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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數學教育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論會議程 

   時間：101年 12月 1、2日（星期六、日）     主辦單位：國科會科教處 

   地點：國立台灣大學天文數學館      承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時間 12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 12 月 2 日（星期日） 

0840~0910 
報到 

0820~0845 
報到 

0910~0935 

 
A 場地 

1F 國際會議廳 

0845~0935 

 
A 場地 

1F 國際會議廳 

B 場地 

天數館 202 室 

開幕 

國科會科教處陳國棟處長 

中研院數學所所長翟敬立院士 

數學教育學門召集人李國偉教授 

場次 7 

主持人： 

鍾靜教授 
 

場次 8 

主持人： 

李國偉教授 
 

0935~0955 
休息/壁報參觀 

0955~1200 

 

 

 

A 場地 

1F 國際會議廳 
B 場地 

天數館 202 室 

0955~1135 

(演講) 

1135~1200 

(討論) 

A 場地 

1F 國際會議廳 

場次 1 

主持人： 

梁淑坤教授 

 

場次 2 

主持人： 

李國偉教授 

 

與國科會人文處教育學門合辦主題演

講與討論會 

主持人： 

林福來教授 

1200~1330 午餐 

（1230~1300）陳明璋教授、金必耀

教授 — 數學與藝術展覽簡介 
天數館 1F 門廳 

1200~1330 午餐 

（1230~1300）李源順教授 — 如何用

word+endnote 寫論文和文章 

天數館 202 室 

1330~1535 

 
A 場地 

1F 國際會議廳 
B 場地 

天數館 202 室 

1330~1445 

 
A 場地 

1F 國際會議廳 
B 場地 

天數館 202 室 

場次 3 

主持人： 

黃文璋教授 
 

場次 4 

主持人： 

袁媛教授 

 

場次 9 

主持人： 

梁淑坤教授 

 

場次 10 

主持人： 

袁媛教授 
 

1535~1555 
休息/壁報參觀 

1445~1505 
休息/壁報參觀 

1555~1735 

 
A 場地 

1F 國際會議廳 
B 場地 

天數館 202 室 

1505~1545 A 場地 

1F 國際會議廳 

場次 5 

主持人： 

黃文璋教授 

 

場次 6 

主持人： 

鍾靜教授 

 

綜合討論 

主持人： 

陳國棟處長、李國偉教授 

1800 晚宴（台灣大學鹿鳴宴餐廳） 1545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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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101.12.01） 
 

A 場地：1F 國際會議廳 

場次 1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0955~1200 

 

鄭英豪 

（0955~102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數學教師與其師培者的專業發展：統整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

－子計畫三:促進國小教師設計數學概念啟蒙活動之教學力的

師培課程設計與評鑑 

陳嘉皇 

（1020~1045）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數學教師與其師培者的專業發展：統整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

－子計畫四:促進國小在職教師設計數學一般化活動的專業成

長 

李源順 

（1045~111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數學的外部連結－總計畫 

 

李源順 

（1110~1135）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數學的外部連結－子計畫一:生活中的數學與態度研究 

 

吳德邦 

（1135~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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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的外部連結－子計畫二:團體遊戲的數學與態度研究 

 

 

 

場次 3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1330~1535 

林福來 

（1330~135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所） 

統計教育研究：人才培育與資訊整合－總計畫 

 

陳幸玫 

（1355~142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

訊教育學系（所） 

統計教育研究：人才培育與資訊整合－子計畫二:兒童資料變

異概念之發展研究 

林素微 

（1420~1445） 

國立臺南大學測驗統計研究

所 

統計教育研究：人才培育與資訊整合－子計畫三：青少年統

計素養的建構與評量 

楊志堅 

（1445~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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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教育研究：人才培育與資訊整合－統計推論之認知神經

發展縱貫研究-不確定性的認知 

 

楊凱琳 

（1510~153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所） 

統計教育研究:人才培育與資訊整合－子計畫五:探討中學數

學教師的統計教學知能 

場次 5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1555~1735 

譚克平 

（1555~162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

研究所 

以統計大概念的觀點重整臺灣中、小學統計課程綱要以及評

量架構之開發 

吳昭容 

（1620~164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所） 

數學文本閱讀的眼動現象 

 

李秀妃 

（1645~1710）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用數學解讀世界：台東小學生建模能力探究 

 

劉伯雯 

（1710~1735）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

日語系 

中國古代數學對日本江戶時代關孝和學派的影響 

 

 

每件計畫成果報告時間 10 分鐘，答詢時間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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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場地：天文數學館 202 室 

場次 2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0955~1200 

曾世綺 

（095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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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數位遊戲

與模擬融入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研究 

陳明璋 

（1020~1045）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子計畫三:以溝通性

及同步性為指標之動態幾何教材設計之研究 

曾建銘 

（1045~1110） 

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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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頂升 

（1110~1135）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動態 3D 數學網頁數位學習內容平台的研發、建構與評估 

 

陳明璋 

（1135~1200）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代數數位內容之激發式動態表徵及展演原則之研究 

 

場次 4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1330~1535 

施淑娟 

（1330~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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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柏熹 

（1355~142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所） 

創造力電腦化測驗系統之發展暨學生創造歷程之研究：IRT

取向 

左台益 

（1420~144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所） 

理解幾何證明之動態多重表徵學習系統研究 

 

洪碧霞 

（1445~1510）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測驗統計

研究所 

數學素養動態評量的發展與應用-試算表融入的國中數學介

入方案效益之探討 

馬秀蘭 

（1510~1535） 

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由多元表徵圖形樣式的推理中研發代數推理評量工具 

 

場次 6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1555~1735 

朱慧娟 

（1555~1620）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所） 

適性化數位合作學習導向之教師專業發展研究--以數學學習

困難學生數學教學知能之專業發展為例（III） 

李茂能 

（1620~1645）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所） 

注意力、後設認知能力、工作記憶力對於中、高年級正常兒

童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兒童之「數常識」的預測

力分析 

白雲霞 

（1645~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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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淑坤 

（1710~1735）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擴大共同成長模式：以家長參與親子數學為例 

 

 

每件計畫成果報告時間 10 分鐘，答詢時間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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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01.12.02） 
 

A 場地：1F 國際會議廳 

場次 7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0845~0935 

謝豐瑞 

（0845~09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所） 

中小學數學教師長期追蹤跨國比較研究—Taiwan TEDS-

M2008 延展 

蔡文煥 

（0910~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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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5~1200        與國科會人文處教育學門合辦主題演講與討論會 

 

場次 9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1330~1445 

張宇樑 

（1330~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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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展教師數學教學

評量設計與執行知能之研究 

陳彥廷 

（1355~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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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教師數學學科教學知識（PCK）發展探究：知覺量

表、網路學習環境的成長模式之建構 

 

謝闓如 

（142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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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數學教科書之代數概念與代數思考分析研究 

 

 

 

B 場地：天文數學館 202 室 

場次 8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0845~0935 

張子貴 

（0845~0910）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暨研究所 

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應用在微積分教學之研究 

 

陳進春 

（0910~0935）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

識教育中心 

學習基礎數學的認知診斷 

 

場次 10 報告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1330~1445 

趙曉美

（1330~1355）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師資培

育中心 

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探討實習輔導案例之運用 

 

王美娟 

（1355~1420）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

（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以 TIMSS2011 認知評量架構探討我國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

能力 

邱美秀 

（1420~1445）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台灣數理教學與學習之文化藝品、信念、知識與策略發

展：與 PISA 和 TIMSS 結果的關係 

 

每件計畫成果報告時間 10 分鐘，答詢時間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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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展示 

場地：天文數學館 1F 

 

編號 計畫主持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1 
黃幸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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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合幾何與體積測量課程與教學之探討 

2 
姜自強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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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鍾靜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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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陳國泰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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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金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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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林碧珍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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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張靜嚳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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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蘇意雯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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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張淑怡 

副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

學系（所） 
數學教科書內容之詮釋與實踐分析比較：以分數乘除為例 

10 
楊德清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臺灣、美國、芬蘭、新加坡與上海國小數學教科書之內容的比較研

究 

11 
顏乃欣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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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易正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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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劉柏宏 

教授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教育中

心 
微積分改革課程對學生解題行為與發展認識信念之效益分析 

14 
黃志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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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蕭聰淵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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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呂玉琴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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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侯雅齡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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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徐偉民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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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張景媛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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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劉曼麗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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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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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報展示 

場地：天文數學館 1F 

 

編號 計畫主持人 執行機構 計畫名稱 

21 
龔心怡 

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父母參與子女數學學習歷程之中介效果模式、相互效果模式與潛在

成長曲線模式之縱貫研究 

22 
林福來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數學教師與其師培者的專業發展：統整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總計

畫 

23 
林碧珍 

教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數學教師與其師資培育者的專業發展：統整理論建構與實務應用－

子計畫一:國小在職教師設計數學臆測活動的專業成長研究 

24 
鍾靜 

教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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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遊戲與模擬融入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研究 

曾世綺、黃暉娟、吳慧敏、莊啟宏、沈孟祥  

NSC 100-2511-S-431-002 

 

摘要 

 幾何包含視覺化、構圖與推理的認知過程，學習它比學習四則運算或基礎代數來的難很

多，如何教授幾何並維持學生對幾何的興趣，遂成為重要課題。模擬除了可以幫助學生視覺

化抽象概念外，亦可藉由實際動手操作深化學習，而數位遊戲如果設計得宜，可以提供有趣

的娛樂經驗，也可以將學習內容與遊戲的故事幻境結合，增進玩家對知識的理解、記憶和遷

移。 

 本研究之目的有二，一為瞭解以 GeoGebra（GGB）自由軟體製作的模擬式教材，對五年

級學生學習平行四邊形面積概念時之認知負荷與感受所造成的影響；其二為瞭解融入教學代

理人和分身設計的「幾何藝術園區」遊戲，對五年級學生學習平行四邊形面積概念時之學習

成效、認知負荷與感受、以及內在動機所造成的影響。 

 宜蘭縣某大型國小 28 名學生參與本研究，研究結果摘要如下。 

 一、 認知負荷與感受量表顯示：(1) 不論是 GGB 模擬教學或遊戲活動，學生持續活動

的意願都不錯；(2) 學生認為 GGB 教材的困難度不高，但遊戲活動則較具挑戰性；(3) 與學

習 GGB 教材相比，學生似乎對自己能否順利在遊戲中過關較不具信心。 

 二、 學生的遊戲表現指出，透過 GGB 教學並在遊戲中融入簡易相關概念的提醒，對學

生的答題表現幫助有限（學生的平均答題正確率僅 53%），此外，學生平均花 43.9 分鐘與遊

戲互動。 

 三、 由內在動機量表的結果可得知，學生認為玩「幾何藝術園區」這個遊戲十分有趣，

覺得自己在該遊戲中表現還不錯，自覺認真投入各關的活動與解題工作，但學生也表示在玩

遊戲的過程中壓力不小（平均值高於 3.5）。 

 

關鍵字：平行四邊形面積、電腦遊戲、模擬式遊戲、幾何學習、認知負荷、內在動機、教學

代理人、遊戲分身 

 

壹、 前言  

2007 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報告，顯示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1）〈幾

何學的形狀和測量〉是我國四年級學生的成績與第一名國家學生間相距最遠的部份，（2）我

國八年級同一個班級裡數學程度參差不齊的現象比其他國家來得嚴重，（3）我國四年級與八

年級的學生對數學的興趣有待加強，特別是四年級學生喜歡數學的程度在 36 個參與國家和地

區中，敬陪末座（Mullis, Martin, & Foy, 2008；黃敏雄，2010）。 

將遊戲運用於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與興趣，不是新奇的方法，但近年來由於電腦

遊戲和電視遊樂器的盛行，和其故事複雜度與聲光畫面精緻度的不斷提升，如何利用電腦遊

戲來增進學生的學習成就和動機，遂成為教育研究者和數位學習內容製作廠商關注的議題。 

模擬是實際情境或過程的抽象化或簡化（Smaldino, Lowther, & Russell, 2008），電腦模擬

曾世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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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除了可提供豐富表徵的系統外，亦可做為幫助我們處理訊息及提升思考效能的工具（Jonassen, 

