 1993; Stepien, Senn, & Stepien, 2000; Trop & Sage, 2002）。透過結構模

糊的問題，學生方可從解題中發展使用後設認知技能來監控、批判和指引自己的

推理技能（Barrows, 1985; Stepien & Pyke, 2000），故設計良好的問題實為 PBL 模

式中最重要的一項元素（Savoie & Hughes, 1994）。  

 

（ii）、學習者扮演問題持有者（stakeholder）的角色： 

  PBL 是一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與學模式，學生是一位擁有問題所有權的主動學

習者和解題者，可依問題的本質和可用的資源自行確認學習的範圍與獲得解答所

需 的訊息和條件，透過自我指引的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來追求意義和了

解（Barrows, 1996; Boud & Feletti, 1991; Savoie & Hughes, 1994; Trop & Sage, 

2002）。在每個所遭遇的問題中，學生都會被賦予一個特殊的角色，並將之置於

與未來職場相似的情境中，以使其認識各種領域的解題方法與觀點，並促成其對 

新舊知識的關聯、特殊解題策略的重要性與如何再應用等的反省（Gallagher & 

Stepien, 1996; Hmelo & Ferrari, 1997）。  

 

（iii）、教學者擔任認知與後設認知的教練：  

  不同於傳統教學中扮演知識的散佈者之角色，教學者在 PBL 教學過程需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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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課程設計者、學生的學習夥伴或合作解題者、學生學習的支持者和指引者以及

學習 結果的評鑑者等多重責任（Arambula-Greenfield, 1996; Barrows, 1988; 

Bridges & Hallinger, 1992; Delisle, 1997; Hmelo & Ferrari, 1997; Stepien & 

Gallagher, 1993; Trop & Sage, 2002）。在實施 PBL 教學之前，教學者須先決定如

何組織教學內容與所要採用的教學策略、收集執行 PBL 課程所需的各類材料與

設備、撰寫問題和提供學生 PBL 的概述並分配各種角色（如領導者、促進者和

記錄者等）予合作小組的成員。在教學進行中，教學者需建立氣氛，提供必要的

資源以幫助學生澄清問題或迷 思。透過問題和角色扮演，以發問或挑戰思考等

方式來指引小組合作學習，促進學生的好奇、質疑、思考、探究、討論、自評和

反省。在小組合作解題的過程中，教 學者往往需示範探究技能、鼓勵小組成員

的參與、支持學生自我指引的學習、逐漸融入過程而成為合作解題者和學習資源、

隨時監控整個過程並作必要的調整。到教 學之後，教學者便需針對學生個人與

小組表現給予評鑑和回饋。質言之，教學者在 PBL 過程中係透過診斷、監控、

發問和示範來顯露學生的思考並促使其獲得深層 的了解，藉由調整 PBL、角色

扮演、監控學生的參與來管理 PBL 的過程，使用持續於過程中的評量來判斷學

生的學習進程與結果（Trop & Sage, 2002）。由此可清楚看見，教學者在 PBL 過

程確實承擔作為學習者的認知與後設認知教練之重任。 

 

（iv）、鼓勵小組合作學習：  

  據 Barrows（1986）的觀點，小組合作學習可說是 PBL 必備的一項特徵。在

PBL 的學習歷程中，為了顧及各人不同的學習風格或興趣、共享學習 的歷程與

成果和體現職場上團隊工作的實況，於是採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Glasgo, 

1997）。在早期的醫學院所實施的 PBL 小組合作學習中，通常是由五至七名學生

和一名導師（tutor）組成一個教導小組（tutorial group）。每位成員在小組中均扮

演分工合作的學習者和解題者的角色，藉由彼此提供和吸收各成員所分享的多重

觀點，有助於複雜事物的了解，提升分工合作 的效能（Kelson & Distlehorst, 2000; 

Schmidt & Moust, 2000）。透過小組合作的結構，可分散小組成員的認知負荷，

使小組成為一個共同體，分別利用各人所具的知能和對問題模糊性之不同容忍度，

一起努力來處理 超越任一成員的知識或技能所及之複雜問題。分工合作也可利

用小組的分散式知能，使每位小組成員在劃分學習議題時，都能成為特定主題的

專家。再者，小組討論 可鼓勵個人協調不同的觀點，促進推理與建構知識之高

層思考技能，亦可使成員在無法說服他人接受自己的想法時，能說出自己的見解

和立場（Faidley, Evensen, Salisbury-Glennon, Glenn, & Hmelo, 2000; Kelson & 

Distlehorst, 2000）。 

 

（v）、採行多元化的評量方式： 

   PBL 是一種建構主義取向的教與學模式，其所採行的評量或評鑑方式，同

時反映建構主義、認知心理學和情境學習等原理，並符合國內外科學教學與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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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需求 （教育部，2000; Moreno, 1999; NRC, 1996）。依建構主義的評量觀，評

量過程需衍生自學生的學習與輸入，並得以作為展現學生所發展之知識和技能的

工具。為此，在學習單元開始時，教師需先檢 視學習目標，將所期望的學習結

果（亦即日後的評鑑標準）事先向學生作清楚的描述與溝通，以致學生在執行學

習任務時，可依循這些期望來發展執行計畫。如此便 可實現教、學與評量間的

整合（Duch & Groh, 2001; Nagel, 1996）。而從訊息處理論和情境學習的觀點，為

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故用以評量學習結果的問題，應置於真實問題的情境之中

（Hmelo & Lin, 2000; Norman, 1991; Schmidt, 1983, 1993）。故此，PBL 的研究者

大都提倡多元評量，並多用具吸引力、價值、重要性和真實情境性且有明確評量

標準的問題來進行真實性評量 （authentic assessment），供學生充分展現其學習

歷程與結果（Brooks & Brooks, 1993; Nagel, 1996; Wiggins, 1993）。  

 

   PBL 的評量目的在展現學生的能力、回饋學生與提供教師關於課程效能的

回饋（Glasgo, 1997）。評量並非只是學習的附屬品，而是融入 PBL 教學進行之

中，成為用以引導整個學習過程的必要成分。這種和教與學過程並行且具真實性

之持續性評量 （ongoing assessment）或嵌入式評量（embedded assessment）的

用意，即為顯示和記錄學生在學習歷程上的各項表現，供學生和教師隨時的回饋，

以對其教與學作出必要的調整（Delisle, 1997; Stepien et al., 1993; Trop & Sage, 

2002）。許多研究者傾向於依評量的領域而將 PBL 的評量分為「內容」、「過程」

與「結果」三大類。「內容」所要測量的是訊息和知識，是學生所記憶、回 想或

連結所得的訊息和知識。「過程」所評的是方法與技術，評量焦點包括學習者是

否能建立一個解題架構、使用訊息來解題和評鑑訊息或資料、小組中的溝通技 能、

學習責任的接受情形等。「結果」則指智力與具體的產物之評量，其做法係根據

事先訂立的標準來判斷學生解題知能的效能或成敗（Barrows & Tamblyn, 1980; 

Glasgo, 1997; Hsu, 1999; Swanson, Case, & van der Vleuten, 1991）。還有人依執行

評量者的不同，而分為學習者自我評量（self-assessment）、同儕評量（peer 

assessment）和由導師進行評量等形式。舉凡學生的推理技能、解題的知能、自

我研究技能、小組合作與溝通技能等，均可由這三類執行者來評量之 （Allen et 

al., 1996; Barrows, 1985; Barrows & Tamblyn, 1980; Walton & Matthews, 1989）。無

論評量的領域與執行者為何，各研究者均建議也使用過多種評量方式。其中較屬

過程取向的評量方法有導師評量、同儕評量、自我評量、口試、實際 問題的模

擬、解題日誌（problem log）、真實性評量和表現評量（performance assessment）

等項（Barrows & Tamblyn, 1980; Gallagher et al., 1995; Hsu, 1999; Swanson et al., 

1991）。而常用於結果取向的評量方法則包括客觀測驗、論文式考試、實際的解

題、檔案評量（portfolio assessment）、演示（demonstration）、執行實驗、日記、

社區會議或論壇（town hall meeting）、口頭報告與評量最後所完成之成品（Allen 

et al., 1996; Glasgo, 1997; Hsu, 1999; Nagel, 1996; Ram, 1999; Swanson et a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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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我們首先探究路思義教堂的建築結構與設計理念，然後將教堂與各個學習階

段的幾何學概念作一個適當的連結。 

 

教堂為了採光及明確表現結構，外觀由四片曲面組合而成，類似倒置船底，

其上小下大的形狀給人一種穩定的感覺，在對抗風力與地震力時才能有力。四片

曲面的屋基與屋脊，兩邊為直線，所形成的曲面，稱為雙曲面並形成一種牆面屋

簷曲線的美感。為使前後曲面會於屋脊部份之結構易於處理，於是後部二曲面高

於前部，呈重疊狀。後部高出之部份恰為內部教堂之地位，外觀剛好表彰其內部

的重要性。教堂的高度，是依照平面容積的大小，按照適當的比例決定。從正面

看來，教堂最寬處的底部，與最高點間，大致為一等邊三角形，符合視覺穩定的

要件。 

        

   雙曲面                 等邊三角形         內部亦樑亦牆亦柱的格子樑 

 

教堂內部將屋脊部分分開，以天窗增加室內採光，形成「一線天」的光帶，

讓人進入教堂後，自然的將視線沿著屋面曲線至屋脊天窗部分，感受天界的召喚

與空靈的境界。中部邊窗灑入的光線，則給教堂添增了一份神秘感。為避免破壞

曲面之整體形態，燈光處理皆用隱蔽間接光，而非懸垂吊掛。主要光源有三：一

置屋面與內部樓板間之空隙，由下部照射曲面，反映堂內；一置於屋頂與天窗之

上，由上下投曲面，反射堂內；另一組燈光置於前後屋簷重疊處，向神壇方向照

射，而不會影響座席視線。堂外四隅在夜間有室外照明設備，屋頂十字架經燈光

照射，則與星月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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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板與曲板間引用大片玻璃窗，一可強調曲板的結構力量，二可使東西兩側

引入光線。前後兩面是平板的吸熱玻璃，由於顏色較深，特別表現出「虛」的感

覺。窗梃是黑色的，與深色的玻璃不太分得出來，顯得相當穩重。窗子的分割設

計上，水平材愈向上間隔愈大，配合直向的「間梃」，加上正面折線型的大門，

更顯其特色。 

                

正面玻璃大門            雙曲面的曲度        琉璃瓦的形式  

 

在教堂外部用的菱形琉璃面磚，是陳其寬先生設計，委託竹南窯場特別燒製。

黃色富有我國宗教建築性質，菱形瓦和內部交叉的格子樑，構成形狀呼應的視覺

美。瓦分為兩種，每隔一層瓦上有屬於中國傳統建築的瓦釘裝飾，藉此釘 頭形

成的線條，來增強雙曲面的曲度。 

 

原始的想法是六角型基地，跨大距的結構，並以木材建造。由於東西面採光

需求，所以將兩片變成四片，並設計為前低後高，天窗的靈感來自花瓶的切面圖，

而曲面牆則來自於中國屋頂。最後於 1957 年完稿，完稿設計發表於建築論壇

(Architecture Forum)3 月號。 

 

    
最初木造建築設計         雙曲面薄殼設計            六角型基座 

四片完全分離卻相互結合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與幾何學概念之連結： 

    有關教堂與幾何的連結，我們分成以下四個部分敘述（因考量部分專有名詞，

故以英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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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a-1. The concept of 3-dimensional space：The model of Luce chapel will be designed 

by piling up the building blocks. Students will be asking to describe by looking 

at the outward appearance the solid structure of the model. It be a single (or 

combination of some) prismoid(s), depending on the students’ observation. 

a-2. The concept of symmetry: Introduce to students the concept of symmetry. Ask 

them to justify whether the chapel is symmetric or not. (Can it be proved by 

counting the building blocks?)  

a-3. The concept of elementary plane geometry：We will also make some different 

layouts of the model. By piecing together these layouts, students can learn how 

to get a solid figure.  

 

b.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1. Estimation of the surface area：Students can estimate the surface area by counting 

the area of outwards part of the building blocks. One can also introduce to them 

the concept of the error. 

b-2. Estimation of volume：Building blocks of the model are different kinds of 

prismoids. Students will be ask to compute the volume of each kind of prismoid 

and then to estimate the volume of the chapel. 

b-3. The concept of sequence and series：In computing the number, the area of 

outward part and the volume of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model, students are 

ask to develop the computing methods by use of the concepts of an arithmetic 

progression or a geometric progression. 

 

c.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1. Conic sections：The two sides of the chapel are in fact constructed by two 

hyperboloids. By projecting the hyperboloids to a plane, students are asked to 

find a suitable equation for the hyperbolic. By observing the model of the chapel, 

they are also asked to know how to determine an equation of a hyperbolic from 

giving points. 

c-2. The space vectors: The outward normal vector of each building block is unique. 

Students are asked to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ormal vectors in the 

model and those in the hyperboloids of the two sides of Luce chapel. 

c-3. Something about the Graph Coloring Problem：Students are asked to color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the building block model and the planar layouts.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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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to find the smallest number of colors so that the neighboring regions have 

different colors. 

 

d. Advanced geometry: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d-1. Calculus：Students are asked to analyze the equation of the hyperbolic such as the 

monotonicity and concavity,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propert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hapel. 

d-2. Euclidean geometry：Students are asked to compute the dihedral angles of the 

chapel and those between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model. Moreover, to inlay 

smoothly the building blocks without gaps, which mathematical theories do we 

need? Is it related to the Parallel Axiom? 

d-3. Elementary differential geometry：Students are asked to realize the ge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hyperboloids in two sides of the chapel. They include the 

tangent vectors, the normal vectors and the computation of the space curvature. 

Furthermore, the minimal distance problem in the chapel can also be considered 

by finding the minimal geodesics in the hyperboloid. 

 

 

伍、結果與討論 

     

    本計劃的研究成果除了已經在國際數學教育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並獲得收錄

於國際學術期刊之外，我們也瞭解在教學現場實際施行學習活動是本計劃不可或

缺的重要工作。我們於 2012 年 9 月 22 日（星期六）下午於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

學舉辦『創意設計與數學之對話-以路思義教堂為例』活動，參與的工作人員除

筆者外上有設計公司人員及本計劃中協助的工讀學生。活動現場除高二學生約

30 人外並有兩位該校的數學教師一同參加。活動由筆者先以講演介紹路思義教

堂與幾何學的關聯性，，接著由設計公司人員從專業角度講述教堂的設計元素，

最後由學生以簡單的材料自己創作含有幾何概念的立體圖形（活動照片於後）。 

     

    計畫執行過程中雖因經費補助與原計畫申請書所列有大幅落差以致無法委

託廠商實際開模製作教具，再加上計畫主持人變更（100 年 8 月 1 日~101 年 7

月 31 日為葉芳栢教授，延長期限 101 年 8 月 1 日~101 年 10 月 31 日為陳文豪副

教授），但我們依然完成路思義教堂與幾何概念的連結並將成果於國際學術會議

上發表，且論文已獲選收錄於相關學術期刊中，另外也藉由舉辦學習活動，檢視

研究成果在實際課堂上的應用，參與的學生與老師都感到對相關概念的理解有所

助益，筆者在此亦感謝國科會給予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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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十二年國民數學基本教育的理念在於提昇學生的數學素養(教育部，2013)，

培養下一代的數學能力與正向態度，在面臨學習、生活、與生涯選擇等問題時，

能察覺問題與數學的聯繫，運用數學知識、思維、技能以及適當的工具來描述、

模擬與預測各種現象，做出理性判斷與反思，在數位工具發展日新月異與日漸普

及的今日，數位科技的應用能力，也是數學素養的一部分。數學教育的改革，應

把各種數位科技工具(例如：數學軟體、計算器等)的使用納進來，幫助學生進行

數學探索與建模活動，將抽象的數學概念視覺化和具體化，做正確與有效率的計

算，從而聚焦於決策判斷、反思和推理等高階思考的認知活動。 

有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學習科技能增進學生在數學程序性知識與概念性知

識之理解(Dunham, 2000; Thompson & Senk, 2001)，能促進有效與高品質的數學

教學(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2000)，而動態幾何環境能發展

學生的演繹證明基模並幫助他們的幾何論證從直觀的說明進到演繹論證(Harel & 

Sowder, 2007; Jones, 2000; Mariotti, 2000)，雖然學習科技的使用對於教與學有許

多的優點，然而，在國內現實的教學環境中，將動態幾何融入課堂教學仍不多見，

對不少教師而言，熟悉軟體的使用是一道需要跨越的障礙，這取決於軟體的「可

用性」(usability)，值得注意的是，對動態幾何軟體可用性的討論正初步建立中

(Nordin, Zakaria, Mohamed, & Embi, 2010)，欲讓更多數學教師有意願在數學課室

中應用動態幾何軟體，動態幾何軟體的可用性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再者，數學教師既便跨越過這道障礙，願意使用動態幾何軟體進行教學，

也不能保證教學品質能自然的提昇，他們必須根據學科內容與特色設計合適的學

習活動，營造與傳統課室不同的規範與環境，採取與以往不同的教學策略，才不

會流於「為融入科技而融入」的困境，教師專業成長在幫助教師克服軟體的使用

性問題，提昇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能力，特別是應用動態幾何軟體進行教學，扮

演了重要且關鍵的角色。 

因此，本研究欲與國中數學教師合作，藉由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幫助他們設

計適合動態幾何環境的任務以及進行證明教學，幫助弱勢學生探索幾何圖形性質，

提出合理的臆測與檢驗臆測、進而發展幾何論證的能力，以提昇數學學習成就。

我們之所以選擇幾何畫板(Geometer’s Sketch Pad, 簡稱 GSP)進行可用性測試，是

因為它早在 90 年代就被左台益、全任重與陳創義等人引進與推廣，是許多中學

數學教師接觸過的軟體，了解幾何畫板的可用性將使研究者更能幫助國中數學教

師跨過軟體使用的障礙，設計出合適的教學活動。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研究幾何畫板軟體的可用性，做為後續進行教師專業發展的參考。 

二、瞭解國中數學教師對於運用幾何畫板進行證明教學的做法。 

三、探索教師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之後，其動態幾何教學能力的成長。 

四、檢驗動態幾何環境對於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 

 

依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四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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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據國中數學教師的觀點，幾何畫板的可用性為何? 

二、 國中數學教師如何使用幾何畫板進行證明教學? 

三、 國中數學教師在動態幾何任務設計能力的成長為何? 

四、 國中數學教師應用動態幾何軟體能否提昇弱勢國中生幾何證明題的學習成

效? 

名詞解釋：動態幾何軟體 

動態幾何軟體可以讓使用者在電腦上進行尺規作圖與操作基本幾何圖形 

(維基百科, 2009)，提供了許多的便利性與互動性，例如：讓使用者在短時間內

進行多次拖曳幾何圖形，以進行觀察圖形在經過多次拖曳後的不變性。本研究中

所用的軟體為幾何畫板，允許使用者建構與操作基本幾何圖形的工具環境。 

貳、文獻探討 

一、 可用性測試 

可用性的測試是藉由觀察使用者軟體之使用，找出該軟體是否能幫助或障

礙其所設定的目標(Mayer, 2009; Nielsen, 1993; Nielsen & Loranger, 2006)。使用

者在控制環境中被要求完成一系列的任務，這些任務設計根據研究者對於潛在

使用者的認識，以及環境對於使用者的行為與經驗的影響來進行(Lund, 2006)。

從分析收集使用者執行任務過程的資料，測試報告會提出相關行為模式，指出

潛在問題，並提出修正建議來改善可用性。Dumas 與 Redish (1999)指出為了獲

得軟體如何運作的描述，可用性的測試必須經由潛在使用者來完成，而不是研

究可用性的專家。可用性的測試一般說來具有五個特徵：(1)改進一個產品的可

使用性，(2)以潛在使用者為參與者，(3)進行真實的任務，(4)觀察與記錄參與者

的任務執行和言談內容，(5)分析資料、診斷實地問題並修正問題，而依照 Rubin

與 Chisnell(2008)的看法，可使用性由四個構面組成：有用性(目標達成與動機)、

有效性(容易使用)、學習能力(學習一個系統的能力)與態度(使用者的知覺、感覺

與看法)。 

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者對於有效進行可用性測試的程序與所需的受試者

之最佳數目有著不同的看法(Faulkner, 2003; Hornbæ k, 2010)。在總結性評估中，

可使用性檢驗的一般做法是以大樣本的使用者，進行統計分析與放聲思考

(Barnum, 2002)；然而，對於可用性的形成性測試，研究者有著不同的看法，

Downey (2007)注意到形成性的可用性檢驗能以個人或配對方式為之，只需分析

五至七位代表性使用者，即可找出 80%的設計問題。Barnum 等人 (2003) 以個

案說明在探查一個設計的可用性時，使用小數目的參與者與大數目的樣本的好

處是難分軒輊。Nielsen 與 Landauer (1993)主張雖然人們傾向將可用性測試視為

耗時與資源的複雜過程，在發掘設計的使用性問題上，其最佳使用者數目至少

為 15 人。在受試者人數與可用性問題的察覺關係上，他們的看法被精緻化為數

學公式(1-(1-L) n) 以及曲線圖表。此外，教學的可使用性也開始被研究人員所

注意到，其關注的重點在於軟體素材與資源，能否在不同的脈絡中支援教學與

學習的順序性與發展性(Lim & Lee, 2007; Nokelainen, 2006; Shield & 

Kukulska-Hulme, 2006)，上述可用性之相關文獻提供了本研究研究工具編製的理

論基礎和任務的設計參考。 

二、應用動態幾何軟體進行幾何證明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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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動態幾何軟體引入數學課室能夠提昇證明題的教學與促進學生邏輯思考

的發展，當教師要求學生在螢幕上建構圖形，並觀察圖形在經過多次拖曳

(dragging)後的不變性，教師正在協助學生提出臆測(Hoyles & Noss, 1994)。舉例

來說，當學生被要求去建構(construct)四邊形四個邊的中點，並把這四個中點依

序連接起來，這些中點的連線會形成平行四邊形，在傳統的數學課室中，「任意

四邊形四邊中點的連線會形成平行四邊形」這個命題以已知的事實呈現，學生被

要求應用中點定理來證明該命題；與之對比的，在動態幾何課室中，教師不會直

接告訴學生上述的命題，而是幫助學生發現這個幾何性質。每一次的拖曳提供學

生不同大小與形狀的四邊形，這些四邊形就成為學生觀察與歸納推理的案例，換

句話說，學生開始以歸納的觀點來學習證明，從純樸經驗主義出發來理解證明 

(Knuth & Elliot, 1998)。在拖曳幾次之後，學生也許會臆測平行四邊形可以從連

接其外圍四邊形的中點連線建構出來，他們可以用動態幾何軟體測量兩雙對邊是

否等長或是任意兩鄰角是否互補來確認臆測或是對臆測提出反例，學生的測量行

為讓他們的觀察重點從幾何形狀轉移到幾何性質，促成學生提出臆測與引起他們

去證明某個臆測為真的動機(Gonza ĺez & Herbst, 2009)。 

接著學生會進到證明學習的下一個階段：關鍵實驗，在這個階段學生測試特

殊的例子來支持臆測，在動態幾何軟體的幫助下，提出特殊例子與檢驗該例子是

否為臆測的反例，對學生而言是容易的。此時學生的工作符合數學知識發現循環

中的否證部分(Lakatos, 1976)，或是在 Lakatos(1961)所提出數學發現模式中的階

段二與階段三之間來回往返，此外，當學生藉由拖曳來試驗特殊案例，他們可能

會對幾何性質有更深入的理解並提出新的臆測，例如，學生可能發現到對平行四

邊形施加四邊等長的限制條件之後(也就是菱形)，其四邊中點的連線構成了矩形，

學生可能會察覺到四邊形家族的階層關係，也就是說矩形是平行四邊形的子集

合。 

當學生進到第三階段：一般例子，學生會視他們所建構的一個特定幾何圖形

表徵了所有具相同性質的幾何圖形，例如，平行四邊形，這就如同數學教師教學

時在黑板上畫出一個平行四邊形，而這個平行四邊形就被教師視為平行四邊形的

一般例子用以教授學生，第三階段與前面兩個階段的差別在於，學生在前兩個階

段，他們僅基於經驗的結果來宣告臆測的真確性，當學生在第三階段，會形成更

為一般的論述來驗證他們的臆測。動態幾何軟體幫助學生識別出由四邊中點連線

所形成的四邊形之不變性，換句話說，該軟體幫助學生看出，無論他們如何拖曳

外部的四邊形，其四邊中點連線必為平行四邊形，因此學生能夠從最初的例子推

論到所有的例子。 

在動態幾何軟體的協助下，學生可以順利地進到證明題理解的最後階段：思

想實驗，經由先前在動態幾何環境下的學習，他們注意到模式、結構與規則性並

想知道被觀察到的幾何性質是出於偶然或是有原因，這時候進行形式證明的動機

與必然性就會浮現出來(Harel & Sowder, 2007)，在這個階段，學生跳脫以特殊例

子做解釋並開始從實際證明進到知性證明，也就是從歸納論述進到演繹論述

(Knuth & Elliot, 1998)。研究證據指出在動態幾何環境中，學生能看到與接受幾

何階層的包含性(Jones, 2000)，例如：正方形是矩形的一種，而矩形是平行四邊

形的一種，如同 Jones (2000)所斷言： 

經由動態幾何環境調節的推理，學生的思考轉換從不精確、日常生活的表達，

進到對幾何情況的數學解釋…這樣的學習成果應能為往後演繹思考的發展

打下堅實的基礎(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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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與場域 

有 24 位國中數學教師參與可用性測試，符合文獻要求超過 15 人的建議，

他們分別任教於台北市、基隆市與花蓮縣的市區國中，男性 15 位，女性 9 位，

將近一半的人年齡在 36歲至45歲之間，絕大多數的教師大學主修數學相關科系，

除了一位新手教師，其他人皆有五年以上的中學數學教學經驗，平均年資為 13

年，除了有五位教師完全沒碰過 GSP 之外，其他教師透過教師研習、四十學分

班、師資培育與自學的方式接觸到 GSP，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教師在習得 GSP

之後幾乎不再用 GSP 進行幾何教學，而是用該軟體出考卷。我們依據文獻探討

與 GSP 的使用經驗，發展可用性測試的研究工具，見附件一，在徵得受試教師

的同意後，研究人員帶筆電到受試教師任教的學校進行可用性測試，在說明完指

導語、確認教師沒有疑問之後，他們有十分鐘的時間自由探索 GSP，探索時間結

束後，即進到正式的任務。  

在可用性測試結束後，研究者在花蓮縣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四位教

師加入(其中的兩位參加過可用性測試)，共同研修幾何證明教學模組，社群每個

月聚會討論一至兩次，每次討論時間為兩小時左右，待教學模組研發完成之後，

參與教師於任教班級試教，然後把試教的觀察發現帶回會議進行討論與修正教學

模組。其中有一位教師任教於教育優先區學校，成為本研究探討動態幾何對於弱

勢學生學習成效的對象，所任教的班級做為實驗班，三個班級做為對照班，教師

除了在一般課堂時間用 GSP 進行教學，也在第八節課後輔導針對學生學不好的

概念用 GSP 進行補救教學。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進行可用性測試時，研究者請受試教師填寫個人基本資料(附件二)，接著訪

談他們附件二前五個開放性問題，訪談過程予以錄音，然後以 50 分鐘左右的時

間，請受試教師自由探索 GSP 並運用 GSP 依序完成七個指定任務，當他們自由

探索與進行任務時，Camtasia 軟體會記錄教師在動態幾何環境下的操作行為，做

為歸納與發現其行為模式的資料來源，在進行任務時，研究者會探詢受試教師對

每個任務的看法，在第七個任務結束後，研究者對受試者訪談附件二的最後二個

開放性問題，訪談過程同樣予以錄音，最後請受試教師填寫附件三的問卷。 

訪談結束後，本研究以 Transana 軟體對錄音檔進行逐字稿轉錄，經由可用

性相關文獻之探討(Angeli & Valanides, 2009; Barnum, 2002; Horton, 2005; Huang, 

Hsin, & Chiu, 2010; Nokelainen, 200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 Schlager & Fusco, 2003) 發展出編碼表，分為「介面設計」、「互

動設計」、「設計的邏輯性」、「教學的有效性」、「配合科技的教法」、「教師專業發

展」、「訓練」、「語言」與「科技學科教學知識(TPACK)」，兩位研究者對逐字稿

進行編碼分析與研究者三角校正，以確保資料分析的「可信度」(credibility)。 

在幾何證明學習單研修完成之後，為檢驗學習任務內容的適切性，研究者

運用 cK¢概念模式(Balacheff & Gaudin, 2010; Mesa, 2004)分析學習任務，該模式

以(P, R, L, ∑)的函數對任務進行分析，在該模式中，P 為問題，R 為操作，L為

表徵，∑為控制，問題為學習任務呈現之待求解的數學問題，操作指的是要求學

生進行的活動指令，表徵是學生可以用來完成操作的術語、圖表或符號，控制為

學生如何理解他們的答案是否正確，分析結果可以用來瞭解參與教師在動態幾何

任務設計能力的成長，最後，在量化資料方面，由於幾何證明學習的成效檢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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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級上學期第三次段考進行，因此研究者蒐集第二次段考成績與第三次段考成

績，以單因子共變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瞭解控制前測的成績之後，動態幾何環

境對於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對 GSP 可用性持正面態度 

表一以百分比的方式呈現數學教師對可用性問卷的回答，整體而言，受試教

師對於 GSP 的可用性持肯定的態度，例如，半數以上的教師同意該軟體提供簡

單的使用者介面、容易找到需要的製圖功能、版面配置具有邏輯性、能提供互動

的學習環境與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等，從量化的資料來看，GSP 具備良好的可用

性，不過，訪談的質性資料卻顯示 GSP 可用性評估的其他面向。 

 

表一 「可用性問卷」作答分析 

 非常

不同

意 

不同

意 

沒有

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1. 這個軟體提供了一個簡單的使用者介面。 0% 17% 0% 58% 25% 

2. 在這個軟體上，我很容易找到教學上需要的製圖功

能。 0% 17% 8% 54% 21% 

3. 在這個軟體上，我很容易找到教學上需要的製圖協

助。 0% 13% 8% 63% 17% 

4. 這個軟體提供了品質良好的教學製圖功能。 0% 0% 17% 58% 25% 

5. 這個軟體提供了清楚的使用者說明。 4% 4% 46% 38% 8% 

6. 這個軟體的版面顏色很吸引使用者。 0% 13% 38% 42% 8% 

7. 這個軟體的版面配置相當有邏輯性，符合使用者繪

圖時的思考順序。 0% 0% 8% 63% 29% 

8. 這個軟體的製圖功能設計相當有邏輯性，符合使用

者繪圖時的思考順序。 0% 8% 4% 63% 25% 

9. 這個軟體上提供了很多教學上可以使用的活動。 0% 4% 29% 50% 17% 

10. 這個軟體應用在教學上相當有趣。 0% 4% 33% 46% 17% 

11. 這個軟體提供了學生一個互動的學習機會。 0% 13% 29% 54% 4% 

12. 這個軟體提高學生對幾何數學的學習動機。 0% 0% 29% 54% 17% 

13. 這個軟體啟發我對幾何數學教育的多元性。 0% 4% 13% 67% 17% 

14. 使用軟體上的各項功能，我不會感到困難或疑惑。 0% 21% 38% 29% 13% 

15. 我會推薦這個軟體給我的學生使用。 4% 17% 33% 42% 4% 

16. 我會推薦這個軟體給其他數學老師使用。 0% 4% 38% 38% 21% 

註：本表採四捨五入至整數位，故有總和不等於 100%之情形 

雖然大部分的受訪教師同意 GSP 提供簡單的使用者介面，他們常把 GSP 的

介面設計與 Word 軟體做比較，建議向 Word 軟體設計看齊，多一些圖象化的按

鈕，讓介面使用更加簡單： 

受訪者：那如果對我來說，我會希望它能夠簡單一些，然後多一點的圖像化

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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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您說圖像化是… 

受訪者：就是說它全部都是靠文字裡頭的選項，那可是有時候我其實並不是

看這個字面上的意思，我並不知道它的功能是什麼…就像(GSP)
1左

邊這種啊…這種我就知道這個是畫圖這個是線段的 

研究者：恩，瞭解，就是一種圖像呈現 

受訪者：就左邊(介面)有，上面那個是沒有的，對，是這種就會讓人家比較

知道我要找工具我要去(哪裡找) 

她指出 Word 軟體的功能按鈕以圖像方式呈現，讓人容易望圖生義，知道某

個按鈕具備什麼功能，雖然 GSP 也有圖像化的按鈕，但僅止於畫面最左邊那一

排，上面那一列仍是以文字呈現，教師不一定能望文生義，得查詢使用手冊才能

瞭解如何操作，再者，有教師提到若要查詢 Word 某個按鈕的功能時，只要將箭

頭指向該按鈕，Word 就會在按鈕附近顯示說明，然而，GSP 卻是在畫面最下方

顯示，教師不一定會注意到畫面最下方，誤以為 GSP 沒有提供說明。 

另外，受訪教師提到 Word 軟體提供方便的小工具讓教師很快就畫出所需的

幾何圖形，例如，正方形，可是 GSP 卻需一些步驟才能建構出簡單的幾何圖形，

雖然大部分的受訪教師學習過 GSP 軟體的操作，但他們並不賞識 GSP 建構出的

幾何圖形經過拖曳後可以呈現出不變性，文獻探討已指出幾何證明的教學要讓學

生認知到幾何圖形經過拖曳後不變性的重要性，教師卻擔心一旦軟體操作不夠熟

練，無法短時間內在課室中繪出幾何圖形會造成上課進度的延誤： 

如果不夠熟，上課在做操作時，有的學生會當在那邊等你…除非你真的對這

介面很熟，一般我們老師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慢慢把它摸到熟，就變成學生

在那段時間，會覺得很枯燥很無聊，反而會變成反效果。 

因此，數學教師期待 GSP 能像 Word 一樣提供方便畫圖的小工具： 

受訪者：有一些數學上面比較常用到的東西，如果可以在軟體上面，譬如說

我們直接可以用選的，那它就可以直接幫忙畫好會比較…對使用上

面來說會比較方便 

研究者：就一些小工具這樣子 

受訪者：對 

總之，由於 Word 軟體是目前被廣泛使用的文書處理軟體，受試教師在評估

GSP 介面使用的便利性時，常基於 Word 的使用經驗提出他們的看法，多一些圖

像化的按鈕、按鈕功能解釋的顯示位置與增加常用的幾何圖形小工具是他們對增

進 GSP 可用性所提出的建議。 

二、無法善用 GSP 的特性進行證明教學 

如前所述，雖然大部分的數學教師之前接觸過 GSP，但他們之中卻不到三分

之一能應用動態幾何軟體「動態」的特性進行教學，亦即拖曳四邊形讓學生先觀

                                                      
1
 括號內的文字為研究者所加，用以幫助理解 



張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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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察四邊中點連線會形成平行四邊形，然後證明該命題為真，其中一位教師提到如

何運用 GSP 進行教學： 

如果它這樣拖曳…就是像這樣子它可以變化外面這個四邊形的各種不同形

狀，然後讓他/她去看到裏面這個是平行四邊形是固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教師仍是沿用板書的方式教導四邊形中點定理： 