2000），只是數位遊戲與模擬互動性高、進行速度快，若使用它當作學習工具，容易造成學

習者認知負荷超載的現象，而遊戲競爭的特質極容易讓玩家，為了儘速達成遊戲而忽略學習

內容。再者，數位遊戲與模擬製作成本高且費時，若要發揮其提升學習與內在動機的功效，

應有系統地檢驗遊戲與模擬之重要要素，特別是檢視遊戲的要素如何影響學生對幾何的理解

與興趣。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有二：（1）瞭解以 GeoGebra（GGB）自由軟體製作的模擬式教材，對五年級

學生學習平行四邊形面積概念時之認知負荷與感受所造成的影響；（2）瞭解融入教學代理人

和分身設計的「幾何藝術園區」遊戲，對五年級學生學習平行四邊形面積概念時之學習成效、

認知負荷與感受、以及內在動機所造成的影響。 

 

參、 文獻探討 

 此部分將先說明遊戲的定義、理論與研究，再簡述教學代理人的相關理論，最後則介紹

認知負荷理論。 

一、 電腦遊戲相關議題 

（一）遊戲與模擬的定義 

遊戲（game）依據 Dempsey、Lucassen、Haynes 和 Casey（1996）的定義，它是一組活

動，包含一個或多個玩家，具有目標、限制、報酬和結果，為規則導向並含某種程度的競爭，

即使是在遊戲中與自己競爭，而 Smaldino、Russell、Heinich 和 Molenda（2005）則將遊戲

定義成參與者必頇要遵循和現實生活不同的某些既定規則，以獲取具挑戰性目的的一種活動。 

所謂模擬（simulation）是實際情境或過程的抽象化或簡化（Smaldino, Lowther, & Russell, 

2008），Rieber（1994）則將模擬定義為對真實或假想的環境或系統所做的模仿。遊戲與模

擬這兩個名詞常被混合使用，僅管有學者（例如：Garris, Ahlers, & Driskell, 2002）試圖說明

此兩者之不同，不過 Tennyson 和 Jorczak（2008）認為區分此兩者之差異對瞭解遊戲的教學

功能並無助益，他們倒是認為模擬式遊戲是最具教學潛能的一種遊戲類別，因為它提供最完

整和彈性的方法來檢視遊戲的特徵。  

（二）Malone 與 Lepper 之遊戲的內在動機分類（taxonomy of intrinsically motivating games）  

 此分類法從 Malone（1981, 1983）的相關研究與內在動機相關理論推衍而來，此理論是

最早建立遊戲吸引人的要素之理論，也廣受引用。Malone 和 Lepper（1987）認為遊戲吸引人

的要素分為個人與人際兩大類，個人部份的要素有挑戰、好奇、控制和幻境，茲敘述如下： 

    1. 挑戰（challenge）玩家喜歡參與具有挑戰性的活動，但這樣的挑戰前提必頇是困難度

恰為學習者的理想挑戰層級，因為太困難的挑戰，容易讓玩家失去信心而覺得沮喪，而太簡

單的挑戰任務，又容易讓玩家覺得枯燥無趣，只有難易適中才會提升或維持學習者的內在動

機。 

    2. 好奇心（curiosity）Malone 和 Lepper 認為在遊戲中若要激發學習者感官的好奇心，可

藉由遊戲中聲音、視覺或其它特殊效果來達成；要激發學習者認知上的好奇心，則可以藉由

讓學習者感到驚奇、對知識產生矛盾、以及體認到自己認知的不完整等技巧之使用來達成。 

    3. 控制（control）電腦遊戲能使人著迷的要素之一，是因為遊戲能夠提升玩家自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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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控制遊戲結果的感覺。要提升控制感 Malone 和 Lepper 建議，遊戲結果應伴隨玩家的回應

做調整、提供選擇（例如：遊戲的形式、難易度、故事情節、喜歡的角色等），和讓玩家所採

取的行動能產生巨大的效果。  

    4. 幻境（fantasy）幻境是讓人相信的遊戲環境，此要素主要之目的是激發玩家，想像自

己置身於虛擬的遊戲人物與社會情境中，使遊戲環境更加有趣。 幻境的使用有兩個層面，第

一用來提升學習者情感上的需求，要鼓勵學習者認同遊戲中假想的角色，例如：增進玩家和

遊戲人物之間的類似性（相同的個性或遭遇）、讓玩家崇拜遊戲中的人物、或突顯遊戲人物的

觀點等方式，都可以加深角色認同；第二用來增進學習者的認知能力，遊戲的幻境應提供適

當的譬喻，讓玩家藉由與過去知識相連結的方式理解新的資訊，而幻境也要與所要學習的教

材內容緊密相關，以幫助學習者記憶和應用該內容。 

（三）遊戲吸引人的要素—其他學者的觀點 

 遊戲程式設計專家 Crawford（1984）認為遊戲常見的四個要素有：（1）代表，亦即主觀

地代表某部分真實世界的一個正式且封閉的系統，（2）互動，（3）衝突和（4）安全性。Rieber 

（1996）綜合各家之說認為遊戲應具備下列特色：（1）通常是自願參與的，（2）具有內在動

機，意謂玩遊戲本身就是件愉快的事，不需借助外在的獎勵報酬，（3）包含某種程度的積極

（常為身體的）參與，（4）與其他行為活動不同，遊戲世界具有讓人信以為真的特質。Garris、

Ahlers 和 Driskell（2002）表示遊戲的重要要素可包含六大類，亦即，幻境、規則/目標、感

官刺激、挑戰、神秘性、以及控制感。Hong 等人（2009）則認為遊戲好玩的原因在於：未確

定性、做決策時具彈性、挑戰度、在同等狀況下公平遊戲、有合作和競爭的機會、以及互動

性。而 Liang、Lee、和 Chou（2010）亦對以遊戲為主的學習環境之設計提出 15 點建議，他

們的 15 項指導原則也包括設定明確的學習方向與目標，以及將教學遊戲的挑戰設置成含多層

困難度。 

（四）遊戲要素之研究 

 僅管與遊戲相關的文獻提出不少遊戲吸引人的要素建議，也有不少學者（例如：Huang & 

Johnson, 2009; Lepper & Malone, 1987; Kiili, 2005a, 2005b, 2007; Winn, 2009）企圖將遊戲的要

素與學習要素相連結，然而以實驗法的方式，系統化地檢驗不同要素的認知與動機功能之研

究仍屬少數（Ke, 2009）。Malone的老師Mark Lepper和他的學生曾檢視遊戲的幻境性要素，

並發現在遊戲中融入幻境比未使用幻境更能提升學生學習平面座標、算術運算和Logo繪圖程

式語言（Lepper & Hodell, 1989; Codova & Lepper, 1996; Parker & Lepper, 1992）的內在動機和

學習成效。不過，吳佩芸、曾世綺、王姵婷和曾珮津（2011）的研究則未發現使用幻境的好

處，吳佩芸等人（2011）發現在電腦遊戲中未使用幻境，比使用外在幻境對四年級學生學習

平面座標較有助益，而未使用幻境與使用內在幻境則不會造成學習的差異，同樣地，使用內

在幻境或外在幻境也不影響學習成效，至於未使用幻境、使用內在或使用外在幻境都不影響

學生的內在動機。此外，Adams、Mayer、MacNamara、Koenig和Wainess（2011）的研究也

發現在3-D遊戲中融入故事情節與否，不影響大學生學習電路和電能的相關知識與玩遊戲的滿

意度。 

Tzeng（2001）以 Malone 和 Lepper 以及 Csikszentmihalyi（1975, 1990, 1997）的心流理論

為理論依據，發現在學習物理概念的模擬式遊戲中，融入可調整技能和遊戲挑戰度的設計，

比未使用此設計更能提高六年級學生的學習成績，但對學生的內在動機則未造成差異。此外，

楚煜凱、曾世綺和賴政良（2010）發現，遊戲的目標設定以及不同的隨機出題方式，雖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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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不同面向的內在動機，卻不影響對「線形函數及其圖形」和「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的學習。 

（五）數學電腦遊戲之研究 

 Kraus（1981）的研究顯示，使用電腦遊戲可以增進二年級學生學習基本加法的能力，而

Rosas 等人（2003）的研究發現，相對於傳統課堂的學習模式，結合電玩遊戲學習數學，不但

能提昇智利一和二年級學生的學習動機，也能提升其學習成績。此外，吳鴻輝（2004）發現

與傳統教學模式相比較，使用網路學習遊戲，更能提升四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而黃隆華

（2004）的研究亦顯示遊戲軟體能提升國小學童的乘法運算能力和興趣。僅管上述研究支持

電腦遊戲在數學教育之使用，但此類研究缺乏強力的理論研究基礎，不免使後續研究受限。 

 上列敘述說明了(1)數位遊戲的持續盛行，帶動新一波的數位遊戲研究熱，而雖然不少學

者企圖建構兼具認知和情意領域考量的遊戲要素，但這些模式或理論的實徵驗證不足或結果

不一。(2)雖然遊戲在數學領域的學習上似乎可以有所助益，但其影響學習數學相關概念的過

程以及和它動機與認知負荷之間的關係，我們並不清楚，亟待進一步研究以釐清其運作機制，

特別是瞭解遊戲與模擬對幾何學習的可能影響模式。 

二、 教學代理人 

 所謂的教學代理人（pedagogical agent）是指呈現在電腦螢幕上栩栩如生生的圖像人物，

它們的功用是在多媒體學習環境中引導學習者的學習。代理人（agent）一詞，是個譬喻，意

旨把人物在螢幕上呈現出來，儘管有些作者認為智慧代理人的聲音比實體存在螢幕上重要，

但是只有呈現聲音沒有辦法被認為是智慧代理人（Heidig & Clarebout, 2011）。 

Clarebout、Elen、Johnson和Shaw（2002）在回顧文獻之後認為應該從六個面向，亦即，

輔助的目的、有關學習者控制的輔助、輔助的適性度、傳遞的形式、輔助的時間安排和輔助

的類型等，來研究教學代理人在提供學習者輔助時應該注意的議題。而代理人的輔助類型尚

可分為其所扮演的角色和執行這些角色的方式兩大要素。此外，教學代理人在扮演上述六種

角色時，有四種執行形式，1. 執行（executing）：由教學代理人執行任務，學習者不必執行該

任務。2. 顯示（showing）：由教學代理人示範任務後，由學習者執行該任務。3. 解釋

（explaining）：學習者執行任務時，教學代理人仔細闡述該任務如何執行等。4. 詢問

（questioning）：教學代理人提出學習者必頇要回答與任務相關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六種不同角色的特質，可以由此四種形式組合而成，例如，假設教

學代理人扮演指導的角色，他提供給學習者的輔助，可以含有解釋與詢問的形式，還有，不

同的形式可以以全部或部分任務的方式呈現，此意味教學代理人在任務的不同部分，可以轉

換不同的角色。 

 若從教學代理人所提供輔助的目的（功能）來看，同時提供資訊和鼓勵的代理人，比只

提供資訊或鼓勵者，更能增進大學生學習教學設計時的自我效能感和學習的遷移表現（Baylor 

& Kim, 2005）。此外，學習植物的設計時，教學代理人提供解釋性或訂正性的回饋給學生，

不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但提供解釋性比訂正性的回饋，更能提升學生的遷移能力（Moreno, 

2004）。至於使用不同的反思設計來監督與引導學習活動的成效，研究結果不一（Heidig & 

Clarebout, 2011）。 

三、  認知負荷理論 

 認知負荷理論是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的心理學家 John Sweller 及其研究團隊所發展

的。所謂的「認知負荷」意指在執行某項工作時，加諸在認知系統的負荷（Sweller,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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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iënboer, & Paas, 1998）。認知負荷含有以任務為主（心智負荷）和以學習者為主（心智努

力）的兩個面向，而這兩個面向都會影響工作表現。認知負荷學者認為，人類的工作記憶容

量和記憶時間長度有限，個體在接收新訊息時，如果一次要處理太多訊息，容易造成認知負

荷過重，進而妨害個體對新資訊的學習。根據認知負荷認理論的說法，認知負荷的來源可以

分為：內在（intrinsic）、外在（extraneous）和適切（germane）三類。內在認知負荷來自所要

學習的任務或教材本身，當個體面對要素間關連性高的學習教材或教材要素的數量過於龐大

時，易產生高的認知負荷量，反之則低。外在認知負荷，又稱無效的認知負荷，是由不當的

教材設計所造成的，它可以藉由教學設計者修正教材之呈現方式來降低，而設計好的教學方

法與過程以降低外在認知負荷，一直是認知負荷學者研究的重點。值得一提的是，外在認知

負荷只有在內在認知負荷量高時才顯得重要，因為當內在認知負荷量低時，如果再加上外在

認知負荷量，也不一定會超過個人工作記憶的處理能力。至於適切的認知負荷，也稱有效的

認知負荷，是指透過教學設計者適當地呈現教材，學生能專注於學習內容的認知過程以及基

模的建構和自動化（Paas, Renkl, & Sweller, 2003; Sweller et al., 1998; Sweller, 2004）。認知負荷

學者提出開放目標、示例、完成問題、分散注意力、形式、多餘、想像、獨立互動元素、元

素互動、專家反向、以及指引漸褪等效應，做為設計教學時應留意的指引（Sweller et al., 1998; 

Sweller, 2004, 2005）而 Sweller 也於 2010 年指出可以教材元素之間的互動高低，做為解釋上

述效應與分析學習任務的依據。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進行兩階段之形成性評鑑，第一階段之評鑑對象為宜蘭縣某偏鄉國小 16 名五年

級學生，透過觀察與訪談此階段評鑑之目的在了解學生是否能理解「幾何藝術園區」教學遊

戲之說明、操作遊戲以及能在預定時間內完成遊戲活動，再據以修正遊戲，此處所報告之內

容為第二階段形成性評鑑之過程。 

一、 研究對象 

 宜蘭縣某鎮之大型國小五年級學生共 28 名，參與本計畫第二階段的形成性評鑑研究。 

二、 研究教材與開發工具 

 本研究之教材內容為平行四邊形面積單元，其設計理念融合Van Hiele（1986）和Duval

（1998）幾何學習的理論，並參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設計成五個學習目標（見表一），研究團

隊再依這些目標模擬式教材和教學遊戲。 

 表一 平行四邊形面積單元教學活動及目標 

活動 教學目標 教學內容 

A1 

形狀變 

熟練平行四邊形切割重組為

長方形，進而察覺任何平行四

邊形在任一點都可以作切割 

任一平行四邊形切割重組成長方形 

1. 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2. 常規圖形，非典範切割 

3. 常規圖形，非典範切割 

先透過格子板的仲介，而切割方式由在格子點

上的切割，進而進入非格子點的切割，最後轉

化到非格子板的活動。 

A2 1. 透過切割重組後的長方形 認識平行四邊形底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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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變 與原平行四邊形之類比，發現

「底=長、高=寬」 

2. 熟練作高 

1. 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2. 常規圖形，非典範切割 

3. 非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A3 

公式變 

察覺「長乘寬」與「底乘高」

其實是同一條公式 

理解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1. 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2. 常規圖形，非典範切割 

3. 非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A4 

練習 

熟練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知覺同底等高面積相同 

練習平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1. 基本型 

   
2. 複合型 

       

A5 

關係 

同底等高面積都相同 

同底時，面積與高成正比 

同高時，面積與底成正比 

統整底高與面積公式 

   
名詞釋義： 

常規圖形：若平行四邊形的兩個對邊都可以找到完全在平行四邊形內部的高則稱之。為

一般常見的平行四邊形。 

典範切割：指使用垂直於水平的一個完全在平行四邊形內部的高來切割。 

非典範切割：指使用非垂直水平線的高來切割，因此高不是鉛直線。 

非常規圖形：非常規的平行四邊形。 

 

 以GGB製作的模擬式教材，其目的在於透過視覺化呈現平行四邊形面積概念的表徵與實

際操弄，幫助學生具象化抽象概念並建構其知識，GGB教材以網頁方式呈現，並輔以文字和

聲音之說明，值得一提的是為了引導學生反思其所學，GGB中的下一步按鈕由電腦控制其呈

現時間。至於以Flash CS5製作的「幾何藝術園區」遊戲含五個闖關解題活動（題目之適切性

經過數學專家、數學教育專家與現場教師之驗證），其故事因主角陳友智在學習平行四邊形面

積時遭遇困難，決定暫時放棄努力去睡一個好覺而展開。在夢境中，友智與其他角色帶領學

習者共同參觀幾何藝術園區，一起進行情境問題解題的闖關活動。此外，在遊戲設計上，製

作團隊融合遊戲相關理論後，擬定以下數點為製作指南：（1）故事的情境/幻境需與學習任務

相符合；（2）提供不同卡通人物造型的圖像讓學習者選擇為自己的分身，並將學習者的名字

融入對話中，以增進學習者對遊戲的認同感；（3）提供教學代理人，並在學生進入每個遊戲

關卡前，提供簡短的教學回顧引導（內容多取自GGB），稱為「闖關寶典」；（4）故事的情境/

幻境、人物與畫面構圖不需太過華麗，以避免增加學習者不必要的認知負荷，但卻需要吸引

人以使學生願意投入遊戲中去完成遊戲任務；（5）任務的安排應由簡到難，而挑戰的問題則

儘量與生活實例相關；（6）提供學生適當的模擬工具，以幫助學生視覺化，有關GGB模擬教

學和「幾何藝術園區」遊戲的畫面截圖，請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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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GGB模擬和遊戲的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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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工具 

 本計研究含三類研究工具：（1）自編遊戲練習題目，每關 12 題共 60 題；（2）認知負荷

與感受量表；以及（3）活動內在動機量表。認知負荷與感受量表以五題量測意願、困難度、

花費心力、信心指數和投入努力，這些題目改編自左台益等人（2011）的量表。至於本研究

所使用的動機量表，則改編自 Ryan 與 Deci 等人的內在動機量表（Intrinsic Motivation Inventory 

(IMI), 2012），此量表含興趣/享樂（interest/enjoyment）、自覺能力（perceived competence）、

努力程度/重要性（effort/importance）以及壓力/緊張（pressure/tension）程度等四個面向，每

個面向各五題，並以李克氏量表採用 1 至 7 點的方式，評量學生的遊戲活動動機。 

四、 研究步驟 

 本形成性評鑑分兩天進行，研究地點為參與對象學校之電腦教室，學生進入教室後，研

究者首先說明研究目的與進行規則，再請學生自行學習 GGB 教材約 30 分鐘，之後填寫認知

負荷與感受量表並結束第一天的活動。 隔一天後，研究者要求學生先完成「幾何藝術園區」

遊戲的學習活動，再填寫認知負荷與感受量表以及遊戲內在動機量表，此部分的活動時間限

制為 70 分鐘。 

 

伍、 結果與討論 

一、 研究結果分析  

 由於兩位受試者需要研究者過多幫助才能在時間內完成活動，因此不將此兩人的資料列

入分析，刪除後，本研究之實際研究對象為26人。有關學生學習GGB教材之認知負荷與感受

的平均值和標準差（見表三），在持續學習意願方面為5.19、1.30，在教材困難度方面為3.42、

1.14，在教材費力程度方面為3.38、1.20，在信心方面為4.38、1.33，最後在投入努力方面則

為4.7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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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GGB活動認知負荷與感受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持續學習意願 5.19 1.30 

教材困難度 3.42 1.14 

教材費力程度 3.38 1.20 

信心指標 4.38 1.33 

投入努力 4.73 1.54 

註：採用七點量表 

 至於學生玩遊戲時之認知負荷與感受的平均值和標準差（見表四），在持續活動意願方面

為4.96、1.51，在活動困難度方面為4.50、.86，在活動費力程度方面為4.65、1.23，在信心方

面為4.12、.59，最後在投入努力方面則為5.42、1.10。 

 表四「幾何藝術園區」遊戲活動認知負荷與感受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持續活動意願 4.96 1.51 

活動困難度 4.50 .86 

活動費力程度 4.65 1.23 

信心指標 4.12 .59 

投入努力 5.42 1.10 

註：採用七點量表 

 學生在遊戲中的表現，亦即，其總答對題數與遊戲時間之平均值與標準差（見表五）為

31.73、7.72以及2636.11、379.68。 

 表五「幾何藝術園區」遊戲答對題數和遊戲時間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答對題數 31.73 7.72 

遊戲時間 2636.11 379.68 

註：答對題數最高為60；遊戲時間以秒計 

 遊戲活動整體動機量表之內部信度Cronbach’s Alpha係數值為.87，各面向信度的

Cronbach’s Alpha值為：興趣/享樂.90，自覺能力.62，努力程度/重要性.74，以及壓力/緊張程

度.83。而遊戲活動內在動機之平均值和標準差（見表四），在興趣/享樂面向為5.75、1.03，在

自覺能力面向為4.60、.85，在努力程度/重要性面向為5.14、.91，以及在壓力/緊張程度為4.59、

1.10。 

 表六「幾何藝術園區」遊戲動機各面向之敘述性統計資料 

 平均值（M） 標準差 (SD) 

興趣/享樂 5.75 1.03 

自覺能力 4.60 .85 

努力程度/重要性 5.14 .91 

壓力/緊張程度 4.59 1.10 

註：採用七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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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論與建議 

 認知負荷與感受量表的結果顯示，第一，不論是GGB模擬教學或遊戲活動，學生持續活

動的意願都不錯，第二，學生認為GGB教材的困難度不高，但遊戲活動則較具挑戰性，這或

許與GGB無明確的測驗與沒有計分機制有關，第三，由於玩遊戲被視為較困難，因此儘管學

生自認投入較多的努力，但與學習GGB教材相比，學生似乎對自己能否順利闖關較不具信心。

由學生在遊戲中之表現來看，透過GGB教學並在遊戲中融入簡易相關概念的提醒，對學生的

答題表現幫助有限（學生的平均答題正確率僅53%），此外，學生平均花43.9分鐘與遊戲互動，

此數值雖仍有進步空間，但多少表示學生似乎有投入心力於遊戲中。由內在動機量表的結果

可得知，學生認為玩「幾何藝術園區」這個遊戲十分有趣，覺得自己在該遊戲中表現還不錯，

自覺認真投入各關的活動與解題工作，但學生也表示在玩遊戲的過程中壓力不少（平均值高

於3.5），此結果與一般文獻認為活動內在動機高時，壓力與緊張程度應該低不同。 

 本形成性評量結果提供研究者不少改進方向，除了要修正部分GGB說明冗長與文字誤植

以及遊戲的說明、按鈕、畫面顏色、題目圖示與音樂等問題外，應考慮如何充實GGB的內容，

例如，刪除內容重疊部分、增加相關概念的教學、融入練習題目與延長學生操弄教材的時間

等。至於在遊戲部分則應思考如何增進遊戲分身的設計，以讓玩家對遊戲產生高度認同感，

更該思索如何提昇教學代理人的功能，以提高玩家在遊戲中的答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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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教學的過程中，如何降低選取與組織的認知負荷，挹注於認知整合，是認知與數位教學的核心問題，

本計畫以 AMA & PowerPoint 為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的平台，以溝通性及同步性概括認知負荷理論、

多媒體學習等當代的主流理論，並結合視覺搜尋及注意力引導等心理學，深入的探討教學過程如何降

低認知負荷，探索認知與數位教學的理論與實務。本計畫是初探研究，實驗設計因原定的探討的問題

不易在單一的教學內涵呈現；因此運用四個子題，更為廣泛深入的探討。探討的內容包括(1)視覺引導

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2)口語引導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3)狀態圖與表格在學習成效及

感知上的比較，(4)激發式動態教學與電子白板之有無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結果發現在學習成

效上都有顯著的差異，並且都沒有專家反效。 

中文關鍵字 

認知心理學，認知負荷理論，多媒體學習認知理論，溝通性及同步性，分離交互關係效應，激發式動

態呈現，視覺搜尋 

 

Abstract 

How to reduce selection, or ganization cognitive loading, and to facilitate cognitive re sources in integration is 
a core problem in cognition and digita l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this study , the concept of comm unic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is prop osed to inte grate the co mplexity of  Cognitive Load Theory , Multim edia Learn ing 
Cognitive Theory, Cognitive theory, visual s earch and attention guidance theory, etc. And the to ols AMA & 
PowerPoint together with the methodology of SBS can be used as effective tool to fulfill these theories. 