受訪者：先連對角線，然後這兩邊中點(連線)對不對，所以它會跟這個(四邊

形對角線)平行。然後換過來看這個三角形，這個也會跟他平行，所

以一雙可以變平行，取相等所以它是平行四邊形。 

研究者：所以您會直接就，是直接就畫一條對角線過來，然後跟學生講這樣。 

受訪者：然後或者是說，我另外反問，我說你們看得出來這是平行四邊形，

那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你怎麼知道它是平行四邊形，然後看他們會

怎麼說。 

研究者進一步追問受試教師附件二的第 13 題，瞭解他們認為需要何種知識

才能以 GSP 教導四邊形中點定理，只有少數的教師的回應碰觸到數學內容、教

學法與學習科技的交集，即 TPACK 的部分： 

要對這個做圖要有一點概念瞭解能夠說做出，而且這個四邊形可以變動的，

不是說一個固定一個死的四邊形，然後還要能夠做出這些，會使用這些度量

工具，那這樣就能看出來，那其實這做好的話，就可以讓學生自己去拉，他

會比較有感覺吧，那隨便拉出一個，拿一點去拉拉結果發現都是這樣的關

係。 

這位受訪教師就提到讓學生們去拖曳四邊形，他們在操作的過程中，會發現

裡面的四邊形，不管如何拖曳其對角或對邊會相等，從而看出該四邊形為平行四

邊形，然而，許多數學教師的回應則是需具備幾何作圖的概念或熟練軟體操作，

他們似乎分開看待數學內容、教學法與學習科技這三塊： 

受訪者：先備知識…你一個他要會畫 

研究者：會畫，是 

受訪者：對對對，然後就一些..應該說他已經教了學生一些平行的基本、基

本觀念跟性質 

研究者：嗯 

受訪者：就是像這個平行它..它要同側內角互補之類的 

受訪教師曾表示學會 GSP 軟體操作之後，他們很少用 GSP 進行教學，頂多

在教學演示時展示一下，或是利用其繪圖精確的特性來繪製考卷上幾何題目的圖

形，造成數學教師們卻步的原因主要是資訊設備與教學上的考量： 

受訪者一：困難就只有我剛剛講的就是，學校設備不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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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學校沒有電腦 

受訪者一：沒有電腦你要去借投影機，借什麼的一大堆的 

研究者：哦!所以電腦是要從別的地方移到教室來 

受訪者一：對，因為國中大概都沒有專科教室啦，沒有專科教室變成你要再

借這個設備，…因為它不可能每天這樣投影，就像大學一樣，所以

你要再去借這個設備，再裝好，我想就大概十分鐘了 

受訪者二：恩~我可能對資訊設備的那個，我還蠻抗拒的耶，就是我會不太

喜歡大費周章的把筆電帶到教室去然後還要接接接，然後接好就可

能…然後最後只是為了展示這個東西，對~如果說它可以再多一點，

或是可能我可以 10 分鐘甚至 15 分鐘都用它，那我覺得，我會覺得這

樣子課堂才不會一直被切斷這樣子 

雖然受訪的數學教師對 GSP 的可用性皆給予正面的評價，認同它能增進師

生互動的機會與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但由於學校沒有專門的學科教室供教師們

進行學習科技融入教學，因此，他們必需自備筆電，架設投影設備，並開啟作業

系統與軟體，這些前置作業與設備準備會耗去相當的時間，況且一旦電腦當機，

還得解決當機的問題，如此將延誤上課時間與教學進度。簡言之，教師們除了不

願意為了幾分鐘的幾何圖形性質展示而大費周章，更不希望因此將一堂課弄得支

離破碎。 

三、個案教師在動態幾何任務設計能力的成長 

本研究報告參與教學實驗教師(鍾老師)在動態幾何任務設計能力的成長，雖

然他在電腦操作與程式設計相當熟練，而且有著多年的數學教學經驗，然而在研

究初期，這些技能與經驗並沒有遷移至學習單的學習任務設計。鍾老師並沒有明

確要求學生使用 GSP 的測量功能來驗證其臆測，此項發現呼應了「學科教學科

技知識」(TPCK)的概念，即教師若要成功運用科技進行教學，必須有能力整合

應用內容知識(CK)、教學知識(PK)與科技知識(TK)(Mishra & Koehler, 2006)。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初期，鍾老師以教科書裡面的兩個例題設計了一份學習單，

其中一個任務的敘述為：如下圖，已知線段 AO=線段 CO，線段 BO=線段 DO， 

試分別拖動 A、B、C、D 四個點，(1) 觀察出了什麼現象？(2) 如何判別這個現

象？教師預先製作好 GSP 檔，讓學生操作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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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老師希望學生運用 GSP 拖曳圖形之後，能識別出角 ABO 等於角 CDO 或者是

角 DCO 等於角 BAO，他也希望學生能應用 SAS 性質來證明三角形 ABO 全等於

三角形 CDO，而該證明方法已敘明在教科書之中，鍾教師並不鼓勵學生探索其

他的證明方法，雖然證明四邊形 ABCD為平行四邊形為證明角 ABO等於角 CDO

與角 DCO等於角 BAO 的可行方法，但是他並不希望學生提出不同的證明方法，

鍾老師遵循教科書的方法進行證明教學，而不是鼓勵學生以自己的想法使用 GSP

探索幾何性質與完成數學證明。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中期，鐘老師修正學習單上的任務並於專業成長會議提出

來和其他教師討論，從他們的回饋來修正學習任務。修正的任務如下： 

如圖，已知線段 AO=線段 CO，線段 BO=線段 DO，試分別拖動 A、B、C、D 四

個點。(1)觀察出了什麼現象？(2)試著用數據佐證你看到的現象？(3)這個現象，

永遠會成立嗎？你的論點是甚麼？你還發現了哪些性質。試說明之？鍾老師要求

學生使用 GSP 的測量功能來確認觀察到的現象以及識別幾何物件經過多次拖曳

後的不變性，這對幾何證明學習是相當重要的步驟(Hoyles & Noss, 1994)。再者，

學習單的題目會問學生觀察到的不變性是否永遠成立，增進學生以形式證明來論

證臆測正確性的動機。與之前的教學相較，鍾老師變得有能力使用 GSP 來設計

學習任務，強調幾何性質的不變性與突顯形式證明的必要性。 

在教師專業成長的後期，鐘老師發展出自己的一套學習任務設計的模式。他

首先請學生應用動態幾何軟體操作與觀察幾何物件，以及應用測量功能識別出幾

何物件經過多次拖曳後的不變性，教師鼓勵學生從觀察到的不變性來提出臆測，

然後學生得思考觀察到的現象是出於偶然還是必然，並提出形式論證來證明其臆

測。簡而言之，經過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鍾老師在應用 GSP 進行幾何

證明教學的能力有所成長。 

四、動態幾何能提昇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 

如前所述，鍾教師任教於教育優先區學校，在九年級上學期進行教學實驗，

以該校四個班為對象，一個班為實驗班，三個班為對照班。九年級上學期第二次

段考成績做為前測，第三次段考成績做為後測，進行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界定 α

值＝.05。 

    研究者先進行「迴歸斜率同質性檢定」與「變異數同質性考驗」，斜率同質

性檢定結果為 F(1, 126)＝.079，p＞.05，表示兩組之總分間的迴歸係數可視為相

同，符合組內迴歸係數同質性的基本假定；變異數同質性考驗結果為 F(1, 126)

＝1.581，p＞.05，表示兩組在依變項之誤差變異數相同，符合變異數同質性的基

本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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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兩組數學成績前後測的平均數、標準差及調整後平均數 

  前測 後測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調整後

平均數 

實驗組 31 76.74 19.91 65.23 20.54 69.30 

對照組 98 81.90 20.01 64.62 22.22 63.34 

 

表二為兩組數學成績前後測的平均數、標準差及調整後平均數，可以看出對

照組的前測成績高於實驗組前測的成績，經過教學實驗之後，實驗組的後測成績

高於對照組後測的成績；再者，獨立樣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的結果顯示：F(1, 126)

＝3.96，p＜.05，表示經過動態幾何教學實驗後，兩組學生在第三次數學段考成

績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也就是說運用幾何畫板進行證明教學有助於弱勢學生的數

學學習。 

 

伍、結論 

量化的資料顯示受訪教師對於GSP的可用性有相當肯定，除了這三道題目：

「這個軟體提供了清楚的使用者說明」、「使用軟體上的各項功能，我不會感到困

難或疑惑」與「我會推薦這個軟體給我的學生使用」，沒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教師

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其他的 13 道題目，則是有超過一半以上的教師表示同意

或非常同意。質性資料呈現了受訪教師對於增進 GSP 可用性的建議，他們基於

使用 Word 軟體的經驗來評估 GSP 的可用性，建議可在「圖像化表徵按鈕」、「改

變功能說明顯示位置」與「增加常用的幾何圖形工具列」三方面來增進 GSP 的

可用性。 

當數學教師在被問到如何以 GSP 進行四邊形中點定理教學時，大部分的人

仍是連接四邊形的對角線，接著利用三角形的中點定理進行教學，並沒有拖曳四

邊形，讓學生觀察四邊形經過多次拖曳後，其內接四邊形必為平行四邊形，換句

話說，教師們仍是沿用板書教學的方式，不能發揮動態幾何軟體的優勢。 

研究分析指出許多教師在應用學習科技進行教學時，似乎沒有考慮到內容知

識、科技知識與教學知識交集的部分，他們仍是分別看待這三塊知識，因此要幫

助數學教師設計以 GSP 進行幾何證明補救教學的教材與教學活動，研究者需幫

助他們專業成長這三塊交集的部分(Mishra, & Koehler, 2006)，特別是 TPACK，

並克服課室應用 GSP 進行教學的不利因素。 

雖然個案教師精於電腦操作與程式設計以及有多年的數學教學經驗，這些優

勢並沒有遷移到學習任務的設計，他在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後，其 GSP 教

學任務設計的能力有所成長，此項發現與 Kor 和 Lim(2009)的結果一致，個案

教師能夠善用 GSP 的特色進行學習任務設計，並發展出設計策略。實驗組學生

在前測的成績低於對照組，不過經過運用動態幾何軟體來學習幾何證明之後，

實驗組學生在後測的成績顯著高於對照組，顯示弱勢學生的幾何證明學習獲益

於動態幾何軟體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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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動態幾何軟體可用性測試 

 
親愛的數學老師，您好! 感謝您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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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了評估動態幾何軟體在幾何證明題教學上之

運用與效用外，我們亦希望從您身為使用者的角度，評估軟體的可用性測試，其

中包括了：「介面設計」和「互動性設計」。請您遵照研究人員的指示，進行下列

任務的執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使用 Camtasia 軟體將您的操作過程與相關建

議收錄製檔，以供未來的設計上之比對分析，在實驗的過程中，如果您發現任何

問題，請隨時跟研究人員提出，再次謝謝您的參與! 

 

任務一:自由瀏覽  

請花十分鐘瀏覽使用這個動態幾何軟體，您可以自行選擇操作介面上的任何功能，

完成之後，請跟研究人員分享您使用的感覺與意見。 

 

 

 

 

 

任務二:基本尺規作圖  

2-1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ABC，並量出其角度。請問您覺得這個任務

容易嗎？ 

2-2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線段AB̅̅ ̅̅，並量出其長度。請問您覺得這個任務

容易嗎？ 

2-3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一個圓形，並點出圓心及半徑，請問您覺得這

個任務容易嗎？ 

2-4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一個點與一線段，然後過該點做此線段的垂直

線。請問您覺得這個任務容易嗎？ 

2-5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一個點與一線段，然後過該點做此線段的平行

線。請問您覺得這個任務容易嗎？ 

 

任務三: 直角三角形製作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一個直角三角形，經過拖曳之後，仍維持直角三角

形。請問您覺得這個任務容易嗎？ 

 

 

 

任務四: 正方形製作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一個正方形，經過拖曳之後，仍維持正方形。請問

您覺得這個任務容易嗎？ 

 

 

 

任務五: 平行四邊形製作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一個平行四邊形，經過拖曳之後，仍維持平行四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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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請問您覺得這個任務容易嗎？ 

 

 

 

任務六: 過圓外一點作切線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一圓與圓外一點，並過圓外一點作切線。請問您覺

得這個任務容易嗎？ 

 

 

 

任務七:四邊形中點定理 

請試著在動態幾何畫板上畫出任意四邊形，並利用該四邊形教導學生中點定理

(四邊形四邊中點連線必為平行四邊形)，請問您會如何使用軟體上的功能跟學生

解說證明這個數學概念。請問您覺得這個任務容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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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軟體評鑑問卷 

受試者基本資料： 

1. 年齡:  26 歲以下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0-55 歲  55 歲以上 

2. 性別: 男  女 

3. 主修:          

4. 教學經驗:         年，中學數學教學經驗：        年 

5. 任教學校                   教學的年級:         年級   

6. 請問您的電腦使用經驗?  1: 非常沒有經驗  2: 沒有經驗  3:普通  

  4: 有經驗  5: 非常有經驗 

 

7. 您曾經在數學課程中，使用過網路或是科技工具輔助教學嗎? 有  沒有     

  如果有，是何種工具以及目的? 

 

 

 

8. 請問老師對網際網路資源與功能, 運用在教學上的看法為何? 面對科技融入

幾何數學教學, 老師會採取何種策略或者行動? 

 

 

 

9. 請問老師幾何課室教學的狀況? 學生在學習上有遇到甚麼問題? 老師如何去

解決或幫忙學生學習上的障礙? 

 

 

 

10. 您對電腦輔助幾何數學教學的優點與缺點看法是什麼? 

 

 

 

11.老師認為若要將資訊科技融入幾何教學, 您的教學工作或者教師專業會產生

什麼變化? 

 

 

 

12. 動態幾何畫板設計, 符合老師教學上的製圖思考方向或是程序嗎? 軟體的設

計上, 有無需要調整? 在介面上使用有無需要增加甚麼功能或是引導? 

 

 

13. 針對第七個任務, 請問老師個人覺得需要何種相關訓練或是先備知識 , 才

能將幾何畫板軟體成功地融入課室教學中? 

  



張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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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附件三 

可用性測試 

本問卷的目的是瞭解您在使用過動態幾何軟體後，根據使用者經驗，對軟體可用

性，進行一個整體性的評估，請針對下列選項，圈選出符合您狀況的答案。 

 

 非

常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7. 這個軟體提供了一個簡單的使用者介面。 1 2 3 4 5 

18. 在這個軟體上，我很容易找到教學上需要的製圖功能。 1 2 3 4 5 

19. 在這個軟體上，我很容易找到教學上需要的製圖協助。 1 2 3 4 5 

20. 這個軟體提供了品質良好的教學製圖功能。 1 2 3 4 5 

21. 這個軟體提供了清楚的使用者說明。 1 2 3 4 5 

22. 這個軟體的版面顏色很吸引使用者。 1 2 3 4 5 

23. 這個軟體的版面配置相當有邏輯性，符合使用者繪圖時的思考

順序。 1 2 3 4 5 

24. 這個軟體的製圖功能設計相當有邏輯性，符合使用者繪圖時的

思考順序。 1 2 3 4 5 

25. 這個軟體上提供了很多教學上可以使用的活動。 1 2 3 4 5 

26. 這個軟體應用在教學上相當有趣。 1 2 3 4 5 

27. 這個軟體提供了學生一個互動的學習機會。 1 2 3 4 5 

28. 這個軟體提高學生對幾何數學的學習動機。 1 2 3 4 5 

29. 這個軟體啟發我對幾何數學教育的多元性。 1 2 3 4 5 

30. 使用軟體上的各項功能，我不會感到困難或疑惑。 1 2 3 4 5 

31. 我會推薦這個軟體給我的學生使用。 1 2 3 4 5 

32. 我會推薦這個軟體給其他數學老師使用。 1 2 3 4 5 

 

對於軟體設計相關建議:  

 介面設計 

 互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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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圖形的概念心像與概念定義之探討--腦功能造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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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們論文計劃是先想要探討是否某些幾何圖形會特別仰賴心像，而有些幾何圖形仰

賴語文式規則的提取。因此， 若在試題出現前先請受試者想像該幾何圖形，將會影響

需要幾何圖形心像的題目，而不會影響到語文規則試的題目。我們先請國小資深教師

根傾向據教學上的教材與經驗，共選出了 165 題幾何命題，與教學上用到的相關幾何

圖形。然後再將題目分類，依據圖形類別、是否需要在腦中產生相關圖形才較容易解

題、題目標準答案（對錯）的比例等因素，選出 140 題，並且在幾何命題之前出現一

致、不一致與沒有線索的圖形。根據受試者的先備知識分成文組與理組，分別對於

140 題的幾何命題進行行為測試，各自選出正確率達 85%以上的題目納入 k-mean 群

聚分析，並以受試者的正確反應時間作為分析的變項。其結果明顯分類出兩類題目，

一類為受到圖形線索的影響較大，我們給予「心像題」的名稱。另一類比較不受到圖

形線索的影響，我們給予「規則題」的名稱。文理組各自有「心像題」與「規則題」

的題目，有共同的題目，也有些題目是文組受試者比理組受試者更傾向使用圖形的線

索。這些題目都納入之後的腦造影實驗。除此之外，對於正確率過低的題目（60%以

下），也納入腦造影實驗，期以發現會做與不會做的幾何題目是否會引發不同的腦區

活動。 

腦造影的研究結果初步顯示「心像題」，相對於「規則題」，會激發右側

prefrontal gyrus 以及 precentral gyrus 的腦區活動。此外，對於文組受試者比理組受

試者更傾向使用圖形線索的題目，會激發中側（middle）的 superior frontal gyrus。

但對於題目正確率達 85%以上與低於 60%的比較，則無顯著的腦區差異。目前正進

一步積極分析腦造影資料，希望能夠在成果報告中有更令人滿意的結果。 

 

 

關鍵詞：幾何圖形、概念心像、概念定義、心像、三角形、四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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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許多數學學習與教學的理論指出，圖形在幾何學習與解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

van Hiele（1986）幾何思考的層次論、Fischbein（1993）提出的圖形概念（figural 

concepts），和 Vinner（Tall & Vinner, 1981; Vinner, 1983, 1991）的概念心像

（concept image）與概念定義（concept definition），同時也關注語文與心像兩者如

何交互作用。但因為內在表徵不容易被偵測，所以許多的討論都得透過間接的測量。 

人們的內在表徵一直是認知心理學研究的重點，截至目前為止多數學者同意人們有

兩種內在表徵，一種是類比式（analogical，即圖像式）的，一種是語文式（verbal，

或稱符號式）的。如果我們想檢驗數學教育理論中有關人們解決幾何問題時運用的主

要是心像還是規則的記憶，認知心理學的方法可能提供一種證據。例如在是非題的作

業下，受試者判斷「直角三角形的斜邊長的平方等於兩股長的平方和」為真，他可能

會形成一個直角三角形的心像，但這個心像對於回答這個問題是關鍵的嗎？還是受試

者其實是提取一組有關三角形性質的記憶，而心像只不過是讀到「直角三角形」一詞

附帶產生的連結而已。相對地，判斷「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互相平分」的是非題，受

試者是否確實是倚賴他所形成的心像來解決此一是非題？ 

 

幾何心像與性質的數學教育理論與研究 

Pierre M. van Hiele以及 Dina van Hiele-Geldof夫婦所提出的幾何思考層次，至今

仍是幾何學習歷程的經典模式（van Hiele, 1986），這五個層次包括：視覺化

(visualization)、分析(analysis)、非形式演繹/抽象(informal deduction/abstract)、演繹

(deduction)、嚴密系統(rigor)。van Hiele 並且討論從視覺化→（過渡）→分析→（過

渡）→非形式演繹的過程，可以看到心像扮演著抽離語文式表徵的輔助角色，也可以

看到幾何性質的語文式表徵如何逐步形成，並且成為幾何推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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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bein提出圖形概念（figural concept, 1993; Fischbein & Nachlieli, 1998）的

主張，認為一個幾何概念，例如三角形，既是一個圖形（空間的、知覺的表徵），也

同時是一個概念（抽象的、一般的、理想的），前者提供可以在心智上被操弄的物

件，後者提供邏輯的意義和維持其一致性，而幾何推理的最高層次就是兩個成份產生

完美的協調。然而，學生在圖形的定義與圖形分類上的表現不一致，已有非常多的研

究證據支持（黃文絨，2009；Wilson, 1986, 1990; Wu & Sui, unpublished），假若整

合良好的圖形概念只發生在一種理想情境（Fischbein & Nachlieli, 1998, p. 1195），

那麼，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是分別用圖形的表徵與概念的表徵來解決不同的問題的，

例如回答分類問題時用圖形表徵，回答定義問題時用概念表徵。這樣的主張也被

Vinner（Tall & Vinner, 1981; Vinner, 1983, 1991）所支持。 

前述數學教育領域的學者指出幾何（或其它數學範疇的）概念具有心像和語文式表

徵的特性，此一具啟發性的觀點，指引了依循這樣的思路進行實徵研究，也因此瞭解

了這兩個表徵在學生學習與實際解題上的表現與影響。然而，此一領域的研究方法通

常只能透過學生解題時的產物，例如所畫的圖或所寫的算式，或是透過訪談瞭解來學

生的思路，對於實際認知運作的歷程，推論與揣摩的成分居多。因此，本研究以平面

幾何為實驗材料，用成年人（主要以大學生為主）為受試者，探討幾何作業中，心像

和語文式規則提取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我們預期 

(1) 解決某些幾何問題仰賴心像，此時在試題出現前呈現一致，或不一致的幾何圖

形，或沒有幾何圖形，將影響其反應時間。 

(2) 解決另一些幾何問題仰賴語文式規則的提取，此時試題出現前呈現無論一致或不

一致的幾何圖形，對其反應時間應類似於沒有呈現幾何圖形的情況。 

(3) 對於仰賴心像的題目與仰賴語文式規則的題目，所對應的大腦活化區域應有所不

同。 

實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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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以行為實驗，並利用統計方法將數學幾何命題分類成「心像題」與「規則

題」。從前言的說明，我們利用文組與理組的大學生，進行數學幾何命題的判斷，根

據正確的反應時間，進行 k-mean 群聚分析，企圖將題目分成兩類。一類是容易受到

圖形線索的影響，另一類是不容易受到該影響。 

 

 

研究方法 

實驗設計與儀器 

本研究採用 2 因子完全受設者內實驗設計：幾何命題的類別（依據幾何圖形分類，

共有 3 大類，三角形（有 4 小類）、四邊形（有 6 小類）、與圓形（只有 1 類））X 

線索（一致圖形、不一致圖形，與無圖形）。實驗操弄圖形與幾何題目的一致性，透

過「同為文字呈現的句子，是否有些會需要形成心像才能判斷句子是否為真」，瞭解

解題歷程中，幾何命題與先前線索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本研究的目的是針對一般成年人對於幾何命題的解題，因此選擇大學生為實驗施測

對象。此外，為了避免較常接觸而熟悉幾何學概念的族群，造成實驗結果的偏誤，因

此限制數學相關科系或正在修幾何學課程的學生參與實驗。 

實驗刺激呈現在 27 吋 LCD 液晶螢幕（Dell 2709Wb）並連接到 PC 電腦上（Acer 

M3201）。實驗程式的撰寫是經由 Cogent Graphics toolbox （John Romaya, 

http://www.vislab.ucl.ac.uk/cogent_graphics.php）建構在 Matlab 的環境之下（The 

Mathworks Inc.）。 

受試者 

共有 75 位受試者，其中文組 34 位，理組為 41 位。在文組內，男女生人數各為 13

位與 21 位，平均年齡為 20.9 歲(標準差 1.3 歲）。在理組內，男女生人數各為 24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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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17 位，平均年齡為 21.8 歲（標準差 1.3 歲）。所有受試者為國立中正大學的大學

生參與本實驗，所有參與者的母語均為國語，視力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並且繳交

實驗同意書，參與實驗的報酬為新台幣 100元整的費用。 

刺激材料： 

數學幾何命題題目共 140 題，題目主要使用文字描述，並佐以部分數學符號，包含

阿拉伯數字、大小的數學符號（如≦)、運算公式（如＝）。題目類別包含圓形（6

題）；三角形、正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鈍角三角形等（小計 58

題）；四邊形、正方形、菱形、長方形、平行四邊形、梯形等（小計 76 題）。總共

有 140 題數學幾何命題。每一幾何命題只會出現 2 次，主要是避免題目出現 3 次造成

熟識或記憶遷移效果。若將全部受試集合起來，每一幾何命題會完全平衡配對到線索

的變項中。 

實驗步驟 

每一嘗試開始於凝視點 1 秒，接下來呈現幾何圖形 3 秒鐘（一致或不一致的線

索）、或是略過此步驟（無圖形線索）。之後隨機呈現數學幾何命題 8 秒鐘，等待受

試者反應，隨即進入下一嘗試。若 8 秒內受試者沒有按鍵則自動進入下一嘗試。每位

受試者總計有 280 個嘗試。為了避免受試者進行實驗時發生疲勞現象而降低答題正確

率，每進行 24 個嘗試次後，給予受試者休息的機會，共有 11 次的休息。總計實驗時

間約為 1小時 

資料分析 

受試者的反應將利用統計軟體 JMP (Statistical Discovery, SAS Institute Inc.)進行

k-mean 群聚分析。文理組各自挑選正確率達 85%的題目，依照圖形線索的類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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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的反應時間納入分析。最後將題目分成兩類，一類為容易受到圖形線索的「心像

題」，另一類為「規則題」。 

結果與討論 

實驗結果呈現在表一與圖一。文理組均可以依照正確的反應時間上，將題目分成兩

類。群聚分析結果的三個軸度是因為納入分析時，有三種圖形線索的反應時間所造成

的。 

 

表一：文理組 k-mean 群聚分析的結果。表格內數字表示每個群聚在三個向度上

（圖形線索）的平均數（單位為自定值），括弧內數字為標準差。 

文組 
   

cluster 不一致圖形線索  沒有圖形線索 一致圖形線索 

1「心像題」 4.24 (0.51) 4.10 (0.54) 3.93 (0.48) 

2 「規則題」  2.91 (0.45) 2.93 (0.49) 2.64 (0.43) 

 

理組 
   

cluster 不一致圖形線索  沒有圖形線索 一致圖形線索 

1「心像題」 4.22 (0.58) 4.10 (0.64) 4.11 (0.59) 

2 「規則題」  2.90 (0.50) 2.90 (0.55) 2.66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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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文理組的 k-mean 群聚分析圖。左圖為文組受試者結果，右圖為理組受試者

結果。上圖為三個軸度的立體結果。下圖為投射到二維向度圖。在三維立體圖中，文

組與理組的第一個軸度其坐標正負號位置相反，導致分組結果看似相反，其實是一

致。圖形中的每一個小點，代表著一個幾何命題的題目。 

 

分析上顯示文理組都可以將題目分成兩類。我們將第一類與第二類的題目，一一加

以個別檢視，最後將第一類命名為「心像題」，第二類命名為「規則題」。利用這些

題目為前提，作為實驗二腦造影實驗的刺激材料。 

實驗二 

從實驗一個結果，我們可以將每一個幾何題目定位在群聚分析的二維投射圖上，藉

此了解每題在該所屬群聚上的位置，以及與另一群聚的距離。我們挑選出題目（詳細

說明請見方法），進行腦造影研究，企圖找出幾何題目或文理組受試者的大腦活動變

化的差異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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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實驗刺激與儀器 

腦造影實驗是採用事件關聯呈現方式（event-related design）用於幾何命題的呈

現，以及區塊呈現方式（block design）用於控制組的刺激。幾何命題的挑選是根據

實驗的結果，將每一題目標示在群聚分析的二維投射結果上，如果題目在第一個軸度

（pin 1）的坐標介於正負 0.5 以內，則不納入刺激材料。除此之外，我們將題目分成

不同群組，例如該題目是文理組共同俱有，而且都是位於同一個群聚之內，這樣的題

目共有「心像題」8 題與「規則題」21 題。另有 18 題是文組受試者的第一軸度坐標

值比理組受試者大（無論是「心像題」或「規則題」）。在實驗一正確率低於 60%的

題目（沒有納入群聚分析）共有 21題，也納入造影刺激材料。 

控制組的刺激材料有兩種，第一種是幾何圖形，種類為「三角形」、「正三角

形」、「等腰三角形」、「直角三角形」、「四邊形」、「正方形」、「菱形」、

「長方形」、「平形四邊形」、「梯形」與「圓」共 12 種。刺激為白色填滿圖形呈

現在黑色背景，呈現的範圍在左右視角 2.9 度與上下視角 2.2 度之內。第二種控制組

刺激材料為直接呈現上述引號內的文字，而非圖形。控制組的每一刺激材料都有對應

的「打散圖形／文字」（scrambled）（Kourtzi & Kanwisher, 2000）。 

所以的刺激材料均透過相容於核磁場的眼鏡系統（MR-compatible goggle, 

VisuaStim XGA, Resonance Technology Inc., Northridge, California, USA）套在受試

者頭上觀看。該眼鏡系統的解析度為 800 x 600像素，每像素為 0.096o視角。 

腦功能造影是在臺灣大學電機系進行，核磁共振掃描儀為 Bruker 30/90 Medspec 

fMRI scanner，配有標準的鳥巢式頭部線圈（a standard birdcage head coil, Bruker 

BioSpin MRI GmbH, Ettlingen, Germany）。功能性腦部掃描利用 echo-planar 

imaging （EPI） 程序，echo time （TE） = 30 ms, repeat time （TR） = 3 sec。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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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順序為由下而上的交替式（bottom-up interleaved sequence）, 每位受試者的腦分

成 35 張水平切面（axial slices），每張厚度為 3.75 公釐（mm），兩者之間沒有空

隙（no gap in between slices）。功能性掃描的立體像素解析度為 3.75 × 3.75 × 3.75

公釐，其觀看範圍（Field of View, FOV）為 240公釐。解剖性腦結構圖是利用 T1加

權水平程序（T1 weighted sequence），其立體像素解析度為 0.9375 × 0.9375 × 

3.75公釐。 

受試者 

總共招募 47 位受試者，其中文組 22 位，理組為 25 位。但其中有 8 位受試者無法

納入，因為有背景來自全國 3 位受試者中途放棄繼續進行實驗，5 位受試者的掃描過

程中，頭部晃動過大（超過 3 mm以上）而被迫放棄分析。剩餘的 39位有 16位文組

受試者，23 位為理組受試者。所有受試者從台灣大學 BBS 網站上招募全國大學生參

與本實驗，所有參與者的母語均為國語，視力正常或矯正後視力正常。並且繳交實驗

同意書，參與實驗的報酬為新台幣 1000元整的費用。 

實驗步驟 

每位受試者共接受三次腦造影實驗（3 sessions of fMRI）。第一次為幾何命題判

斷。每一嘗試開始於凝視點從 2秒至 4秒不等（共有 2, 2.5, 3, 3.5與 4秒五種），接

下來呈現幾何命題判斷 6 秒鐘，等待受試者反應。無論受試者有無按鍵反應，6 秒過

後則自動進入下一嘗試。第二次造影掃瞄為幾何圖形呈現。一開始呈現凝視點 12

秒，之後隨機（控制的隨機，因為每張圖形最後出現的總次數是相等的）挑選兩張幾

何圖形各自呈現 6 秒。接著呈現凝視點 12 秒，然後呈現剛剛那兩張幾何圖形的「打

散刺激」（scrambled），如此循環 11 次，總共約 12 分鐘。第三次造影掃描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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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幾乎一模一樣，不同的在於第三次的刺激是文字，而非圖形。總計造影實驗時間約

為 2至 2.5小時。 

資料分析 

腦功能造影影像分析是利用 BrainVoyager QX（Brain Innovation Inc.)進行每位受

試者的前處理（preprocessing），包括了隨著時間基礎線（baseline）的校正、

slicing timing 與 3D 腦部移動的校準等。每張 EPI 影像的空間位置對應到自己的腦結

構圖（coregisteration）。之後每位受試者的腦結構圖校準至 AC-PC 的平面上，最後

透過常模進行調整（normalization）與 Talairach 的標準腦一致。前處理過的影像資

料，就可進行所謂地第一階段的一般線性模型（1st-level analysis with voxel-wise 

GLM）的建立與分析。迴歸變項有凝視點、文理組共同的題目、正確率過低的題目、

文組比理組更傾向使用圖形的題目、以及控制組的幾何圖形、打散圖形、控制組的文

字與打散的文字，最後是 3D 腦部移動的六個變項等。迴歸變項並經由腦血流反應方

程式（haemodynamic response function, HRF）加以轉換，3D腦部移動變項雖然納

入回歸變項，但並不是關注的焦點，僅作為控制變項之用。 

第二階段的群體分析（Group analysis, or 2-nd level analysis）是根據 random field 

analysis (RFX) 的理論進行對母群的推論。群體影像分析的結果是根據校正過後的結

果（根據 family-wise error correction, FEW，p < .05 或是 false discovery rate, 

FDR，p < .05，結果中會特別註明）。當一個群聚（cluster）內的立體像素數目超過

5 以上，並且該群聚通過錯誤拒絕率校正後，才報告其結果。立體像素的坐標是根據

Talairach標準腦所制訂的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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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實驗結果呈現在圖二。合併文理組受試者，在共同擁有的題目中，「心像題」比

「規則題」激發右側前額葉（right prefrontal areas, Brodman area 6, 9, FWE p < 

0.05）腦區。如果放寬標準使用 FDR 控制錯誤率時，除了上述腦區之外，左側前額

葉（Brodman 6, 9）與右側 inferior parietal lobe （BA40）也有激發活化。但是在正

中間的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BA32）與 medial frontal areas (BA9)則有抑制腦

區活動的現象。 

另外一個目前發現的結果是文組受試者比理組受試者更傾向使用圖形線索解題的比

較，發現在中間的前額葉（medial frontal area, Brodman 6, FWE, p < 0.05)有激化的

現象。如果將標準放寬至 FDR 控制錯誤率時，除了上述腦區之外，視丘

（thalamus）與右側前額葉（BA6）都有激發。但是在正中間的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BA32）則有抑制腦區的活動。 

目前還在努力分析更多的資料，期能有更好的結果在成果發表會上就教各位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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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utch mathematics educators Van Hiele couple in 1957 proposed a model of theory described 

how children develop geometric theorems, which consisted of five levels of understanding: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nformal deduction, formal deduction and rig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vels is more 

dependent on the instruction received than on children’ age of maturity. Learners advanced from basic 

level (visualization) to the highest level (rigor) through instruction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Therefore, 

whether students can achieve high level of understandings, curriculum design and teaching methodology 

are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Project-based learning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high-end level 

of problem-solving and thinking skills, which is one of the systematic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involve 

in activities that integrated knowledge and learning skill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complex 

authentic- questions and carefully designed task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project-based 

learning gradually tends to be web-based. The study adopted Web project-based learning to fifth to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elementary school to explore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level in Van 

Hiele’s geometric theory.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students’ performance through Web project-based 

learning has improved on level one and level two of Van Hiele model.  

Keywords: Web project-based learning, Development of geometric thought, Geometric concept 

 

I. Introduction 

A married couple of Dutch mathematics educators, Pierre van Hiele and his wife, published companion 

dissertations in 1957, describing a concept that there were five levels or stages of Geometric Thought that any 

one student could be at,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was related to teaching factors, it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children's age and maturity; having an appropriate teaching process provided by the teachers, students would 

sequentially experience these five levels (level 0-4) [13]. Additionally, Crowley also pointed out that van Hiele 

believed that the growth occurred at various levels was primarily subjected to the "teaching", rather than the 

maturity along with an individual's age, therefore, the 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textbooks was very important [11]. Therefore, teachers needed to constantly seek the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o motivate their students in order to improve learning outcomes for all students [17] [12]. In the past, it 

used to focus on specialized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structure, basic computing skills, and learning to 

solve routine mathematical problems etc. and it had now turned to emphasize the concept that students must 

actively construct mathematical knowledge [5]. 

The Buck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United States, continuously promotes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as their organization's objectives, and they define PBL as "A syst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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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ethod, through the complex and real problems combining with a carefully designed mission exploring 

process, which can make student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learning activities”. Over the 

years, many research literatures showed that PBL indeed had many positive educational outcomes [9] [2], in 

particular, it could contribute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high-level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the ability to think,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s well as creating a positive classroom 

atmosphere, improving cooperation skills, so as to drive the students to actively learn for themselves and 

learning interests, and hence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knowledge, skills and affective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Thus,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combining with Internet Technology is a successful teaching 

model, it will not only increa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ut also it can activate th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planning to utilize the Web-based and PLB Ssystem combining 

with the geometry course in existing mathematical textbooks to design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to explore 

students' growth and change in the levels of geometric thought. 

 

II. Literature Review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In 1957, a married couple of Dutch mathematics educators, Pierre van Hiele and his wife, proposed a 

concept that there were five levels or stages of geometric thought that any one student could be at,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was related to teaching factors, it was not influenced by the children's age and maturity; having 

an appropriate teaching process provided by the teachers, students would sequentially experience these five 

levels, which comprised: Visualization, Analysis, Informal Deduction, Formal Deduction, and Rigor [7].  