In the original experim ental desi gn, we found that it is not easy to explore several problem s in a single 
experiment; therefore four sub-them es,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discussion are constructed. The focus 
contents of the study include (1) co mparison of visual guidanc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sense  
perception, (2) com parison of oral guidance on the e 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sense perception, (3) 
comparison of state tran sition grap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and  sense perception, (4) comparison of  
the Tr igger-based Animation tea ching with wh iteboard or not on the effectivenes s of learning and sense 
percep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f learning has been reported and no 
expertise reversal effect has been found. 

Keyword: 

cognitive lo ad theory , cognitiv e psychology, co gnitive theo ry of m ultimedia learning, communic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elements interactivity, trigger-based animation, visual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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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教學的過程中，如何降低選取(selection)與組織(organization)的認知負荷，挹注於認知整合

(integration)，是認知與數位教學的核心問題。本子計畫結合認知心理學、認知負荷理論、媒體學習認

知理論、van Hiele 幾何思考發展理論和 Duval 的幾何理解理論、4C/ID 理論等不同層次的理論，運用

AMA 等軟體，以 SBS (Steps-Block-Structure)的概念，發展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的不同模式。以溝通性

(communication)及同步性(synchronization)為指標，掌握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 等，探討感知相關議

題，結合認知診斷評量，探討認知負荷。第一年的研究內容為各主題先備知識有關教材的設計及成效

評估和第二年計畫的初探，第二年的研究內容為主題教材的設計與評估。第三年針對迷失概念、錯誤

型態設計設計補救教學的教材及成效評估，同時協助總計劃做綜合性的成效評估及理論探討。(去年申

請的計畫僅通過第一年) 

貳、研究目的 

本計畫以 AMA & PowerPoint 為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的平台，以溝通性及同步性概括認知負荷理

論、多媒體學習等當代的主流理論，並結合視覺搜尋及注意力引導等心理學，深入的探討教學過程如

何降低認知負荷，探索認知與數位教學的理論與實務。本計畫是初探研究，實驗設計因原定的探討的

問題不易在單一的教學內涵呈現，因此運用四個子題，更為廣泛深入的探討。探討的內容包括 1.視覺

引導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2.口語引導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3.狀態圖與表格在學習成效

及感知上的比較，4.激發式動態教學與電子白板之有無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 

參、文獻探討 

多媒體教學有關的理論分為三個層次，1. 認知心理學層次，主要的理論是 Baddeley 的工作記憶

模式、Paivio 的雙碼理論、以及, 視覺心理學等；2. 教學設計層次，主要有學說有 Sweller 的認知負荷

理論(cognitive load theory) 及 Mayer 的多媒體學習認知理論(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3. 
課程設計層次：主要是 van Merriëboer 及 Kirschner 的 4C/ID (Four -Component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此外，本子計劃將運用近年的研究的成果，激發式動態呈現(Trigger-based animation)、適性指

標(adaptive pointer)、SBS 激發式動態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的原則等為環境發展不同層次的動態幾何教

學內容。同時運用溝通性及同步性為評估教材的指標，探討認知負荷。 

認知負荷(Cognitive Load Theory)與媒體學習認知理論(Cognitive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 

Sweller (1994)開創認知負荷理論(cognitive load theory)，此一理論有四個假設：1.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容量有限，2.長期記憶(long term  m emory)容量無限，3.知識與技能以基模(schema)型態儲存於

長期記憶，4.自動化運作是基模建構的重要過程；這四種假設為訊息進入工作記憶之後的認知論述鋪

路。認知負荷以元素交互作用(elements inter activity)為基礎，論述三種認知負荷內在認知負荷(intrinsic 
cognitive load)，外在認知負荷(extraneous c ognitive lo ad) 以及 增生(相關)認知負荷(germane cognitive)
是如何作用的(Sweller, 1994, 2010) ，並藉此說明認知負荷的各種效應。進一步以大自然訊息處理系統

(natur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 (Sweller 2003, 2004; Sweller and Swelle r, 2006; Sweller, 2010)來類

比人類的認知架構(human cognitive architecture)與 ，提出五個基因演化的假說，來支持其理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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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Mayer 的媒體學習認知理論，其基本的假設陳述了雙通道有效性及侷限性、有限的工作記憶以及人類

有主動處理訊息的特質。說明訊息在進入感官之前必須要經過妥善的處理，呈現的過程必須考慮認知

歷程可能面臨的問題、人類處理多媒體訊息的脆弱一面，以提升認知，並提出許多設計的原則來改善

多媒體教學的有效性。 

兩大學說都強調人類有限工作記憶及主動處理訊息特性，主動處理就是人類將傳遞至工作記憶中的訊

息，如果是陌生的訊息，將產生隨機組合的作用，然後檢驗是否有意義；如果無，就重新組合；直到

有意義為止，有意義的組合，就會被當作優先處理的對象(Sweller, 2003, 2004; Sweller and Sweller , 
2006) ；因此，有限的工作記憶容量，可確保對外來的刺激，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有所反應。有限工

作記憶及主動處理訊息是相互依存的；是人類演化過程的一個微妙；又由於主動處理訊息的特性，我

們可以運用訊息呈現的位置、順序、形式或視覺(聽覺)刺激的強弱來掌握訊息處理的脈絡；也就是說主

動處理是可以被引導、掌握的。 

2009 年起是認知負荷及媒體學習認知理論的大重整；Mayer (2009)結合 Sweller 的認知負荷理論，將其

理論彙整為三大類十二條原則，其中三大類為 extraneous process ing、essential processing 和 generative 
processing  對比認知負荷理論的 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intrinsic cognitive load 及 germ ane cognitive 
load。而Swller (2010) 再度以 ele ments interactivity的概念，詮釋所有的基本理念，澄清 germane cognitive 
load 模糊之處。van Merriënboer& Kirschner (2007) 指出當面臨複雜學習 (com plex learning) 時，這兩大

學說就顯的有所不足，提出 4C/ID m odel 來解決問題。上述理論都一再的強調其理論可以運用於教與

學，然而在多媒體動態環境下，教學時，教師成為媒體的一環，訊息透過畫面及口語，傳遞於師生之

間，在增添空間及時間上的因素，問題顯得更為複雜。  

 
圖 2 溝通性與同步性 

溝通性(Communication)及同步性(Synchronization) 

教師、學生及畫面是教學的三個主要元素，教師控制畫面上視覺訊息的呈現，同時運用口語引導、

解釋；學習者則同時接受兩種訊息，在完成選取與組織之後才可以開始進行思維，如此的動作，在學

習的過程重複的運作，如何降低外在認知負荷，挹注於整合式學者們提出了許多的理論與方法。綜合

認知負荷及多媒體學習認知理論各項效應及原則。溝通性就是在引導、講解、問題、討論、閱讀及思

考的過程，可以很容易的在畫面上找到相關的訊息，屬空間因素。同步性就是學習者有足夠的時間處

理教師所傳遞的訊息，能感受訊息，進行思考，屬時間因素。時間並非單存的 time，廣義的時間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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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略的運用。 

Mayer 在多媒體學習認知理論裡將連貫原則（coherence principle）、信號原則（signaling principle）、累

贅原則（redundancy principle）、空間接近原則（spatial contigu ity p rinciple）、時間接近原則（temporal 
contiguity principle）等歸納為外在處理(extraneous processing)，這些原則的目的不外乎建立訊息之間的

關聯，減少建立訊息間關聯所需的負荷，但並沒有特別強調在課堂授課的環境當教師同時面度全班同

學時，對引導建立訊息關聯需要更為細緻的處理，其困難度更高；Sweller 在認知負荷理論中也以外在

認知負荷(Extraneous cognitive load)來闡述教材設計教材呈現的方式不同，造成不同程度的負荷，藉由

資料的呈現與組織，可以控制外在認知負荷；他比較著重在效應，所提出的各項效應是比較綜合性的，

直接與本研究相關的有 Split attention effect、redundancy effect，間接相關的有 expertise reversal effect、
guidance fading effect、isolated-interacting elements effect 等；綜合這兩理論，為簡單陳述與掌握，我們

將這些影響眼睛搜尋以致於影響注意力的問題用溝通性及通步性來概括。 

激發式動態呈現( Trigger-based Animation ) 

多媒體環境往往提供了大量且過動的訊息，由於人類有限的工作記憶、有限的通道，以至於在選

取與組織時耗用了過多的認知資源，降低了學習的有效性。怎樣的環境才能適時掌握相關訊息(relevant 
information)的呈現？ 我們發展了激發式動態呈現(Trigger-based Animation, TA)來解決問題，其定義及特

性如下： 

1. 運用一個物件當激發器 (t rigger) 控制一連串的出現、突顯、消失及動畫， 
2. 一個訊息(元素)可以被一個以上的觸發器控制； 
3. 訊息(元素)可以由展演者以預定的、或隨意的順序及速度呈現。 

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激發式動態呈現可以用來掌握訊息傳遞的順序，突顯主要訊息、弱化不必要

的訊息，建立訊息之間的關係，避免主動處理可能耗用的資源及無效的組合。也就是激發式動態呈現

可以用來適時掌握相關訊息(relevant inform ation)的呈現，如 4C/ID 中 所提教學過程的即時訊息。在此

基礎上，結合適性指標，可以用來提升訊息之感受強度，突現訊息、建立訊息之間的關聯。 

激發式動態呈現的目的不僅止於激發注意力，更求能激發心智活動。透過彈性地控制訊息的呈現，適

時突顯訊息之間的關聯以協助學習者組織和整合訊息，並排除雜訊降低學習者搜尋訊息的困難度，藉

由如此地教學引導，降低學習者工作記憶的負擔，能適時地將注意力資源分配至關鍵教學訊息上，使

教學訊息與知識能在工作記憶中有效處理，進而保留並轉換成基模而儲存於長期記憶中，以達最佳的

學習成效(林煜庭，2009；陳明璋，2008)。洪榮忠、陳明璋、袁媛(2009)，曾妙玲、陳明璋(2007)，張

祐誠、陳明璋、吳慧敏(2007)、吳帝瑩、陳明璋(2007)等人分別以國中課程之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圖形、

以尺規作圖、排列組合、三角形外心等單元為主題，以實驗研究法探究激發式動態呈現方式對於學習

成效及認知負荷的影響。研究結果皆證實，激發式動態呈現方式對於學習成效有顯著的影響，在記憶

測驗和轉化測驗上有較佳的表現；此外，在認知負荷方面亦有顯著的差異，激發式動態呈現方式可有

效降低認知負荷。 

適性指標(Adaptive Pointer) 

林煜庭(2009)從視覺認知科學(visual cognition theory)、認知神經科學(cognitive neuroscience)及資訊視覺

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等領域找尋眾多支持適性指標有效性之相關理論，並從中歸納出適性指標

具有形狀(form)、顏色(color)、深度(depth)及運動(motion)等方面的視覺特徵。這些特徵使得適性指標得

以不須被學習或練習，就能在前注意力處理歷程以自動化的方式運作，幾乎不需耗費注意力資源，吸

引學習者的注意力至關鍵的教學訊息上，使之夠得到更多的資源來進行更進一步的認知處理，進而產

生學習。多媒體教材設計原則中的信號原則(signaling principle)更是與適性指標有密切的關聯，適性指

標與原始的信號原則不同之處在於適性指標具有運動特徵的效果，尤其是突然出現的新物件以及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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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新運動。上述兩個運動特徵已經被證實是由刺激物引發並且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吸引注意力。 

廖子慧、陳明璋(2010)進一步利用眼動追蹤系統為工具，以質性研究方式探究適性指標在學習過程上的

作用，結果顯示適性指標對於學習者眼球運動的導引確實有一定的作用，其能吸引學習者的視線、幫

助學習者對重要訊息的聚焦；而在需要同時比對多個訊息以發現關聯時，適性指標能幫助學習者對訊

息的定位。李鈴茹(2009)同樣以眼動追蹤系統為工具，探究適性指標加上口語化解說教學設計的作用。

結果顯示，學習者能夠跟從視覺和聽覺的引導，在適性指標區得到較多的注意和處理，證實適性指標

具有「引導注意力」的作用，其有助於減少視覺搜尋、提升學習過程的記憶表現、減低認知的負荷，

並提升學習的瞭解程度。在口語解說方面，由於一般的解說方式，學習者會耗費較多的時間和資源於

處理編碼和搜尋編碼所代表的物件，可能造成工作記憶處理超過負荷及注意力的分散，若是以口語化

的解說方式，則有助於減少編碼的負面作用。此外，李鈴茹亦指出，視覺的引導(適性指標)對於眼球移

動的作用，比聽覺引導(解說方式)的影響要大得多，因此教材設計者需格外重視視覺設計的呈現狀況。 

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時步驟、區塊與結構(SBS)的層次關係 

認知負荷理論的學者 Sweller(2010)分離元素相互作用效應(isolated-interactive elem ents ef fect)的概

念將具高度關係的(high elem ent in teractivity)的教材，所產生的過量的認知負荷降低；而媒體學習認知

理論者 Mayer(2001)提出分段原則(segmenting principle)來分隔連續呈現的媒體訊息。前者以比較抽象的

概念，來闡述元素之間的交互關係，比較能夠適用於不同的媒體呈現；而 4C/ID 也強調小單位且及時

訊息有助於學習。不過認知負荷理論學者發現(Kalyuga, 1998, 2003) 若教材過度的分割處理往往會發生

專家反效(Expertise reversal effect)，其中的原因之一是切割過細對具備高度專技能力的學生而言會產冗

餘效應(Redundant Effect)。 

過去學者所指的元素交互作用(elements interactivity)是知識的元素(element)；本研究認為元素交互作用

需要兼顧知識結構、視覺化、及展演，因此提出 SBS 概念。所謂 SB S 就是步驟化(steps)、區塊化(block)
及結構化(structure)；在數位教材設過程，為詳細的掌握訊息傳遞過程元素的交互作，運用 AMA 系統

所研發的一套激發式動態教材設計與展演的方法；教材的設計，剛開始以頁為單位，每頁一步驟，每

頁註記每頁的教學目標、教師口語及時機、需要的操作以及學生可能的反應，如果兩步驟太大訊息無

法順暢結合可能造成認知負荷，那麼就在兩步驟之間加入一步驟，也就是插入一頁更細緻訊息，降低

認知負荷；此一階段所設計的教材可以用來詳細的評析教學設計，提供教師教學指引，和教學成效的

後設分析；這一個階段評估沒有問題了，再進行第二階段的區塊化，衡量教學的對象或教學的目的，

運用激發式動態呈現將相關的步驟匯集成一頁是為區塊化，區塊有其區域的個別性，區塊中訊息之間

的交互作用必須是清楚明確；區塊中的訊息呈現可以是循序的、也可以是適性的，端看訊息的特性及

教學當下的狀況；最後再將區塊間交互作用以結構的方式建立關聯，如此教學的過程方能掌握訊息在

不同層次的交互作用。教學過程我們運用 凸顯、指標、層次化、定位、關聯、輔助、對照、及按鈕等

來強化或降低必要訊息在視覺上的刺激，提升溝通性；運用概括性、累積性、重整性、關前顧後、互

動性、引導性及探索性等來提升同步性。初步歸納 SBS 激發式動態數位教材設計及展演原則如下表，

這些原則經過正式及非正式實驗都有顯著性的成效。4C/ID 也設計了十五條的規則，有些規則和 SBS
原則有相似之處。 

表 1 
SBS 激發式動態數位教材設計及展演原則初步歸納如下： 

原則 (princ iples) 簡   述 
步驟化原則 
stepwise principle 

分段、分群、分通道、分形式；循序、隨機、階段暗示；可分段之切割點。

元素交互作用可以分為視覺的以及知識的。 
區塊原則 
block principle 

以區塊分割或排列訊息，充分運用 2d 空間的 優勢。 
isolated-interactive elements effect；segmenting principle 

結構化原則 
structure principle) 

知識結構、視覺結構、展演結構；結構具有類比、隱喻、明喻等效果，有

助於認知過程選取、組織及整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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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原則 
communication principle 

訊息能以口語、方位、編碼、關鍵字、圖像外觀、色調、突顯等定位。 

動態原則 
animation principle 

動態呈現的時機；狀態改變過程需與當下的認知有關、需要透過連續呈像

獲得認知。 
探索原則 
exploring principle 

降低選取組織上的資源耗用，凸顯重要訊息之間的關係，由局部而整體，

配合問題，提供探索空間。主動處理。 
引導原則 
guiding principle 

圖像、文字、口語之間的互補關係；局部訊息的相關性、無言而誘導學習

者進一步的思維。 
概括原則 
summary principle 

讓學習者掌握整個的狀況的方法，比如動機。 

銜接原則 
linking principle 

主題分割分頁處理後之累積與銜接。學生中斷或分神之後，仍能迅速接續。

累積原則 
accumulation principle 

新訊息與先前內容有關係且能融合， 思維不會被中斷。 

重整原則 
reconstruction principle 

主題分割分頁獨立處理後之需要重整。幾個步驟後需要重整。 

觀前顧後 
look back & ahead 
principle 

可局部觀看前後之間的關係及變化 

互動原則 
interactivity principle 

認知層次的互動，讓學習者能夠深層的思考。 

 
關於溝通性與同步行最近的研究成果 
 
1. 教材設計與解說方式對於學習表現和眼動影響之研究(李鈴茹、陳明璋、陶振超、廖子慧) 

 本研究以國中數學幾何課程中的三角形內角題目為例，依教材是否含有適性指標以及解說方式是

否為口語化(oral elaboration )設計三種教學設計模式，並進行眼動實驗及學習記憶測驗(retention test) 。
研究結果顯示：含適性指標的教學設計有助於提升學習記憶表現，且對於協助視覺搜尋和注意力引導

有顯著的作用；而口語化解說的設計並沒有產生作用，但是適性指標加上口語化解說的設計能明顯幫

助受試者減少對於圖片中英文編碼的觀看次數。同時發現適性指標地運用，能有效善區域的眼動成效

之外，也改善其他區域的眼動成效；相關的比較 effect size  達到 large 甚至 super large 的效果。(本研

究已經在 2010 國際認知負荷研討會中發表) 

2. NSC 98 彈性指標激發注意力導引學習之研究(謝東育、葉子榕、陳明璋、曾建銘、廖子慧) 

 本研究之結果顯示，不論是在代數文字題的「列式」或「解題」上，代數教材設計原則 (1) 「結

構化」,、(2) 「區塊化」、(3) 「建立訊息關聯」、(4) 圖像化，提供教材的溝通性，大量的降低外在認

知負荷，提升學習成效。其中列式的實驗上，實驗組補救教學的學生在經過一個具有溝通性及同步性

的教學之後，其學習成就和全校的同學的學期成就相當，而對照組使用一般的教材，結果完全沒有任

何的效果，兩者有顯著性的差異。第二個實驗為二元一次方程式的解題分別為帶入法及消去法，兩種

方法，具備與不具備溝通性及同步性的教材，對學習這的成效都有顯著的差異。 

3. NSC 99 代數數位內容之激發式動態表徵及展演原則之研究 (廖真瑜、吳嘉惠、陳明璋、曾建銘) 

發現視覺搜尋在代數解聯立方程式(單一表徵)及代數列式(多元表徵)教學過程，能對表徵之間的轉

換(conversion) 及處理(treatment)有很大的影響。主要是教學元素的連結有視覺連結上的協助，可以降

低選取及組織上的負擔，將注意力資源挹注在基模的運作。兩個實驗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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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本研究探討不同的視覺引導教材設計於示例教學上，對學生學習成就表現與認知負荷差異的

影響。實驗結果分析得到：1.不同的視覺引導教材設計於示例教學上，對於低先備知識學生（未學過

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顯著的差異。融合代數教材設計原則的視覺引導教材設計，有助於低先備知識學

生的學習成就表現。2.不同的視覺引導教材設計於示例教學上，對於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顯

著的差異。融合代數教材設計原則的視覺引導教材設計於示例教學上，有助於低學習成就學生的學習

成就表現。3.不同的視覺引導教材設計於示例教學上，對於高先備知識學生（已學過學生）的困難度

認知負荷有顯著的差異。視覺引導教材皆能降低高先備知識學生的困難度認知負荷，而融合代數教材

設計原則的教材，能降低更多。 

實驗二：本研究目的在分析不同表徵之教學設計模式對於常態編班學生其學習成效及認知負荷之影

響，針對國中七年級「二元一次聯立方程式文字題列式」進行研究。依據不同的教學設計模式分為四

組進行實驗，分別為(1)串流式教學組、(2)代數教材設計原則組、(3)動態圖像組、(4)代數教材設計原則

輔以動態圖像組。實驗結果分析得到：(1)將結合代數教材設計原則及動態圖像之教學設計教材運用於

常態編班中整體學生、未學過之學生及中學習成就、低學習成就學生之教學，能有效提升其學習成效，

並降低認知負荷；(2)代數教材設計原則能降低學生在搜尋相關訊息之認知負荷；(3)動態圖像表徵有助

於低學習成就學生理解題意，進而正確的將文字表徵轉化為代數表徵；(4)將僅有動態圖像表徵而未具

代數教材設計原則之教材設計運用於常態編班中整體學生、未學過學生及中學習成就、高學習成就學

生之教學，其學習成效表現不佳且認知負荷較高；(5)在實驗教材中皆未產生專業知識反轉效應。 

初步發現，SBS 激發式動態數位教材設計及展演原則所開發的教材，具備溝通性及同步性，能引導學

習者對於訊息的選取、組織及整合，協助學習者因應個人的理解需求，降低在選取及組織訊息上不必

要的資源消耗，使學習過程的每個動作都有意義，省下更多的資源投入在高階的認知處理上，有效地

增進學習。更多的實證仍有待更進一步的努力。 

數學教育相關理論 

 V an Hiele(1986)的幾何思考層次理論將幾何思考分為五個層次，層次和層次之間是不連續的：1.
視覺與辨識期 (visua lization / recognition)；2.分析與描述期 (analysis / descriptive)；3.非形式演繹期 
(informal deduction)；4.形式演繹期 (deduction) ；5.嚴密期 (rigo r)。這些層次能清楚的描述人類幾何概

念的發展，而且各層次之間具有序列性、階序性、隱顯性、語言特性、不協調等通性。幾何思考層次

的提升需仰賴教學，成功的教學活動才能達到教學目標。因此，教師需透過對學生的觀察與本身的教

學經驗，釐清學生所屬的層次，並依此層次對應的認知能力設計適當的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才能產

生良好的教學成效。Van Hiele(1986)進一步提出「五階段學習模式」(five-phase learning model)，提供教

師適當的教學方法協助學生進行學習：1.訊息探究(information)；2.直接引導(guided orientation)；3.自我

表達(explicitation)；4.自由探索(free orientation)；5.整合(integration)。 

Duval(1995)認為幾何圖形的瞭解(apprehension)可分為四種：1.知覺性的瞭解(perceptual apprehension)；
2.序列性的瞭解(sequential apprehension) ；3.論述性的瞭解(discursive app rehension)；4.操作性的瞭解

(operative apprehension)。個體在進行幾何學習活動時，主要引入的認知歷程有三種(Duval, 1998)：1.視
覺化(visualization)：對於圖形空間的表徵的認知，可能針對複雜的情境作啟發性的探究，可能只是概

要的掃視或主觀的確認。2.構圖(construction)：根據作圖工具對圖形的再製過程，由相關的結果去發現

數學物件所表徵的幾何意義。3.推理(reasoning)：在推論的過程中為了擴展知識、證明或解釋，而從給

定的訊息中形成新訊息的歷程。 

多元表徵 

 在數學學習上，表徵是一種數學概念的呈現方式，為表達、溝通的工具，能使學生將數學概念內

化，利用表徵所呈現的數學語言來理解數學概念，進而提升為抽象思考層次。Lesh、Post 和 Behr (1987)
以數學學習和解題的角度，將表徵系統分為真實情境(real scripts)、具體操作物(manipulative models)、
圖像(static pictures)、語言(spoken language)及符號(written symbols)等五種形式。這些表徵方式是心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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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式化所使用的符號系統，能將內心的概念及運思過程轉為看得見的具體外在表現事物。不同的表