According to these theo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geometric knowledge would sequentially go through five levels 

and each level had its own very unique characteristics [7]. According to Crowley, the van Hiele’s levels of 

geometric thought had contained five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mprised sequential, advancement,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linguistics as well as mismatch [11]. 

    van Hiele insisted that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between all levels should rely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textbooks, instead of relying on the maturity levels of 

the students [11].  Therefore, when moving forward from one level to the next level, teaching activitie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and the correct teaching activities would get better grades more easily [1]. The 

van Hieles defined five phas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for guiding students from one level to another on a given 

topic, comprising the following sequence: Information, Guided Orientation, Explication, Free ori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13].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was firstly advocated by Kilpatrick, the primary purpose was to stimulate the students' self-learning 

interest, it believed that such kind of learning method could not only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but also it could activate the a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all other aspects [17]. Actually, PBL was a kind of 

project-organized learning method, it was a type of learning method that had been developed using a 

constructivist philosophy, which aimed to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an ossified model of knowledge, going 

through a series of exploration ac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cooperative learning situations, so that students not 

only could learn the problem-solv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could understand how knowledge c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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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in daily life [8]. 

   In the aspect of areas, the pproject-based learning was more suitable for using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 

physics or engineering [14], which allowed students to learn through reflection on doing, that is, 

"Learning-by-doing", and be able to learn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s, a systematic learning method was being 

integrated into the learning process in which the student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learning outcomes, so 

that learners c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learn" [10]. 

When combining the PBL with internet technology, it would be able to make PBL to be even more 

effective [3]. The Web- and Project-Based Learning (also known as Web PBL, WPBL) is to learn via the 

auxiliary functions of digital learning websites on the interne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BL. 

    Krajcik, Czerniak & Berger proposed a Project-based Learning Model (PBL) that asking teachers must 

make every teaching element contained in a project to be interconnected, so as to establish the goals of 

assessment for students, wherein, the stages for designing a PBL teaching plan were as follows: 1. Identifying 

concepts, specifying learning performances, and matching to curriculum objectives; 2.Develop the driving 

question; 3.Develop benchmark lessons; 4.Develop investigations; 5.Develop assessments; and 6.Develop a 

calendar [6]. 

These six stages are an iterative process, many procedures will have been carried out repeatedly, until it 

reaches the end of special events or problem is resolved. 

    This study will construct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bsite based on the Project-based Development Model 

proposed by Krajcik, et al., wherein, teachers will design the interface process in accordance with six elements 

of the project-based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allows teachers to enter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relevant 

courses; as to the students, they will start to study the course contents provided by the teachers, according to 

seven stage of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troduced by Krajcik, et al., in which, students will be conducted from 

the stage of question guiding to move forward progressively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on the way to the formal 

project-based learning [6]. The students will conduct the stages of PBL are as follows: 1.Messing about; 

2.Finding information; 3.Asking and refining questions; 4.Planning and designing; 5.Conducting the 

experimental work; 6.Making sense of data; 7.Sharing your ide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lanned the overall curriculum activities, whe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still 

linked to each other; while doing a project, teachers will assist the students to clarify the basic concepts related 

to course objectives by guiding the questions, and students will start from the exploration activitie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integrating, analyzing, and the final stage of learning process is to integrate the whole works. 

 

III.  Methods 

I. Participants 

For concerning about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present study chose students from two 5th–grade 

classes of one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pei, Taiw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wherein, one class w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other w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nsisted of 31 students from 

one class,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29 students. This school adopted the normal class grouping, so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arning ability level of the students in each class; as for the school curriculum, 

the computer education was conducted at least once a week since the third grade, all student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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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group had learned the basic skills of using computers, such as, typing, learning to run many 

Windows applications, word processing, computer graphics, internet access an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etc. 

 

II. Research Design 

1) Independent variables 

a. Experimental group: WPBL + teachers used an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WB) combining with 

websites to teach students + students explored questions while learning through PBL with computers; 

and 

b. Control group: using van Hiele’s five-stage learning method + teachers used an interactive 

whiteboard (IWB) combining with websites to teach students + students learned the specific subject 

matter with computers. 

2) Dependent variables 

Differences between geometric thinking levels. 

3) Control variables 

a. Starting point for learning behavior 

b. Teaching hours 

c. Teaching schedule 

d. Teaching materials 

e. Instructors 

f.    Teachers’ teaching tools 

g. Students’ learning tools 

 

III. Research tool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1) PBL-Online website 

    The present study designed the website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model 

disclosed by Krajcik, Czerniak and Berger, wherein, teachers designed the interface process in accordance with 

six elements of the project-based development model, which allowed teachers to enter the information required 

by relevant courses; as to the students, they could start to study the course contents provided by the teachers, 

according to seven stage of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troduced by Krajcik, et al., in which, students would be 

conducted from the stage of question guiding to move forward progressively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 on the 

way to the formal project-based learning [6]. The overall curricular activities were coordin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student learning topics, while doing a project, teachers could assist the students to clarify the basic concepts 

related to course objectives by guiding the questions, and students would conduct the exploration activitie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integrating, analyzing, and the finally to integrate the complete works, so students could 

share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their classroom, teachers and peers could instantly provide feedback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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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time. 

 

2) Van Hiele geometric concept test 

 

    The van Hiele’s geometry concept test was adopted by this study with reference to “Wu-Shey’s van Hiele 

Geometry Test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roposed by Wu, and it had been modified in a way to be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tools [1].  The tests involved the first three levels of van Hiele theory of geometric 

thought, wherein, each level consisted of three basic geometry concepts which comprised the triangle, square 

and circle.  This quiz consisted of a total of 70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which each have 4 answers to choose 

from), in which, there were 25 questions for the first van Hiele level, 20 questions for the second van Hiele level, 

and 25 questions for the third van Hiele level. As to the expert validity, two course instructors who taugh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nd the results 

were reviewed and amended by the advising professor. In the aspect of reliability, the reliability was assessed 

using the Cronbach's alpha value (pre-test and post-test was .829 and .807), therefore,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good reliability. 

 

3) Reflective journals on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fter conducting each teaching activity, the researchers would write a reflective journal to recor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which can act as a teaching reference for the second class;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 adopted by this stud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arranged to learn one 

specific subject matter on the same day, hence, when apply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it needed 

to c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teaching-learning situation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o verify whether students should have different reactions subject to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The 

encoding method consisted of the first portion of character, whereas the alphabet "R" representing the data 

category was the “reflective journal on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the second portion of number, whereas there 

were four numbers representing the month and day, for example: R0330, indicating that it was a reflective 

journal to record teaching activities conducted on March 30th. 

 

IV.  Data analyses 

 

    The present research designed the questions of van Hiele’s geometry concept test by referring to 

“Wu-Shey’s van Hiele Geometry Test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proposed by Wu, D. B., and the test 

questions involving the first three levels of van Hiele theory of geometric thought, wherein, each level consisted 

of 25 questions for the first level, 20 questions for the second level, and 25 questions for the third level [1].  

The scoring method was that a score of 1 for a correct answer and 0 for an incorrect answer. All participants 

received a score for each van Hiele level according to Usiskin’s grading system; the criterion for success at any 

given level was three or four out of five correct responses [15]. For the student who complied with the Level-N, 

but had not reached the criterion of Level-N+1, would be assigned to the Level-N. If a student who complied 

with the Level-N, but had not passed the criterion of previous Level-N-1, that is, a jumping level, and c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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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as unqualified. Any student, who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criterion of any given level, could be 

classified at level 0. The criterion for success at any given level adopted by this study was four out of five 

correct responses. 

Meanwhile, an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pre-test scores of students for two 

groups in order to evaluate whether there was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After completing the 

teaching experiment, another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would be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post-test scores of 

students for two groups so as to evaluate whether there was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 in levels 

of geometric thought subject to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V. Course Design 

In this study, the course design was performed with reference to general mathematics textbooks sold on the 

market.  The teaching metho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was PBL proposed by Krajcik, Czerniak & 

Berger, and teachers designed the courses in accordance with six-stage teaching process revealed by Krajcik, 

Czerniak & Berger [6]. The course design for the control group was performed based on the five stages of 

learning model introduced by van Hiele [13]. 

 

a) Teaching contents 

    The teaching contents used in this study contained ten themes; the course ran for 10 weeks with one theme 

per week, wherein, each theme unit was as follows: Theme 1: Preview plus warm-up; Theme 2: Triangle; Theme 

3: Parallelogram; Theme 4: Trapezoid; Theme 5: Kite; Theme 6: Rhombus; Theme 7: Circle and sector; Theme 

8: Thematic integration; Theme 9: Presentation; Theme 10: Summary and review. 

 

b)  Project theme 

    The project theme used in this study was “Park planning and design”. Thematic contents were as follows 

    Taipei City Government has a piece of land, in which, there is a rectangular block planning to be used for a 

park, although the length, width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but it is within a range of 1000 meterss. The park 

is expected to have a small stream, a small bunker, a play yard and a skating rink for children to play, wherein, it 

must also contain at least two pedestrian walkways and a gardening area. But it should not end up designing a 

dull park area, only one area can have a rectangular shape, and the remaining areas in the park must be either 

polygon or circle except a rectangle. The design team should have the talent to come up with creative ideas.  

Please draw a design drawing and clearly marked the side length, angle, and area of each region to facilitate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At the end of their studies, students must complete the specific project and make presentations for their 

works.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 

1) Average number of people who passed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of van Hiele’s Levels of Geometric 

Thought and its passing rat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van Hiele’s geometry test, and when exploring the assessment criterion which 

considering the criterion for success at any given level could be four out of five correct responses, in ad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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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number of people who passed the test for each level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and its passing rate. Thus,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passed the test for each level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and its passing rate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s shown 

in Table 1. 

 

Table 1: Number of people who passed the test for each level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and its passing rate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Control group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Pre-test 

Number of people 31 31 31 28 28 28 

Number of passer 22 17 0 21 15 0 

Passing rate 71% 55% 0% 75% 54% 0% 

Poet-test 

Number of people 31 31 31 28 28 28 

Number of passer 28 28 1 25 21 3 

Passing rate 90% 90% 3% 89% 75% 11% 

     

With reference to Table 1, it can be found tha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mbers of people who 

passed level 1 had increased from 22 to 28, the numbers of people who passed level 2 had increased from 17 to 

28, and the numbers of people who passed level 3 had increased from 0 to 1. It was shown that the students had 

a god performance at level 1, the passing rate was quite high, up to 71% for pre-test, and for post-test, it had 

reached to 90%; as to the performance at level 2, the passing rate was 55%, and for post-test, it ha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o 90%, meaning that most of students had met the criterion for level 2; as for level 3, the passing rate 

was very low, the passing rate for pre-test was 0%, and for the post-test, it was 3% only. 

    In the aspec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s of people who passed level 1 had increased from 21 to 25, 

the numbers of people who passed level 2 had increased from 15 to 21, and the numbers of people who passed 

level 3 had increased from 0 to 3. It was shown that the students had a god performance at level 1, the passing 

rate was quite high, up to 75% for pre-test, and for post-test, it had reached to 89%; as to the performance at 

level 2, the passing rate was 54%, and for post-test, it had improved to 75%, although the improvement was 

significant, but if comparing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e. improved from 55% to 90%, it can be found that due 

to WPBL the performance of level 2 of van Hiele’s geometry test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at of control group which had the five stages of learning model introduced by van Hiele; as to the 

performance as level 3, the passing rates were very low, wherein, 0% for pre-test and 11% for post-test. 

    Comparing with the numbers of passers for pre-test and post-tes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lthough the numbers of passers were increasing at all levels, howeve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ade 

significant greater improvemen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light of the above results, WPBL used in this study 

indeed has big advantage to improve students’ level of the geometric thought. 

    Level 1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emphasized that children were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graphics 

by observing the contours of specific things and the second level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emphasized 

that school children would be able to distinguis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phics by observing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graph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ve journal to record 

teaching activities, when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ncountered a potential problem derived from a 

task assigned by the executive team leader, they always could find a way of solve this problem, such as: l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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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nformation online, discussing problems with other team members...etc.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in th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they could also learn more about the graphics features, so that they might having 

superior capability to explain each graphics feature by means of observation of various graphics (R0402, 

R0416). 

    The students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ere becoming more dependent on the teacher's examples and 

answers, students seemed to expect the teachers to explain the whol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but when they 

encountered a similar problem next time, they might be still raising hands to ask questions (R0327, R0403). It 

can be found that, with reference to above results,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BL adop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an indeed stimulate students' thinking as well as problem-solving skills, thus, it will contribute to 

improve students' geometric thinking levels. 

 

2) T-Test to evaluate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pre-test, this study conducted an independent-samples t-test to analyze whether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starting point for learning behavior and each level of geometric thinking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were presented in Table 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starting point for learning behavior of two groups. After conducting the relevant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relating to the influence on each level of geometric thinking was shown in Table 3.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cond level of geometric thinking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for first level and the third level of 

geometric thinking were not so significant.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scores for pre-test of each level of geometric thought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Level of thought Group 
Average score Standard deviation 

T-Value 

Level 1 Experimental group 19.84 2.505 
-1.149 

Control group 20.93 4.578 

Level 2 Experimental group 16.84 2.339 
1.644 

Control group 15.61 3.370 

Level 3 Experimental group 9.87 3.612 
1.055 

Control group 8.82 4.028 

 

Table 3: The comparison of scores for post-test of each level of geometric thought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Level of thought Group 
Average score Standard deviation 

T-Value 

Level 1 Experimental group 22.39 2.044 
-.946 

Control group 22.96 2.631 

Level 2 Experimental group 18.16 1.635 
1.240** 

Control group 17.43 2.714 

Level 3 Experimental group 12.39 3.313 
-.178 

Control group 12.57 4.614 

*P<.05   **P<.01 

    The second level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stressed children might identify various graphics 

characteristics by observing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graph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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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an be found according to the reflective journal to record teaching activities that the tasks of PBL assigned by 

the teachers had usually no fixed answers, therefor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uld freely develop 

their own creative ideas and designs, and furthermore, they even could apply the learned 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o their everyday lives; meanwhile in the process of specific project, they would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graphic feature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be able to utilize them more accurately (R0402, R0416, 

R0507, and R0514). Besides, most of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with the examples of textbooks 

and exercises, although students had really learned textbooks very well, bu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erformed 

far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R0508, R0515). It indicates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BL adopted b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deed can contribute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second level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V.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it showed that: due to WPBL the performance of level 1 and 2 of 

van Hiele’s geometry thought had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here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uperior to that of control group; as to the performance as level 3, the influence was very little. The Level 1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emphasized that children were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graphics by observing 

the contours of specific things and the second level of van Hiele’s geometric thought emphasized that school 

children would be able to distinguis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phics by observing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graphics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elements.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encouraged to 

actively construct mathematical knowledge, in which, students must slowly study about the appear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graphics in the process of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and furthermore, they even could 

apply the learned graphic characteristics to their everyday lives; additionally, when encountering the difficulties 

or problems, students also must find a way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by themselves; and in this way the high-level 

thinking skills will be enhanced in the process of problem finding and problem solving, again and again, hence, 

it is proven that the WPBL indeed can improve the school children’s level of geometric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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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計畫是三年期理論與應用並重的研究方案。計畫構想主要來自國科會『古代數學文本在課堂上

的使用』(NSC 89-2511-S-003-031-; NSC 89-3511-S-003-121) 與「數學教師專業發展與HPM」(NSC 

91-2521-S-003-006; 92-2521-S-003-002)以及國立教育資料館「96年度教育頻道教學影片製作－數學領

域」這三個計畫。對於第一個計畫而言，從參與人員提交的報告中顯示出由於古代數學文本在課堂上

的恰當使用，讓他（她）們的學生充分暴露在數學的人文趣味之前，為數學教育的價值打開了一個嶄

新的面向（洪萬生，2001）。在第二個計畫中，參與教師學習如何運用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也從中發

展出種種可用的策略，例如：廣泛閱讀數學史及數學教學相關書籍、以考慮數學邏輯、歷史和學生認

知這三面向的學習工作單引動教師融入數學史於數學教學、以教學後實作心得作為反思之用、多方參

與和數學教育有關之座談、經由專家諮詢及以學校為中心之實踐社群方式促成共同成長等等（蘇意雯，

2004）。在其中，我們發現涵蓋邏輯、歷史、學生認知三面向的HPM學習工作單，可以有效連結參與教

師對於HPM理論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History and the Pedagogy of Mathematics, HPM) 的了解與實

作，同樣也可以裨益學生對於數學內容的掌握。 

    至於第三個計畫「96 年度教育頻道教學影片製作－數學領域」裡，在總共規劃的十六個單元中，

有十個單元是把數學概念的起源和發展編成劇本，並繪製成動畫。研究者於任教學校的研究所開設「數

學史與數學教育」課程，除了於課堂中安排這些動畫讓同學觀賞，請學生提出評論之外，也於學期末

對於學生做了一份問卷統計。這個課程選修學生為國小在職進修教師，共 27 人，授課時段為 2008 年

2 月 25 日至 6 月 25 日。研究者於課程結束後發下問卷，回收樣本數為 27 份，經篩選 0 份無效問卷後，

得有效問卷為 27 份資料。這份問卷調查採「李克特氏量表法(Likert-type Scale)」之五點量表：非常同

意以 5 分計、同意以 4 分計、沒意見以 3 分計、不同意以 2 分計、非常不同意以 1 分計，分數愈高，

則表示愈表示同意。當問及一學期以來印象深刻之主題，「數學史數位光碟欣賞」的平均數為 4.52。認

為此一主題對教學有幫助的平均數也達 4.48。為了更進一步了解，研究者以開放式問卷更進一步了解，

學生所持贊同的理由有「以動畫介紹數學史的故事，絕對比教師口述的方式更具吸引力。」、「對於一

些不善於說故事的老師，透過內容適當且精彩之視聽媒材的教學輔助，肯定會使教學更加生動活潑。」

等等，但是學生也對動畫提出批判「若教師僅用此動畫來當作引起動機的媒材，沒有加以說明引導，

學生可能就把它當成卡通一樣，看完就忘記了」、「對於影片的觀賞重點，老師可能要在播放之前加以

引導，才能讓學生不僅看熱鬧，也懂得看門道。」。可見教師若能妥善運用此一教學素材，可以對教學

有所幫助。國外學者 Bransford 等人(1988)利用播放影片故事做為教學材料，幫助學生學習解題，除了

故事本身有趣，能讓兒童清楚看到數學與生活之連結，引發濃厚學習動機之外，也由於有了影像呈現

問題，讓兒童更能理解問題的意義。以數學史動畫來說，除了國內教育資料館所製作之數學史動畫，

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和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也有一些有關數學史單元的錄影帶節目。除此之外，

值的一提的是 Project MATHEMATICS! (http://www.projectmathematics.com/)，這是由 T. M. Apostol 教授

領軍，以中學數學的基本主題為主，製作了含有數學史成分，可以在課堂上使用的影片，這些主題涵

蓋了畢氏定理、正餘弦函數、多項式、圓周率 π、相似形等等九部影片，同時也於 1991 年八月中旬召

開為期兩天的教師工作坊，讓與會教師分享他們在課堂中使用這些影片的教學心得。參與教師除了說

明他們如何針對不同年級的學童應用這些影片之外，也提及了這樣新的想法及創新的教學方式改進了

他們的教學也讓學生更有興趣學習數學。 

    承上所述，如果教師可以經由現成的數學史動畫獲利，那麼，讓現場教師親自參與數學史動畫的

製作，體驗數學思維發展的歷程，並製作為成品使用於教學，是否教師更能由此一歷程，獲得專業上

的成長？眾所周知，要製作出一部優質的動畫，首要之務便是編寫出動人的劇本，但是撰寫出隱含數

學發展，涵蓋適合學生程度的相關數學知識，又能吸引學生興趣的劇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對於

現場的教師而言，要如何從無到有開發出數學史動畫？在這一段歷程中，教師們會有何轉變？這是計

畫主持人想要探究的課題。 

http://www.projectmathema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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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藉由現場教師從事數學史劇本的撰寫與數學史動畫的製作，觀察在此一過程

中，教師是否能從中體驗數學思維發展的歷程，編寫出隱含數學發展、涵蓋適合學生程度的相關數學

知識的劇本，製作成具有文化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數學動畫，使用於教學，並獲得專業上的成長。

本計畫為三年期之計畫，計畫的第一年，分析參與教師們的初始狀態及觀察紀錄參與教師們如何進行

劇本撰寫。計畫第二年主要是觀察參與教師們學習動畫軟體繪製數學史動畫之歷程，並與第一年做比

較，對於數學史與教學內容的結合程度，觀察參與教師們之轉變。在計畫第三年，將完成之數學史動

畫於教學現場播放，設計前後測問卷，經由學生實際的反應，提供參與教師們反思的機會。師資培育

者並從中分析經由數學史設計劇本繪製動畫之歷程，參與教師們在智識及專業上的成長。以下的篇幅，

我們將探討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以及對於數學教師專業發展的相關性。 

參、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 

一、數學史與數學教學 

在數學教學中為何要引入數學史？國內外學者均提出很多的看法。例如 Furinghetti 和 Paola

（2003），認為在課堂上融入歷史不但可以激發學生在數學上的興趣，也可以用數學為主體安排課程，

探討數學的脈絡，幫助達成數學的目標。Barbin (2000)認為在數學教學中融入歷史維度最常見的理由是

數學史可以讓我們思考「數學究竟為何？」以及讓我們對於概念和理論有更好的瞭解。Tzanakis和Arcavi

等人（2000）也提出運用數學史於數學教學，能幫助數學學習、也能讓教師對於數學本質和數學活動

的發展，有另一個觀點，進而提升教師自己教學知識，讓教師能喜好數學，視數學為一項文化成果的

珍視。而 Grugnetti (2000)則認為數學史在教學上的影響有如下三點：1.使用古文本上的問題，讓學生

比較現行策略與原始文獻之異同。2.以歷史建構數學的技能和概念。3.經由歷史的分析，讓教師了解為

何某一特定概念對於學生造成困難。分析國內外文獻，綜括來說，以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所能達成的

目標，可以涵蓋三個範疇，那就是情意、認知及文化活動。那麼實際上，數學史在各國現行的國家課

程綱領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Fasanelli（2000）分析了十六個國家的現行策略，在情意層面的增

進有中國、希臘、義大利、荷蘭、波蘭，希望能引發學習動機、激起學習興趣、以及藉由數學家傳記

啟發學生人格成長。至於在認知層面上，則以澳洲為代表，希望能幫助學生經由歷史脈絡，了解數學

概念發展，也可以藉由文本讓學生比較不同解題方法或思考方向，解放對數學的單一思考方式。至於

文化活動的考量，則有巴西、丹麥、法國、紐西蘭、挪威、美國，主要是經由認識各民族各具特色之

數學發展，珍視數學文化性，達成有意義的學習。反觀我國九年一貫數學學習領域的基本理念中，也

提及了數學史的重要性：「教師教學裡，引進與主題相關的數學史，對學童學習會有很正面的意義，

尤其能協助學童抽象觀念具體化，因為不論在科技應用層面或思想突破方面，數學重要概念的演進確

有其實用面考量，因此提供具啟發性的數學史方面的讀物實屬必要。」（教育部，2003）。可見，數

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確實有其必要性。 

  在市面上各種的出版品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利用「漫畫」方式來介紹數學概念的書籍，譬如

天下文化出版《看漫畫，學統計》（2003）、國際村文庫的《用漫畫來學幾何》（1999）、與《用漫畫來

學數學》（2001）等書。這些出版品顯然呼應了 Skemp 的看法。Skemp 將數學心理學的理論系統，分

為『視覺系統』與『言辭系統』。其中，言辭系統不只包含口中發出的聲音，還包含寫在紙上或黑板上

的字。而『視覺系統』最好的例子，則是畫圖形、動畫、影像。若能結合這兩種系統，將會使學生對

數學學習產生意想不到的興趣，也更能加強學生的深刻印象。 



蘇意雯  以數學史動畫設計引動教師專業成長之研究 

 

356 

  承上所述，根據國內外多篇報告 （王鼎銘，1997；沈中偉，1995；林保平，1998；張景媛，1991；

張霄亭，1993；曾偉禎，1997；楊家興，1995；鄭晉昌，1998；羅慧明；1978；Heinich, R. et al., 2001, 

Andrews, D., & Isaacs, G., 1995）也都指出，透過視覺或影像的方式，對閱聽人/學習者的學習有相當大

的助益。特別是在科學教育方面，國內的研究生也有為數不少的研究成果（陳智源，2003；張秀澂，

2002；黃明瑩；2000；廖淑苹，2000；蔡志仁，2000； 鄭秀芬，2003）。根據 Nagaoka, R. (2000) 在

HPM 的指南書 History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中所蒐集到的資料做分析，顯示出編製 HPM 卡通正是

一門相當嶄新的嘗試，至於在編製卡通之前，劇本的撰寫是相當重要的一項工作，如何撰寫出寓教於

樂的劇本，正有待國內團隊去經營，與國際學界接軌。 

    有鑑於 HPM 與日俱增的重要性與前段提及之數學動畫/卡通的缺乏，我們希望藉由此一計畫，培

訓參與教師們製作出以數學史切入的數學劇本，並繪製成動畫。利用這些動畫，讓學生得以瞭解數學

概念的發展歷程，另一方面也讓他/她們在「冰冷」、「死板」的嚴謹定理之外，體會到數學「溫暖」的

人文面向。除了減緩學習者的學習挫折，並且能進一步提高他/她們的學習興趣。在數學史動畫裡所希

望完成的任務，在於數學知識的傳遞與介紹，並幫助學習者對於數學概念的掌握與理解。 Richard 

Courant 在他為 Morris Kline 所撰寫的 Mathematics in Western Culture (1995) 的序文中提到： 

許多世紀以來，人們一直遵循數學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之傳統，但在我們這個教育普及的時代，這

一傳統卻被拋棄了。科學家們與世隔絕的研究，教師們少得可憐的熱情，還有大量枯燥乏味、商

業氣十足的教科書和無視智力訓練的教學風氣，已經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反數學的浪潮。然而，

我們深信，公眾依然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 

從歷年的大型國際評比中，我國學生在數學成就上皆有突出的表現，但是台灣學生對數學的喜好

態度卻相對低落。以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2011 為例，台灣八年級學生數學成就位居第三名，四年級學生排名第四，但是台灣

學生對數學學習的正向態度及自信心卻明顯偏低（Mullis, Martin, Foy, & Arora, 2012）。本研究以數學

史引入，希望參與教師能設計出具有文化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數學動畫，使用於教學。除了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外，參與教師的專業成長正是我們想要探討的重點。 

二、數學史與教師專業發展 

從前面所引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的這些觀點，切入到教師的專業發展上，我們可以發現，數學史

的引入，可以改變教師自己對數學的洞察力和瞭解，因為歷史的軌跡並不僅是一種揭示，也是教師反

思的來源。數學史讓我們思考數學是一個隨著時間反思，並改善的過程。有了這樣的體認後，教師會

改變教數學的方式，也能對學生的迷思採取包容和理解的正向態度，能用同理心處理學生的錯誤。 

藉由教師知曉數學史，以及對於數學發展的反思，除了有可能引動教師自身教學策略的改變外，

最後也可能會影響學生接受和瞭解數學的方式。這個時候數學對學生而言，就不會再僅是由一系列直

線排序進行的章節所組成，學生也能瞭解現代數學符號發展過程的精簡和威力。對於曾實施過數學史

融入數學教學的教師，對於引入數學史所能達到引起學生動機、幫助提昇學習興趣的功能，相信都可

有所體會（洪萬生, 2001）。但是，要運用歷史以追求特定的數學教學目標時，教師就需要在歷史以及

教育的領域上下功夫，顧及學生的認知層面，設計出合適的教學序列，這也是比較困難的部分。雖然，

誠如 Furinghetti 和 Paola（2003）所說：「提供給老師現成的教學序列，讓教師馬上可以實行，這樣固

然方便，可是最好的方法，還是創造一個可讓教師自由發揮的環境。」因為「神而明之，還在於人」，

只有自己親手設計、實作，才能得到最好的教學效果。 

     事實上，以 HPM 的施行來看，就如同 Tzanakis 和 Arcavi 等人（2000）所言，在原典、二手文獻

和教學素材三者，教學素材是最為缺乏的。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CTM）的《數學教師專業發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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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1986）也提及了數學教師所需要的專業發展經

驗，即專業發展計畫的三個主要特點，就是學科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教學知識（instructional 

pedagogy）以及資源素材（resource materials）。但是唯有當教師有機會了解以及開發素材後，他們才會

較有可能在自身的課堂上去使用那些素材。有關 HPM 動畫素材的研製，是本研究開發的重點，至於參

與教師在研發教材過程中所經歷的正向轉變，正可以說明此 HPM 進路，對於教師專業發展的影響。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強調的十大基本能力中，第六項是文化學習與國際瞭解，其中有一則能力

指標是「連結數學發展與人類文化活動間的互動」。這正是 HPM 可以勝場之處。在數學課堂上提供數

學史料，可以讓學生知道數學是人類的活動，瞭解文化的多樣性和培養多元文化的關懷，而且除了讓

學生體會數學的人文面向外，適當的史料剪裁及文本的提供，正可當作數學教學上的範例，幫助學生

對於數學重要概念的體會和啟發。那麼，歷史素材應該如何安排呢？Michener（1978）在探討數學知

識時，提出了概念性的架構，可以對於一個數學理論建造三個表徵的空間，那就是例子空間

（Examples-space）、性質空間（Results-space）以及概念空間（Concepts-space）。在例子空間中，包含

了做為說明例證的素材；在性質空間中，包含了數學上傳統的邏輯演繹元素，亦即定理（theorems）。

而概念空間包含了數學的定義及啟發式的觀念和建議。這個模式，具有對偶的性質，意即當從任何一

個地方切入，就可以考慮相對應的另兩個空間中的材料。以此觀點來看，當運用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

時，教師在提供文本例子的時候，必須切記在史料鋪陳中所給予的數學概念和性質，也要設計適合的

教學活動和評量。 

在明瞭了歷史素材的搜尋及準備方式之後，那麼在實作上，教師如何使用數學史於數學教學呢？

當教師在課堂上運用數學史時，可以使用兩種方式（Menghini, 2000），一種是舉出方法、或是題目，

沒有強調出處（implicit use of history）。這是較為簡單的方式，就是僅採用想法，這意味著歷史並不是

目標，只是一個教學的計畫的一部份。另一種就是直接使用文本（explicit use of history），不但告訴學

生概念的出處、介紹數學家所處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脈絡，並且完全按照歷史的梗概進行。當教

師採用後者進行教學時，我們必須考慮上課時間的限制，而且在還原史實時，教師們也要避免對歷史

著墨太多，太過跟隨真正的歷史路徑而忽略了現代數學知識的本質。當然，無論以何種方式進行，教

師都必須謹記在心的是，不要太過強調歷史面向或造成歷史與數學分開，因為在數學課堂上引進歷史

維度的目的，仍是為了幫助數學教學（邱守榕, 2002；洪萬生, 1999）。 

Schubring（2000）認為過去的數十年中，吾人對於教師的數學史能力培訓，主要是為了獲得四個

主要的功能： 

（一）讓教師知道過去的數學，也就是數學史的直接傳授。 

（二）促進教師對於他們即將教授之數學的了解，這是方法論以及認識論的功能。 

（三）授與教師融入歷史素材於教學的方法和技能，意即在課堂中運用數學史。 

（四）促進教師對於他們的專業以及課程發展的了解，這涵蓋了數學教學史的部分。（p.110） 

雖然有上述之功能，但是從目前師資培育者的實作和經驗得知，也遇到了不少待解決的問題，例

如數學教師在他們的歷史知識和自信上仍然相當不足。因此必須要靠在教師訓練上擴展和推廣歷史的

成分。為了能更進一步整合歷史及數學，更好的教學素材和範例的發展也是必要的。（pp. 99-100） 

基於上述有關第一線教師自身實作經驗的缺乏，本研究主要是希望針對此一不足之處，希望能以

在地的經驗，提供國內相關資料。在以下的篇幅，我們將舉例說明在目前升學考試制度之下以數學歷

史為範疇的相關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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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學考試中的數學史 

 除了有心教師運用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之外，有一些教科書出版商也開始於教科書中佈置數學

史。例如於章節中安排與該單元有關的數學家圖片，並於照片下方做一簡單之說明，或是在新單元之

初，利用「數學（史）故事」作為引入；至於有些評量也開始把數學史融入其中，90 年大學聯考社會

組數學多重選擇題第四題就布置了下述的題目： 

數學兼哲學家伽利略於西元 1632 年出版《對話錄》一書觸怒教廷，後來在他 70 歲時，接受宗教法庭

審判且於該年被判終身監禁，之後在獄中過世，享年 78 歲。出版《對話錄》一書到過世是伽利略人生

中最灰暗的 10 年。伽利略年輕時發明十倍率的望遠鏡，並於次年發現木星的歐羅巴衛星，發明望遠鏡

到出版《對話錄》算是伽利略人生中的黃金歲月，這段時間之長剛好是他發現衛星時年紀的一半。根

據上面的故事，請問下列有關伽利略生平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出生於西元 1566 年(B)在 45 歲時發明 10 倍率的望遠鏡(C)在西元 1610 年發現歐羅巴衛星(D)在 68

歲時出版《對話錄》(E)於西元 1644 年過世 

同一份試卷的非選擇題第三題也考出下述的題目： 

相傳包子是三國時白羅家族發明的。孔明最喜歡吃他們所做的包子，因此白羅包子店門庭若市，一包

難求，必須一大早去排隊才買得到。事實上，白羅包子店只賣一種包子每天限量供應 999 個，且規定

每位顧客限購三個；而購買一個、兩個或三個包子的價錢分別是 8、15、21 分錢。在那三國戰亂的某

一天，包子賣完後，老闆跟老闆娘有如下的對話：老闆說:「賺錢真辛苦，一個包子成本就要 5 分錢，

今天到底賺了多少錢?」，老闆娘說:「今天共賣了 7195 分錢，只有 432 位顧客買到包子。」 （l）請問

當天白羅包子店淨賺多少錢？ （2）聰明的你，請幫忙分析當天購買一個、兩個及三個包子的人數各

是多少人？ 

融入數學史的試題並不僅限於社會組中的考題出現，在 96 年的自然組數學指定考科中，也出現了數學

史相關的考題： 

中國古代流傳的一本數學書中有下面這段文字：（標點符號為現代人所加）今有多數 21，少數 15，問

等數幾何？草曰：置 21 於上，15 於下，以下 15 除去上 21，上餘 6；又以上 6 除去下 15，下餘 3；又

以下 3 除去上 6，適盡。則下 3 為等數合問。在上文中「等數」指的是： 

(1)兩數之和(2)兩數之差(3)兩數之積(4)兩數之商(5)兩數之最大公因數 

甚至在技職體系 98 學年度四技與二專的統一入學測驗試題中，也以數學史的題材放入國文科的篇章閱

讀能力測驗中： 

皇室貴族對科學家或數學家的贊助，是文藝復興時期支持學術研究的一股重要力量；而運用禮物交換

贊助的機會，或藉此取得社會地位更高的工作，則是文藝復興時期的科學家或數學家經常使用的方法。

送禮對一位尋求贊助的人，是最好的投資，因為贊助者會根據自己的地位（不是送禮者的地位）來回

禮。這裡所說的禮物，通常是一些創新的發明或發現。西元1610 年，伽利略 ( 1564－1642 ) 用他改良

的望遠鏡發現了木星的四顆衛星，並將它們以「麥第奇之星」之名，獻給當時已繼任托斯卡尼大公的

科西莫‧麥第奇與他的三個兄弟，讓他們的名字與希臘羅馬神話中的神祇，同樣永恆地高掛天空，這

是一項無價的禮物。而麥第奇大公爵回饋給伽利略的禮物，則是讓他從錢少、事多、離家遠的帕度亞

大學數學教師，搖身一變成為錢多、事少、離家近的麥第奇宮廷數學家與自然哲學家。由於伽利略擁

有自然哲學家的頭銜，為他提供了探討自然哲學的社會性合法身分，才使他後來推動哥白尼 ( 1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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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 ) 的「日心說」。（ 改寫自英家銘、蘇意雯〈數學與「禮物交換」〉） 