徵形式具有其呈現上的特性，而大多的數學概念需透過多重表徵來呈現與連結，因此在教學上僅用單

一表徵的學習並不恰當，因為在解題時不同的表徵結構會彼此關聯，單一表徵必須切換到其他表徵上

(Noss & Hoyles,1996) 。「數學表徵的使用」及「表徵與表徵間的轉換能力」代表學生對數學概念的掌

握情形(Lesh et al., 1987)。 

本人主持的國科會計畫(NSC98)在二元一次方式「列式」與「解題」上的補救教學的研究發現，只要提

升補救教材的溝通性及同步性，學生的學習成果與使用一般教材的教學相比有顯著的差異；在「列式」

方面，補救教學之後結果和全校學生的結果相同，而用一般教材補救教學的學生則毫無進步。顯示學

生無法感受訊息是學習的障礙，造成學生排斥學習。本子計畫運用溝通性與同步性、區隔元素交互作

用等方法來探討合適的補救學教材及展演。 

肆、研究方法 

本計畫除支援其他子計畫之外，原定在單一內容同時探討多項指標，由於不易找到同時可能具有

特殊的認知負荷的題材，因此以不同的主題分別探討視覺引導、口語引導、硬體的運用、圖像化引導

等對學習的影響及感受，實驗分為四個實驗，分別探討。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將分為實驗教材設計、學習成效測驗卷以及感受量表的製作。 
(一) 實驗教材設計 
本研究之教材設計係以 AMA 系統為平台，運用 SBS 方法，針對學習目標發展各種數位教材設計及展

演模式，學習成效測驗卷之編製將依據各主題單元之教學目標設計測驗題目，並針對信度、難度、以

及鑑別度分別依測驗理論評析。 
(二) 感受量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感受量表參考 2011 年教育心理學報「以分段方式降低任務複雜度對專家與

生手閱讀幾何證明的影響」(左台益，呂鳳琳，曾世綺，吳慧敏，陳明璋，譚寧君，2011)，
呂鳳琳（2010）的幾何證明閱讀理解感受量表進行編修而成。本研究將探討學生對於上課的感受

而不是對閱讀的感受，因此將量表中「證明題」修改為「上課內容」，將「閱讀意願」

改成「上課意願」，另外對於教材的理解程度會影響學習者的信心，對於「多少把握」改成「理解

程度」，並將原來的李克特氏量表由九點改成七點尺度測量，並經由本研究室的團隊共同討論修

訂，考慮適合國中學生的用字遣詞，擬定本上課感受量表如表 2。  
表 2 
上課感受量表  

題號  題目  
1 這個單元上課的過程，讓你願意繼續聽課到最後的意願如何? 
2 你覺得這個單元上課的內容，在學習上的困難度如何? 
3 你覺得要理解這個單元的內容，花費的心力如何? 
4 你對這個單元內容，能夠理解的程度有多少? 
5  經由老師上課的引導，你投入多少努力，來暸解這個單元內容? 

上課感受量表設計的目的在於觀察與比較不同教學教材給學習者的上課感受。本上課感受量表共五個

向度，以七點尺度測量（非常不同意－非常同意），內容項目包含上課意願、學習困難度、花費心力、

理解程度及投入努力。針對學習者對教材內容、學習過程所感受到的認知負荷，在教學演示及階段成

就測驗後立即蒐集資料。 

二、 資料分析方法： 

陳明璋   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設計、建置與評量－子計畫三:以溝通性及同步性為指標之動態幾何教材設計之研究

23



 

 量化分析使用的軟體為 SPSS 12.0，或 PASW 18.0 與 MS Excel2010，分析方法包括：採用、

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效果 (effect size)、學習效率、投入分數、綜合學習效率與投入分數等，

其中實驗四二因子變異數分析，其他採用 F 檢定；以下僅簡述學習效率(Instructional Efficiency)
與投入分數(Instructional Involvement Score)於後。 

關於學習效率之評估方式，Paas和Van Merriënboer (1993) 提出了學習效率(Instructional Efficiency)公式

如公式(1)，學習效率可作為評估教材及教學策略對學習成效的指標。 

E= 
2

cp zz 
                                                         (1) 

其中 E 是學習效率(Instructional Efficiency)、zp 是學習表現 Z 分數、Xc是認知負荷 Z 分數。 

將學習成就表現的 Z 分數（Z score），作為學習效率圖上的縱座標，再將認知負荷量的 Z 分數，作為

學習效率圖上的橫座標，如圖。 

Paas(2005)等人提出了學習投入分數 (Instructional Involvement Score) 的計算是基於學習者的動機、心

智努力和表現是正相關的假設。其計算公式(2)如下： 

I = 
2

cp zz 
                                                        (2) 

其中 I 是學習投入分數 (Instructional Involvement Score)、zp 是學習表現 Z 分數、zc是認知負荷 Z 分數。 

將學習成就表現的 Z 分數（Z score），作為學習效率圖上的縱座標，如圖 5，再將認知負荷量的 Z 分

數，作為學習效率圖上的橫座標。 
 

     
圖 3 學習效率圖              圖 4 投入分數圖              圖 5 學習效率與學習投入分數圖 
 

因學習效率與投入分數在座標平面上所標示的位置是相同的，因此將兩個座標平面重疊，E = 0，I = 0
的兩條垂直線將平面分成Ⅰ、Ⅱ、Ⅲ、Ⅳ四個區塊，如圖 5，其中區塊 I 為高效率高投入、區塊Ⅱ為

高效率低投入、區塊Ⅲ為低效率低投入，區塊Ⅳ為低效率高投入。區塊 I 是學習最理想的狀態，區塊

Ⅲ為學習最不理想的狀態 (Kalyuga, 2009)。 

三、 實驗教材： 

(一) 實驗一：視覺引導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在國中數形規律教學上之應用 

本實驗利用顏色來標記圖形遞增的部份，藉由突出的特徵，協助學習者能在老師講解時，快速搜尋到

所指物件；另外，藉由顏色的標記，減輕學習者視覺搜尋所需耗費的心力。實驗組有視覺引導（如圖 6），
對照組無視覺引導（如圖 7），在其餘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探討視覺引導在學習成效及上課感受上造

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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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實驗組有視覺引導              圖 7：對照組無視覺引導 
 

(二) 實驗二：口語引導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國中幾何推理教學之研究 

本研究之口語引導教學為教師利用口語，配合文字、視覺之呈現，幫助學生選取及組織所需訊息引導

學生觀察圖形，讓學生思考教師的問題時能優先處理相關訊息，發現圖形間元素的關係，是以教師為

中心，教師引導式的提問，學生思考回答之授課方式。 
 
表 3 
實驗組及對照組教材及口語解說教材對照一覽表 

實驗組 對照組 
 

 
有一個三角形 ABC，將 AB 邊延伸出去與另一

邊所夾的角，叫∠1，∠1 和兩個內角∠B、∠C
有麼關係呢？ 
題目要我們說明∠1=∠B+∠C。 
藍色的角在外面，而紅色的角在裡面，兩個顏

色的角離得那麼遠，結果紅色的角加起來竟然

會是藍色的角！是不是有個橋樑幫他們建立關

係啊？那個橋樑會是誰呢？ 
在這個圖我們還可以看到什麼關係可以派上用

場? 

題目要我們說明∠1=∠B+∠C，也就是外面藍色的

角會等於裡面兩個紅色的角相加。這個題目要怎麼

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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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我們說橋樑是∠2，然後呢？ 
我們將這關係寫在右邊，理由是“平角”，也寫

下來。接下來呢？ 
我們把這關係寫在右邊，理由是三角形內角和

等於 180°。 

 

要說明這個題目，我們先來看圖形的上半部，需要

這個角的幫忙（圖上顯示∠2 的藍色弧），這個角我

們給他名稱叫∠2。 
我們剛剛學過，因為∠1 和∠2 住在隔壁，拼起來是

一條直線，所以他們相加起來是 180°（圖上顯示

180°），也就是∠1 加∠2 等於 180°，我們把他寫在

右邊，理由是因為 “平角”，我們也把理由註明上去。

再來，我們來看這個紅色的三角形，我們剛剛也有

複習過，這三個內角∠2、∠B、∠C 加起來等於 180°
（圖上顯示 180°），我們一樣把他寫在右邊，所以∠2
加∠B 加∠C 等於 180°，理由是因為三角形三內角

和等於 180°。 

(三) 實驗三：激發式動態教學與電子白板之有無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以外角定理為例 

教材設計與教學部分依照有無使用激發式動態呈現分成「TAI」與「非 TAI」二類教材。「TAI」組使用

激發式動態教學法，利用激發式動態呈現之教材，結合認知負荷理論與多媒體設計原則，事先預藏一

些開關，針對學生可能的反應，將對應的訊息激發出來，教師可適性控制展演流程。「非 TAI」組使用

之教材靜態畫面與「TAI」組相同，只是沒有預埋開關，展演流程按教師事先設定循序撥放，再輔以口

語補充。兩份教材主體呈現畫面，在顏色、版面配置、文字敘述、圖像元素都相同，只是「TAI」組有

預埋按鈕及對應訊息，和階段性的提問，而「非 TAI」組無預埋按鈕與階段性提問。 

 

「TAI」組的教材三個內角都有按鈕，可根據學生所

選答案任意出現，出現無固定順序。而「非 TAI」組

教材沒有按鈕，三個內角一次全部呈現。其餘部分與

「TAI」組相同。  
 
如此設計符合激發式動態呈現的「彈性激發」。  

 

「TAI」組在每個角度都預埋按鈕，根據學生的答案

激發突顯。內角與外角以不同顏色區分。而「非 TAI」
組沒有按鈕，需用板書或手勢突顯。  
 
如此設計符合激發式動態呈現的「溝通互動」。  

 

(四) 狀態圖與表格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高中數學轉移矩陣教學之研究 

本研究主要探討在轉移矩陣的初始教學中，運用狀態轉換圖或表格為圖像表徵輔助轉移矩陣示例教學

對學生的學習成就、上課感受是否產生不同的影響，而學生之學習成就與上課感受是否具有相關性，

運用狀態轉換圖為圖像表徵輔助轉移矩陣示例教學對專家學生是否產生專業知識反轉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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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 ( 對照組) 

          

 

 

 

圖 8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不同圖像表徵 
 
 
伍、結果與討論 

一、實驗一：視覺引導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在國中數形規律教學上之應用 

本研究探討以有視覺引導或無視覺引導的教材應用在國中數形規律的教學上，對學生的學習成效

與上課感受的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法，於國中七年級四個常態班級進行實驗。結果分析如下 

(一) 學習成效部分 

1. 就整體學生而言，階段學習成就有顯著差異，有視覺引導的教材，有助於學生的階段學習成就表現。

在延後測部分，僅圖形最複雜的一題有顯著差異。 
2. 對於高、中、低成就學生的階段學習成就無顯著差異，但在圖形與教學題目相同的部分，在高、中、

低成就學生都有顯著差異。在延後測部分，高、中、低成就學生均無顯著差異。 
3. 應用在較複雜的數形規律圖形的教學上，相較於簡單的圖形，有較顯著的學習成效差異。另外，從

效果值來看，對於低成就學生的學習成效差異幾乎每題都達中、大效果。 

(二) 上課感受部分 

1. 就整體學生而言，「上課意願」有顯著差異，有視覺引導的教材能提高學生的學習意願。 
2. 對於中成就學生的「上課意願」及「理解程度」有顯著差異，有視覺引導的教材能提高中成就學生

的上課意願及理解程度。對於低成就學生的「困難度」及「耗費心力」有顯著差異，有視覺引導的

教材能降低低成就學生的困難度感受及減少其需耗費的心力。對於高成就學生的上課感受則無顯著

差異。 

(三) 專業知識反轉效應 

甲、兩組皆未產生專業知識反轉效應。 

二、實驗二：口語引導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國中幾何推理教學之研究 

本研究探討口語引導教學、直述式教學對學生學習成效與上課感受的影響。採準實驗研究法於七年級

四個常態班級進行實驗，實驗組採口語引導教學，對照組採直述式教學。實驗結果分析得到： 

(一) 學習成效部分 

1. 就整體學生而言，以口語引導教學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及延後測表現皆高於直述式教學，且有顯著