21.上文的主旨為何？(A) 陳述伽利略在天文史上的重要貢獻(B) 揭露伽利略巴結貴族以謀求私利的內

幕(C) 說明皇室貴族基於維持地位，熱衷科學研究與文藝活動(D) 指出科學研究的進展、專家地位的形

成，有其政治社會因素 

22.下列敘述，何者不是由上文所獲得的推論？(A) 個人資質的優劣影響專業能見度(B) 社會地位的高

低影響專業可信度(C) 研發成果會影響社會地位的取得(D) 工作處所的資源會影響研發成果 

23.依據上文，下列關於「伽利略」的敘述，何者正確？(A) 師承哥白尼，提出「日心說」 

(B)成為宮廷數學家之後，其專業權威始獲肯定(C) 發現太陽系中的木星，取名為「麥第奇之星」(D) 用

金錢賄賂麥第奇公爵，換取地位較高的工作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數學史逐漸對數學教學產生影響。 

四、數學與敘事 

    所謂的敘事，也就是一個故事，敘說著一連串對於作者以及閱聽人有意義的事件（Denzin, 1989）。

對角色之間的關係描述，故事有其獨特的魅力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和燃起其想像力，這是其他種描述方

法所難以望其項背的（Thomas, 2002）。為了關注那些無法被學校數學吸引的學生，向他們解釋數學究

竟為何，近年來，有一些學者注意到數學與敘事（mathematics and narrative）之關聯（Gerofsky, 1996; 

Solomon & O'Neill, 1998; Thomas, 2002; 林芳玫、洪萬生，2009），他們認為數學中如何解題或推理可

以類比於故事中的如何敘事，並認為數學思維和故事之間可以有很重要的連結，也希望能以故事方式

呈現數學思維的發展。當我們進行數學證明時，首先假設某些討論的對象或物件，以及它們之間的關

係，這類比了從一個已知角色出現開始說故事。隨著故事的發展，吸引了讀者的邏輯理解以及想像，

將每一個新的評論、角色及事件拼置於心理圖像中。我們知道若是對於數學事實為何如此沒有一些了

解的話，就幾乎不可能進行學習，而好的數學概念，可用之證明某些論證，一則好的故事，則具有不

同方式的啟發力量(Thomas, 2002)。如果能連結兩者，應該能對數學普及的推廣有所幫助。美國Temple

大學數學系教授也是科普暢銷書籍作者John Allen Paulos曾在2005年5月1日ABC（美國廣播公司）旗下

的ABCNEWS.com的每月專欄上探討數學與故事相遇所激起的火花，之後歐洲地區也陸續召開多次的

數學與敘事研討會，讓參與學者暢所欲言的討論數學與故事的諸多結合可能。美國數學家Alex Kasman

更成立了一個數學小說的網站Mathmatical Fiction，網站內收集了千餘本的小說，首頁更開宗明義的提

到「你喜歡小說和數學嗎？你想要尋找能對你數學課堂上的學生有所幫助的一本書或一篇故事嗎？」。

可見藉由小說拉近與數學的距離似乎方興未艾。 

  通常小說中的人物及其相關情節很容易被讀者認同，撰寫一個優美的數學故事，正可以邀請讀者

順著書中的人物學習數學，啟發學生的人格成長，讓讀者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豪情壯志（洪萬生，

1998）。以大家耳熟能詳的數學王子高斯，其發現等差級數求和公式的多個故事版本為例，雖然沒有一

則我們可以確認為真，可是這些大同小異的版本，都充滿了認知的啟發性。在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中，

一位學生成了英雄人物，他的機智更勝於老師。這樣的故事本身就會讓學生深感興趣，也能讓他們牢

記，與這個故事結合的，正是算術數列的求和方法，因此藉由故事，學生也掌握了這一個概念。數學

與敘事之結合，強調的是引發中小學師生與社會大眾對數學的興趣，從而減少他們的恐懼感，也希望

能幫助他們更能欣賞文學敘事以數學作為隱喻，所營造出來的抒情之美與秩序之美（林芳玫、洪萬生，

2009）。Thomas（2002）認為敘事的吸引力是數學教師介紹歷史於其課堂的原因之一，在本研究中，所

關注的正是透過數學與故事的結合過程，以探討教師的專業成長。 

http://eric.ed.gov/ERICWebPortal/Home.portal?_nfpb=true&_pageLabel=ERICSearchResult&_urlType=action&newSearch=true&ERICExtSearch_SearchType_0=au&ERICExtSearch_SearchValue_0=%22Solomon+Yvette%22
http://eric.ed.gov/ERICWebPortal/Home.portal?_nfpb=true&_pageLabel=ERICSearchResult&_urlType=action&newSearch=true&ERICExtSearch_SearchType_0=au&ERICExtSearch_SearchValue_0=%22O%27Neill+John%22
http://www.math.temple.edu/~pau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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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以協同行動研究(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的方式進行。所謂的協同行動研

究，是強調所有實作者或研究參與者之間建立在民主、平等與自願的組合之基礎上，進行平等溝通、

開放自我、交互反省思考、共同分享知識及經驗，以及一起參與行動的設計與執行（林碧珍，2001）。

協同行動研究是行動研究的另一種型態，可針對單一班級的問題，或者發生在許多不同班級之同一問

題進行研究。研究小組的成員可以包括數位教師、行政人員、大學教授或其他校外單位的人員。這些

小組的成員，如同個別研究教師一樣，遵循相同計畫、行動、觀察、反思活動的循環(Sagor,1992；

Calhoun,1993；林素卿, 2003)。在本研究中，參與教師為了提升學生對於數學學習的興趣，一起學習數

學史劇本創作、設計劇本之後，接著討論如何繪製成動畫，進而實施於教學現場，觀察學生的反應。

計劃主持人的身份既是參與者，諮詢者，也是觀察者。除了全程參加參與教師們的討論聚會外，主持

人也針對參與教師們所提出的問題，或所遭遇的困難，提供諮詢的管道。另一方面，主持人也於計畫

執行期間，持續蒐集資料，評估參與教師的專業成長狀況。以下將本研究之設計，分別加以闡述。 

一、參與人員、研究對象及研究場域 

本計畫之研究成員，除了主持人之外，還包含了五位數學教師，以及擔任同儕教練角色，進行動

畫繪製與相關軟體教學的電腦教師，另外還有數名研究生，進行觀察、記錄與討論的工作。本計畫之

研究對象為上述五位參與數學史劇本創作及設計動畫之高中數學教師。而本研究的研究場域，主要以

一公立高中為中心，每兩個星期進行一次討論。第一年主要工作為收集資料、閱讀、反思、影片觀摩、

劇本設計等，而第二年聚會的主要工作則為學習動畫軟體操作，繪製動畫。第三年除了例行討論之外，

還加入了課堂實作，參與教師將完成的數學史動畫用於相關單元的課堂教學中，也延請其他校內或校

外的數學教師，執行數學史動畫教學，以了解不同學校學生的反應與回饋。並透過學生的回饋，提供

參與教師反思所製作的數學史動畫成效。 

二、研究資料之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收集方式，主要以「觀察」、「訪談」、「文本收集」等方式取得，藉由資料來源與蒐

集方法的多元性，探究參與計畫的數學教師們的專業成長過程，提高研究資料的可信度。因為經由問

卷填答、現場觀察、訪談、討論、心得撰寫以及成品分享和課堂實作，我們可以看出參與教師們在參

加研究前後之改變。藉由「觀察」、「訪談」、「文本收集」等方式取得的資料，經過轉錄編碼之後，主

持人就其所代表的意義，與研究團隊成員進行資料分析的三角校正。本研究中主要收集與分析的資料

分述如下： 

（一）觀察筆記：在本研究每次上課與開會的過程中，透過與參與教師的近距離觀察與互動，記錄參

與教師的學習狀況以及成長與轉變。 

（二）訪談資料：對於參與教師進行訪談，以了解教師在研究歷程中各個階段的成長與轉變。 

（三）會議資料：包含開會的會議記錄以及會議錄影資料。 

（四）回饋單：針對每次開會討論的內容與教學過程，設計相關的回饋單，即時了解參與教師對於動

畫教學課程的想法，以及學習上的心得與回饋反思，並了解所遭遇的困難。 

（五）學期心得：透過參與教師的自陳，於每一學期末各繳交學期參與本計畫的心得報告，陳述其學

習、寫劇本、作動畫之心得、感想以及自身的成長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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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數學史劇本：第一年計畫所完成的數學史劇本，作為第二年製作動畫之依據。 

（七）數學史動畫：第二年計畫所完成的數學史動畫，將用於第三年度的課堂教學中，因此亦作為本

研究討論與分析的重要資料。 

（八）專家審查意見：分別在劇本完成及動畫繪製之後，諮請專家針對數學史劇本及動畫提出評論與

建議。 

（九）前後測問卷：在課堂上影片放映前與放映後，以問卷方式進行前後測，了解學生在觀賞數學史

動畫過程中的學習情況及回饋。 

（十）數學教師實作心得：參與影片欣賞各班級的數學教師，在任課班級播放影片之後，從數學教師

的角度寫下實作心得，以及相關建議。 

資料經收集後，進行編碼的工作。本研究中，資料的編碼方式為「來源-知識情意-資料類別-日期」

共四碼。「來源」、「知識情意」、「資料類別」與「日期」編碼方式如表 1 所示。其中「來源」為影響參

與教師或造成教師專業成長的來源。包含了 TS（教師自己）、PT（專家建議）、OT（其它教師）、ST

（學生）、BK（書籍）、OS（其它資源，如網路等）共 6 類，其中教師代碼，包含 T 師、S 師、L 師、

G 師與 Y 師。而知識情意則分成 CK（數學知識）、HK（數學史知識）、PCK（數學教學知識）、SK（對

學生的知識）、BF（信念）、PK（劇本知識）、AK（動畫知識）、IK（資訊知識）、OT（其它教師）、LF

（生活知識）、OC（其它特質）等 11 類。而資料類型包含了記錄（會議記錄）、回饋（教師回饋表）、

觀察（會議觀察）、訪談（教師訪談）、專家（專家審查意見）、心得（教師心得）、劇本（數學史劇本）、

動畫（數學史動畫）、學生（學生之問卷）。 

然劇本、動畫部分未有具體日期，因此於學生與教師觀看影片的心得部份以「資料類型－劇本（動

畫）名稱」二碼表示。而本研究中以 CA 指稱微積分劇本或動畫；以 TR 指稱三角劇本或動畫；以 CS

指稱圓錐曲線劇本或動畫；以 FS 指稱費式數列劇本或動畫；以 IM 指稱虛數劇本或動畫。 

表 1 資本研究料之編碼 

來源 知識情意 資料類型 日期 

TS（教師自己) 

PT(專家) 

OT(其它教師) 

ST(學生) 

BK(書籍) 

OS( 其 它 資

源，如網路等) 

 

CK(數學知識) 

HMK(數學史知識) 

PCK(數學教學知識) 

SK(對學生的知識) 

BF(信念) 

SC(劇本知識) 

AK(動畫知識) 

IK(資訊知識) 

記錄(會議記錄)  

回饋(教師回饋表) 

觀察(會議觀察) 

訪談(教師訪談) 

專家(專家審查) 

問卷(信念問卷) 

西元年月日 

20110101 

 

 

心得(教師心得) 2011 期中 

2011 期末 

2012 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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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情感) 

LF(生活知識) 

OC(其它特質) 

2012 期末 

2013 期中 

2013 期末 

 劇本（數學史劇本） 

動畫（數學史動畫） 

學生（學生之問卷） 

教師（教師之回饋） 

CA(微積分) 

TR(三角) 

CS(圓錐曲線) 

FS(斐式數列) 

IM(虛數發展) 

三、研究策略 

本研究為促進教師在數學知識、數學教學知識、編寫劇本、製作動畫等面向的專業成長，所採取

主要策略如下： 

（一）以學校為中心之實踐社群 

本研究主要以學校為中心，組成實踐社群的方式進行。透過研究的歷程，促進並深化參與教師的

專業發展，也幫助數學教師建立專業社群，讓學校不只是狹義地作為學生們的學習環境，同時也成為

教師們在職教育的場所。其中，每兩個星期進行一次聚會，分享、討論資料之蒐集、數學以及數學史

知識的鋪陳以及劇本內容的設計和實作心得與相關成果。 

（二）廣泛閱讀數學史及數學教學相關書籍 

    相關資料之搜集與閱讀是本計畫中重要的元素。參與教師們在選定主題之後，開始搜集、分享相

關資料，透過搜集與閱讀數學史資料和相關數學普及讀物的過程，輔以參與伙伴之間的分享、討論與

腦力激盪，獲得了專業知識的成長與精緻化，以及教學和劇本設計上的反思。 

（三）影片觀摩與欣賞 

計畫的第一年裡，欣賞並觀摩目前可及的數學或數學史劇本與影片，並提出影片觀賞之心得感想，

引發參與教師的討論與集思廣益，使其在數學史劇本的編寫與故事的設計上，得到靈感與新的想法，

同時，也更清楚數學與數學史知識的融入方式與適當時機。 

（四）劇本創作與討論   

計畫的第一年裡參與教師們依各自所選擇的主題，搜集並參考相關的數學史或數學普及書籍資

料，進而適當地將所得之資料融入於劇本之中。在此過程裡，教師們學習相關素材之蒐集與統整，並

選擇適合的數學與數學史知識，以設計劇情來融入相關數學知識以及數學史料。同時，也學習如何創

作劇本以及相關的重要元素與寫作流程。 

（五）專家諮詢與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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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過程中，透過專家諮詢與座談會，分享各領域專業知識與經驗，其中包含經驗教師對於各

單元重要數學知識以及教學設計理念之分享，也包含可信可靠數學史資料之收集與取得，數學史工作

單之分享，以及關於編劇之培訓以及創作理念。 

（六）繪製動畫相關軟體學習 

    第二年的研究過程中，兩週一次的聚會裡，由同儕教練電腦教師負責動畫製作與相關軟體教學，

參與教師學習各類 flash 動畫製作技巧、錄音以及相關影音軟體，用於數學史動畫的製作過程中。 

（七）動畫製作 

    第二年的研究過程中，學習了動畫繪製的技巧，參與教師實際製作相關主題之數學史動畫。 

（八）動畫教學實作 

    第三年的研究過程裡，參與老師將數學史動畫用於相關單元的課堂教學中，並透過學生的回饋與

反應，探討並反思動畫成果。 

經由上述之策略，本計畫在研究期間多方面收集資料，確保資料來源之多元，當整個研究過程所

收集的資料經過編碼後，由主持人及研究助理和研究生加以討論分析，經由個案教師確認，再進行研

究結果之撰寫。 

伍、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將參與教師撰寫數學史劇本並繪製成動畫之歷程，分為四個階段，以下篇幅將分別加以闡述。 

一、觀摩階段 

    在此階段主持人與參與教師先進行文本分析，每一次的文本分析是提供一個深度而非廣度的分

析，主要傾向專注於單一文本的詳細分析，在計畫第一年我們所選擇的文本是國立教育資料館所拍攝

之數學史動畫。因為文本分析包含對細節的仔細關注及嚴格質問，閱聽人需要被引導不要下立刻直接

的評斷並且應被鼓勵提出支持他們觀點的證據。這種類型的分析意味「把熟悉的變陌生」－這些數學

概念原本是教師很熟悉的，但是此處教師必須仔細觀察這些概念如何被布置而且思考為何他們被以這

種方式組合在這個過程裡，也了解影像與聲音文本必須向其他文本一樣被「閱讀」。因此我們要求教師

觀賞數學相關動畫，並寫下教學目標以及心得。此處還有一個重點是脈絡分析，因為仔細注意脈絡將

有助於我們瞭解特定媒體語言與媒體教育另兩個主要層面，就是產製與閱聽人。這裡主要是鼓勵參與

教師指出所觀賞的動畫中無法吸引閱聽人的地方，並討論如何調整與改變。 

二、撰寫階段 

    接下來參與教師開始選定一個單元主題，進行數學史的深入研究。對於蒐集到的資料，思考當要

轉換成劇本模式時，必須注意的事項。初步寫出對這個故事的描述，並簡介其對特定閱聽人的吸引力，

同時並提出人物簡介、情節摘要與成本。因此，在這個階段，五位參與教師確定所選定的單元，分別

為「斐氏數列與黃金分割：讓學生體會數學是大自然的語言」、「虛數的故事：將此數學思維發展的過

程，做一詳細闡述，讓學生明瞭虛數發展的始末」、「三角函數：讓三角與生活應用結合，化除學生畏

懼三角的心理」、「圓錐曲線：利用作圖方式，探討圓錐曲線問題」、「微積分：簡介微積分發展概況，

讓學生明瞭此一歷史進程」，也列出單元教學目標及相關能力指標，適用對象，人物簡介、情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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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其餘教師介紹。在撰寫劇本的同時，經由專家諮詢，參與教師也了解到故事的鋪陳，發展的形式

以及數學知識的引入的重要性，也明瞭必須掌握構成劇本的四大要素：主旨、情節、人物、對白，以

及參考兒童戲劇的特殊要求：例如切合兒童的心性，簡單明瞭以及具備幻想的成份，以及掌握對白的

層次。另外還需注意關於衝突的問題，例如「不安定的情緒」，「平衡的破壞」。運用比較細膩的衝突觀

念，來尋找戲劇的素材。慎選素材以及考量教育的功能（曾西霸，1989）。因為只有當學生喜歡教師所

撰寫的這個故事時，他們才可能從故事中受益。 

    在劇本撰寫過程中，我們也引進 Jahnke 的「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s cycle）以便發展「文本－

脈絡－讀者」之心理探究與反思能力。這種心理探究將結合『數學學習心理學』、HPM、課程、教學，

並且依此原則選出我們研究的具體目標。詮釋學方法的運用，無法將詮釋者排除在外，主持人與參與

成員建立 Jaworski 所謂的「共同學習夥伴關係」(co-learning partnership) (Jaworski 2001)，深入數學文本，

成員間互相討論，以引動學生數學學習動機為主軸，撰寫數學史動畫劇本，作為繪製具體數學動畫的

準備。 

    有關於數學史和數學知識二者之協調，教師必須深入詮釋。主持人以圖一的模型來說明此一實作

模型。此模型中的 T 代表教師教學；E 代表教科書編者；S 代表課程標準；K 代表數學知識；C 代表教

科書內容；M 是古代數學家；O 是數學物元；T 是數學理論；I 則是體會各循環之後的自我詮釋。如下

圖所示（蘇意雯，2007）： 

T 

教師教學

E

S/K C

M

O T

I

自我詮釋

C1

教科書編者、課
程標準與教科書
內容共同構成

C2

古代數學家、數
學理論和數學物
元共同構成

 

圖 1：HPM 實作模型 

以撰寫數學史劇本來考量，除了在 C1 理解教科書上的教學安排，經過自我詮釋了解內涵外，必須到

C2 中開始尋找中、西方的素材，經過小組討論後，蒐集到歷史的素材。接著，又回到了自我詮釋的部

分，希望能用深入淺出的方式，佈置出相關的情節。最後，在教師教學的部分，我們是以動畫的方式

來呈現。依循此模型的運用，在下一個階段，製作出數學史動畫，並利用這些與數學史相關的動畫，

希望減緩學習者的學習挫折，進一步提高他/她們的學習興趣。主持人也藉由此一進路，觀察到參與教

師獲得以下面向之專業成長與改變： 

（一）數學專業知識與數學教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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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尋數學與數學史相關教學素材與資料的能力增強 

 

    透過資料檢索的過程，教師們培養搜尋有用而可信參考資料的能力，並藉由成員們的分享，認識

並閱讀更多優良的數學普及讀物。同時，教師們亦能從《HPM 通訊》、台灣數學博物館、高瞻計劃資

源平台中的數學科內容，或者國立教育資料館之中的數學、數學史影片等重要網路資源 

中，獲得所需的材料以及相關的數學史知識。 

 

2.數學與數學史專業知識之成長 

 

    計劃過程中，五位教師除了針對選定的單元，進行相關數學知識與數學史資料之搜集、閱讀與統

整之外，閱讀與討論的內容也包含其它老師相關主題單元的數學知識、數學史知識。透過大量閱讀、

數學史學習單觀摩，以及反思和討論的過程，參與教師在本計劃之五個數學單元之相關數學專業知識

上獲得成長。例如： 

    「與同儕的討論中，除了可以新增知識與見聞之外，也可以釐清自己的概念，再調整蒐集資料的

方向。」（S 師-CK-心得-2011 期中）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蘇教授也提到了高瞻計畫，我覺得裡面有許多資料可以當作高中教學的

補充教材，例如弧度制及三角測量。雖然我目前並未將它放入劇本中，但是我覺得對教學很有幫助，

也算是自我成長。」（L 師-CK-心得-2011 期末） 

    「看了這本書，我才知道實際上地球的緯度計算的方式與基本的繪製地圖的方法，增加了許多實

用的知識。」（L 師-CK-心得-2011 期中） 

    「這一學期的討論，增加了許多數學史的知識，知道了許多好書，例如阿草的數學天地、什麼是

數學…等，也發現在網路上有許多可用的資訊，例如高瞻計畫…等等。」（T 師-HMK-心得-2011 期中） 

    「高瞻計畫的內容有許多是針對高中數學教師設計的，當中有關三角函數的部分很豐富，許多內

容雖然設計動畫用不到，但是教學上會有幫助」（L 師-PCK-回饋-20101124） 

 

3.領略數學的多元面向 

 

    透過數學閱讀以及討論、反思與諮詢的過程，以及數學史元素的加入，諸位老師們更加認識 

了數學知識的不同風貌，也了解引入數學史帶給學生多元認識的機會：「教學操作在自己的手上，有些

必須完整陳述，融入數學史主要作為動機，課本以外另一個面向接觸，讓學生多元認識。」（S 師-HMK-

紀錄-20101027） 

    另外，從參與教師的回饋「在思考有關三角部分的劇本內容時，我希望達到以下原則：‥‥。三、

與日常生活結合。」（L 師-PCK-心得-2011 期中）或者「知道自然界及建築的黃金分割比例的例子，可

在教學時提起。」（T 師- PCK-回饋-20101013）乃至於劇本的情境包含「海棉寶寶」、「花博」、「數學小

說、校園生活」（全員-SC-紀錄-20101215、全員-SC-紀錄-20101229）等元素。我們可以發現，參與教

師體會到數學與學生日常生活之結合。 

    教師們也在研究過程中，討論了「黃金比例與美的議題(數學與美學)」（全員-BF-會議-20101013）；

「數學知識是發明或發現」（全員-BF-會議-20101013）以及「數學與社會文化」（全員-BF-會議-201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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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諸多重要的數學面向，教師們跳脫了傳統教科書中制式的數學知識與數學解題活動，從而帶來數學

教學上的反思與成長。因此，計畫中，各位教師無論是透過分享與討論，以及從數學史資料與書籍之

閱讀過程中，豐富了數學知識以及數學史之學養。 

 

4.反思引發學生動機與學習興趣的方法與策略 

 

    透過數學劇本的實際創作與劇情舖陳、教師們之間的討論、影片欣賞以及專家座談會等活動，參

與教師們體悟數學的教學過程，不單只強調數學內容之邏輯結構性，更進一步反思、學習以更加貼近

中學生生活的語言和方式，將數學的「趣味性」與「有用性」，融入一般教學活動或者數學劇本中，例

如：「時空震盪」、「海棉寶寶」、「花博」等元素(數學劇本)。或者利用數學普及讀物之閱讀，以及藉由

花博等校外教學活動（全員-PCK-會議-20101215，全員-PCK-會議-20100115），寓教於樂，讓學生發現

生活與大自然中的數學，引發學生學習數學動機和對數學的興趣。 

 

（二）劇本寫作方面 

 

1.對數學劇本創作的了解 

 

   在第一年的研究與討論過程中，參與教師除了在數學與數學史知識上的成長之外，在研究過程中包

含多次數學與數學史相關的影片欣賞與討論，教師們也認識動畫製作的技巧、發現配樂畫面的重要性，

以及瞭解情節舖陳的重要性。（全員-SC-觀察-20101027、全員-SC-觀察-20101225、全員-SC-觀察

-20110513） 

 

2.學會編寫劇本的架構與方式 

   

       本研究除了劇本寫作相關培訓之外，也邀請了紙風車劇團任團長參與座談會，為各位老師解決劇

本編寫之問題與相關的經驗分享，使參與教師們學會編寫劇本的架構與方式，熟悉劇本寫作之流程，

同時也了解如何讓故事劇情更有趣而動人、更加吸引觀眾與學生的目光。（全員-SC-觀察-20101027、全

員-SC-觀察-20101225、全員-SC-觀察-20110513）而數學史影片的欣賞也讓教師對動畫呈現有些許概

念：「至今仍印象深刻的為「刻卜勒的對話錄」，對於動畫的呈現方式稍有概念。」（T 師-SC-心得-2011

期中） 

 

3.數學劇本之完成： 

 

    在研究中各位參與老師分別依其所選擇的主題，透過實作的方式學習劇本寫作，實際設計故事情

境，融數學史與數學知識於其劇本中，完成如前所述以斐氏數列與黃金分割、三角函數、圓錐曲線、

微積分、虛數為主題的劇本數學動畫劇本的創作。（T 師-SC-劇本-20110615、S 師-SC-劇本-20110615、

L 師-SC-劇本-20110615、G 師-SC-劇本-20110615、Y 師-SC-劇本-20110615） 

三、產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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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一階段，主持人請同儕教練利用電腦教室，進行動畫繪製教學，參與教師主要工作包含了兩

個部份，也就是 flash 軟體以及製作動畫相關技巧之學習以及將數學史劇本製作成數學史動畫。在 2011

年 7 月底至 10 月的三個月時間裡，主要由同儕教練為大家介紹動畫製作相關軟體，特別是 flash 入門

教學以及影音軟體的使用，以及相關軟體平台的熟悉與基本功能介紹與練習，同時，這個階段中同儕

教練也和大家分享圖庫與免費軟體等相關資源，以及一些實用網站的介紹。 

    在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由同儕教練帶領大家進行 flash 製作動畫各種基本技巧之教學，

同時，每一次上課與會議中，也預留 1 小時的時間實作練習以及簡單的成果分享與交流。這個階段中

flash 相關學習內容包含：工具箱功能之使用、水波紋、圖層、導引線等技巧、遮色片相關功能與效果、

圖片去背處理、人物手腳動作變化的動畫效果。影音效果方面，包含了 Photo impact 相關功能介紹、

從檔案匯入元件庫、劇本中對話與旁白之錄音處理、配音、旁白、聲音、圖片結合以及聲音播放之安

排說明。從學習中參與教師們也開始構思如何將所學的軟體與各種動畫技巧，應用於數學動畫的製作。

首先就是依劇本內容整理，並搜集製作動畫所需之圖檔、背景、聲音檔等元件，並開始著手準備劇本

中對話與旁白之錄製與處理。 

    2012 年 2 月至 2012 年 4 月主要為 flash 製作動畫進階技巧之教學與相關的實作練習，同儕教練也

依據參與教師們的劇本，以及參與教師們所提出的個別需求，調整設計課程，以期幫助參與教師順利

製成動畫。在這一段時間 flash 學習的相關進階技巧包含：分散圖層功能、變形功能、反轉影格功能、

圖片與聲音檔之搭配、方程式編輯器文字與底色調整實作、遮色片捲動、拉開等文字效果以及多個公

式分別置於不同圖層的方法與要訣。同時，也分享了一些實用網站以及相關範例介紹，學習如何套用

別人寫好的程式，來改變背景與場景或製作諸如下雨、閃電特別的效果。此外，動畫製作需用到大量

的影音效果，因此，同儕教練也再介紹了一些新的軟體，包含了 BB FlashBack Express，以將螢幕動態、

Webcam 錄影成 Flash 或 Avi 檔，可擷取影片片段，也包含繪聲繪影 X2 來將圖片整合成影片檔，最後，

也介紹了 Youtube 影音下載工具與安裝程式。 

    在學會了 flash 等軟體，以及各種 flash 動畫製作的基本與進階技巧之後，參與教師們也開始著手

進行劇本與動畫的製作。一開始的工作包含依據劇本內容以及上個階段搜集而得的基本素材，設計並

製作動畫需要的圖檔、背景、聲音檔，以及進行相關人物靜態與動態元件之設計與處理。 

    從 2012 年 5 月到 8 月為動畫製作的完成期，此時參與教師們已具備設計、製作動畫的基本知能，

也開始了動畫的製作。因此參與教師們逐步分享各自所完成之數學史動畫。而製作過程中，除了原本

負責動畫教學的同儕教練之外，也另外諮請動畫製作專長的教師群給予參與教師幫忙與諮詢的工作，

另外一些需要幫忙製作的人物動作、元件、圖案，研究團隊也請具美工與繪圖專長的人員提供協助，

並且利用各次會議時間，讓參與教師分享局部設計與製作的成果。 

    在產製階段主要工作為製作數學史動畫，因此，教師專業成長面向著眼於 flash 等軟體的學習，以

及多媒體相關資訊能力的提昇與教學的結合。在此一學習歷程中，參與教師一步步逐漸學會課程中同

儕教練所教授的各種動畫製作技巧與概念，對於資訊技能與教學的結合也有了不同的領會，以下的篇

幅，研究者將分別加以說明。 

 

（一）flash 動畫技巧及相關多媒體學習與資訊能力的提昇 

 

    本研究如前所述共計安排了十六次的學習課程，以幫助參與教師們在動畫製作相關資訊能力上得

到成長，同時也提供參與教師們在製作動畫過程中，相關問題的諮詢與協助。在這為期一年有計畫的

課程安排裡，參與教師們學習了 flash 基本動畫製作的技巧，以及相關影音軟體與資源的使用及實作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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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對於資訊方面的能力有所提昇。例如 G 師自陳其在資訊能力上的成長： 

 

從 8 月份暑假開始，在高中同儕教練的教導下，我們先從基本的動畫概念開始學起。對

我來說，這些都是新的知識與技巧，以前對圖形檔只知道把它貼在 word 文件中，從來不知

道那些不同的格式有何區別，算是長了一些知識，也才知道圖片因為格式不同，也會有不同

的應用。（G 師-IK-心得-2012 期中） 

 

    而 L 師也提到： 

 

  學了一個學期的 flash，有時候覺得 flash 還蠻好玩的，尤其是自己真的可以作出一些成品

時。之前聽說自己要錄聲音，覺得很困難，今天真的拿了麥克風練習時，才發現好像不會很

難…希望自己真的能夠這樣一步一步地完成不可能的任務！（L 師- IK-心得-2012 期中） 

 

此外，也有教師提到：「Flash 動畫製作入門教學覺得很有趣，對於搜尋資料很有用，非常有幫助。」

（G 師- IK-回饋-2011092），而參與教師們動畫製作能力上的成長，除了反應在每次課程中所學習到的

內容之外，更可透過「從無到有」的這段製作動畫歷程得以佐證。 

 

（二）參與教師們學習心態的轉換 

 

本研究進行之前，參與教師們在資訊學習，特別在動畫製作方面，並沒有太多的經驗。而從研究

中的觀察以及回饋反思中，亦感受到成員們的學習過程並非完全順利，而是充滿許多的困難與挑戰，

以下是參與教師們在學習過程中，提及自己的學習困難處。 

L 師提到：「flash 其實蠻好玩的，也不知道是自己太懶或太忙不會安排時間複習，所以即使上課時

已完整操作過一次，下次上課還是忘得一乾二淨。」（L 師-EM-回饋-20110920），他也提出自己學習上

的弱點： 

 

我覺得自己這學期學習 Flash 有兩個最大的弱點，第一個為找不出足夠的時間複習，第

二點為學會的動作轉身就會忘記。不知道是年紀大了，或是老師教的內容我都是一個口令一

個動作，依樣畫葫蘆，不了解每一個動作的背後原因，因此一下子就會忘了曾經完成的動作。

（L 師-EM-心得-2012 期中） 

 

    致於 T 師的困難點，主要因其個人因素造成練習時間不足，也使其各種技巧不夠熟練： 

 

  當我認識 flash 之後，才發現看似平淡的作品，其實需要很多的技巧安排才有此簡單的成

果，這遠遠超乎我原先的認知。這也讓我意識到，要將劇本「完整」的呈現，必須把同儕教

練 flash 功能練習得相當純熟才可能達到效果，而這也是我這學期最大的問題癥結點—練習不

足。（T 師-EM-心得-2012 期中） 

 

S 師也提到練習時間不足與相關建議： 

 

時間真的太有限，與其他技巧一樣，製作 flash 需要時間多練習，也需要老師指點，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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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大家的電腦知識是不足的，平常頂多只是上網及使用文件編輯，對於其他軟體的使用較

不熟悉，因此，真的需要花許多時間熟悉其軟體的應用，否則上一堂課，隔幾周後就差不多

又歸零了。我認為是不是乾脆把時間排密集一點上課，效果會比將時間拉長來的好。（S 師-EM-

心得-2012 期中） 

 

對於學習的困難，G 師也提到： 

  

由於沒有什麼動畫的概念，因此老師教授的技巧通常只能硬生生的記起來，再透過練習

來加強。雖然單獨的技巧是會了，但是如何組合，以及表達出想要的效果，而且還要兼具美

感，我覺得好難。（G 師-EM-心得-2012 期中） 

 

從上述教師們的回饋與反思，以及會議現場的觀察中，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這些資訊背景不足的

參與教師而言，要在課程中經由觀摩同儕教練示範與說明的短短時間內，馬上就要學會各種動畫技巧，

並立刻運用到類似的相同作品並非易事。再者，由於必須兼顧教學工作與家庭，參與教師們都反應平

時可練習的時間不足，這使得動畫的學習更顯困難。 

    然而，一段時間過後，教師們學習心態上漸漸轉變，也產生更多正向的情緒，例如 L 師與 S 師都

提到學習 flash 之後，心境上產生的轉變： 

 

實際著手學習簡單 flash 後，覺得很有趣，有時會想嘗試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出指令，看看

是否能成功做出我想要的動作，雖然常常是失敗的，但是當成功後，那種開心的成就感是高

於失敗所帶來的挫折感。（S 師- EM-心得-2012 期中）。 

 

而 L 師也逐漸產生了信心與希望，他提到：「幾個月下來，我由一開始的非常害怕，慢慢了解整個

動畫製作的過程和概念，現在似乎不那麼恐懼了。」（L 師- EM-心得-2012 期中）。而經過了一年的學

習歷程，G 師也對自己的成長與學成果感到滿意：「目前所要學習的是一種未曾接觸過的技巧，大家都

是從「零」開始，幸好學習幾次後，初步成果是令自己滿意的。」（G 師- EM-心得-2012 期末）。因此，

透過這一年動畫學習的歷程，參與教師們從一開始的陌生、害怕與負面情緒，漸漸地熟稔與進步，並

著手進行動畫製作。 

 

（三）完成數學史動畫之製作 

    

  在動畫繪製媒材的學習期間，參與教師們尚無法實際進行動畫的製作，因此，這一段時間，教師

們反覆思考如何將靜態的文字與動態的畫面結合，以及畫面與對白的安排。在 2011 年 11 月之後的階

段，參與教師們開始慢慢地學習到許多實用的動畫技巧，也開始構思如何將所學的軟體與各種動畫技

巧，應用於數學動畫的製作。依劇本內容整理，並搜集製作動畫所需之圖檔、背景、聲音檔等元件，

在本期間也開始著手準備劇本中對話與旁白之錄製與處理。之後參與教師們開始著手進行劇本與動畫

的製作。一開始的工作包含依據劇本內容以及上個階段搜集而得的基本素材，開始設計並製作動畫需

要的圖檔、背景、聲音檔，並進行相關人物靜態與動態元件之設計與處理。而在 2012 年 5 月之後，參

與教師們則是積極尋求相關的諮詢與協助，致力於數學史動畫的產出，最終完成了「斐氏數列與黃金

分割」、「三角函數」、「圓錐曲線」、「微積分」、「虛數」等數學史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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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斐氏數列與黃金分割」介紹著名的黃金分割與斐氏數列，讓學生從花博照片體會數學是大

自然的語言；「三角函數」則將三角與測量大地與星球距離等生活應用結合，化除學生畏懼三角的心理

(如圖 1 所示)；「圓錐曲線」介紹圓錐曲線作圖器，並以數學史為師，透過正焦弦的意義，讓學生更深

刻地認識三類圓錐曲線(如圖 2 所示)；「微積分」主要是回顧有關微積分發展之火花，讓學生更深刻明

瞭此一概念；「虛數」動畫則是探討此數學思維之發展歷程。 

   

       圖 1「三角函數」動畫舉隅        圖 2「圓錐曲線」動畫舉隅 

 

從這些教師所完成的數學史動畫，亦可看出他們在數學、數學史、數學與應用等方面的學習與融

入成果。表 1 整理了各個動畫所涉及的數學知識面向，包含教師們所引入的「數學知識」、「數學史知

識」、「數學與生活應用」以及劇情設計相關元素。 

 

表 1 數學史動畫涉及之多元面向 

動畫名稱 數學知識 數學史與數學文化 數學與生活應用 劇情元素 

圓錐曲線 圓錐曲線作圖器 

圓錐曲線定義 

圓錐曲線命名由來 

正焦弦的意義 

圓錐曲線史 

數學與建築 海棉寶寶 

卡通人物 

微積分 黎曼和 

戴德金分割 

卡瓦列利原理 

微積分發展史 

牛頓與萊布尼茲的不同觀點 

數學與擀麵 校園生活 

三角函數 測量星球距離 

測量星期半徑 

三角測量史 外太空探險 未來世界 

時空震盪 

斐氏數列與黃金分割 斐氏數列 

黃金分割 

古希臘黃金比例 

數學之美 

花博與大自然 花博 

學校生活 

虛數 虛數 虛數的發展 數學與遊戲 校園 

師生問答 

 

（四）資訊能力與教學之連結 

 

學習動畫的過程促進了教師們資訊能力的提昇，一方面代表教師自身能力的成長，另一方面，也

有助於參與教師們融入於課堂與教學之中。例如，L 師提到：「之前曾試著下載 Youtube 的影片及音樂，

但不知哪裡出問題總是不成功，今天同儕教練教我們之後，無論是對教學或是個人收集的有很大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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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L 師-PCK-回饋-20120418）。「回家後我下載了 Youtube 的影片及音樂，覺得那上面有許多東西

很有趣，可用在班級經營或教學上。」（L 師- PCK-回饋-20120418）。此外，對於與教學上的連結，他

也提到： 

 

如果多放一些資訊融入的話…就是比較不會那麼枯燥啊！有的小朋友他如果不習慣都是

一直寫式子，或是那種陳述式的、黑板的，對有些小孩來講那種多元的刺激他可能會印象比

較深刻吧！（L 師- PCK-訪談-20120418） 

 

另外 G 師認為： 

 

  這學期學的這些動畫製作技巧都是以前沒有接觸過的，對學習來說，學習新東西就是一

種成長！學習 flash 的動畫製作技巧之後，也可將這些技巧用在數學教學上，可以製作簡單的

動畫顯示一些數學概念，目前至少和一年級的學生有共同的話題可聊。（G 師- PCK-心得-2012

期中） 

 

T 師也提出他的看法：「以資訊融入教學來講的話，很明顯，它是比較生動，也能夠去創新的一

種方式。」（T 師- PCK-訪談-20120314）。「這些新習得的資訊軟體，方便我在做教材準備的時候，可

以當成是一些工具。」(T 師- PCK-訪談-20120502)。而 S 師則提到可將 GGB 與 flash 等軟體用於教學

中： 

從討論中吸收別人的教學經驗，獲得多元的想法，以前通常用電腦繪圖，現在用動畫也

是選擇方式之一，可能效果更好，例如介紹黎曼和，可用 GGB。現在學會 flash 之後，用在

輔助教學上。（S 師- PCK-記錄-20130619） 

 

    由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學習製作動畫的過程的確使得參與教師培養了更多元的資訊能力，

也有助於數學教學以及和學生之間的互動。 

 

（五）數學與數學史知識之精緻化 

 

參與教師們在這一年製作動畫的過程中，一方面學習各種動畫技巧與相關資訊軟體，同時也反思

如何呈現劇本中的數學知識。例如 S 師提到，雖然他原已熟悉圖錐曲線作圖器的內容，但為了製

作動畫，為了讓學生更容易了解，因此進一步探討、弄清楚背後相關數學原理： 

 

因為我的劇本有提到圓錐曲線的作圖器，雖然我已經有點熟悉這部分的數學史內容，但

是在製作完動畫之後，為了讓學生充分了解，讓我進一步去探討圓錐曲線作圖器的數學原理，

並將 GeoGebra 的軟體模擬清楚的寫下來，這也算是這個計畫的收穫之一。（S 師-HMK-心得

-2012 期末） 

 

在諸位教師的動畫完成後，也諮請數學、數學史、數學教育相關領域專家進行審查，提供意見，

在這過程中，參與教師從中收穫良多：「在作品請專家審查以及請他校教師實施後，筆者的確也非常有

收穫，比如大家都有提到的，劇本中戴德金分割的部分的確未有交代與微積分的關係，以及它的重要

之處。」（L 師-CK-心得-2013 期末）。此外，G 師對也提到審查者點出了過去教學中未曾注意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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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審查）所提到的，劇本中卡瓦列利原理與黎曼和的差別在於一個是分割體積，一

個是分割面積，不同的維度拿來一起呈現，似乎容易讓讀者混淆，或者不容易比較出其中的

差別，這是之前在教學時筆者未曾注意過的觀點，也因為有此次的機會，讓我對它有了重新

的體認。」（G 師-CK-心得-2012 期末） 

 

從其它教師作品的觀摩與討論中，參與教師獲得數學知識上的成長，例如 L 師提到：「藉由其他老

師動畫的專家意見回饋，也學習去了解戴德金分割的進一步意義，與三角測量中共平面的問題。」（L

師- CK-心得-2012 期末）。而 G 師則「更了解圓錐曲線正焦線、三角函數測量相關數學史。」（G 師-HMK-

記錄-20130619）並且「從其它老師的動畫中學習到數學史知識。」（G 師- HMK-記錄-20130619） 

 

T 師談到其它教師帶給他的影響：「對知識看法及呈現方式有不同感覺，高中老師具備這些知識，

但切入角度不同，潛移默化受到影響。」（T 師- CK-記錄-20130619） 

而 S 師雖然是諸位參與教師中，對數學史領域較為熟悉者，但他也提到從其它教師動畫中所獲得的成

長： 

 

從與其他老師的討論以及其他老師的動畫中，我還是學得了應用數學史的不同角度觀

點。傳統上我的數學史應用在課堂上，都是利用學習單來作學習，其實編個故事也不錯，學

生從故事情節中學習會更加生動有趣。（S 師- HMK-心得-2013 期末） 

 

由此可見，教師們從學習動畫製作的過程、同儕分享作品與討論，輔以專家審查意見，學習到數

學史相關知識，也更精緻原有的數學知識。 

 

（六）對數學教與學的反思 

 

本計畫中，參與教師係以學生的身份學習原本陌生的動畫製作，也因此，在整個學習過程，有機

會站在學生的角度，重新思索學習與教學。例如 T 師提到： 

 

經由此次的計畫參與，讓我在教學的生涯，擁有更多元的視野，更勇於嘗試不同的教學

方法與研究。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在教學的過程中，更加注意以學生的角度去思考教學方法

的適妥性。（T 師-SK-心得-2013 期末） 

 

除了 T 師開始以學生的角度思考教學外，L 師也將自己在學習 flash 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反思到

自己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上： 

 

  同儕教練每次上課前，都會幫我們複習上次上課的課程，加深我的印象。也是因為上了

flash 的課程，我慢慢了解到有時候上課只講一次會不夠，所以我也有試著去反思自己平時上

（數學）課的速度，看見學生眼中有遲疑時，即使我覺得很簡單的問題，我還是會等學生抄

完筆記後再重講一次。（L 師- SK-心得-2013 期中） 

 

    由這些例子，可以發現，透過教師進修學習的過程，教師們不僅是資訊能力的成長，進而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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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同時，也透過自身學習新事物的經驗，反思學生的學習，更能從學生的角度來思考如何改善教

學以及學生可能發生的困難。例如 S 師提到： 

 

教學方面的改變，經由與他校教師的交流，吸收這些資深教師的教學經驗，這些經驗也

都潛移默化地成為教學的一部份。另外，在製作動畫的過程中，由於需要去思索如何呈現的

問題，同時以就會思考這樣的教學成效如何，並進一步去改進自己這方面的教學技巧。（S 師

-PCK-心得-2013 期末） 

 

而 L 師則是從劇本設計中，學習如何將知識作重整：「從自己三角函數劇本的設計中學習，學習如

何將科普書中的知識打亂重整，並作了一個教案。」（L 師-PCK-記錄-20130619）。而 G 師則是願意「提

供教學上不同選擇，例如補充圓錐曲線動畫。」（G 師-PCK-記錄-20130619） 

 

T 師經過本計畫之後，能以更多元而方式看待數學教學： 

 

拓展原有的生活經驗及學習慣性，去接觸純數學教學以外的領域（例如劇本及動畫）。如

今在教學時，除了以往我重視的講解清楚、條理分明之外，我也會去注意嘗試把其他元素（例

如故事導引或動態的概念）放入教學之中，讓教學更多元。（T 師-PCK-記錄-20130619） 

 

多了更多選擇，詮釋方式更多元。引起學生動機方面，例如:黃金比例相關單元有學生畢

業後回來問，提供另外一種介紹方式，故事容易讓學生接受，起個頭之後，有興趣的學生會

更認真，嘗試去理解。學會從更多元的面向切入教學。（T 師- PCK-記錄-20130619） 

 

從上述參與教師的經驗與反思中，我們可以發現，參與教師們更願意在教學中引入歷史、故事、

動畫、資訊等更多元的元素，並從學生的角度思考教與學。 

 

（七）學習社群與教師合作學習之助益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以學校為中心的學習社群，期望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研究 

過程中教師們透過討論、分享、互相幫忙的方式進行合作學習。學期心得中 L 師提到對同伴們的感謝，

以及彼此間一起努力完成目標帶來學習的推動力：「學習社群是一種增進自我很好的方式，有同伴的陪

伴，比較不孤單。」（L 師-EM-回饋-20110223）他更進一步提到： 

 

另要感謝一起學習的夥伴，因為有他們一起學習，我知道我並不孤單。每個人都是分身

乏術（尤其是 T 師），但是大家都還是努力地撐過去。…時常提供即時的幫助，感覺大家是一

個群體，一起努力完成目標。（L 師-EM-心得-2012 期中） 

 

    在這一段研究歷程裡，參與教師們從對於 flash 軟體以及製作動畫的相關資訊一無所知，到知曉動

畫製作相關技巧及運用，是參與教師們最主要的收穫與轉變。而透過學習社群，以及同儕幫忙合作的

方式對於參與教師的學習過程也帶來正面的幫助。例如 T 師提到：「快樂的學習氣氛，深深影響到一個

人的學習，同儕的鼓勵與稱讚是肯定與支持自己繼續學習的動力，今天老師們在彼此協助與相互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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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愉快的完成進度。」（T 師- EM-回饋-20111214），他也認為:「新教材的開發果真不適合單打獨鬥，

一群人組織學習社群，彼此加油打氣、互相幫忙，資源也能共享，如此方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發

揮最大效益。」（T 師-EM-回饋-20120418）。 

 

  而 G 師也提出他的想法： 

 

與同事們一起學習新的事物，除了凝聚之間的情感與友誼，最重要的是彼此督促學習，

遇到困難互相勉勵，彼此刺激學習的慾望，讓自己與大家都能更加精進，是一件很棒的事。

雖然未來呈現出的動畫不一定能讓人滿意，但過程中大家的努力與共勉，將會是最佳的學習。

（G 師- EM-心得-2012 期中） 

 

由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參與教師們，透過這樣的團體學習機會，一方面在專業上獲得了成長，

另一方面也更能體會同儕之間互相幫助，以及共同學習、勉勵，提昇了學習動機，亦帶來專業能力以

外的收穫。 

五、實作階段 

    在實作階段，參與教師將所完成之數學史動畫用於相關單元的課堂教學中，除了在自己的數學課

堂上使用數學史動畫進行教學外，也延請其它校內或校外的數學教師，執行數學史動畫教學，以了解

不同學校學生的反應，並透過學生的回饋，探討反思所製作的數學史動畫成果，以下的篇幅，對於實

作過程中學生的回饋作一說明。 

 

（一）學生正面反應與回饋 

 

從第三年的影片實作教學、學生前後測問卷的回答以及相關回饋與反思中，可發現數學史動畫教

學在以下四個方面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1.引發興趣與動機 

 

部份學生認為他們「喜歡這樣的教學、有趣」（學生-CS）、「輕鬆愜意、不無聊、有劇情」（學生-DA、

學生-FS）、「較生動活潑」（學生-FS）、「新奇」（學生-CS）。學生也提到：「會專心看完故事，吸收效果

不錯」（學生-FS）、「這樣上課，我會更專心」（學生-FS）。參與教師也分享了他的影片引發了學生的學

習動機：「學生看完後向教師我借了一些相關的科普書籍閱讀。」（L 師-TR） 

 

2.相關數學知識層面 

 

學生在看完數學史影片後，在數學知識上獲得了成長，例如：圓錐曲線影片就使學生更了解三種

圓錐曲線的名詞、定義、圖形由來、正焦弦等：「對圓錐曲線的認識有幫助」、「更加了解圖形的由來」、

「了解曲線英文的涵意」、「對一些專有名詞更加理解」、「了解繪圖方式」、「更清楚更深一層的差異」、

「學習到數學的名詞還有額外的意思」、「比較懂定義」、「不了解正焦弦及作圖器的效用」、「更清楚三

者更深一層的差異」。（學生-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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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教師也提到學生的學習情況與進步情形： 

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能知道戴德金分割、夾擠定裡的內容，約一半的學生能知道卡瓦列力 

原理的精神。（G 師-CA） 

學生在看動畫前對於積分的想像幾乎是零，只知道微分的運算，以及積分與微分有關係， 

或者知道積分是可以求面積，而在看完動畫後，有些學生會用例子來想像積分，如：切蘿蔔、積 

木、一堆原子堆成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等。（G 師-CA） 

 

學生也在看了影片後，提出了更深入的問題，例如：「未知的部分還有很多，例如長度測量，光的

變化，地球自轉，感覺理論化的結果會有很大的誤差，建議可加入更複雜的變因」、「真實軌道與球體

非正圓..」（學生-TR）。 

此外學生也提到影片可以幫助「幫助了解觀念」(學生-CA)，而且影片「清晰內容說明得很清楚，

讓人可以更瞭解到一些自修書沒交過的東西；幾乎都沒聽過。」（學生-CS）。 

 

3.更多元的數學知識(數學史、數學與生活、自然) 

 

學生除了從影片中學習到數學知識之外，也在數學史、數學與生活、自然等方面有更多元的認識。

例如：「數學史的引進，加深了數學的觀念」（學生-FS）、「對大自然的觀察會更細心體會」（學生-FS）、

「獲得數學史相關知識、把生活中的事物與數學結合，不再是一堆數字」（學生-FS）、「讓數學有了新

的解釋、了解更多自然界的數學」（學生-FS）、「融入生活的影片，不侷限書本中的知識」（學生-FS）、

「告訴我們生活中也可以發現許多知識，作業的解答未必只在課本中，生活中也有很多答案」（學生

-FS）、「補充了課外的知識。」（學生-CA）、「歷史介紹的部份不錯」（學生-CA）、「知道一些數學史的

知識」（學生-CA） 

 

4.影片提升教學成效 

 

透過數學史影片對學生學習本身上帶來許多幫助。例如學生回饋中，便提到他們覺得的動畫優點：

「數學知識融入影片中，可更有效傳達」（學生-CA）、「講得很清楚」（學生-CA）、「圖片能讓知識更易

了解」（學生-FS）、「另一種方式學習」（學生-FS）、「不是死背的，而是親身體驗的教學，非常棒」（學

生-FS）。「運用影片加上圖片，能夠吸引更專注的目光，也會對於知識有更深切的感受」（學生-FS）、「不

會如一般上課，只是死板板的灌輸新的公式而已，更會讓人產生學習的興趣」（學生-FS）、「較為生動、

有趣」（學生-FS）、「我喜歡這種教學方式，因為非常新奇，又可以從中學到知識，可謂一舉兩得，又

不會感到非常困難」、「生動的人物和有趣的劇情使我較易融入數學的學習」（學生-FS） 

學生也提到動畫教學對數學學習上帶來的幫助： 

「將圓錐曲線的來龍去脈、定義解析地精闢透徹，再加上利用電腦程式畫圖，把步驟、設點 

用顯而易見的方式呈現，能更深透瞭解每一個圖的原理及方式。」（學生-CS） 

「透過圖像記憶的方式，可以更明白橢圓、雙曲線、拋物線的分別」（學生-CS） 

「黑板上沒辦法用精細的方法來做出會動的製圖原理、比起黑板上手繪的靜圖更容易了解圖 

形的變化、有動畫使我不用畫圖或空想其原理，就可以清楚了解、比較容易想像和連結。（學生-CS） 

「解釋定理或道理的地方，比較有邏輯。前後觀念連通，使人易懂；說明夾擠定理，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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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淺顯易懂等。」（學生-CS） 

 

（二）學生之負面反應與回饋 

 

然而，本研究中所製作的數學史動畫，在教學上除了具有上述優點之外，從影片實作的回饋裡，

我們也發現，對於部份學生而言，產生了負面的反應與回饋，主持人發現主要來自於以下三個方面： 

 

1.動畫品質方面 

 

由於這些實作的數學史動畫皆是由初學動畫製作的數學老師所製作，無法與市面上精美生動的動

畫比擬，因此不少學生對動畫品質提出建議與評論。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1）字幕問題或無字幕。（學生-CA、學生-TR、學生-CS） 

（2）動畫技巧不佳：特別是動畫品質、人物、畫風。（學生-CA、學生-TR、學生-FS） 

（3）配音方面：太慢、不清楚、太沉悶、同一人配音、收音問題等問題。（學生-CA、學生-TR、

學生-FS、學生-CS） 

 

2.劇情方面 

 

也有學生反應劇情設計不夠好，例如：「故事人物無法共鳴、無聊、想睡、不夠生動。」（學生-CA、

學生-FS、學生-CS）、「劇情上故事太平淡、冗長、不好、陽春。」（學生-FS）、「速度太快、太慢」（學

生-FS、學生-CS）。 

 

3.教學層面 

 

在教學方面，也有學生反應「習慣平常上課方式」（學生-TR、學生-CS） 另外學生提到：「難想像

的部分沒有用動畫做出來」（學生-CA）、「作圖時只講步驟沒說明用意」（學生-CS）、「資訊轟炸，不能

記這麼多」（學生-CS）、「公式推導的過程太快」（學生-CS）等缺點。 

    

從學習者的角度與回饋，也讓本研究參與教師們了解，製作數學劇本與數學動畫所需改進的部份。

就這些不足處來看，主要是因為這些參與教師的背景皆是數學教師，對於程式、劇本、動畫製作經驗，

使得動畫品質並不如預期，亦無法與市面上精彩而生動的動畫比較，使得實際用在教學時的效果打了

折扣。無論是參與教師們自身回饋或專家之建議，多認為可讓參與之數學教師著重於與數學專業相關

的劇本設計上，以數學史劇本之開發為主，待劇本完成後，再交由專業人員製作動畫，效率與效果較

佳。 

伍、結論與建議 

Skemp 在他的《數學學習心理學》（1987） 中提及：「以定義方式直接引進數學概念，這種方法是

最簡單、最便捷的方式；但對學生而言，這是一種不智之舉」。身為數學教育工作者，本計畫參與教師

們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能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在快樂學習中建立數學概念，並加強他們的數

學學習動機，也因此有了創作數學史劇本、繪製動畫以及進行教學實作，希望能讓學生領略數學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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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向，教師也由學生的回饋加以反思。從這一段研究歷程中，本研究計畫透過（一）以學校為中心

之實踐社群；（二）廣泛閱讀數學史及數學教學相關書籍；（三）影片觀摩與欣賞；（四）劇本創作與討

論；（五）專家諮詢與座談會；（六）繪製動畫相關軟體學習與（七）動畫製作；（八）動畫教學實作，

為策略，發現有助於促進教師在數學知識、數學史知識、數學教學知識以及編寫劇本、製作動畫等面

向的專業成長。本研究發現參與教師的專業成長與改變如下： 

一、數學專業知識與數學史知識的增強 

 

      從本研究中發現，參與教師藉由搜尋數學史資料，使得數學史專業知識有所成長，並由其它教

師設計的劇本與動畫內容，學到過去所不了解的數學知識(如:戴德金分割、圓錐曲線作圖器、正焦弦

的意義），也能從劇本寫作以及專家回饋中，反思自己劇本和動畫相關之數學知識。參與教師透過製

作動畫、同儕教師分享作品和討論的過程，以及專家建議中，反思並精緻化相關數學學科知識與數

學史知識。 

二、領略資訊技能與數學教學之連結 

    參與教師經由動畫軟體及相關多媒體應用學習，將數學史劇本製成動畫。除了自身資訊能力之增

強外，也體會到可以與數學教學相結合，尋找或設計合適的數位媒材，運用在教學單元，帶給學生更

豐富充實的數學課程。 

三、反思數學教學並同理感受學生困難 

    本研究透過數學劇本的實際創作與劇情舖陳、教師們之間的討論、影片欣賞以及專家座談會等活

動，參與教師們反思引發學生動機與學習興趣的方法與策略，由於自身資訊能力增強而願意運用於教

學中，也願意利用更多元的方式（如數學劇本與數學動畫）教學，並將計畫中看過、討論過的許多數

學普及讀物，與學生分享、推薦，提供學生課本以外的學習管道。歷經本計畫學習寫劇本與製作動畫

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參與教師更能從學生的角度，看待數學學習的困難並反思自己的教學。本研究之

參與教師教學年資均超過十年以上，平均教學年資為 17.2 年，對於平日的數學教學可謂駕輕就熟。但

是經由學習動畫製作的歷程，重新從學生的角度反思自己的教學，並從自己的學習困難與感受中，以

同理心感受學生可能遭遇的學習困難，從而反思自己的教學步調，進一步加以調整。 

    另外經由本計畫撰寫數學史劇本，設計成動畫，進而實施於教學的經驗，主持人反思整個研究過

程，也有如下建議：  

一、可多設計由師生互動共同完成之數學教學媒材 

  參與教師所完成之動畫之一是「斐氏數列與黃金分割」，本次數學史動畫設計是由教師在課堂講述

數學史料，接著設計花博參觀學習工作單，讓學生利用參訪時間觀察展覽會場所存在之數學，參與教

師從中規畫與花博參觀相關之數學史劇本撰寫，至於學生參觀花博所拍攝之照片，也成為參與教師動

畫設計之素材，讓完成的動畫於教學實作中也引起學生的共鳴。這樣的師生互動過程，不僅讓教師和

學生兩方都留下深刻的回憶，所完成的教學媒材，由於有學生的親身參與，也更能引動學生之學習興

趣。因此，設計由師生共同合作產生之數學教學媒材，或可成為教師教學設計的另一種取向。 

二、動畫部分可尋求專業人士協助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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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參與教師經由動畫學習的過程，資訊與教學結合之能力有所成長。但是在後測問卷中，少部

分學生對於動畫提出技巧不夠、聲音配音不佳等需要改進的部分，這也是參與教師自身深感欠缺之處。

雖然在這三年計畫裡，參與教師們皆努力學習設計數學史劇本以及學習動畫製作，但由於參與教師們

的背景皆是數學教師，對於程式、動畫製作經驗缺乏，一些較為複雜的劇情或人物表情就無法很細緻

的呈現。在錄音配置的技巧部分，也顯得生澀，使動畫品質並不如預期，亦無法與市面上精彩而生動

的動畫比較，導致實際用在教學時的效果有所不足。經由本次研究中發現，若能由數學教師撰寫劇本，

再委由專業人士製作成動畫，相信更能吸引學生的目光，也能讓學生更有所得。 

    由於希望於現今數位化的時代，在數學教學方式上，能有更多樣性的發展。因此，本計畫把數學

思想發展的脈絡融入數學學習，由教師寫作成劇本呈現，並繪製成動畫。目的是希望藉由數學概念思

維脈絡的發展，以及劇情人物的鋪排，能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而主持人也從參與教師們創作數

學史劇本，繪製成動畫，進而實施於課堂教學的歷程中，觀察到參與教師們有如前所述的成長與改變。

本研究以數學史為進路的教師專業成長策略，希望能提供國內相關社群參考，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讓

數學教育更加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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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日本的數學教育源自於日本奈良時代（710-793）開始流傳唐朝的中國數學教科書（《算經十書》）。

在中國，被視為中國數學典範的《九章算術》備受重視，其被重視程度可從畢業考試 9 題中出現了 3

題可以看出。另一方面，日本從實用的《子孫算經》《五曹算經》開始學習數學，這可從《大寶令》<

學令>得知。這是因為，《唐令》雖在中國幾乎沒留下來,不過可以從具有同樣內容,且被保存下來的日本

《大寶令》《養老令》來推測。日本因自稱以天皇為中心的獨立國，不賜與中國日曆，因此必需獨自製

作太陰太陽曆。為了製作太陰太陽曆，需建構高度的數學。為此，日本建設了天文台。日本飛鳥時代

（592-710）的水落遺跡是漏刻(水鐘)的遺跡，此處是舉行天文觀測的實物遺跡。實地調查的結果，這

水落遺跡是位於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飛鳥寺的附近，並證實是隨著隋唐的佛教文化一起傳入。 

日本後世興起向神社佛寺獻納「算額」（數學的「繪馬」）的習俗。當時(奈良時代)的神社佛寺是

教育機構，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寺子屋」（私塾）是實行初等教育的場所，因此日本的數學

教育和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 

  同時，日本在 8 世紀時進行了《周髀算經》的修改，修改《周髀算經》不及格的學生(算生)不能

畢業的規定。《周髀算經》是利用數學來說明天文器材圭表的使用方法，即使數學系的學生，若是沒有

天文學的知識是無法畢業。由此可知其重視天文學的程度。 

 日本江戸時代、《周髀算經圖解》（川邊信一、1785 年）《周髀算經國字解》（篠原善富、1819 年）

的《周髀算經》日語註釋本出版。這是日本人第一次製作的日暦，是將《貞享曆》（澀川春海、1685

年）《授時暦》（郭守敬、1281年）改為日本經度，甚至在製作日本獨特的《寛政暦》（高橋 至時、1798

年）等時，參考了當時中國最古老的天文學書《周髀算經》。 

關鍵字：《算經十書》、《周髀算經》、日本律令、唐代中國數學史、奈良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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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At the Nara period (710-793), Chinese mathematical arts at the Tang dynasty, that is to say the Suanjing 

Shishu, transmitted into Japan, and then Japanese government started the mathematical education.  The 

Jiuzhang Suanshu,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mathematics was the most important mathematical art in China.  

Chinese mathematicians made three questions for the nine questions examination.  In other hand, Japanese 

mathematicians studied the practical mathematical arts such as the Sunzi Suanjing, Wucao Suanjing  

according to the educational law of Taiho-ryo.  There are f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e Tang dynasty in 

China.  But we can reconstruct the Tangling because there are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Taiho-ryo, Yoro-ryo and so on in Japan.  Because Japanese emperor made independent imperial Japan, 

therefore he could not obtain Chinese calendar, must make the calendar by himself.  Thus Japanese 

astronomers must study higher level mathematics.  Japanese emperor founded the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There are the Mizuochi ruin of the water clock in the Asuka era（592-710）.  We studied it, then we found the 

Asuka-ji temple, one of the oldest Buddhism temples in Japan, then we think that Japanese monks also 

studied mathematics in that time.  In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many Japanese mathematicians presented the 

mathematical Ema of Sangaku, moreover, Japanese elementary school was Terakoya, that is to say, temple 

house.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the temple was one of the mathematical schools at the Nara period. 

In the 8
th

 century in Japan, Japanese mathematicians changed the examination that the Zhoubi Suanjing 

became the important mathematical art.  If mathematical students could not pass the question of the Zhoubi 

Suanjing, they would not graduate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Zhoubi Suanjing was the mathematical 

textbook for “Guibiao” (gnomon).  Even mathematical students must study the astronomy. 

In the Edo period, Kawabe Shin-ichi published the Shuhi Sankei Zukai in 1785, then Shinohara 

Yoshitomi published the Shuhi Sankei Kokujikai in 1819.  These books were written by Japanese.  

Because Shibukawa Harumi made the first Japanese calendar of the Jokyo-reki in 1685, however it was only 

the small change of the Shoushi-li by Guo Shoujing in 1281.  Japanese astronomers would like to make 

new calendars such as the Kansei-reki（Takahashi Yoshitoki, 1798）, in that time Japanese astronomers 

studied the Zhoubi Suanjing. 

 

 

Key Words: the Suanjing Shishu, the Zhoubi Suanjing, Japanese laws of Ritsuryo, Chinese history 

of mathematics at the Tang dynasty, Nara period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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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研究透過日本研究、應用數學研究、科學史跨領域的研究，以開啟中國數學教育史的新觀

點。雖數學教育的歷史研究探討是前所未有的,但本研究不僅是西洋近代數學教育,也分析中國傳統

數學教育的實際狀況,並致力尋找其優點彌補缺點之處。因此，利用了日本所保留的奈良時代相關

史料，試圖復原唐朝數學教育的實際情形。 

預想的困難點是由於本研究屬於國際性的跨領域研究，為了統合各領域，如何明確地確定本

研究的方向性和語言是一問題。關於方向性的問題，是以現代的方式解釋中國古代數學，還是以原

來的典故來解釋問題所在。如《孫子算經》的「雉兔同籠」題,這樣的題目不以現代的方式解釋，

國中教師也能以原文解釋,因此不是理解現代數學，而是以古代數學中的數學概念為抽象的方向性

來進行本研究的統合。 

在語言方面,不是以日常的日語,而是以奈良時代這距今 1000年以上古老的語言。此外，因有

數學用語，對普通的日語學者來說是困難的。由於共同主持人是數學出身,所以數學用語上的問題

不多,不過古代日語的問題，以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學教授·城地茂博士的幫助來解決。另外, 主

持人是地理學出身，所以採用地理學「實地調查」的方法，來進行保存史料的寺廟,神社的調查。          

因本研究需進行史料的查證,因此前往日本近畿地區，訪查了寺廟·神社·大學圖書館等。同時也進

行日本京都奈良之史料概要調查。此外，從中日文化交流中，調查了日本現存之數學書，回台灣後

進行史料分析，並且對照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之史料。參加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辦之國際學術會

議，發表研究成果，聽取修改意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日本歷史相關方面的研究，結合應用數學相關方面研究，以及科學史方面作跨

領域的多方位研究，能更加了解中國數學傳播的過程及其時間等明確之傳播情形。因此，此次的調

查，不僅調查了數學文本，另外依據中日兩地之田野調查，也分析了數學教育在日本數學教育界之

成果狀況，並且也考察了中國與日本律令化之關係，同時調查了日本數學教育如何進展，綜合以上，

分析中國典範如何導入古代日本，及對日本古代數學教育是否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文獻探討 

日本學士院（編）（藤原松三郎）（1954;1979）《明治前日本數學史》5 巻、東京:岩波書店、野間科學

醫學研究資料館. 

    雖然出版已逾半世紀，但如今仍舊是日本數學史研究的基本文獻。本研究曾實地造訪東北大學附

屬圖書館，經由再次調查作者藤原松三郎所使用過的古書，得以取得等珍貴的史料線索。 

 

大庭脩（1967）《江戸時代唐船持渡書之研究》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研究中國日本的交易記錄的基本史料。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實施跨領域、跨地域、跨時間的研究，並進一步證實史料調查的數學書。希望藉此研究，

能比其他調查對象更加了解透過數學傳播的過程及其時間等明確之傳播狀況。並且透過此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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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調查數學文本，另外依據中日兩地之田野調查及歐洲文獻史料之佐證，證實數學由中國傳入日

本並且加以推廣普及。 

      中國數學典範中，中日學者已考察過北中國數學典範。因此，本研究進一步查證日本奈良時代

數學的教育制度，是受到中國北方數學典範《算經十書》，特別是《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孫子算

經》的哪一部分影響。經由此查證日本的中國數學是如何推廣流傳。 

      此外，此研究並非只限於數學文本，還將宗教的相關民俗透過日本大阪、京都、奈良的實地調

查瞭解了中國數學其如何傳入及流傳。數學教育與宗教之間彼此關係密切是東亞常見的現象，在中

國的教育體系裡國家所設立的大學(國子監)裡有與儒學淵源深厚的孔廟就是一例。特別是在日本的

飛鳥時代(592-710年)正好是佛教傳入日本的時期，因此透過在日本飛鳥地區進行了實地調查及遺

址調查收集了相關史料。由於考古學家認為史料和數學的關係甚遠，以致史料散落不齊全。因此，

除了在日本國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進行調查之外也實際訪問寺院進行史料收集。此外，日本江戶時

代有向神社佛寺獻納「算額」以祈求解開數學難題的習俗，本研究也同時進行了「算額」的調查。 

 

（五）結果與討論 

當時(奈良時代)的神社佛寺是教育機構，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寺子屋」（私塾）是實

行初等教育的場所，因此日本的數學教育和佛教是有著密切的關係。 

    同時，日本在 8 世紀時進行了《周髀算經》的修改，修改《周髀算經》不及格的學生(算生)不

能畢業的規定。《周髀算經》是利用是用數學來說明天文器材圭表的使用方法，即使數學系的學生，

若是沒有天文學的知識是無法畢業。由此可知其重視天文學的程度。 

    到了日本江戸時代、《周髀算經圖解》（川邊信一、1785年）《周髀算經國字解》（篠原善富、1819

年）的《周髀算經》日語註釋本出版。這是日本人第一次製作的日暦，是將《貞享曆》（澀川春海、

1685年）《授時暦》（郭守敬、1281年）改為日本経度、甚至在製作日本独自的《寛政暦》（高橋 至

時、1798年）等時，參考了當時中國最古老的天文學書《周髀算經》。 

 

 (六)成果自評 

    根據日本奈良時代數學教育史的研究，中國數學是隨著佛教文化傳來日本的可能性很高。現在

各大學或是中等教育的私立學校有設置宗教關連的教育機構。在這些具有獨特性的教育機構裡有可

能產生新式的數學教育。因此期待本研究將來有助於未來多元教育的發展。



劉伯雯  中國數學對日本奈良時代數學教育的影響 

 

387 

參考文獻 

 

遠藤利貞 (1896; 1918, 1960, 1981).《増修日本數學史》東京: 恒星社厚生閣.  

三上義夫（1947;1984;1999）《文化史上より見たる日本の數學》東京:創元社. 2 版 恒星社厚生閣.3

版 岩波書店. 

李儼（1925;1954）〈中算輸入日本的經過〉《東方雑誌》1925-18:82-88. 李儼（1933;1954）所收. 

李儼（1933-47; 1954-5）《中算史論叢》4 巻.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北京: 科學出版社. 

李儼・杜石然 (1976)《中國數學簡史》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李儼・錢寶琮（郭書春・劉鈍（編））（1998）《李儼・錢寶琮科學史全集》10 巻、瀋陽:遼寧教育出版

社. 

小倉金之助（1935-1948）《數學史研究》2 巻. 東京:岩波書店. 

林鶴一（1937）《林鶴一博士和算研究集録》2 巻.東京:東京開成館. 

能田忠亮（1940）〈新寫譯本曆算全書に就て〉《東洋史研究》5（2）: 147-150. 

細井淙（1941）《和算思想の特質》東京:共立社. 

和田信三郎（1941; 1994）《中川淳庵先生》京都: 立命館出版社、大空社. 

薮内清（編）（1944）《支那數學史》京都:山口書店. 

薮内清（編）（1980）《中國天文學・數學集》東京:朝日出版社. 

日本學士院（編）（藤原松三郎）（1954;1979）《明治前日本數學史》5 巻.東京:岩波書店、野間科學醫

學研究資料館. 