差異。 
2. 就高學習成就學生而言，以口語引導教學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僅推理題部分表現高於直述式教學，

且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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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中學習成就學生而言，以口語引導教學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及延後測表現皆高於直述式教學，且

有顯著差異。 
4. 就低學習成就學生而言，不論以口語引導教學或直述式教學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延後測表現、上

課感受皆無顯著差異。 

(二) 上課感受部分 

1. 就整體學生而言，以口語引導教學之「上課意願」高於直述式教學，且有顯著差異。 
2. 就高學習成就學生而言，以口語引導教學之「花費心力」高於直述式教學，且有顯著差異。 
3. 就中學習成就學生而言，以口語引導教學之「上課意願」及「理解程度」高於直述式教學，且有顯

著差異。 

(三) 專業知識反轉效應 

1. 兩組皆未產生專業知識反轉效應。 

三、實驗三：激發式動態教學與電子白板之有無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以外角定理為例 

本實驗採二因子準實驗設計，將學生分成「TAI 結合白板觸控」、「TAI 結合滑鼠操控」、「非 TAI 結合

白板觸控」、「非 TAI 結合滑鼠操控」四組，各組人數為 26~32 人之間，其中組與組之間可交叉比較，

成果及結論如下： 

(一) 學習成效部分 

1. 在課堂使用動態式激發教學的成效遠遠勝過使用非激發式動態教學。 
2. 特別對中低成就的學生而言，不管是計算題或是說明題，激發式動態教學的學生得分都比非激發式

動態教學的得分高。 
3. 硬體操控模式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沒有很大的影響力。若從分數來看，用電子白板觸控與滑鼠操控並

沒有太明顯的差距，不管是高、中、低成就的學生都是一樣。 
4. 教學因子與硬體操控因子不存在顯著性的交互作用。 

(二) 上課感受部分  

1. 有無使用激發式動態教學或有無使用電子白板都沒有對學生上課的感受產生顯著差異。 
2. 不同的教材設計與硬體操控模式在學生的上課感受交互作用不顯著。 

(三) 學習成就與上課感受相關性部分 

1. 沒有使用電子白板時，學生只受到教材影響，學習成就評量與上課感受是有顯著相關的。 
2. 使用電子白板情形之下，學生同時受到教材與電子白板影響，學習成就評量與上課感受並沒有達到

顯著水準。 

(四) 專業知識反轉效應部分 

1. 實驗各組所使用之教材均沒有產生明顯的專業反轉效應。 

四、實驗四：狀態圖與表格在學習成效及感知上的比較-高中數學轉移矩陣教學之研究 

本研究採準實驗研究法，實驗主要以課堂教學進行，研究對象採便利樣本，以某高職綜合高中部三年

級共四班為研究對象，整體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再以成就分為高、中、低進行分析。自變項為教材

設計方式，實驗組以狀態轉換圖為表徵，對照組則以表格為表徵。依變項則為階段學習成就測驗表現

及上課感受。研究結果如下： 

(一) 學習成效部分 

由階段學習成就測驗的實驗結果顯示： 
1. 運用不同的圖像表徵於轉移矩陣的示例教學上，對整體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產生顯著差異，以狀態

轉換圖輔助可促成較好的學習成效，且具有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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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不同的圖像表徵於轉移矩陣的示例教學上，對高成就及中成就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皆產生顯著

差異，以狀態轉換圖輔助可促成較好的學習成效，且具有中至強的效果。 
3. 運用不同的圖像表徵於轉移矩陣的示例教學上，對就讀自然組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產生顯著差異，

以狀態轉換圖輔助可促成較好的學習成效，且具有中效果。 

(二) 上課感受部分  

實驗結果顯示： 
1. 運用不同的圖像表徵於轉移矩陣的示例教學上，對高成就學生「上課意願」面向有顯著差異，以狀

態轉換圖輔助可促成較高的上課意願。 
2. 運用不同的圖像表徵於轉移矩陣的示例教學上，對低成就學生「投入努力」面向有顯著差異，但以

表格輔助可促成較多的投入努力。 
3. 運用不同的圖像表徵於轉移矩陣的示例教學上，對就讀自然組學生「理解程度」面向有顯著差異，

以狀態轉換圖輔助可促進較高的理解程度。 

(三) 相關性分析 

1. 整體來看，實驗組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成績與困難度呈低度負相關、與花費心力呈中度負相關、與

理解程度呈中度正相關。對照組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成績與理解程度呈低度正相關。 
2. 以高成就來看，實驗組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成績與五面向皆無顯著相關。對照組之階段學習成就測

驗成績與理解程度呈中度正相關。 
3. 以中成就來看，實驗組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成績與困難度呈低度負相關、與理解程度呈低度正相

關。對照組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成績與五面向皆無顯著相關。 
4. 以低成就來看，實驗組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成績與花費心力呈中度負相關、與投入努力呈中度正相

關。對照組之階段學習成就測驗成績與五面向皆無顯著相關。 

(四) 專業知識反轉效應 

1. 運用狀態轉換圖於轉移矩陣教學並未產生專業知識反轉效應。 

陸、結論與建議 

就本研究各實驗的結果，結論如下： 
1. 具備溝通性與同步性的數位教材及展演的方式，有利課堂上的教與學。 
2. 單純的視覺引導，若無教學策略協助，當下的學習雖有效，易於消退。 
3. 在視覺通路無障礙的情形之下，口語引導有助於學生深入的處理訊息。 
4. 狀態轉換圖有助於學習者掌握訊息。 
5. 激發式動態呈現有助於訊息的掌握，理論的實踐。 

建議如下： 

1. 認知與數位教學是一個跨領域的學問，跨越視覺心理學、認知心理、教育心理學、資訊科技、人機

介面、教育理論，各家理論切入點不同，論述不同，使得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新關論述不易依循，

本研究建議以「溝通性與同步性」概括相關理論(論述仍有待深入的探討)； 
2. 建議「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的通路理論」協助教材設計與展演，理論簡述如下： 
(1) 訊息通路無障礙：文字、語言、圖像，三者應適當搭配，避免發生通道不足的現象，以達到口到演

到的目標，也就是學生受到畫面上的刺激與口語的刺激應能夠同步，互相為用，發揮多媒體的效用，

同時降低視覺搜尋的負擔。 
(2) 零庫存：是掌握主要訊息及訊息的相關性，避免不必要的訊息進入工作記憶，避免分散注意力，浪

費認知資源； 
(3) 不缺貨：教材應適當的切割，分離元素之間的交互關係，展演時，以任務中的相關訊息都能在工作

記憶中運作為目標。 
(4) 調貨快速：素材文圖結構與關聯布局需要得當，能讓學習者在思維的當下，若需要學生瀏覽訊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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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很快找到相關訊息，支援工作記憶的運作，達到適性的效果。 

3. 步驟、區塊與結構(Steps-Block-Structure，SBS)的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的原則，有助於開發掌握訊息

的脈絡；惟需要更有系統的說明實踐的脈絡。 

4. 運用 AMA & PowerPoint 為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的工具，工具簡單、方法有效、過程充滿創意，能

有效的掌握理論，協助設計數位教材、有彈性的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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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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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利等情形：  

論文：5 篇撰寫中 
專利：無 
技轉：洽談中 
其他： 

1. 授權康軒康軒文教集團使用 AMA 
2. 授權銘仁國際開發有限公司使用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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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子計畫結合不同層次的理論，運用 AMA 等軟體，以 SBS 的概念，發展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的不同

模式。以溝通性及同步性為指標，掌握認知負荷等，探討感知相關議題，成果如下： 
 

1. 發展「溝通性與同步性」概括相關理論 
(1) 認知與數位教學是一個跨領域的學問，跨越視覺心理學、認知心理、教育心理學、資訊科技、

人機介面、教育理論，各家理論切入點不同，論述不同，使得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新關論述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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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依循。 
(2) 本研究建議以「溝通性與同步性」概括相關理論(論述仍有待深入的探討)； 

2. 發展「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的通路理論」協助教材設計與展演 
(1) 訊息通路無障礙：文字、語言、圖像，三者應適當搭配，避免發生通道不足的現象，以達到口

到演到的目標，也就是學生受到畫面上的刺激與口語的刺激應能夠同步，互相為用，發揮多媒

體的效用，同時降低視覺搜尋的負擔。 
(2) 零庫存：是掌握主要訊息及訊息的相關性，避免不必要的訊息進入工作記憶，避免分散注意力，

浪費認知資源； 
(3) 不缺貨：教材應適當的切割，分離元素之間的交互關係，展演時，以任務中的相關訊息都能在

工作記憶中運作為目標。 
(4) 調貨快速：素材文圖結構與關聯布局需要得當，能讓學習者在思維的當下，若需要學生瀏覽訊

息時，能夠很快找到畫面上相關訊息，支援工作記憶的運作，達到適性的效果。 

3. 發展能有效實踐認知與數位教學理論的環境 
(1) 數位教材的設計過程就是教學劇本的開發，需要能清楚地呈現脈絡，經過不斷的實用及批判，

方能不斷的成長。 
(2) 一般的數位教材的設計環境，比較無法同時考慮知識結構、視覺呈現、教材教法、教師展演的

需求；尤其無法掌握展演的過程，訊息傳遞於畫面、學生及教師之間的歷程及步調；以至於，

在推廣資訊科技融入，往往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3) 步驟、區塊與結構(Steps-Block-Structure，SBS)的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的原則，有助於開發掌

握訊息的脈絡；惟需要更有系統的說明實踐的脈絡。 
(4) 運用 AMA & PowerPoint 為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的工具，工具簡單、方法有效、過程充

滿創意，能有效的掌握理論，協助設計數位教材、有彈性的展演。 

4. 舉辦研習及演講 
這幾年的研究成果過去一年在大中小學推廣的成果 
(1) 在交通大學、中興大學舉辦 24 小時的研習- AMA 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研習班 
(2) 目前正在國立台中教育大學舉辦 - AMA 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研習班 
(3) 與國交教育研究院合作舉辦 - AMA 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中小學(數學)教師研習班三梯次 
(4) 在交通大學、中興大學舉辦-數學與藝術科普展- 開啟數學與藝術的一扇窗 
(5) 在 2012 認知與數位教學及評量研討會期間舉辦-數學與藝術科普展 
(6) 應邀十幾場演講，主題為”認知與數位教學 – 注意力的引導”及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7) 兩岸交流 

5. 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有需多的困難點，如數位教材設計成本及修改成本過高、無有效而全面的

師資培訓、教材無法滿足教師的需求及個人的教學特質、設計的脈絡教師不易了解，本計畫認為應

該要有以下的幾個的目標 
(1) 每一份教材就是一份師培內容：因此一分教材能提供多重的功能，應該包含詳細脈絡版、整合

版、補救教學版、示範教學錄影、數位內容設計技術指導、實務評析內涵等。 
(2) 教師備課就是師資培訓：在上述的條件下，就可以在備課的當下自我培訓； 
(3) 網路社群互動就是進階研習：這些教材在網路上應發展網路社群，發展無所不在的師資培訓。 
(4) 教材具有教師適性的功能。 

6. 未來發展 
(1) 能解決課堂的數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的問題，同時也解決遠距教學、廣播教學、補救教學中的問

題；更為以教學為導向的電子書籍鋪路。 
(2) 出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一個新的選擇，將改變各領域數位教材設計與展演的教法。 
(3) 發展跨平台 APP 能瀏覽 AMA 開發之數位教材 
(4) 為網路師資培訓鋪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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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傳統測驗的評量設計無法從受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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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對於同分的受詴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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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知識結構為基礎的教學教材及補救教材，應用於診斷評量具有顯著的成效。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擬以知識結構為基礎，配合總計畫研究單元進行知識結構之

建置、命題及設計 Q 矩陣。以了解在互動式動態幾何學習環境之教學模式下學

習的學生於正式施測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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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認知診斷評量、DINA 模式、Q 矩陣 

 

Abstract 

    Traditional test design can not reveal a student's mastery of skills information by 

the response patterns, and thus to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represented by scores, and make more efficient Learning. Therefore, 

some scholars advocate integrating the cognitive science and psychometrics 

(psychometrics), and developing new diagnostic assessment methods to help achieve 

teaching objectives. This new Diagnostic evaluation method is called the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CDA)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ent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he response process of 

student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medial materials based on knowledge structure apply to 

diagnostic assessment with significant result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oordinates with the main plan units to build 

knowledge structure, write items, and design Q matrix.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s within the teaching model of interactive dynamic 

geometry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students are administrationed by the test designed 

in advance. The study analyzes the response data of students by the DINA model of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 to diagnose the degree of difference for cognitive 

concept or skills among different levels students and different teaching models. 