Needham,J. （1954-）Science and Civilizatoi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平山諦（1993）《和算の誕生》東京:恒星社厚生閣. 

平山諦・阿部樂方（1983）《方陣の研究》大阪:大阪教育出版. 

下平和夫（1965-1970）《和算の歴史》上・下、東京:富士短期大學出版部. 

厳敦傑（1966;1985）〈宋楊輝算書考〉錢寶琮（他編）《宋元數學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金容雲・金容局 (1978)《韓國數學史》東京:槙書店.  

大矢真一（1980）《和算以前》東京:中央公論社. 

呉文俊(編)（1982）《〈九章算術〉與劉徽》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小林龍彦（1990）〈石田玄圭の曆學と《曆算全書》〉《數學史研究》124: 1-9. 

小林龍彦（1990）〈〈曆算全書〉の三角法と〈崇禎曆書〉の割圓八線之表の傳來について〉《科學

史研究》174: 83-92. 

白尚恕 (1983) 《九章算術注釋》 北京: 科學出版社. 

鈴木寿（校訂）（1984）《御家人分限帳》年, 東京:近藤出版社. 

中外數學簡史編寫組（編）（1986）《中國數學簡史》済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郭書春（1988）〈賈憲《黄帝九章算經細草》初探－《詳解九章算法》結構試析〉《自然科學史研究》

7(1988)-4: 328-334. 

城地茂（1990）〈中国の圭表の一考察〉《數學史研究》, No.124, 10-15. 

城地茂（1991）〈蓋天論與圭表〉 (楊翠華・黃一農（編）《中國近代科学史論集》. 台北: 中央研究院. 

Pp. 139-154. 

城地茂（1993）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Mathematical Arts on Seki Kowa. Ph.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London． 



劉伯雯  中國數學對日本奈良時代數學教育的影響 

 

388 

城地茂（1995）〈和算の源流〉《學習評價研究》 26: 120-129。 

城地茂（1998）〈世界最初の TAN 表の制作方法〉《數學史研究》, No.158, 15-29. 

城地茂（2005;2009）《日本數理文化交流史》台北:致良出版社. 

任継愈（他編）（1993）《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巻〉5 巻（郭書春（他編）鄭州:河南教育

出版社. 

靖玉樹（編）（1994）《中國歷代算學集成》済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藤原松三郎先生數學史論文刊行會（編）（2007）《東洋數學史への招待》仙台:東北大學出版會。 

陳松長（2009）〈岳麓書院所藏秦簡總述〉《文物》2009(3), 75-88. 

肅燦、朱漢民（2009）〈岳麓書院藏秦簡〈數〉的主要內容及歷史價值〉《中國史研究》2009(3), 75-88. 

劉伯雯、城地茂（2012）《中國數學對日本關孝和學派影響》台北:致良出版社. 

JOCHI Shigeru, LIU Bowen (2013) “The application of Zhoubi Suanjing in Japan”, 24
th

 ICHSTM, 

Manchester University, England, UK. 

 

 

 



劉伯雯  中國數學對日本奈良時代數學教育的影響 

 

389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 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調查首先於日本飛鳥地區進行實地調查及遺址調查以收集相關史料。由於考古學家認為

史料和數學的關係甚遠，因此史料散落不齊全。所以這次除了在日本國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進行

調查之外也實際至位於奈良明日香村的水落遺蹟及訪問飛鳥四寺進行史料收集。另外前往京都國

立博物館調查奈良時代之文物。此外，在日本江戶時代有向神社佛寺獻納「算額」以祈求解開數

學難題的習俗，因此本次研究也同時於大阪生國魂神社及天滿宮進行「算額」的調查，及至與數

學教育深遠的都市堺。  

 

二、 研究成果 

日本奈良時代從中國隨著律令制度引進了數學。日本因自稱以天皇為中心的獨立國，不賜與

中國日曆，因此必需獨自製作太陰太陽曆。為了製作太陰太陽曆，建構高度的數學。為此，日本

建設了天文台。日本飛鳥時代的水落遺跡就是漏刻(水鐘)的遺跡，此處是舉行天文觀測的實物遺

跡。實地調查的結果，這水落遺跡是位於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飛鳥寺的附近，並實際證實是

隨著隋唐的佛教文化一起傳入。日本後世興起向神社佛寺獻納「算額」（數學的「繪馬」）的習俗。

當時(奈良時代)的神社佛寺是教育機構，江戶時代「寺子屋」（私塾）是實行初等教育的場所，因

此日本的數學教育和佛教是有著密切的關係。 

 

三、 建議  

現在網際網路的發達，博物館的史蹟資料也多轉換成數位資料庫化。但是在資料輸入時就出

現了研究人員對資料取捨之間的問題，發現許多在考古學的資料輸入時有遺漏的情況。本次研究

調查時發現三田寺瓦片中「九九口訣」等史料就被遺漏了，這可是必須經由實地調查才能發現到

的史料。因此在數學教育的領域中進行研究時不應該只進行文獻資料的調查也必須進行國內外的

實地調查研究。此次主要進行奈良大阪京都之史料概要調查，並將觸角延伸至古剎‧神社古蹟的

調查，以了解數學教育如何起始於奈良時代。由於日本交通費昂貴，及時間有限，因此無法至相

關地區做更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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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2013年 7月 21日至 28日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舉辦了第 24回國際科學史・技術史・醫學史會

議。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超過 60個以上的國家・地域的 1758位參加者。1400份的報告以及舉行

了超過 100場的社會活動，是一場規模非常盛大的學術研討會。這個會議不僅是世界上最大型的

科學史・科學教育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更是一場連博物館相關及資料館的學藝員也參加的綜合型

學術研討會。劃分為 23個主題，總計有 411個小組參與。 

 

二、與會心得 

因應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中國數學對日本奈良時代數學教育的影響」的成果中間發表，

由第 24回國際科學史・技術史・醫學史會議的 S115小組「古代中國數學方面的知識與成就」(紐

約州立大學・Joseph Dauben教授主辦)發表了〈The application of Zhoubi Suanjing in Japan(日

本對於《周髀算經》的應用)〉，雙方互相交換意見，進行交流。第 24回國際科學史・技術史・醫

學史會議，就如同會議標題所呈現的，為了實踐將科學・技術和醫學做一個整合的嘗試，不單單

只是做古代研究，也包含了教育領域，是一場範圍非常廣泛的學術研討會。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收

穫也非常豐富。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四、建議 

這一次，因為國家科學委員會的經費不足加上在瑞士・蘇黎世有醫學研究調查，所以無法參

與所有日程的會議。在國際會議的發表結束後，就盡快從曼徹斯特出發。另外，雖然國際會議在 7

月中的日程已經全部結束，但也有跨學年度到 8月會議還繼續進行的時候。事實上，上一屆在布

達佩斯所舉辦的第 23回國際會議就持續進行到 8月才結束，以台灣的預算在執行上就變得更為困

難。因此，希望能夠增加預算和彈性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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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英國的國立博物館全部都是免費參觀，提供了讓市民能自由學習像是產業革命的歷史

等等的環境。台灣在日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產業遺跡，在經過了將近 100年的歲月後，面臨了損

壞的危機。對於那些產業遺跡的保存和展示，現階段是由台糖等等的企業在進行維護。為了達到

更穩定的維持，應該要投入政府預算。台灣也有在博物館進行校外學習，曼徹斯特科學博物館也

非常盛行當地的小學生到博物館來進行校外學習。因此，古老的實際資料其實對於將來台灣的社

會教育將會產生極大的效果。所以台灣政府應該要積極的去調查、研究，盡可能的去收集上述那

些在台灣存留下來的產業遺跡等等的資料。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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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The application of Zhoubi Suanjing in Japan 

《周髀算經》的日本發展 

 

JOCHI Shigeru (Osaka Kyoiku University, Japan) 

LIU Bowen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城地茂・劉伯雯 

 

Abstract 

 

Chinese astronomers observed the length of the solar shadow, knew of the winter solstice and the 

summer solstice and made a Chinese lunisolar calendar.  They used a gnomon with a height of 8 Chi (about 

240cm) because the length of the Sun’s shadow would be 6 Chi at the times of the vernal equinox and the 

autumnal equinox, that is to say, the ratio of the right-angle triangle would be 3:4:5 in the basin of the Huang 

He River.  

Chinese astronomers founded the observation center where the length of the solar shadow was 1.6 Chi at 

the time of the summer solstice.  Because the gnomon was 8 Chi height, the ratio was 5:1.  This right-angle 

triangle can be constructed from another right-angle triangle which has sides with the ratio of 5:12:13. 

On the other hand, one of the oldest books about the mathematical arts of the Shu was discovered in the 

21
st
 century in the Yuelu Academy at Hunan University in China.  The book was presumably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Qin Dynasty, B.C.E. 221－B.C.E. 206.  In this book there was a right angle triangle with the 

ratio of 5:12:13.  This indicates that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ers and mathematicians understood the nature 

of this triangle.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E. 25 - 220, Chinese astronomers moved to a new more southerly 

observation center because the length of the solar shadow on the day of the vernal equinox was computed to 

be 7.55 Chi, although the actual value proved to be 5.67 Chi.  It was 6 Chi long on the day that was six days 

before the vernal equinox.  The ratio of the right-angle triangle was 3:4:5. 

    Then the Zhoubi Suanjing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at the 7
th

 century, then Japanese mathematicians and 

astronomers studied it at the same condi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in China.  In 731, however, Japanese 

emperor government made much of the Zhoubi Suanjing.  If Japanese student would not pass the 

examination for the Zhoubi Suanjing, they would not graduate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authors thought 

that Japanese scalars did not make the Zhoubi Suanjing for astronomical arts; they considered this book to be 

a mathematics book. 

 

Key Words; Nara period, Zhoubi Suanjing, Chinese mathematical arts  
 
 
1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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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stronomers used the 8 Chi (8 尺 which is about 240 cm) height Guibiao 圭表 gnomon from the time of 
the Zhou 周 Dynasty (B.C.E. 1046?-B.C.E. 256) in order to (see Jochi, 1990): 
 
(1) Determine the 24 seasons of the solar calendar, and develop the Chinese lunisolar calendar; 
(2) Use it as a sundial; 
(3) Decide the meridian by the ‘Indian circle method’; and 
(4) Measure the elevation of the pole star.  
 

This gnomon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ientific tools in China, and was a symbol of the power of emperor.  
Since China was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s of the gnomon was to monitor the Chinese 
lunisolar calendar.  Consequently, Chinese astronomers measured the length of the Sun’s shadow every noon, and 
determined the dates of the summer and winter solstices. 
 

Although Chinese mathematicians used a decimal system, the astronomers preferred to use a gnomon that was 8 
rather than 10 Chi in height.

1
  However, the center of Chinese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was not in Xi’an 西安, the 

nation’s capital.  Probably, Chinese scientists chose the “holy place” for the observation center.  The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Chinese astronomers moved the observation center further to the south. This is rather strange, but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ason must have been because Chinese mathematics found that the ratio of the gnomon and the 
Sun’s shadow were 4:3 around the times of the day of the vernal equinox and the autumnal equinox in central China.

2
  

In this paper we consider the data in the Zhoubi Suanjing (henceforth ZBSJ) 周髀算經 (which probably dates to the 
first century B.C.E.) and the Hou Han Shu (henceforth HHS) 後漢書 in order to try and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the 
Chinese astronomers moved their observation center to the south. 

 
2  THE PYTHAGOREANS’S THEOREM IN THE ZBSJ 
 

During the time of the ZBSJ, Chinese astronomers had their observation center at a place where the length of the 
solar shadow was 1.6 Chi at the summer solstice, using a gnomon that was 8 Chi height.  This gave a gnomon height to 
shadow length ratio of 8:1.6 = 5:1.  A right-angle triangle with the ratio of 5:1 has an interesting characteristic when 
inserted inside a circle so that the gnomon top and the end of the shadow touch the perimeter of the circle.  The 
resulting right-angle triangle has sides in the ratio of  5:12:13.   These  are  simple  integer numbers. 

Obviously Chinese mathematicians knew about this right-angle triangle in the Western Han 西漢 Dynasty, B.C.E. 
206 – C.E. 8, because here is Question 6 with its answer, in Chapter 9 in the Jiuzhang Suanshu 九章算術 (which 
probably dates to the first century, C.E.): 
 

Question: There is a square pond whose sides are 10 Chi .  There is a water plant which stands vertically from the 
center of the bottom of the square pond and whose height above the water surface is 1 Chi.  If one pulls the water 
plant to the side of the square pond in a straight line, the top of the water plant just touches the side.  How deep is 
the pond?  How tall is the water plant? 

 
Answer: the pond is 12 Chi in depth, and the water plant is 13 Chi in height. 

 
Method: Divide the side of the pond by two and square it.        5

2
 = 25 

Square the height above the water surface.              1
2
 = 1 

Subtract the latter from the former.          25 – 1 = 24 
Divide the result by the doubled height above the water surface.    24 ÷ 2 = 12 
This is the depth of the pond. 
Add the height above the water surface to it, and 
you obtain the height of the water plant.                 12 + 1 = 13 

 
This problem is illustrated graphically in Figure 2.  If one let a denote a half length of the side of the square pond and b 
the height of the water plant above the water surface, one can see that the above method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formula to obtain the depth x of the pond: x = (a

2
 – b

2
 ) / (2b).  One can confirm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formula because 

this is a solution of the Pythagorean theorem applied to the right-angle triangle shown in Figure 2: (x+b)
2
 = x

2
 + a

2
.  

From the above example we can see that Chinese mathematicians knew about the right-angle triangle with the ratio of 
5:12:13 in the first centu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ne of the oldest books about the mathematical arts of the Shu 数 was excavated in the 
Yuelu Academy 岳麓書院 at Hunan 湖南 University in China.  The book was presumably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Qin 秦 Dynasty, B.C.E. 221－B.C.E. 206 (see Chen, 2009) and on bamboo strips Numbers 0304 and 0457 of the 
book was the following problem (see Xiao and Zhu, 2009): 
 

Question: There is a log buried in the earth, but we do not know its diameter.  When one cuts it parallel to the 
center line of the log at the distance of 1 Cun (寸) from its surface, the width of the cut end is found to be 1 Chi, 
which is equal to 10 Cun.  What is the diameter of the log?  
Answer: 26 Cun. 

Method: Divide the width of the cut end in Cun by 2. 10/2 = 5 
Square it.      5

2
 = 25 

Divide it by the distance of the cut end from the surface. 25/1 = 25 
Add the distance to the above result, 
and you obtain the diameter of the log in Cun.  25+1 = 26 

 
If one let a denote one half of the width of the cut end and b the distance of the cut end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log, one 
can see that the above method is based on the formula x = a

2 
/ b to obtain x which denotes the diameter of the log 

diminished by b.  One can confirm the correctness of this formula because this is a solution of the Pythagorean 
theorem applied to a right-angle triangle depicted inside the log similar to Figure 2: ((x+b)/2 – b)

2
 + a

2
= ((x+b)/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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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question is very similar to Question 6 and 9, in Chapter 9 in the Jiuzhang Suanshu, so Chinese scientists maybe 
knew of the right-angle triangle with the ratio of 5:12:13 since the Qin Dynasty.  Chinese scientists had a deep 
attachment to mysterious numbers just like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Pythagoreans’ theorem in 
the West.  Thus, Chinese astronomers probably decided that the correct solar observation center was at that spot where 
the length of the solar shadow was 1:5 at the time of the summer solstice.  Values for the solar shadow in the ZBSJ are 
listed in Table 1. 

 At this time, Chinese astronomers only measured the length of the solar shadow twice a year, at the summer and the 
winter solstices.  Then they computed the length for every 15 degree (i.e. each of the 24 solar terms, see Figure 3).  
We can calculate from the data in the ZBSJ that the latitude of the observation center was φ = 35.330°, and the obliquity 
(the angle between the Equator and the Ecliptic) was ε = 24.020°.  

 The coordinates of Xi’an (西安), the capital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were latitude 34.27°N and longitude 
108.9°E.  Therefore the solar observation center was not located there because the shadow length there at the summer 
solstice was not 1:5.  When the latitude of 35.330° is plotted on a map of China (see Figure 4) we note that the only 
well-known population site near this line is the tomb of Yellow Emperor, (黃帝陵) at Huangling prefecture 
(35.34N-35.82°N, 108.52-109.45°E), Yan’an (延安市黃陵縣), and we believe that observations recorded in the ZBSJ 
were either made here or at some currently-unknown astronomical site.  
 

Table 1: The length of the solar shadow as listed in the ZBSJ. 
 

Solar term 
a
 Data of ZBSJ (Cun)  Real Values

b
(Cun) Solar term  Data of ZBSJ (Cun)  Real Values (Cun) 

   0° 75.5 56.71  180°  75.5  56.71 

  15° 65.6 44.86  195°  85.4  70.47 

  30° 55.7 34.93  210°  95.3  86.01 

  45° 45.8 26.93  225° 105 102.61 

  60° 35.8 20.97  240° 115 118.48 

  75° 25.9 17.26  255° 125 130.46 

  90° 16 16.00  270° 135 135.00 

 105° 25.9 17.26  285° 125 130.46 

 120° 35.8 20.97  300° 115 118.48 

 135° 45.8 26.93  315° 105 102.61 

 150° 55.7 34.93  330°  95.3  86.01 

 165° 65.6 44.86  345°  85.4  70.47 

    360°  75.5  56.71 

a. This is the angle from the vernal equinox day using a 360 degree system.  Chinese astronomers used the 365.25 degree system, and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they also used a 364 degree system (see Jochi, 1998), but here the angles are given in the 360 degree system because the readers should be used to that system. 

b. We computed the length of solar shadow for φ=35.330° and ε=24.020°, which were obtained using the data of the winter solstice and summer solstice in the ZBSJ. 

 
 
 
 
 
 
 
 
 
 
 

 
 
 

 
 

 
 
 
 
 
 
 
 
 
 
 
 
 

Figure 2: The solar shadow length for an 8 Chi height gnomon as a function solar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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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ap of China showing latitude lines for the ZBSJ (φ=35.330°) and the HHS (φ=34.506°). 

 
3  THE TEACHING STANDARD OF THE ZHOUBI SUANJING IN JAPAN 
    In Japan, the teaching standard of the Zhoubi Suanjing is the basically of the same as the Tang dynasty.  That is to 
say, using 7 books of Chinese mathematical arts for about two years, then it was held the examination for graduation.  
There were three questions form the Jiuzhang Suanshu and each one question from the other six books.  Thus the 
students must take nine question.  If the student solved all questions, he would took obta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9

th
 

grade 正九品上, if he student solved six questions, he would took obta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9th grade 正九品下.  
Therefore the Jiuzhang Suanshu was the most important mathematical art in the Nara period. 
    Then, in 731 CE, the standard was changed, if he student could not solve the question of Zhoubi Suanjing, he 
would not graduate from the university.  Therefore Japanese governments changed the standard of teaching 
mathematics.  Because the Zhoubi Suanjing is not only mathematical art, but also the astronomical art.  Therefore the 
authors think that Japanese governments changed the focus on from the pure arithmetic to the astronomical 
mathematics. 
 
 
4  CONCLUSION 
 

  Western Han Dynasty Chinese astronomers made their solar observations from a site where the ratio of gnomon 
height to shadow length was 1:5 (actually 5:1 for gnomon: shadow), which ratio is related to the 5:12:13.  The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astronomers moved the observation center to the south, either to Dengfeng or a location with a 
comparable latitude, so that the ratio became 3:4:5 on the six days before the vernal equinox. 

We could not find any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to explain why Chinese astronomers moved the observation center, 
but Chinese scientists we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right-angle triangles with sides in the ratios of 3:4:5 and 5:12:13.  
Therefore, we think that this newly-selected observation center must have had sacred significance. 

  In Japan, the Zhoubi Suanjing was introduced into Japan.  And This book was talked about the Pythagorean’s 
theorem.  Therefore this book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thematical arts at the Nara period, Japan. 
 

 
5  NOTES 
 
1. However, during the Qing清 Dynasty (1644-1911), Chinese astronomers did use a 10 Chi gnomon (see Jochi, 1990). 
2. The ratio of the sides of a right-angle triangle was therefore 3:4:5, the smallest integral numbers possible for a 
right-angle triangle (Jochi,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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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數學教育不僅是中小學教育的核心內容，亦為大學基礎教育極為重要的一環。

中世紀歐洲的大學訂定七門博雅學科（the seven liberal arts）：分別是合稱為「三

文」（trivium）的「文法」、「修辭」與「邏輯」，以及合稱為「四藝」（quadrivium）

的「數論」、「幾何」、「天文」與「音樂」。學生必須先通過「三文」的學習，取

得「學士學位」，再經過「四藝」的洗禮，取得「碩士學位」之後，才能進入醫

學院、法學院或神學院接受專業教育（江宜樺，2005）。七門博雅學科中的「邏

輯」、「數論」與「幾何」，都被現代人認為包含於數學的範疇之中，可見自古以

來，數學教育皆被視為大學基礎博雅教育極為重要的部分。 

然而，在現今大學科系高度專業分化的情況下，專業系所對於數學學習的要

求，主要採取應用取向而非素養取向。例如，在理、工、學院中，應用範圍極廣

的微積分、工程數學等課程，會被列為系必修科目。但是，如統計與基礎邏輯等

等，這些現代公民對公眾議題做反思所必需要的知識，就不常出現在系所課程的

考量之中。至於文學院與法學院中，各系所則幾乎沒有與數學相關的課程。在筆

者所任教的醫學大學，雖然大學部 12個系有 10 個系有開設微積分課程，但其中

僅有一半為必修科目，而且所有微積分均為僅僅 2學分的課程。除微積分之外，

另外僅有兩系將統計相關科目列為必修，其餘系所則完全沒有在課程中開設數學

相關科目。 

醫學大學與綜合大學醫學院所訓練出來的醫療從業人員，在台灣通常屬於高

社經地位的成員，並且受到一般人的尊敬。其原因除了因為醫生的收入高於一般

國民之外，也受到台灣過去歷史的影響。從日治時代起，醫生即為台灣社會中的

菁英，除了行醫之外，也是社會運動領袖與地方士紳，對台灣民眾有極大的影響

力。因此，如果醫學相關系所對數學教育完全採取工具化的態度，或許會使得他

們所訓練出來的醫療從業人員，也將數學僅僅視為應付考試或解決少數特定問題

的工具，而忽略數學中創造性或邏輯論證等部分，更遑論數學與人文思維的連結。

事實上，台灣各大學醫學系的微積分課程所佔的學分比起理工學院都少得多，甚

至有改成選修的情形，使學生幾乎無須修習數學。醫學相關系所將數學教育工具

化與降低學分的傾向，會顯現在他們所訓練出的醫療從業人員身上。如果台灣的

醫學生與醫療從業人員，都將數學認定成僅僅是應付升學考試與解決技術問題的

計算工具，而忽視數學中重要的思維方法，那麼可能也會間接使得台灣社會對數

學有類似的看法，影響可說不小。為了驗證假設，研究主持人在本計畫執行前一

學期已經先行對三個數學通識課程中的學生進行簡單的問卷調查，做為本研究計

畫之前導研究的一部份。問卷形式採取「李克特氏量表法 (Likert-type Scale)」之

五點量表。研究者寫出 17句與數學知識本質或思考方式的敘述，受測者填答決

定同意的程度。初步統計結果顯示，學生大多十分同意「數學是研究演算與求解

步驟的學問」、「數學知識是學習科學的基礎工具」、「數學思維的主要方法是

用數字、公式、圖表解決問題或說明理由」等敘述，也有約一半的同學同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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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篩選學生的工具」。由此可見，學生明顯有以工具化的思維看待數學的傾向。 

即使僅從工具的角度來看，醫學系所的學生僅修 2學分微積分，對於學生未

來生涯發展，也可能會有不利的限制。這是因為就筆者所知，基礎醫學與臨床醫

學的尖端研究，都不可能只用最基礎的微積分計算就應付得來，還需要更高深的

微積分、高等微積分、生物統計等知識。因此，希望從事研究工作的醫療從業人

員，必須自修數學。 

以上大學專業系所對數學採取工具化的教學傾向，可能使學生容易將數學視

為僵化的計算工具，而忽視基礎邏輯，或是數學思維中具創造性的部分。研究主

持人初步所做的問卷也反映這樣的事實。但是，數學除了是好用的工具之外，數

學方法中的臆測、歸納、類比、演繹、特殊化、一般化、抽象化等思維方式，不

應該只是科學家與工程師解決問題的利器，而更應該是公民素養的重要部份。 

綜上所述，研究者要扭轉醫學生工具化刻板印象，提升數學素養，抑或是幫

助學生瞭解數學與人文思維或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但如果現實狀況讓專業系所

沒有太多空間融入數學素養或高等數學知識的學習，那就必須由通識教育的課程

來負起這些責任。在通識課程中開設能吸引學生，而且可以扭轉學生對數學刻板

印象的課程，實屬不易之事。通識所需要培養學生的公民素養，範圍非常廣大，

因此任何一所大學當然很難要求全體學生修習大量數學通識科目。所以，如何在

有限的時間（例如一門兩學分的通識課程）內，改變學生對數學的刻版印象，讓

他們看到數學與社會人文的連結，找回學生對數學可能早已失去的好奇心，進而

使他們願意自己去追求數學素養的提升，或許是較符合現實的可行方法。學生提

高興趣之後，也有可能找機會自修數學，開創生涯更多的可能性。研究主持人的

學術專長是數學史，因此，筆者希望探究，在以歷史文化為取向的數學通識課程

中，學生對數學的信念是否會改變？如果有改變，會是如何的改變？這就是筆者

身為計畫主持人，希望藉由本研究計畫來探討的課題。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在以歷史文化為進路的數學通識課程中，醫學大學

學生對數學的信念有無改變。如果在有改變的情況下，改變的方向為何。筆者特

別想要探究的是學生對數學知識本質的看法，以及數學思維方式的看法有無改變。

本研究是一年期計畫，預定在兩個學期中，於計畫主持人開設的兩學分數學通識

課程中，分別對學生進行教學實驗、前測與後測。研究者想要問的問題為： 

1. 醫學大學一般學生對數學知識之本質的觀點為何？ 

2. 醫學大學一般學生對數學思考之方法的觀點為何？ 

3. 醫學大學學生在修習以歷史文化為進路的之數學通識課程之後，對數學

知識本質與數學思考方法的觀點是否會有轉變？ 

4. 承上，如果學生的觀點沒有轉變，原因為何？如果學生的觀點有明顯轉

變，轉變的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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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個研究計畫中能夠看出部分學生工具化的明顯轉變，或是增強學生對數學

與人文連結，研究者也希望藉由研討會報告與論文發表，分享數學通識課程的教

學成果，並能拋磚引玉，邀請更多對數學教育界的先進來開設更多與歷史人文相

連結的數學通識課程。以上即為本研究的目的與未來可能之展望。以下的篇幅，

我們將探討國內外關於數學信念，以及歷史融入數學教學的相關研究。 

 

三、 文獻探討 

1. 數學信念與數學學習 

    許多研究指出，學生對數學本質的理解與觀念會對學生的數學學習產生影響。

Alan H. Schoenfeld 在他的許多研究中都指出相關的事實。例如他觀察大學生與

高中生數學解題行為，發現一個人的數學觀與信念系統會形塑他做數學的方法

（Schoenfeld, 1985）。Schoenfeld（1992; 1994）認為數學本質的錯誤解讀不僅造

成學生對數學認知的矛盾，也影響其數學學習的成效，所以他極力提倡幫助學生

發展適當的數學信念。 

    唐書志（1998）的研究中，發現成人確實有學習數學的可能，「必要性」也

不一定非得從「實用」角度設想，而他們所期待的回應內容更包含了許多對生活

內涵與品質的深層需求，包括數學知識本身以及悠游於知識的生活知覺在內。研

究者也觀察到學生豐富多樣的知覺使「數學」與「生活」密切相連為一個整體；

整體中可能有令人驕傲的記憶，也可能有讓人感傷的場景，但無論如何，他們也

似乎會帶著這些富含知覺的數學經驗繼續往生命的未知邊疆開拓出去，一如從過

去帶著這些數學經驗走來。研究者藉由察覺與討論浮現自學生身上的現象模式，

認為數學教育應該可以參考「終生學習」的觀點理論通盤考慮設計，一味地強調

知識與一味地強調實用似乎都失之偏頗，都是小覷了學生的心智以及他們在實質

層面與精神層面上的需求。學生的數學旅程中，數學教育必須能保持他學習的活

力，盡量在當下的生命沃土裡植入日後可以繼續發展的種子。 

    Op ‘t Eynde，De Corte 與 Verschaffel（2002）也主張，數學相關信念，也

就是學生主觀認定為真之數學相關概念，對學生個人的數學行為、學習方法與問

題解決策略，都有顯著地影響。例如在生涯選擇方面，洪秀珍（2009）也提出科

技大學中數學教育環境中不利女性學習的刻版印象，會使得女性投入數學相關專

業發展的意願降低。在認知與學習方面，Kloosterman 與 Stage（1991）發現數

學成就較低的大學生對於數學本質的認識通常比較貧乏。Cifarelli 和 

Goodson-Espy（2001）也指出，大學生對數學的認知的確會影響他們的數學學習。 

    蔡仲彬（2000）的研究中，探討了國中學生學習過方根與 π後，對方根和 π

所具有的本質屬性及特質之概念認知與情意現象。研究中發現：多數學生對方根

和 π的存在覺得神秘與驚奇，同時可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也有不少學生面對方根

的學習內容覺得無趣，對於生活中出現方根則傾向存疑或盡量避開的態度；但多

數學生認同學習方根是為其它數學單元做準備，也覺得應該要學習簡單的根式化



英家銘  數學文化通識課程對醫學大學學生數學信念影響之研究 

 

401 

簡。雖然只有半數學生滿意自己的學習表現但對自己若用功會有更好的表現有很

高的自我信念。學習經驗上，多數學生曾以計算機按出過根號的值；然而雖然約

半數教師曾經以計算機檢驗過根式乘法，但仍有不少學生懷疑其等號關係。藍雅

慧（2001）的研究中，探討並統整相關的學習模式與理論，提出一個包含情感∕

動機、意志控制、學習策略、學習表現四個潛在變項之知情意整合的國中生數學

學習歷程初始模式，以各地區國二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實徵性統計研究與模式

修改。研究發現，修改後的知情意模式可以用來說明國中生數學學習的歷程。研

究並顯示，國中生數學學習歷程涉及情感∕動機、意志控制、學習策略、學習表

現等成份，為了協助國中生有效地學習數學，應該同時考慮這些成份。另外，在

陳萩卿（2004）的研究中，以國內北部地區共 412位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

知識信念對學生學習歷程的影響，提出一個「知識信念影響學習運作模式」。並

設計適用於國中生的「調整知識信念的教學策略」實驗課程，分析實施後對學生

在知識信念、學習動機、行動控制策略與學習策略上的影響。最後，深入瞭解國

中生接受「調整知識信念的教學策略」後，學生知識信念的改變歷程。研究結果

發現：(1)「調整知識信念的教學策略」教學課程有助於調整學生在知識信念中

的能力天生、快速習得、知識簡單性與知識確定性四個向度。(2)「調整知識信

念的教學策略」能幫助學生提升學習動機中的態度成分、行動控制策略中的認知

控制與他人控制、學習策略中的認知策略、自我測試與自我監控等方面的表現。

(3)接受「調整知識信念的教學策略」後，多數學生從覺察、反思、實踐的方式

調整自己的知識信念，少數學生尚未產生正向改變。(4)接受「調整知識信念的

教學策略」後，低知識信念個案在知識信念上有明顯的調整，尤其是能力天生與

快速習得兩個向度中，知識信念個案主要改變知識簡單性的信念，高知識信念個

案開始改變知識確定性的信念。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到，國內外數學教育學者，不管在大學或中小學的

層級，近年來都已逐漸重視關於數學情意與信念的研究。事實上，數學情意漸漸

被認為是數學教育研究上一個隱藏的變數（Leder, Pehkonen & Törner, 2002）。 

 

2. 數學史與數學學習 

在數學教學中為何要引入數學史？國內外學者均提出很多的看法。例如 

Barbin （2000）認為在數學教學中融入歷史維度最常見的理由是數學史可以讓

我們思考「數學究竟為何？」以及讓我們對於概念和理論有更好的瞭解。

Furinghetti 和 Paola（2003），認為在課堂上融入歷史不但可以激發學生在數學

上的興趣，也可以用數學為主體安排課程，探討數學的脈絡，幫助達成數學的

目標。Tzanakis 和 Arcavi（2000）也提出運用數學史於數學教學，能幫助數學

學習，也能讓教師對於數學本質和數學活動的發展，有另一個觀點，進而提升

教師自己教學知識，讓教師能珍視數學，並視數學為一項文化成果。而 Grugnetti 

與 Rogers（2000）則認為數學史在教學上的影響有如下三點：(1) 使用古文本

上的問題，讓學生比較現行策略與原始文獻之異同。(2) 以歷史建構數學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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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概念。(3) 經由歷史的分析，讓教師了解為何某一特定概念對於學生造成

困難。分析國內外文獻，綜括來說，以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所能達成的目標，

可以涵蓋三個範疇，那就是情意、認知及文化活動。實際上，關於數學史在各

國現行的國家課程綱領中所扮演的角色，Fasanelli（2000）分析了十六個國家

的現行策略，在情意層面的增進有中國、希臘、義大利、荷蘭、波蘭，希望能

引發學習動機、激起學習興趣、以及藉由數學家傳記啟發學生人格成長。至於

在認知層面上，則以澳洲為代表，希望能幫助學生經由歷史脈絡，了解數學概

念發展，也可以藉由文本讓學生比較不同解題方法或思考方向，解放對數學的

單一思考方式。至於文化活動的考量，則有巴西、丹麥、法國、紐西蘭、挪威、

美國，主要是經由認識各民族各具特色之數學發展，珍視數學文化性，達成有

意義的學習。 

另外，數學概念與方法的演化過程，在不同文明之中，會有不同的風貌，

介紹位於不同時間、文化與地區的數學家對同一數學問題的不同解法，能夠使

學生透過比較分析以體驗數學思考的洞見與進路（洪萬生，2000；Horng, 2000）。

Liu（2003）整理各家學者的實證研究與理論探討，提出五項數學史在數學教學

與學習所達到的目標：(1) 幫助提高動機與發展正向情意；(2) 從數學發展史上

的障礙解釋現代學生所遇到的困難；(3) 以歷史問題發展學生思維；(4) 從歷史

角度發現數學思維的人文面向；(5) 以歷史發展的軸線做為教師教學的參考。

除了上述五點之外，數學史還常用來打破學生的刻版印象。學生常認為數學知

識的發展是以一種固定的，絕對的，合乎邏輯的路徑前進（劉柏宏，2007），但

事實上，數學的許多分支在發展過程中都沒有穩固的邏輯基礎，而數學概念一

開始被接受，常是因為實用性而非邏輯的正確性。例如數學家起初接受虛數，

絕不是為了讓 2 1 0x   有解，也不是為了高斯的代數基本定理做準備，而是在

求三次方程式實數解的計算過程中，會出現負數的平方根，如果不承認其存在，

會迫使明顯有正根的方程式變成無解，只有承認負數平方根存在，並拿它們來

計算，最後將負數平方根消去而得到實根，方程式才能被解出。另外，微積分

發展初期，數學家無法嚴謹地處理無窮小量，但又迫不及待將微積分的應用發

揮到極致，使得微積分因為其邏輯不穩固而遭受的許多的哲學批評，更是歷史

上十分著名的例子。這些都是可以打破學生原有印象的故事。 

在微積分教學方面，劉柏宏（2007）與 Liu（2008）探究以歷史進展為導

向的微積分教學，對培養學生的數學觀點有何種關聯。結果顯示，大多數受測

者在學前顯示數學思考是一種牽涉數字計算與套用公式的的求解過程，但到學

期末絕大多數的學生有不同的想法。在數學思考方面，許多學生轉向認為數學

思考是一種邏輯推理與做合乎理性分析的過程，而數學家的解題則善用各種不

同的思考模式。學生也更能欣賞數學的創造性。 

上述關於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中小學數學課程，以及

大學微積分的教學，對於大學通識課程中的數學學習，似乎仍然是研究者尚無

暇涉足的領域。此外，對於醫學相關科系學生的數學信念研究，也幾乎沒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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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育學者觸及。由於前文提到，醫療從業人員對於台灣社會具有頗大的影響

力，所以他們如何看待數學學習，以及數學與人文之間的連結，也確實值得是

數學教育學者研究的方向。從上面的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看到數學信念地確會

影響一個人對數學學習的看法與行為，而數學史是一條轉移學生刻版印象的可

能進路，研究者也希望從這條進路來影響醫學大學的學生。 

 

四、 研究方法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單一群體前後測研究法（singl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此方

法適合觀察一些具穩定性與持續性的概念與特徵。由於大學生內蘊的數學觀點在

穩定性上是較高的（劉柏宏，2007），加上本研究是由研究主持人同時擔任教學

實驗之教師，以研究者的修課學生為受測對象，故比較適合此研究法。 

    本研究之對象為研究主持人任教學校之大學部中，在研究計畫預定進行的兩

學期中，前來修數學通識課程之大學部學生。學生來源均為該校 12個醫、藥、

護、公衛等相關系所之學生，大多為大一與大二的學生，少數是大三、大四學生。

由於醫學系學制為七年，牙醫系為六年，故也會有極少數大五以上的學生來修通

識課程。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為歷史文化導向之數學通識課程與前後測之問卷。研究主

持人所開設之以歷史文化為導向的兩學分數學通識課程，名稱為「多元文化中的

數學思維」，是以歷史上不同古文明為軸線，介紹各個古文明與近代文明中的數

學活動與歷史源流，並且讓學生在課堂上有機會以不同角度學習過去在中學已經

習得的數學主題，或是過去不曾接觸過的高等數學內容，以及數學在真實世界的

應用等等。教學順序原則上打破中學數學以認知發展與邏輯為主的順序，而是依

照歷史發展的先後為軸線，呈現不同古文明中的數學發展、思惟與應用。不同文

明對同一問題的迥異想法（比如畢氏定理的幾個證明，劉徽與阿基米德對圓面積

證明的對比，劉徽與歐幾里得對錐體體積證明的對比等等）也會在課程中強調。

下表為授課進度與內容大綱。 

 

表一：「多元文化中的數學思維」課程大綱 

周次 主題 內容大綱（每周兩小時） 

1 數學發展史簡介 

課程簡介，以畢氏定理的證明為例說明不

同文明中相異的問題解決進路，期初問卷

施測。 

2 古埃及與巴比倫數學 

古埃及與巴比倫數學簡介，單位分數與公

平交易的思維，六十進位法與各國數碼系

統。 

3 畢氏學派 
萬物皆數的哲學觀，可公度量與輾轉相除

法，不可公度量與無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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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希臘自然哲學與數學 
古希臘自然哲學，柏拉圖主義，柏拉圖多

面體，亞里斯多德與基礎邏輯。 

5 歐幾里德《幾何原本》 

公理化系統，基礎平面幾何，基礎數論，

幾何原本對西方文明的影響，非歐幾何的

源起。 

6 
阿基米德與希臘化時代的

數學 

阿基米德與槓桿原理，面積與體積的力學

證明，圓錐曲線，海龍公式與希臘的實用

傳統。 

7 東亞數學簡介 
東亞古典數學與希臘數學比較，《墨經》

中的幾何學，《九章算術》簡介 

8 《九章算術》與劉徽注 
劉徽的割圓術，證明多面體體積與牟合方

蓋體積的極限方法，句股術。 

9 期中考周  

10 古代世界的測量術 

亞里斯塔克斯的天體測量，《周髀》的天

文測量，《海島算經》的重差術與三角測

量。 

11 期中創作展示 
同學分組，進行數學與藝術融合之創作，

在今天將作品在課堂展示。 

12 伊斯蘭世界的數學遺產 

二次方程式公式解的圖形證明，文辭代數

與符號代術之比較，《古蘭經》中的遺產

分配與代數。 

13 東亞代數發展與天元術 

東亞籌算簡介，方程術與文辭代數，天元

術與方程式，增乘開方法與高次方程式的

數值解。 

14 曆法與數論 

陽曆、陰曆與陰陽合曆簡介，連分數，同

餘方程式與大衍求一術，平氣、定氣與刻

卜勒定律。 

15 
文藝復興時代的義大利數

學 

數學與禮物交換的邏輯，三次方程式的公

式解，虛數的出場與其在解方程式的地位。 

16 日本寺廟與數學 
江戶時代和算簡介，繪馬、算額與遺題繼

承，圓與多邊形之內切與外接問題。 

17 微積分的起源與算術化 

切線斜率與微分，面積體積與積分，微積

分基本定理，牛頓與萊布尼茲的公案，微

積分的邏輯基礎的挑戰與修復。 

18 期末考周  

 

    本研究之前後測問卷，會包含二十個「李克特氏量表法」的問題，每個問題

都是一句關於數學知識本質、數學應用或是數學思維方法的直述句，讓學生以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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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勾選是否同意，非常同意以 7分計、同意以 6分計、有點同意以 5分計、沒

意見以 4分計、有點不同意以 3分計，不同意以 2分計、非常不同意以 1分計，

分數愈高，則表示愈同意。所有的問題都將會在本研究開始的初期發展完成再進

行施測。前後測的問題會相同，以觀察學生的變化。 

    本研究問卷參考Op ‘t Eynde, P., De Corte, E. & Verschaffel, L. (2002) 中之數

學信念結構設計改編，將問卷結構區分為「數學本質」與「數學價值」兩部分，

各有 10 個問題。「數學價值」的部分，主要是希望探討醫學大學學生對數學的

用途以及其與真實世界的連結有何看法；「數學本質」的部分，則是在過去數學

信念問卷較少出現的向度。由於比較不同文明的數學思維方法，極易觸及數學本

質的討論，所以本研究特別想要探究學生在修習上述課程之後，對於數學本質看

法的改變。本問卷在發展階段，經過三位數學教育研究者的專家校度檢驗，三位

專家的研究專長分別為：數學學習、數學情意與信念、數學史融入數學教學。下

表為問卷結構與問題。 

 

表二：問卷結構與題目 

面向 內涵 問題 

數學本質 

Nature of 

Mathematics 

N-1. 由符號表達的學問 

N-2. 由規則、程序、公式組成的學問 

N-3. 抽象化的思考方式 

N-4. 一般化的思考方式 

N-5. 從複雜現象建立模型 

N-6. 精確的學問 

N-7. 嚴謹的學問 

N-8. 以證明建立數學知識的正當性 

N-9. 以實例建立數學知識的正當性 

N-10.絕對真理 

數學是由符號表達的學問。 

數學是由規則、程序、公式組成的學問。 

數學是從個別事實抽象出一般原理的學問。 

數學研究得到的一般原理可應用至符合其條件的各種情形。 

數學是從複雜現象建立出模式的學問。 

數學是精確的學問。 

數學是嚴謹且符合邏輯的學問。 

證明是建立數學知識正當性的唯一方法。 

透過檢查大量的例子可以建立數學知識的正當性。 

數學是客觀的真理。 

數學價值  

Values of 

Mathematics 

 

V-1. 與真實世界有所連結 

V-2. 做為解決其他領域問題工具 

V-3. 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V-4. 培養邏輯推理能力 

V-5. 培養創造能力 

V-6. 培養思考能力 

V-7. 增加知識 

V-8. 提升理性 

V-9. 提高美感 

V-10.有助個人生涯發展 

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人類描述真實世界的現象。 

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其他學科中解決問題的工具。 

學習數學能幫助我們解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學習數學能培養我們的邏輯推理能力。 

學習數學能培養我們的創造力。 

學習數學能培養我們的思考能力。 

學習數學能增加我們的知識。 

學習數學能提升我們的理性。 

學習數學能提升我們對美的感受力。 

學習數學有助於個人的生涯發展。 

 

    為避免類似的問題阻礙受試者對每個問題獨立思考的空間，問卷設計刻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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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問題交錯放置，奇數題為數學本質，偶數題為數學價值的問題。同樣的問題

在課程開始與結束時各施測一次，以確認課程對學生信念的影響。 

 

五、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台北醫學大學「多元文化中的數學思維」通識課程兩班學生進行

測驗。在刪除漏答與資料不完全的無效樣本後，前測有效樣本共112個，後測有

效樣本共121個。其中，共有100個學生同時參與了前測與後測。本研究中，主要

針對台北醫學大學同時參與了前測與後測的學生，進行配對樣本的比較。（配對

樣本t檢定） 

針對100個學生進行前後測之配對樣本 t 檢定，在95%的信心水準之下，學

生在第2、7、10、12、15、17、18等問題的回答上有顯著的改變： 

即經過一學期的課程之後，學生更認為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人類描述真

實世界的現象（第2題，p-value：0.000）；學生更認為數學研究得到的一般原理

可應用至符合相同條件的各種情形（第7題，p-value：0.045）；學習數學能培養

我們的創造力。（第10題，p-value：0.045）；學生更認為學習數學能培養我們的

觀察能力（第12題，p-value：0.004）；學生更認為證明是建立數學知識正當性的

唯一方法（第15題，p-value：0.021）；學生更認為一個數學假設如果滿足大多數

的情形便可以確認其正當性（第17題，p-value：0.015）；學生更認為學習數學能

幫助我們欣賞周遭事物之美（第18題，p-value：0.000）。 

此外，在前後測分數較高或較低的部分， 

學生較認同（平均分數較高）的選項包含： 

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其他學科中解決問題的工具  

(前測：6.3802；後測：6.4324) 

學習數學能培養我們的邏輯推理能力 

(前測：6.3140；後測：6.3063) 

數學是符合邏輯的一門嚴謹的學問 

（前測：5.9421；後測：5.9554） 

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人類描述真實世界的現象 

（後測：5.9107） 

學生較不認同（平均分數較低）的選項包含 

證明是建立數學知識正當性的唯一方法 

(前測：3.9669；後測：4.2727) 

一個數學假設如果滿足大多數的情形便可以確認其正當性 

（前測：4.1750；後測：4.5135） 

學習數學能幫助我們欣賞周遭事物之美 

（前測：4.3140）。 

從上面的統計資料，我們可以推論下面的一些結果。醫學大學學生在前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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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均十分同意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其他學科中解決問題的工具（第4題），

以及學習數學能培養我們的邏輯推理能力（第8題），這些都是數學的正面價值，

學生本來就同意，在修習這門課程之後，並沒有明顯地改變。對於最明顯表示工

具化思維的第20題，學習數學有助於個人的生涯發展，學生的信念是不置可否，

分數並未顯示出特別高或低，代表這門課程並不會加深學生對數學的工具化思維

傾向。 

這門課程較大的價值，就是在於前後測有明顯差異的信念。修習這門課程之

後，在「數學本質」方面，學生更認為數學研究得到的一般原理可應用至符合相

同條件的各種情形（第7題），也就是數學的本質上包含「一般化」的思考方式。

不過，對於數學知識的正當性所獲得的方式，學生在修習課程之後，在「證明」

（15題）與「舉例」（17題）兩題的認同度都增加。這代表研究者所開設的課程，

並不會讓同學更清楚區別數學本質上發現的脈絡（the context of discovery）與「核

證的脈絡」(the 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這兩者的區別，使得學生更認為證明與舉

例都可以說明數學知識的「正當性」（也就是核證），這一點是未來課程發展時

研究者需要提醒開設類似課程的教師的部分。 

至於在「數學價值」方面，學生更明顯地認為數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人類

描述真實世界的現象（第2題），學習數學能培養我們的創造力（第10題），學

習數學能培養我們的觀察能力（第12題），以及學習數學能幫助我們欣賞周遭事

物之美（第18題）。也就是說，學生注意到了「數學與真實世界的連結」，而不

只是考試與其他現代學科上的應用。研究者在課程中，舉出許多實例，讓學生看

到不同文明中，數學家如何應用數學去觀察與描述自然（例如曆法），相信這是

學生信念改變的原因。至於「數學培養創造力」，以及「數學培養美感」這兩個

信念的提升，絕對是本課程的特別貢獻。一般刻板印象中，數學的量化思考與嚴

謹性質，學生很難發覺數學發展的探索面向與創造面向。透過這門課程，讓學生

欣賞不同文明中對於同樣問題的不同思維（例如劉徽與阿基米德對於圓面積證明

的不同策略，劉徽與《幾何原本》對於錐體體積論證的不同策略），以及期中要

求同學將數學融入藝術創作的作業，都讓學生感覺到數學的創造面向與美感面

向。 

綜上所述，這個研究計畫的教學實驗，在實證上說明了以數學文化為主軸的

大學數學通識課程，可以轉變醫學大學學生部分的數學信念，特別是在於數學價

值上面，數學與真實世界的連結、數學的創造與美感面向等等。這些成果，可以

作為未來大學數學通識課程開課的參考。在研究方面，未來研究者也會在這個研

究的基礎上繼續進行大學生數學信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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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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培中心 陳埩淑 

摘要 

本研究擬由融入數學文化於數學教學中，提升職前幼教師的專業成長。本研

究對象來自選修「數學課」兩個班級 54 名的師資生。兩班學生接受融入數學文

化的數學教學，其中一班增加專家教師教學影片，以瞭解透過影片教學看到融入

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實務，更能提升師資生數學教學能力。本研究以訪談、施測

及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資料。研究結果顯示由生活數學教學模式融入數學文化數

學教學有助於提升職前幼教師數學專業成長，而加入影片教學的班級更能肯定生

活數學教學的重要性，且發揮提升幼兒數學教學的能力與態度。 

關鍵詞: 幼兒數學、數學文化、數學教學、職前幼教師 

壹、 前言 

數學知識向來被認為是價值中且放諸四海皆準的科學知識。但相關研究卻

顯示數學價值的建構受到社會文化影響（ Woodrow,2003），而俗民數學

（ethnomathematics）及生活數學（everyday mathematics）的研究更說明數學

知識、數學學習與文化脈絡的關聯（Presmeg, 2007）。另外，數學也影響社會

及文化，因為數學式的思考、理解數、型式及邏輯對社會及個人都很重要，近來

數學已成為進入各行各業的篩選學生的管道（filter），數學也在各行各業中發

揮效用。自 1984年第五屆的 ICME提出“Mathematics for All”的口號及 1989

年 NCTM出版數學課程與評量標準（Curriculum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School Teachers），更揭示數學教育的本質-數學是人人都能學。迄今，數學被

列入現代公民基本科學素養之一，數學與文化的關係可見一般。因此，認識數學

文化有助於數學學習，可以從工具性的層次，延伸到智識性質的層次，未來的數

學教育革新，應考慮文化脈絡因素的影響。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數學對社會文化有其影響力，一般國家的政策都鼓勵年輕人學習數學以進入

各領域學習，而人們從小學到大學也學過不少數學，但大多數的人仍然怕數學。

在所有學科受歡迎程度的排序中，數學並不是被喜愛的科目（Epstein, Mendick 

& Moreau, 2010），這種現象仍反映在現今學生的選課上。 

研究者在任教的「數學」課堂上，發現職前幼教師在選課時，會把這門課當

作補足學分的用途，而不是真正想要學習數學。基本上，他們對學習數學不感興

趣，因為他們認為數學在生活中用不到，而不能認同學數學的價值，也如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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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前教師對數學的預備課程持有負面的態度（Rech, Hartzell, & Stephens 

1993）。根據Davies and Savell（2000）探討職前幼教師修習數學課程時對數

學的態度也是如此。但是當學生上完研究者所設計的一系列與生活相關的數學活

動之後，他們認為數學不是原本所想像的枯燥與難懂。這引發研究者想進一步瞭

解是否改變職前數學課程的教法與內容時，對師資生學習數學的態度會產生轉變?

以致於能認同數學教學的重要性，而能在他們未來的職場上願意教數學。同時，

能有機會改變幼教師不喜歡教數學及不會教數學的專業形象（Clements & Sarama, 

2007）。若師資生對數學存有負面態度及不會教數學，將會影響到幼兒學習數學

的機會。根據研究數學態度的養成開始於幼年階段（Cross, Woods & 

Schweingruber, 2009），若師資培育課程在數學教育上提供職前幼教師能認同

及願意從事數學教學，則有助於學童在基礎教育階段中獲得完整的學習及數學進

深的學習。因此，本研究擬融入數學文化引入數學實務教學，幫助職前幼教師能

從學習中發展數學實務教學模式及學習評量，促進數學教學專業成長，並對數學

產生認同。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職前幼教師對融入數學文化所發展出的教學模式。 

（二）探討職前幼教師對融入數學文化發展出的學習評量。 

二、名詞釋議  

  （一）數學文化 

     本研究以文化活動的觀點來闡明數學文化在數學教學中的重要性。數學文

化依據文獻分成生活數學及俗民數學，生活數學是個人應用數學於生活中；俗民

數學指社群將數學實踐在專業實務上。本研究將數學文化的意涵帶入教學中，統

整這兩種數學為數學實務，故本研究的數學文化轉為課堂教與學上的數學實務。 

   （三）職前幼教師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來自師資培育中心，選修數學課的幼教學程師資生，包括

一、二年級及延修的師資生，並且自願加入本研究。 

貳、 文獻探討 

近年來相關研究顯示數學知識的本質是多元性的、文化性的。若由社會文

化取向的觀點來看數學教與學跟文化的關係，文化在數學教育上扮演的角色已演

變為俗民數學與生活數學（Presmeg, 2007：435），以下就數學文化意涵加以說

明。 

一 、數學文化的意涵 

數學是文化的產物近來已是研究學者的共識，文化的複雜性及爭議性已影響

數學教育的觀點（Presmeg, 2007），文化在數學教與學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Bishop，1988）。因為數學知識發展是社群內部所顯現個體思維方式與群體

建構的特質，這兩者呈現一種有機交錯的互動。這種說法動搖過去數學被看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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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文化中立的立場，因此，文化在數學教與學中扮演舉足輕重的地位。 

文化被視為一套共享的理解，而且在這當中成為個人心智互動溝通的媒介

（Bishop, 1988），數學文化是指文化在數學教與學中扮演溝通的角色。就動態

觀而言，文化具有潛在轉化的功能。例如在數學課堂上轉化數學的規範（ norms）

與價值為課堂學習者所接受，因為數學文化是師生將看不見的意義帶入教室作分

享（Nickson, 1994）；Presmeg（2007）以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y）學

習觀點看數學教與學時，指出數學是在社會環境中建構而成。在民主社會中數學

教育被視為一種公民權，人人都可以理解數學及接受數學，若透過設計合適的數

學教學活動可以提升學習機會，更清楚說明數學在文化的層面上具有多元價值，

如重視多族群教育均等及非優勢學生數學學習機會。以下就俗民數學與生活數學

加以闡述。 

（一）俗民數學 

俗民數學指不同文化群體的數學，或在可認同文化的群體實務化

（practiced）的數學，如勞工團體、工程師、專業階級等使用的數學，因為社

群之間有共同認同的焦點興趣、動機及某種規範（Rowlands, & Carson, 2002)。

Rowlands 和 Carson（2002）認為俗民數學是各行各業應用學術性的數學加以轉

化成為該行業的需要知識和技術，這類的數學是該行業所感興趣，也是解決問題

所需要的。而俗民數學所使用的數學要與群體實務相關聯，不同文化社群的數學

包括計畫、測量、相關、分類及推論等（D’Ambrosio, 1987），這些會隨時間

而改變；俗民數學也是一個文化社群描述、管理及理解實務的一種知識的組織

（Barton, 1996），或是特別文化社群進行分類、排序和測量的工作（Scott, 

1985），它的特質是一種動態知識演進的系統，也是數學知識形成的歷程（Barton, 

1996）。因此，數學文化被認為是俗民數學時，就是指任何的形式文化知識，或

被一個社會特徵化的社會活動，被當作一種數學知識或數學活動，(Bishop, 1988) 

為專業社群所使用。 

俗民數學也可以成為正式(學校)數學的跳板。在教學上，俗民數學當作預備

學習的情境，在初學者學數學時，用簡單的方式、用簡短的時間介紹實務再教正

式數學，或提供實例給學生當作正式數學學習的敲門磚。在數學研究上，近來研

究發現把文化帶入數學學習，可以增加學生的認知、學習能力及學習態度，也因

為俗民數學把文化的敏感度帶入數學教育研究中，也帶進尊重不同的文化差異及

學生的文化背景，而有多元的觀點，包容不同學生的背景。因此，俗民數學提供

不只是更寬廣的數學，也包含不同文化環境相關的實務和方法，更統整數學概念

在形成、組織及轉換數學中（Adam & Barton, 2003）。至於，在數學師資培的

課程上， 俗民數學可以協助職前教師進行數學教學，及培養具有文化素質的師

資。 

（二）生活數學 

數學文化指生活數學時，是用數學來檢驗不同的實務，這些數學被認為沒有

正式的推理或邏輯存在，也非西方文化所認定的專業數學，它是遠離理性的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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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iffenhagen & Sharrock, 2008）。有關生活數學的研究，特別是在未開發

國家或在傳統社會所作的研究，針對巴西街販、糖果販、裁縫師、南非木匠

（Millroy, 1992; Nunes, Schliemann & Carraher, 1993; Saxe, 1991; 

Taylor,1991）等使用算數的情形，這些生活數學又稱為街頭數學，因而生活數

學被視為是對理性數學的一種反動，也就是超越形式的數學知識。 

生活數學只是一種數學的應用或實踐性的理論數學，數學理論可因脈絡不同

而加以應用。若以數學文化的角度去看待生活數學，數學既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及

文明的產物，無論正式或非正式數學，數學的活動本來就在人類生活中發生與運

作，學校或正式數學不過是經由專家就人類未來生活所需的知識而加以系統化，

再放入學校系統轉化傳授以應付人們從事各行各業的需要。學校數學是依其知識

的深淺難易不同，加以組織排列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由思考到推理，由階

層式或螺旋式的內容組織方式提供給學習者學習，而校外或生活數學因應脈絡需

要，如購物、販賣解決立即性的生活問題，其應用性大於理論性，雖不如學校算

式所講究的程序性，或有邏輯性的步驟解題，但對使用者而言卻有可能是隱含的

心智表徵活動或簡化的算術，作實務性的解題。 

 二、統整數學文化於數學教學 

綜述上述的生活數學與俗民數學的定義與立論，本研究延伸Moschkovich

（2002b）檢驗生活及學術數學的觀點來統整，將能闡述數學文化中的生活數學、

俗民數學與學術數學的內涵與應用，並能化解上述的爭議，並適切的引入數學文

化於課室內為成為數學的實務。Moschkovich 把數學分成practice、practices

兩種。 Practice具有實務、實際、練習、實踐、實習等涵意，Moschkovich的

practice是強調數學實務性的原意跟科技文化系統間的關係；Practices 指各行

各業使用數學的實踐。本研究把practice當作個人將數學理論實施在生活當中，

亦即個人智慧的展現，也就是將正式或非正式所學的數學知識與技巧引用在解決

生活問題上;而Practices則較為一個社群或族群將數學應用在所認同的文化群

體中的各行各業上，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數學因各行業作區別性的專業性應用。

因此，前者指生活數學，後者指俗民數學。 

再論及數學文化與學術性數學或學校數學的相關性，可以確認的是生活數學

和俗民數學與正式數學、學術數學與學校數學之間的關係，未如 Rowlands 和 

Carson（2002）所說的生活數學或俗民數學可以被正式數學取代，兩者應該是並

存在課堂中。因為數學本身具有理論性與實務性，學校數學為驗證理論時，需要

有該領域的實務性內容供驗證，也才能從實務性驗證理論中瞭解數學知識的有效

性及專門性。理論指引實務練習與應用的方向，實務與實際的應用可以成為理論

的實驗室加以檢驗，因此，課堂上的數學與文化是分不開的。 

經上述的闡述之後，本研究將引用所持的觀點應用在職前幼教師的數學實務

教學的專業成長上，就如上述所俗民數學的定義，指數學既是為認同團體的一種

實踐數學，而數學呈現的模式會因各行各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規範與程序，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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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數學內涵在各種脈絡與實際中呈現不同的面貌。故本研究認為職前幼教師也是

處在某種文化下的專業社群，具有該文化社群的共同認同的特徵，使用的數學因

對象的不同有別於其他社群的數學，因此，職前幼教師學習將所學得的數學知識

與概念轉化為教學對象所接受的，使數學教學表現出不一樣的風格。 

再者，把生活數學放入數學課堂上，如Moschkovich（2002b）認為生活及學

術數學的實務當作數學課堂發生的模式，兩種數學當作一種是生活數學實務，另

一種是學術性數學的實務。學校的數學考慮生活實務，生活數學中有學生與教師

參與在其中，設計教學活動先由生活數學作為學童學習的內容，再連接學術性數

學的學習獲得數學的概念作推理，兩種數學在課堂中的優先順序，是先由成人引

入學校校外的活動，或生活中的問題 ，再教正式數學的猜測、論證及抽象推理

與一般化。可以達成Park和King（2007）主張的生活數學與學術性數學可以取得

平衡，因為生活數學可以引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同時，提供生活實務供學生

討論促使他們進入更深究、建構及辯證解題步驟，反映出對數學問題作有效率的

解題（學術性數學或學校數學）及一般化（校外數學或生活數學）不同探究的方

法。 

引用俗民數學在本研究中，因為職前幼教師是特別領域的社群，職前幼教師

在數學文化中的角色，扮演建立幼兒數學學習的專業社群，他們有其特定的服務

對象，與服務成人不同的是他們必須針對幼兒的生活脈絡轉化數學知識，並發展

出幼兒的數學教學的專業知能。數學要有效及有意義的被教，需要數學脈絡化與

學生的文化及生活相關。同時，有效能的教師也要有高層次的知識同化學生的文

化經驗從事數學教學，他們要能注意到學習者的不同文化以及在不同脈絡下，學

習數學或參與活動而理解數學，這個觀點擴大原有的數學教育觀是實踐數學或成

為數學家的整合觀，另一方面兼顧到數學思考及推理，包含運作非正式的周遭文

化資源達到解題的實際效益。 

總之，數學是眾所應學的知識，不同文化的觀點會影響到數學的教學，然而，

數學文化提供不只是更寬廣的數學，也包含實務和方法與不同的文化相關，而且

更能統整數學概念的形成、組織數學內容及轉化數學。在課堂上進行生活數學，

目的在提升學習者學習數學的興趣，教者能認同數學實務教學，而俗民數學既是

各行各業族群的數學，那麼，研究對象是未來從事幼兒教育工作的職前幼教師，

因此，以職前幼教師所認同的幼兒數學來「做（實踐）」數學及「使用」數學，

讓幼兒在生活脈絡中學習數學。 

三、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相關研究 

生活處處皆數學，生活離不開數學，數學知識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數

學是對生活的提煉和超越的知識。有關數學文化應用在數學教學的相關研究不外

乎在數學教學中借助實際、有趣的內容溝通，使生活數學與學術數學產生聯繫，

即數學文化融入數學教學形成知識生活化，生活世界數學化的境界，達成以學習

者為中心的教學目標。在相關的研究中，有幾個面向是研究者想完成的，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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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增進數學的學習機會 

有的研究把數學當作文化學習的活動，從再概念化數學成就差異解決數學成

就差異的問題，也就是從不同社會、文化和種族背景在教室及課堂上建構更多參

與數學的機會。由文化觀點來看，認為課堂學習機會及所擁有的能力是由師生所

建構。這種差別是從傳統的成就（achievement）轉變到能力（competence）。

從文化著手增進數學學習機會方面，如 Foote（2010）發現由於學習者的學習不

被重視，因為教師採用直接教學減少讓學生探索的機會，也提供較少同儕支持的

合作學習機會或更結構化的學習內容（學術數學），因此建議解決的方法為--

使用學生的先備知識（文化）成為學習新知識的基礎，讓學生學習所能理解的內

容。 

Boaler（1997；2002；2003；2006）從事的長期研究，在英國由不同的方式

來改變課程的實務讓學生理解數學，由學生的觀點來建構數學概念，學生視自己

是數學的習學者真正理解數學，發展出不同的解題途徑，提供不同論證的作業。

1997年她的研究是從課堂實務著手，要學生獲得數學概念的理解，課程的重點放

在解題而不是程序性的知識，運用所學的知識在不同的作業上；接著在2002年的

研究中，她把研究重點放在探討課堂更多數學連結的關係，讓學生看到數學在生

活中的意義性及重要性，而能終久學習數學，亦即數學課堂活動的本質在於提供

更多的機會給學生，讓學生把自己當作數學的學習者； 2003年她又在主要都市

的高中從事數學課程改革，改革的方式是在教學中尊重所有學習者的數學看法，

讓學生以團隊學習數學的方式，教學中提倡一視同仁的關係，促進團隊的責任

感，共同探測數學，終而發展出最佳的機會給全校的學生。因此，她的研究對本

研究的啟示為，將設計由職前幼教師以團隊學習的方式，透過教室言談進行討

論，瞭解數學實務在教學上的重要性而認同數學。 

（二）以文化豐富數學教室言談內容 

數學教室應該是一個文化豐富的教學場所，數學的學習不是價值中立、去脈

絡性及客觀的。Bishop 和 Forgasz （2007）探討教師也是否也有好的數學學科

知識及教學技巧，在異質的教室討論教育公平的議題，用數學加強互動關係，使

教室中的教學有益於所有的學生學習。至於，在職前教師的研究方面，Cobb 和

Hodge（2002）主張引導職前教師的學習成為數學的參與者，引發他們去做數學，

並與伙伴在不同的學習脈絡中討論，讓他們瞭解所學的數學，他們的研究啟發研

究者在職前教育階段，幫助職前幼教師瞭解如何應用數學實務教學，找到數學實

務教學的模式協助幼兒學習數學。例如，設計以幼兒生活實境的問題，讓職前教

師模擬教學。 

（三）延伸數學概念的能力 

近來數學教育研究以一種新的觀點看待數學學習，以學生的數學表現檢驗

學生課堂上學習數學的機會，因為傳統的考試無法找到學生真正能力，唯有從學

生的經驗與實際才能找到（Cohen & Lotan, 1997）。相關的研究就是探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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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的數學活動，如Saxe（1988）研究學生校外數學解題的能力，發現他們的數

學能力不輸給學校的學童。另外， Carraher、Carraher和Schliemann （1985）

比較學生校外每天使用的數學（賣糖果）跟學校數學表現，建議應把學生非正式

的策略引入課堂的數學課中; Taylor （2004）做幼童在真實生活中購物的研究，

發現每天買東西實際可以用十位數解題，也就是這些每天實際的數學可以輔助課

堂上基本數學概念的學習。因此，上述研究可以延伸數學能力的概念，也就是數

學教學應包括不同學生在校外所發展的非正式策略，支持校內數學知識的學習。

校外數學的研究，提供研究者設計職前幼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時，能伸出不同的觸

角建構更多元實務的數學教學方法。 

 （四）真實情境的數學教育引發興趣 

透過文化與個人的互動強調參與認同是一個關鍵（Park & King, 

2007:416）。對於數學學習不利的學生，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們瞭解他們的立場，

及提供一個可以持續的討論具爭論性的議題。因為在真實情境裡，減少理論並實

際操作對學生的學習較為有利，例如在荷蘭真實數學教育的計畫（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秉持著 Hans Freudenthal（1973）的教育哲學理念，

讓學習者一開始的學習在真實、問題情境中，並在教師的引導下探索數學概念的

關係（Bishop & Forgasz, 2007：1152）；黃信華（2011）發現學童在經歷生活

連結問題之後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提升，關鍵在於教師在教學中給予明確的指導

及課堂中 從同儕的鷹架中獲得學習。 

因此，本研究針對數學非優勢的職前幼教師的所設計的數學學習課程，儘量

由生活情境中引入議題做討論，並且在實作學習中與同儕討論中完成數學作業。

在她們的學習中有連結生活經驗的教材，以操作、體驗取代概念分析（黃幸美，

2001），也透過團體同儕互動，理解原理原則實用性，進而察覺數學概念之間的

關係，發展數學實務教學模式。 

因此，本研究的職前幼教師應學習知道如何引用生活的實務在數學教學中，

幫助學生學習，也提升職前幼教師對數學實務的教學敏銳性，培養出教學專業覺

知能力，並實踐數學實務教學以達成專業成長。 

三、引入數學文化發展數學教學專業知能 

 回應數學文化的教學需要統整學習者的實務經驗，進入正式的數學學習，

才能促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及建立學習者的數學概念。師資培育課程宜設計專業

成長軌道幫助職前幼教師瞭解文化融入數學教學對學習者學習的需要，並且職前

幼教師能學習到如何回應文化從事數學實務教學。首先，應建立數學實務覺察專

業知能，再由社群的互動提升教學能力，並實踐數學實務教學。 

（一）建立數學實務教學覺察專業能力 

任何的學習的開始起於引起注意，而對所注意的目標產生持續性的專注，並

且形成有意圖的學習，Jacobs、Lamb和Philopp（2010）界定是指對特別目標具

有特別的敏銳力及觀察力，稱為專業的覺察（professional noticing）。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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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的成長需要專業覺察，而專業覺察經由互動討論中更加提升，專業覺察能力

在複雜的教學中以特別的方式覺察到特別的情境，因而教師需要以特別的方式學

習去覺察特別的情境，以發展教學專業能力。當數學實務適當的引入正式數學的

教學時，靠教師明智的判斷，更仰賴當下專業覺察（ profession al noticing ）

能力。專業的覺察能力包括（1）注意到學生的學習策略（2）詮釋學生的理解（3）

決定如何回應學生的理解（Jacobs, Lamb, & Philopp, 2010），同時，學者認

為有接受覺察力訓練過的教師就能描述出實務特色（Stevens & Hall, 1998）。 

一般覺察能力的訓練採用在團體中觀看影帶，並檢驗學習內容的方式，團體

成員通常會在自己的教室裡進行，專業覺知的架構有三部分。在改變專業覺知的

研究中，提供教師參與影片觀賞與討論，幫助他們學習去注意及詮釋學生的數學

想法，檢驗他們是否在團體裡面產生思考的改變（van Es & Sherin, 2008）。

研究發現當教師能改變他們的洞察力時，是因為改變所覺察的而來。例如未接受

過訓練的教師只專注在自己的教學行動上，而接受專業覺知能訓練之後，教師轉

變為專注學生的概念形成或學生的推理，顯示教師從團體觀賞教學影片所學習到

的可以擴展到相同情境的教學中（Sherin & van Es, 2009）。察覺力改變的研

究焦點有三方面，首先調查教師在團體裡面看影片之前及之後言談的改變，第二

確認步驟就是學習注意學生在脈絡中數學思考，最後，探討影片對教師學習的影

響（van Es & Sherin, 2008）。 

教師專業覺察相關的研究方面，有的提供職前教師分析課的結構，觀察推理

課堂的事件以獲得專業能力（Santagata, Zannoni, & Stigler, 2007），這個

研究是要求教師分析研究者提供有關TIMSS研究課堂影片的片段，是文化本質教

學分析。另外，看中美小學教師數學課教學影片，瞭解數學教學文化差異性的研

究（Miller & Zhou, 2007）。透過這些研究可以確認專業覺察力是，教師透過

鏡頭以他們不同的經驗、教育理念、文化背景及特別的經驗，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基於此，本研究將記錄職前幼教師觀賞數學教學影片以特別的覺察方式，以學生

的生活經驗引入數學教學的專業覺察中，理解學習者的數學想法（Lester, 

2007）。 

教師如何決定回應學習者的理解而採取行動？當教師知道學生的策略及想

法，因對特別的情境作判斷之後，才會考慮採取下一次教學的步驟，這些回應都

需要教師的決定。對學生在特別情境中突發數學想法，教師採用特別策略回應是

值得關注的（Jacobs, Lamb, & Philopp, 2010）。職此，在師培階段培訓職前

幼教師專業覺察力，仍需借助教室內以團體討論的方式，經由數學實務教學影片

的觀賞，對事件的詳細片段作分析，以培養他們的教學專業洞察力。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為提升職前幼教師的數學教學專業能力，以融入數學文化

的數學實務培育課程，培養他們對數學實務教學的專業覺察能力，並提供同儕指

導討論的鷹架，幫助他們發展數學實務教學模式並形成數學教學的認同的態度及

實踐數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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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架構說明數學教學的場域無法避開文化的影響，把文化納入數學教

學中更能豐富數學教學內容，並且引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理論架構說明在教學

層面與個人實施教學之間是交互影響。數學文化與個人相關的是俗民數學與生活

數學，數學被當作應用數學時，引用在專門行業的俗民數學，或個人的生活需要

的生活數學時，都是正式數學實務所要教的內涵，也成為數學實務教學的材料供

學習者學習。在數學教學方面，將學習者在生活實際中所遭遇的引入教學，教學

者進行數學實務教學需要專業的覺察力與實踐力，而教學者在進行數學實務教學

時，也影響到自己對數學教學的態度，認同數學教學，並且持續的把文化放在數

學教學中。 

參、 研究方法 

 

採用兩班加入生活數學教學，再由其中一班加入專家教師的教學，再觀察

職前教師的學習反應觀察及訪談時，焦點放在師培生是否察覺專教家教師(1)

注意到學生的學習策略(2)詮釋學生的理解(3)決定如何回應學生的理解等。先

把觀察與訪談的資料轉為逐字稿，並將資料編碼之後，分析師培生在課程實施

中的教學意象及各項實務知識內涵（數學思考、教學法、班級經營）發展情形，

再整理出師培生的數學教學模式與學習評量(回應研究目的一、二)。 

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融入數學文化數學教學提升職前數學教學專業成長。由研究對象接

受融入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教學活動的設計以文化脈絡下「生活數學」為主，

另外，安排其中一個班級觀賞專家教師「生活數學」的教學影片，探討兩班在提

升生活數學教學能力上是否有不同?研究方法採用質與量的方法，由觀察、訪談、

施測及文件分析，由多元途徑蒐集資料瞭解實施成效。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來自選修師資培育課程「數學課」的兩班學生，共五十四名。A班

是二年級的師資生共 30名，來個幼教系(四年級)，已具有校外實習教學經驗；B

班師資生是一年的師資生，二十四名，有八位音樂系、四位美術系、八位幼教系、

二位英文系，以及商品設計系及舞蹈系各一名，未曾有教學實習經驗(本科系二

年級)。 

  (二)研究者 

負責預備課程及教學工作，也找出合適的量表做調查施測，教完學之後批改

學習心得，並寫撰寫教學日記，以作教學省思使用。看完心得作評分工作(各題

滿意度)，另外，心得評完之後，再請兩位助理再評一次，使評量信度一致。 

 (三)教學活動 



陳埩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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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數學文化融入數學教學每週上課兩小時，由研究者理論介紹，再由研究對象

兩人一組實作與討論。共有十五週 30小時。教學活動設計先讓職前幼教師體驗

數學存在生活中，再以生活數學引入幼兒數學教學。教學內容以幼兒學習的「數

量形」為主，活動中提供教具與教材供職前幼教師操作。另外，設計其中一個班

級觀賞幼教師教學影片，是否比另一班更會教「生活數學」？而專家生活數學教

學影片來自過去研究者與幼兒園協同研究時，拍攝其中擅長教幼兒數學的專家教

師教學影片。表 3-1 是數學文化引入數學教學的課程內容，以及配合數學主題教

學的影片名稱。 

(四)教學影片 

由於數學文化具有脈絡性，數學教學影片選擇的標準，需符合「數學文化」

的數學教學，焦點放在專家教師能在幼兒所處的文化環境中，將所接觸到的人事

物，引入正式數學學習中，作為數學教學的內容。數學影帶教學的主題搭配不同

的專家教師教學影片。觀賞影片教學時重點放在師資生是否察覺專家教師(1)引

用生活數學教學(2)注意生活數學教學的策略對以及(3)回應學生的理解等(評量

幼兒學習，總共有十二片教學影帶。影片的教學內容如表 3-1。  

表 3-1課程內容與影片教學 

週次 課程內容 教學影帶名稱 

一 課程說明 專家教師影帶說明 

二 數與量-計數、基數概念、估算 生日客人(李) 

三 數的關系-偶數 尋找偶數套圈圈(蔡) 

四 位值數-「十進位及零」 阿比阿寶的故事(蔡) 

五 合成與分解一 大熊家下午茶(蔡) 

六 合成與分解二 雞媽媽孵蛋(蔡) 

七 合成與分解三-操作 試教 

八 空間定位 小畢的農場(蔡) 

九 空間定位評量 交通工具(孫) 

十 基本圖形 圖形-鐵盒子(何) 

十一 圖形基本概念-點、線、面 四兄第歷險記(張) 

十二 圖形變化 旋轉餐廰(蔡) 

十三 平面到立體一 滾動的感覺(蔡) 

十四 平面到立體二 雞媽媽找穀子(蔡) 

十五 立體圖形創作課堂試教 圖形創作 

(  ): 代表影帶教學幼教師 

二、研究工具 

1. 數學教學知識量表 

建立建構效度以雙向細目表的原理設計數學教學知識量表。職前幼教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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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職前培訓課程，應具有教幼兒數學教學的基本概念，量表編制過程中，先建

立專家效度，由幼兒擅長數學教學的幼師兩名、大學數學專家兩名，依據專家

審核量表，並建議修改題目，再經預試(120人)後決定題目與題數，原設計 16

題刪掉兩題，正式的量表有 14題供前後測使用。 

2．數學態度量表 

數學態度量表引用及修改 Whilte , A. L., Way, J., Perry, B., & Southwell, B.

（2005/2006）態度量表而來，原態度量表的信度 0.88，有二十題因轉譯及文化

脈絡因素，經預試(109人)信度，並經因素分析轉軸之後，確定二因子，一為數

學本質的因子，另一個因子有關「數學教學」含量有,799, 但只有.683, 因此，

再度刪除四題及轉譯信度達到.839, 雖不及原量表，但可以反應受試者對數學及

數學教學的看法。 

三、資料蒐集 

資料的蒐集有每週職前幼教師的學習心得及量表的施測與訪談，並且有課

堂筆記、課堂錄影、操作訪談及錄影等資料。每週有學習心得-每週的作業有

結構性的問題及質的心得敘述。資料包括: 

(一)影音-課堂上拍攝學生學習情形以及學生發表解題策略或教學設計。 

(二)文件-學生每週學習心得及每週 課堂筆記。記筆記及每週的心得都是運

用後設認知的學習策略。 

1．課堂筆記-主要記下理論學習的部分，而課堂中有出解題的問題，研究對象

在筆記本上解題。 

  2．每週的心得包含有量的問題以及質性的描述(學習心得)或依階段性的不同

而有不同待答問題。學習心得的內容分成幾部分：學科概念題（1-3分）、同儕

學習（0-4分）及每週上課滿意度（0-8分），除數字呈現結果之後，也設計開放

性問題供職前幼教師作學習回饋，如「這種同儕互動的學習對妳的幫助是什

麼?」、「這堂課妳得到何種教學經驗及心得?」。 

3.訪談-個別訪談-課堂學習解題或心得訪談;團體討論訪談重要教學概念。 

將上述蒐集的資料作比對分析，探究融入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設計是否影響職

前幼教師專業成長? 

四、資料分析與編碼 

    質性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以不預設立場的態度，及持續不斷、週而復始的比較

查證過程進行分析與探討；並用三角校正的方法蒐集與分析資料。學生的學習檔

包括課堂筆記、每週的學習心得，課堂中的解題、上課的錄影以及訪談資料。至

於量的資料，如從數學知識量表及數學態度量表前後測所得的資料，將透過統計

分析以瞭解職前幼教師數學專業成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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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的資料包含開放性的問卷，教學錄影、觀察記錄與訪談。每種資

料轉錄成文字後，進行編碼。編碼採對象研究者：R、研究對象：S（S18-74）；

日期：（月日）事件：（觀察：O、訪談：I、問卷：Q、團談：G、筆記：N、學習

心得：L。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數學學習內容以學習指標的內容(已公佈的「數量形」)為主，並由從影片教

學(教相同的內容)中看到實際教學與師生互動，也瞭解到幼兒的認知發展，並在

同儕學習討論中提出教學省思。因此，數學實務教學模式與學習評量的發展，是

從專家教師的觀察學習與同儕演練教學，綜合歸納所學及所看的建立的。 

一、教學模式建立 

數學學習內容以學習指標的內容(已公佈的「數量形」)為主，並由從影片教

學(教相同的內容)中看到實際教學與師生互動，也瞭解到幼兒的認知發展，並在

同儕學習討論中提出教學省思。因此，數學實務教學模式與學習評量的發展，是

從專家教師的觀察學習與同儕演練教學，綜合歸納所學及所看的建立的。 

 (一)以生活數學為教學目標 

以數學文化融入數學教學中（Bishop，1988），強調數學教學應跟學習者的

生活銜接。職前幼教師在參與活動中，能感受到生活數學在幼兒數學教學中的重

要性。因此，前五週的課程將生活議題融入教學中，職前幼教師認知到數學存在

生活中，例如，在「數關係」的「奇偶數」主題教學時，帶領職前幼教師討論生

活中存在著「奇偶數」的現象。他們分享:「人的身上就存在著許多偶數，像眼

睛、耳朵、手和腳等現象，還有古代許多有關偶數的成語，如雙雙對對」、「好事

成雙；兩全其美」都是(S57-L1012；S52-L1012）；在「合成與分解」的課堂上，

由職前幼教師畫樹狀圖，學習利用「整體與部分」的原理，分析自己生活費的管

理，他們很訝異的發現：「我可以利用數的合成與分解，在生活中做金錢管理，

利用了「數的合成與分解」的概念，可以知道是否有亂花錢，也可以藉由這方式

來省錢與存錢，還滿不錯的方式」（S40-I1026），「這堂課讓我學到只要能夠應用

在生活中，即使是讓人很難懂的數學，也可以變得如此有趣，也讓我了解原來生

活中充滿了數學，它並不是只有計算而已，還包含時間、比較、邏輯…等多種概

念，這些概念大部分是較抽象的，所以只要觀念沒有釐清，就很容易覺得它很難

懂 。」(S48-L0928)，因此，從數學的學習中職前幼教師領悟到數學在生活中有

用到。 

調查職前幼教師經由融入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在「生活數學」教學原則下，

是否贊同生活數學應成為幼兒數學教學的目標，表 4-2顯示，有 70％以上的職

前幼教師贊成生活數學教學在幼兒數學教學上的重要性。 

表 4-1兩班贊成生活數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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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人數） 第一週 第二週 第三週 第四週 第五週 合計 

A 班(30) 80 67 67 67 66 347 

 89% 74.3% 74.3% 74.3% 73.3% 77.04% 

B 班(24) 63 59 61 56 58 297 

 87.5% 81.94% 84.72% 77.78% 80.06% 82.5% 

因此，職前幼教師贊成生活數學教學是有必要的，就如 Rowlands和 Carson

（2002）認同數學可以在文化脈絡中將學術性的數學加以轉化成為該行業的需要

知識和技術，成為幼兒數學教育可使用也為師資專業學習者與教學者所感興趣

的。 

(二)生活數學教學策略 

這階段職前幼教師要學會如何將幼兒生活脈絡中的人事物有技巧的引入數

學教學中。生活數學教學策略中有：（1)從生活情境中引入議題作討論作生活解

題，設計的活動有奶油怎麼切? 生日比大小、生活費分配、及路標定位、餅干

形狀等；(2)提供教材實作學習，提供的教材以雪花片作量的估算、數棒教十進

位、七巧板學圖形變化等；(3)以遊戲加強數學概念，小雞找到母雞、路標定位發

現寶藏及課堂上的創意比賽。同時，為加強教與學的能力，課堂上安排兩人一組的

同儕討論，扮演師生角色練習教學。因此，在連結生活經驗、以操作、體驗及教

學演練數學取代公式背誦。兩班的學習內容與活動，如表 4-2。 

表 4-2 教學活動 

課程主題 生活數學教學活動 課程主題 生活數學教學活動 

1.數與量（生活數學） 奶油怎麼切？ 7.空間定位評量 路標定位發現寶藏 

2.數的關係-基數與序數 生日比大小 8.基本圖形 餅干的形狀 

3.數的關係-奇數與偶數 生活數字成語 9.圖形基本概念 滾動與不能滾動 

4.位值數-十進位 滿十與不滿十的積

點 

10.圖形變化 地震來時 

5.合成與分解（一） 生活費的分配 11.平面到立體（一） 風車轉動 

合成與分解（二） 小雞找到母雞 12.平面到立體（二） 骰子的組合 

6.空間定位 盲人走路 13.立體圖形創作 創意人人有 

除了上述的課程外，B班一年級的師資生在課堂上，另外增加 10-15 分鐘觀

賞影帶教學，從觀摩專家教師的教學中提升實務教學經驗，並在觀賞教學中提示

職前幼教師在觀賞影片時，應注意影片中專家教師如何(1)引用生活數學教學(2)

生活數學教學的策略對以及(3)回應學生的理解等(評量幼兒學習的內容)？  

歸納專家教師影片的教學策略可分為：操作實物教學、說故事引入數學教學

以及設計遊戲幫助幼兒學習，教學影片分類如表 4-3。 

表 4-3 影片教學策略分類 

操作實物 說故事 設計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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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生日客人(李)  

數與量-計數 

10/19阿比阿寶的故事(蔡) 

十進位 

10/12 套圈圈(蔡) 

奇偶數-尋找數的關系 

11/02雞媽媽孵蛋(蔡) 

合成與分解二 

10/26大熊家下午茶(蔡) 

合成與分解一 

11/23 交通工具(孫)  

空間定位評量 

11/30圖形-鐵盒子(何)  

基本圖形 

11/16小畢的農場(蔡) 

空間定位 

 

12/21滾動的感覺(蔡)  

平面到立體 

12/7四兄弟歷險記(張)  

圖形基本-點、線、面 

 

12/28雞媽媽找穀子(蔡) 

平面到立體二 

12/14旋轉餐廰(蔡) 

圖形變化 

 

因為影片教學一開始都會從幼兒的生活脈絡為起點，再引入數學概念教學，

而且專家教師的教學也會將文化的價值，透過教學活動轉化規範與價值統整在數

學教學中，歸納專家教師的教學模式，如下： 

1.以生活故事帶出數學概念 

這些教學活動如 Moschkovich（2002）所提倡教學活動先由生活數學為學童

學習的內容，再連接學術性數學的學習獲得數學的概念作推理，先由成人引入生

活中的問題 ，再教正式數學的猜測、論證及抽象推理與一般化。 

影片教學中專家教師以故事布置情境讓幼兒解題。如在影片的教學中，蔡老師

在白板上佈置一個花園，花園用紙籬笆貼起來，籬笆外面好幾隻動物在等候進花

園，花園裡長滿不同的花，園的上方有蝴蝶、小鳥和蜜蜂在飛，另一間房子當大

熊的家。布置的情境是用來教「合成與分解」，也讓幼兒學習解題。在「大熊家

下午茶」影片教學中，蔡老師先以故事做引導：「大熊家有一個花園很多花，但

大熊不喜歡鄰居們來他的花園裡採花蜜。有一次大熊因為整理花園的時候，不小

心摔斷了腿，大家都來幫忙大熊整理花園，大熊為了感謝大家，便在門外寫了「歡

迎大家來大熊家喝下午茶」，朋友們帶了水果送給大熊，而大熊想要將這些水果

再分給朋友。但大熊應該怎麼分?蔡老師以此故事帶入數的合成與分解。」

(S52-L1026） 

影片中專家老師用各種水果圖片為操作教材，教 7-10等數量的水果分成不

同的集合，再讓幼兒拿不同的盤子嘗試做分解，幼兒從中了解數的合成與分解之

概念。 

因此，職前幼教師在這類的影片教學下感受到，佈置情境的教「使學生更

能進入教學情境，容易理解教學內容。」(S57-1102) 

2.實物操作驗證數學概念 

在「滾動的感覺」影片教學中，讓幼兒面對面排坐兩排，再讓幼兒拿著球、

盒子及長方體積木，滾給對面的同伴，每位幼兒都試試看那一個物品可以滖動？

那一個不能滾動？再探索原因在那裡？最後蔡老師再帶幼兒討論出幾何圖形的

基本特性（S52-L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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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家影片的教學中，職前幼教師認為：「教學影片的提供，可以讓我們知

道更多的教學方法」（S60-N0111）;「我們很幸運可以看到教學影片，在影片中

學到很多東西及教學技巧，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最喜歡的數學課。」（S61-N0111） 

可幫助他們提升數學教學能力。 

3.設計遊戲教學 

    遊戲教數學的活動是全班幼兒總動員，讓全班的幼兒參與活動，而這種活動

的設計在班級經營上會一大考驗，除非教師能完全掌握幼兒的動態，否則常會有

教學失控的現象。影片中孫老師教「空間定位」讓幼兒練習「左右概念」，然後，

在每一位幼兒的桌上，放置一雙手套及拖鞋，全班分成兩隊比賽，看一那隊作對

幼教師的指令，積分最高就贏得比賽。 

職前幼教師從影片的教學中，學到不只幼教師設計遊戲教學策略，也加強

他們教數學的信心，因為「觀看別人教學－從別人的教學中了解到教學有這麼多

種，而且可以應用在教學上，讓我原本逃避教數學的心態又能夠有勇氣的面對

它，甚至還能教學，這堂課使我獲益良多。」（S57-N0111） 

因此，影片的觀賞可以提供職前幼教師很具體的方向，知道如何設計生活數

學教學，提升職前幼教師生活數學實務教學的經驗。 

同時，專家教師的影片教學，傳遞生活數學教學的趣味性與方法，對職前幼

教師學習教幼兒數學有幫助。職前幼教師的反應：「影片教學觀賞中，讓學生學

會如何教學生活數學，並藉由擬定情境內容，使幼兒能在遊戲歡樂的氣氛中，學

會數學概念與待人處事之道，課程中的試教教學，也讓學生受益良多」(S55)、「其

他老師的教學影片，讓我們可以知道更多的教學方式」。(S60) 、「甚至放影片看

如何進行教學，讓我對數學改觀」(S50)、「影片也對我蠻有幫助，了解數概念的

一些課程，對往後再設計數學的教案可以更活潑、有趣。」(S63)、「影片也給了

我許多可以學習的內容，可以吸收。」、「真的很幸運的能有教學影片，在影片中

學到很多東西以及教學技巧。」（S61）、「看到拍攝之錄影教學，對我們產生實際

教學影響，在看到這些教學片段後，增加我許多概念，並知道該如何下手(教學)。」 

(S70-L0111) 

綜合討論，在數學文化融入數學教學的模式中，採生活的議題引教學內容，

並讓職前幼教師體驗到數學在生活中，肯定數學的價值，並且透過實作，操作教

具深化數學概念外，在同儕兩兩一組互相演練教學與討論數學知識，職前幼教學

到幼兒數學教學的策略與方法，除了感受到數學不再是無趣的公式背誦之外，知

道如何幼兒數學。如 Boaler(1997；2002)提出的從課堂實務著手，讓學生理解

數學概念，而課程的重點放在解題而不是程序性的知識，課堂應有更多數學連結

的關係，讓學生看到數學在生活中的意義性及重要性，而能終久學習數學，亦就

是能在數學課堂活動中提供更多的機會給學習者。 

二、學習評量 

本研究為瞭解數學文化融入數學教學的學習成效分，即瞭解職前幼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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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情形，在教學能力上有課堂實作演練教學，在專業知識有數學知識評量

前後測成績，另外，專業態度的成長有態度量表測知。 

（一）實作演練教學 

為瞭解職前幼教師的教學能力成長設計課堂中由職前幼教師的試教因為從

試教中可以看到職前幼教師將所學到的，透過理解、詮釋與同儕學習互動建構的

教學的理念，以分組演練試教的方式呈現出來。試教進行的方式先由各組決定教

學主題，並設計教案預備教材， 在課堂上試教十五分，再由同儕評量教學。 

評量試教的標準在職前幼教師是否能依循「生活數學」的目標、應用所學

的教學策略教學(生活議題解題或故事引進教學、實物操作教學、設計遊戲競

賽)，並能瞭解學習者的反應教學？為便利呈現評量結果，本研究將每一項目達

成教學的，計二分；部分教學達到的計一分；未教的以零分計，每組滿分 6 分。 

1.接受融入數學文化數學教學試教 

A班分成六小組，每組五人。其中三組教數量(一組也教空間)，一組教「空

間定位」，有二組教幾何圖形。六組中達到以生活數學為教學目標的有三組，另

外，兩組只有部分帶入生活數學，只有一組偏向學術性學科教學。如計算生活教

學目標方面，六組得分是 9分、教學策略得 10 分，以及教學評量得 10 分，總

29分，達成率為 80.55%，分析如表 4-4: 

表 4-4 Ａ班分組教學 

組別 生活數學為目標 教學活動策略 教學評量  

一 數與量 

部分融入生活數學(2) 

介紹圖形、剪圖形 

實物操作(2) 

無(0)  

二 介紹邊與角 

認識生活中的圖形(2) 

認識圖形 

實物操作(2) 

讓學習者上台 

分享圖形分類(2) 

 

三 教學上下 

左右與生活相關(2) 

小紅帽故事引入製地

圖，尋找小紅帽家(2) 

以完成地圖評量(2)  

四 故事教數量和方向 

部分生活數學相關(1) 

聖誕老人找麋鹿算數量

及空間定位(2) 

綜合討論(2)  

五 故事引導帶入圖形角、邊，

並聯想生活物件(2) 

圖形拼湊 

給學習者創作圖形(2) 

帶討論回應圖形(2) 

 

 

六 數與量配對及算式 

無生活數學(0) 

手指謠引入數與量結

合，並帶入合成分解(0)  

最後讓幼兒回應(2)  

註:數字代表得分  

2.接受融入數學文化數學教學加入觀賞影片教學試教 

B班除接受融入數學文化數學教學外，又加上觀看影片教學，是否會以生活

數學習教學、應用教學策略教數學，以及瞭解幼兒的學習反應？全班分成六小

組，每組四人。一組教「合成與分解」，一組教「空間定位」，其餘的四組教幾何

圖形。經試教結果分析，生活教學目標方面，六組得分是 10分、教學策略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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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學評量得 10分，三項共得分 30分，達成率為 83.33%，分析如表 4-5: 

表 4-5 B班分組教學 

組別 生活數學為目標 教學活動策略 教學評量 

一 基本圖形結合生活用品引

起學生興趣 (2) 

從生活物品找圖形 

教材合適(2) 

適切的評量了解教學過程

中幼兒學習狀況(2) 

二 以生活中的事物教 1-10再

帶入合成與分解 (2) 

善用教學技巧，引起學

生學習動機與興趣(2) 

學生實際操作的評量 

確定學生學會(2) 

三 將圖形與生活用品結合，

達成生活數學教學(2) 

不同圖卡與圖形結合 

(0) 

讓小朋友抽籤活動作評量 

(2) 

四 將圖形與生活中的實務作連

結。(2) 

帶入遊戲 

學習圖形概念(2) 

無(0) 

五 無(0) 結合故事情境與遊戲 

加強上下左右概念(2) 

以圖的格子評量小朋友

是否學會(2) 

六 圖形與生活物品連結，跟

幼兒生活經驗結合(2) 

透過卡通人物教形狀 

帶入基本圖形(2)  

複習並瞭解幼兒學習(2) 

 註:數學代表得分 

兩班的數學教學能力超過 80%以上，顯示兩班的師資生接受融入數學文化的

數學教學提升他們的教學能力。而 B班生活數學演練教學中的六組，只有第五組

未能掌握生活數學外，其餘各組都有跟生活聯結的教學。因此，八成以上的研究

對象能用生活數學從事演練教學。 

在教學策略上，B班有的用幼兒能經驗到的生活物品，有的用生活情境引入

幾何圖形或數量教學，至於掌握幼兒的學習反應只有三組做到，其他三組的教學

未能對幼兒的學習作回應。解釋這種現象基於職前幼教師的試教對象是同儕，還

未能感受在真實情境中教學，而顧到學習者的反應；另一個原因是新手教學只重

視教學的流暢性，忽略學習者的反應。其中一位研究對象認為：「我發覺我常會

只顧著教而忽略了評量，評量在教學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可以知道學生是否學

會，藉此思考是否需要調整教學方式？所以，我覺得多練習是很重要的，因為準

備充分才會有把握、才不會那麼緊張，教學才能做得更完整。」(S48-L1102) 

再進一步的分析兩組試教，發現 A班的職前幼教師融入生活數學試教組比 B

班的組少。A班的六組中有三組完整的用生活數學教學，其餘二組少部分的活動

與生活相相，而且有一組完全未用到生活數學教學，只重視算式教學，雖是如此，

但是 A班的職前幼教師仍有六成以的組使用生活數學教學。 

至於在策略的使用上，A班的學生會用手指謠、說故事，及實作來教數學，

且在回應學生學習上，比 B班更重視幼兒的反應，其原因在於 A班（本科系四年）

有校外教學經驗，對熟悉對學習者反應。從兩個班級的試教得知，雖然 A班有校

外教學經驗，但 B班（本科系二年級）可以透過觀摩教學提升數學教學能力。然

而，就整體而言兩班的教學成效都有達到 80%以上，顯示，融入數學文化數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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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可以幫助職前幼教師掌握幼兒數學教學目標、使用多元的策略教學幫助幼兒學

數學，並提升職前幼教師的數學教學專業能力。 

（二）數學專業知能成長 

數學知識方面的成長，以融入數學文化數學教學，在數學知識成長上，由表

4-6 得知，融入數學文化教學的前、後測的分數有顯著差異，顯示職前幼教師的

數學知識有成長，亦即增進學生的數學知識與數學教學知識。 

表4-6 數學知識前後測 

  M N S D t p 

成對 前測 12.167 54 1.587 -3.684*** .001 

  後測 13.351 54 2.242   

P<.001 ***  

 (三)專業態度的改變 

1.教學前的數學態度 

職前幼教師對數學抱持負面的態度。未接受數學教學前的職前幼教師的數學

態度，調查「何時放棄學數學？」，大部分職前幼教師在中學階段就放棄學數學，

有 41人(77.7%)在中學(國中、高中職)放棄數學，七人在小學放棄數學，一人在

幼稚園就放棄數學，總共 90.07%(49人)職前幼教師在中學或更早就放棄數學。

他們不喜歡數學的原因，分別：有個人的因素，如本身數學能力不好，累積失敗

的經驗多，對數學也不喜歡，如「常常無法理解數學題目的意思，會無法解題」

(S48)；學科的因素，數學本身有很多的公式，隨著年級增加難度也加深，職前

幼教師的理解度不足，感覺數學很難，加上解題失敗對數學也沒興趣，如「因為

國中的數學課程恨複雜又有很多算式，很像很容易搞混」(S36、67)、「越教越難，

越來越聽不懂」(S39、68)、「國中的數學有很多公式到高年級就愈不會」(S69)；

數學教師教學態度影響學習，如「因為都不懂，老師又很兇，問了會被罵，講錯

還被打，所以討厭數學」（S20-22、27、61），而這些因素類似 Park 和 King（2007）

所提出數學低成就的成因。在此情形下，唯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與安排教學情

境，如由改變教學與同儕學習的方式增強他們學習數學的動機信心，將可以調整

他們對數學的態度。 

   2.數學態度改變 

兩個班級經過數學教學前後對數學的態度調查。在未經數學教學之前數學

態度量表調查，發現在未經數學文化數學教學前，兩班對數學的態度沒有差異，

而在經過教學之後與前測結果比較，則有顯著差異，如表 4-5。 

表 4-5兩班前後測數學態度的比較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值 

前測 54 71.59 13.57 -2.735 .008** 

後測 54 78.00 10.52   

p<.05* ; p<.01** ;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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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5得知，經過融入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之後，職前幼教師前測與後測

的態度有顯著差異，也就是經十五週的數學教學，職前幼教師數學的態度有改

變。大部分職前幼教師認同在生活中可以感受到數學的實用性，而喜歡數學，再

加上課堂上提供幼兒數學的教法，更提升職前幼教師幼兒數學教學的能力，讓他

們對數學產生教學的興趣。影響到他們的數學態度的原因，有下列幾點： 

(1)課程設計理論結合實際教法 

課程進行中除理論的數學概念說明外，還有實際教法吸引職前幼教師學習，

課堂中安排多樣化的活動幫助他們學會如何教幼兒數學，也讓他們驅除對數學學

科刻板的印象。職前幼教師認為「這門課好好玩!上完後讓我對數學不再那麼討

厭，開始覺得它很有趣！課堂中除了能學到理論，還學到很多實際的教學方法，

上完課後覺得收穫良多。」（S48），而且「課程內容讓我們了解數學在生活中的

重要性，教學活動豐富且多樣性。」 (S55)。因為教學活動多樣化，有理論和實

際教法是職前幼教師調整數學態度的原因之一。 

(2)實際操作學習引發學習興趣 

職前幼教師喜歡實作性的學習方式，所以教具教材的提供操作比理論性的教

學來得更吸引他們。他們的反應：「很喜歡這種上課方式，實際操作的學習，比

理論容易學習和吸收。」(S59)、「這學期上課上下來，感覺很充實，除了有理論

方面的東西，還有很多活動讓我們可以實際動手做」(S60)、「原先看到這門課的

課程名稱，以為上課又要上一些理論的課，感覺會很無聊，而且又是我害怕的數

學，但是從第一節課開始，操作實作比理論還多，而且每次的活動都設計的很好

玩、又有趣，可以學習到很多之前從沒想過，也沒遇過的教學內容，所以選這門

課讓覺得收穫良多。」(S69-l228)、「課程多元又好玩，尤其是還可以自己動手，

我覺得這樣的課程真的很棒！」（S18-I1238)、「因此，在學習數學時，不能只是

一直”接受知識”，最重要的是要實際動手、親身去體驗，尤其是在教導幼兒數

學時，更要讓他們能夠藉由行動來瞭解，並體會到學習數學的樂趣。」

(S48-L0928)。 

(3)以遊戲教數學落實幼兒數學教學 

職前幼教師認為設計遊戲教數學對幼兒數學教學，幼兒接受度高。「融合遊

戲讓孩子快樂的學習，也能讓他們喜歡數學而不排斥數學。」(S45-L1102)、「因

為數概念是幼教中最自由的，而且好玩中又可以學習的課，經由每堂課中的遊戲

體驗，我了解該如何與幼兒接觸，也讓他們喜歡自然數學，接受他們快樂學習」

(S66-L1102)、而且「透過數學遊戲使孩子的腦細胞更靈活。」(S48-L0928) 

(4)教學影片提供可行的教學方法 

   專家教師影片教學傳遞生活數學教學的趣味性與方法，對職前幼教師的學習

教幼兒數學有幫助。「看影片教學，讓我對數學改觀」(S50)、「影片教學觀賞中，

讓我們學會如何教生活數學，並藉由擬定情境，使幼兒能在遊戲歡樂的氣氛中學

會數學概念。」 (S55-I0102)、「其他老師的教學影片，讓我們可以知道更多的

教學方式」(S60)、「影片也對我蠻有幫助，讓了解數概念的教法，讓我往後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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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數學教案時，可以更活潑、有趣，影片也給了我許多可以學習的內容」(S63)、

「真的很幸運的能有教學影片，在影片中學到很多東西以及教學技巧，這是到目

前為止我最喜歡的數學課」（S61）。 

由於融入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強調數學在生活中的應用，消弭學科使人生畏

的僵硬界線，職前幼教師感受到它的趣味性，而喜歡數學；「這門課讓我學到很

多數學概念，卻不會有很大的壓力，我越來越喜歡上數學課，把數學搞懂並且加

以運用。」(Ｓ61) 

職前幼教師對數學態度的調整，在於數學教學依照學習者的文化背景，讓他

們在課堂上建構更多參與數學的機會。即從文化著手增進數學學習機會，如Foote

（2010）提出讓過去不被重視的學習者的學習，因為多給他們有探索操作及同儕

合作學習的機會，而建立數學能力，進而改變他們對數學的態度。因此，數學文

化融入數學教學時，職前幼教師的對數學教學的看法改變，能體驗數學與生活連

結產生經驗的重要性，也從他們的生活文化中找回數學的定位，建立正確的數學

態度，認同數學教學而不排斥數學，正如Presmeg（2007）指出數學文化是多方

面、價值性及有實務性的觀點。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數學學習內容以學習指標的內容(已公佈的「數量形」)為主，數學專業上以

生活數學進行教學，並有同儕學習演練討論，提出教學省思教學內容並且加入影

片教學(教相同的內容)中看到實際教學與師生互動，也瞭解到幼兒的認知發展。

因此，數學實務教學模式與學習評量的發展，是從專家教師的觀察學習與同儕演

練教學，綜合歸納所學及所看的建立的。 

因此，融入數學文化數學教學模式在於在進行數學教學時，將數學文化當

成背景知識，職前幼教師體驗數學在生活中的實用價值，並且在學習專業社群數

學教學下，將生活中的事務轉化為生活數學，學會教幼兒數學。再者，在數學文

化數學教學過程中，職前幼教師學會應用生活數學的教學策略，學到以生活議題

帶入數學教學，以說故事、遊戲活動及實物操作引發幼兒學習數學興趣。研究結

果顯示，兩班的接受融入數學文化數學教學之後，數學教學的能力提升。 

在學習成效的評量上，由職前幼教師在課堂上演練教學，由實作評量中瞭

解職前幼教師經由融入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研究發現職前幼教師的教學專業能

力成長，且在專業知能及態度上也成長。另外，在數學態度上，兩班的師資生原

本對數學態度抱持負面的看法，但是經過數學文化融入數學教學之後，職前幼教

師對的數學態度產生轉變，對數學學習產生興趣，也對幼兒數學教學有方向知道

教什麼及如何教。因此，研究結果也達成本研究動機的期待，透過融入數學文化

數學教學，改變職前幼教師學習數學的態度。因此，融入數學文化的數學教學有

助於職前幼教師教學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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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呂永聰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14 呂玉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所） 

15 李心儀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16 李俊儀 國立臺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7 李國偉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18 李源順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19 沈宜璇 長庚大學職能治療學系 

20 易正明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21 林原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22 林素微 國立臺南大學測驗統計研究所 

23 林碧珍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24 林福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25 邱文彬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26 邱美秀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27 金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28 侯雅齡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29 城地茂 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學 國際中心 

30 姚如芬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31 姜自強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32 施淑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33 洪儷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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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英家銘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35 唐書志 台北市立百齡高中 

36 徐孟輝 崑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37 徐偉民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38 徐惠莉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39 秦爾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40 翁婉萍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 

41 翁頂升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42 袁媛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43 馬秀蘭 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44 高淑芬 臺北市立大學 

45 張子貴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暨研究所 

46 張宇樑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47 張育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48 張飛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理學科 

49 張倫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50 張淑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所） 

51 張景媛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52 張銘宗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所 

53 張靜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54 曹友賓 中國科技大學 

55 梁淑坤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56 許慧玉 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57 陳于高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58 陳文豪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59 陳明璋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60 陳東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61 陳姵樺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所) 

62 陳建誠 明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63 陳彥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64 陳偲揚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研究所 

65 陳國泰 文藻外語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66 陳埩淑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67 陳彩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車輛工程系 

68 陳嘉皇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69 陳榮治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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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曾世綺 佛光大學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所） 

71 曾建銘 國家教育研究院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 

72 湯卿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73 黃文璋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暨統計學研究所 

74 黃志賢 明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75 黃幸美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含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76 黃思華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77 黃朝錦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78 楊心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 

79 楊志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80 楊志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81 楊玲惠 大同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科 

82 楊凱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83 楊德清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84 廖惠雯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85 溫武男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86 葉哲均 台北市立大學數學教育研究所 

87 董昭君 臺北市立大學數學系 

88 趙東金 南京曉庄學院 

89 趙康伶 佛光大學心理學系 

90 趙翊清 成功大學工程科學係 

91 劉宣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所） 

92 劉柏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93 劉伯雯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94 劉曼麗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95 劉祥通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96 蔡文煥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97 蔡智孝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98 鄭英豪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99 鄭章華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100 蕭志如 東吳大學數學系(所) 

101 蕭聰淵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英語研究所 

102 戴華 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103 謝佳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104 謝哲仁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共同科 

105 謝豐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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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謝闓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 

107 鍾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所) 

108 韓承靜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所 

109 顏乃欣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110 譚克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111 蘇意雯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112 釋有真 佛光大學/資訊應用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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