Key words: Cognitive Diagnostic Assessment、DINA、Q matrix 

曾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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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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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現受詴者在該領域的知識結構。即傳統測驗的評量設計無法從受詴者的作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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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對於同分的受詴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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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了解受詴者的認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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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與帄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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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預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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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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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能、認知目標的學習效果及詴題難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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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探討垂直與帄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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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垂直與帄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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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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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與分析 

5. 建立垂直與帄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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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行、線對稱、四邊形性質、複合

形體的面積與體積等各幾何單元詴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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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題難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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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題難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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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學生，學習過帄行四邊形面積單元為研究

對象。包含評量詴題預詴及正式施測兩階段，選取的研究對象說明如下： 

一、 預詴對象(詴題預詴階段) 

以紙筆測驗採方便抽樣方式進行，對象為已教學完「帄行四邊形面積」單元

之國中小五級學生，共 32 個班級進行預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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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實驗對象(正式施測階段) 

電腦適性測驗採方便抽樣，對象為尚未學習過「帄行四邊形面積」單元的

國中小五~九年級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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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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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預詴 

預詴對象為國中小五級學生，學習過帄行四邊形面積單元後，進行施

測。 

(二)、 預詴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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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詴題，使此份測驗具有良好之專家效度及內容效度。 

二、 學生詴題分析軟體OT 

擬將詴題編製成卷，進行紙筆測驗。取得受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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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做詴題結構之分析，

建立受詴者的知識結構圖，如圖六所示。最後依資料分析結果，檢討與適度修訂

知識結構及詴題內容。 

 
圖六 OT 程式建立之受詴者知識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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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行四邊形面積研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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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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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聘教學經驗豐富的專業教師群與課程專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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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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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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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出整份詴卷的信度，

及每一個詴題古典測驗理論及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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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體分析預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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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題省題策略。 

(四)、OxEdit 軟體 

OxEdit5.1版是由de la Torre(2009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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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紙筆預詴彙整學生的作答反應，修正正式施測的詴題與誘答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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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詴資料之分析 

1. 進行紙筆測驗收集預詴資料，彙整學生的作答資料，透過Excel及S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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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分析測驗的信度及詴題的難度、鑑別度，以利修正詴題。 

2. 本研究以郭伯臣、田聖才（1995）研發之學生詴題結構分析軟體（OT），

去設定適當的閾值，以分析出學生詴題結構。本研究在預測精準度設

定為95%之下，閾值設定為0.05時可獲得最佳學生詴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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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初步研究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評量架構、詴題設計與誘答選項設計 

根據教育部九年一貫能力指標，列出與帄行四邊形面積單元相關的課程目標

及教學內容，並根據 Van Hiele 理論與數學本質內容設計成教學活動，包含複習

(A0)、形狀變(A1)、名詞變(A2)、公式變(A3)、練習(A4)及關係(A5)等，如表 1 所

示。 

其中幾個名詞的定義如下： 

(1)常規圖形，指帄行四邊形底邊比高長，為一般常見的帄行四邊形。 

(2)典範切割，指垂直水帄線的高來切割。 

(3)非典範切割，指非垂直水帄線的高來切割，因此高不是鉛直線。 

(4)非常規圖形，指帄行四邊形比較斜、比較長的情形。 

 

表 1 帄行四邊形面積單元教學活動及課程目標 

活動 課程目標 教學內容 

A0 

複習 
複習長方形性質與面積公式 

長方形性質 

長方形面積公式 

A1 

形狀變 

熟練帄行四邊形切割重組為長

方形，進而察覺任何帄行四邊形

在任一點都可以作切割 

任一帄行四邊形切割重組成長

方形 

1. 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2. 常規圖形，非典範切割 

3. 常規圖形，非典範切割 

先透過格子板的仲介，而切割

方式由在格子點上的切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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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入非格子點的切割，最後

轉化到非格子板的活動。 

A2 

名詞變 

透過切割重組後的長方形與原

帄行四邊形之類比，發現「底=

長、高=寬」 

熟練作高 

認識帄行四邊形底和高 

1. 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2. 常規圖形，非典範切割 

3. 非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A3 

公式變 

察覺「長乘寬」與「底乘高」其

實是同一條公式 

理解帄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1. 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2. 常規圖形，非典範切割 

3. 非常規圖形，典範切割 

A4 

練習 

熟練帄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知覺同底等高面積相同 

練習帄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1. 基本型 

 

2. 複合型 

 

 

 

 

 

A5 

關係 

同底等高面積都相同 

同底時，面積與高成正比 

同高時，面積與底成正比 

統整底高與面積公式 

 

 

 

 

 

    橫軸係從 Bloom 認知領域教育目標分類(Anderson et al, 2001；Krathwhol, 

2002；鄭蕙如、林世華，2004)中，整併出三項分類，分別為概念理解、程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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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與解題思考，縱軸數學內容結構則依據上述教學活動的目標，列出對應之所需

具備的概念，如表 2 所示。其中縱軸之數學內容結構並隱含數學複雜度

(Mathematical Complexity)(NAEP, 2011)，包括低複雜─這個類別主要是依靠回

憶和識別以前所學的概念和原則。 詴題典型地指定學生將做什麼，經常

是執行一些機械化的步驟。它不是讓學生想出一種原始的方法或解答；中

複雜─在中複雜類別的詴題涉及比低複雜度更靈活的想法和從眾多方案中

作選擇。他們需要超越習慣性的反應、不是詳細指明的以及通常是超過單

步驟的。學生被期望決定要做什麼、使用非正規的推理和解決問題的技巧

以及從不同的領域帶來技巧和知識；及高複雜─高複雜詴題是要求學生必

頇致力於更加抽象的推理、計劃、分析、評斷和創造性的想法。 對詴題

令人滿意的回答是要求學生用抽象和複雜方式的思考。 

 

表 2 帄行四邊形面積單元數學內容結構與認知結構 

認知結構 

數學內容結構 
概念理解 程序執行 解題思考 

A0 

複習 

 能理解長方

形和正方形

的面積公式。 

 能辨認長方

形的長和寬

和正方形的

邊長。 

 會計算長方

形和正方形

的面積。 

 

A1 

形狀變 

 了解帄行四

邊形的意義。 

 能認知經過

切割重組為

長方形。 

 能認知帄行

四邊形的每

一邊都可以

視為底邊。 

 能用一次適

當的分割把

帄行四邊形

重組為長方

形。 

 能利用帄行

四邊形切割

重組為長方

形的概念及

程序性知識

處理帄行四

邊形切割問

題。 

A2 

名詞變 

 了解帄行四

邊形底和高

的意義。 

 理解組成長

方形的類比

(高和底)。 

 熟練作高(任

一點或底可

以作高)。 

 能夠辨認任

意帄行四邊

形的底和高。 

A3  了解帄行四  兩帄行線之  能夠辨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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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變 邊形面積公

式的意義。 

 能辨識組成

面積公式的

組成元素。 

 能理解面積

公式的意義。 

間距離都是

高。 

確的帄行四

邊形面積公

式。 

 能在不同情

境中計算面

積。 

A4 

練習 

 知覺同底等

高面積相同。 

 分辨是否滿

足同底等高

的條件。 

 根據同底等

高的關係計

算帄行四邊

形的面積。 

A5 

關係 

  能夠分辨不

在相同位置

上同底等高

的帄行四邊

形面積相同 

 切割操作動

作能轉換成

形體結構性

質(避免只記

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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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題做規劃，設計出雙向細目表如表 3。 

 

表 3 帄行四邊形面積單元測驗之雙向細目表 

認知結構 

數學內容結構 

C1 

概念理解 

C2 

程序執行 

C3 

解題思考 
合計 

A1 

1(中中)、2(易

低)、3(易低) 
4(易低) 22(難高) 5 

A2 

5(易低) 6(易

低)、7(易低) 
14(易低) 15(中中) 5 

A3 

8(易中)、 

9(易中)、 
16(中中) 

17(中中)、

18(中中) 
5 

A4 

10(易低)、

11(易低) 、23

難高) 

19(中中) 12(易中) 5 

A5 

13(易低)、

20(中中) 
21(中中) 24(難高) 4 

小計 13 5 6 24 

 

易中難之比─13：8： 3 

複雜度低中高之比─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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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題誘答選項的設計，將參考（張永鑫，2010）列出學生在帄行四邊形面積

單元中常犯的錯誤類型，如表 3 所示。 

 

表 3 「帄行四邊形的面積」單元的錯誤類型 

錯誤類

型編碼 
內容 

M01 沒有面積的保留概念 

M02 沒有基本面積概念 

M03 沒有單位面積概念 

M04 沒有直線測量面積概念 

M05 沒有等積異形的邏輯推理概念 

M06 只用目視判斷底和高是否垂直 

M07 不清楚「高」與「底」產生變化時對面積的影響 

M08 對「底和高必頇垂直」的概念不清楚 

M09 沒有帄行四邊形切割拼湊成長方形活動的先備經驗 

M10 對帄行四邊形中「底」的定義不清楚 

M11 對帄行四邊形中「高」的定義不清楚 

M12 以為帄行四邊形只有一個底邊 

M13 以為帄行四邊形上只有水帄的線段才能當作底邊 

M14 認為帄行四邊形上同一個底邊只有一條高 

M15 沒有「高是底邊到對邊的最高點的垂直線」之概念 

M16 對帄行四邊形的「切割、旋轉」操作經驗不熟練 

M17 
帄行四邊形切割、拼湊成長方形時，沒有「長方形的寬＝帄行四邊形

的高」的概念 

M18 
帄行四邊形切割、拼湊成長方形時，沒有「長方形的長＝帄行四邊形

的底」的概念 

M19 對帄行四邊形底相等時，「高產生變化對面積的影響」概念不清楚 

M20 對帄行四邊形高相等時，「底產生變化對面積的影響」概念不清楚 

M21 對帄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不清楚 

M22 沒有將兩個全等三角形移轉和拼湊變成帄行四邊形的經驗 

M23 觀測錯誤（看錯）或輸入錯誤 

M24 對「角」的意義不清楚 

M25 對垂直=90°的概念不清楚 

M26 沒有角度測量工具的實際操作經驗 

M27 長度測量錯誤（測量錯誤的線段） 

M28 對「帄形四邊形的底和高的定義」不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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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9 計算錯誤 

M30 死記規則、公式 

M31 不解題意 

M32 將三角形面積公式誤以為是帄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另亦整理國小學童在面積學習時的迷思概念之相關文獻，如下表 4： 

表 4 國小學童在面積學習時的迷思概念 

類別 迷思概念 

術語的迷思概

念 

1. 對面積的定義不了解，無法區別面積與周長的不同。（陳

鉪逸，1996、1997） 

單位的錯誤 1. 用邊長來測量面積。（Dickson, Brown, & Gibson，1984） 

2. 無面積單位量的概念。（高敬文，1989；陳鉪逸，1997；

吳德邦，1997；譚寧君，1998） 

3. 單位錯誤、漏寫。（洪義德，2001） 

單位換算的錯

誤 

1. 未注意面積的單位是兩個面向的關係。（陳鉪逸，1997；

林慈容，2001） 

2. 無法掌握不同維度間的轉換。（李宏彥，2001） 

3. 將面積單位的轉換誤以為是長度單位關係，1m2=100cm2。

（王選發，2002） 

對單位與測量

的關係不了解 

1. 以切割的方式計算面積時，未選取相同的單位。（譚寧君，

1998、1999） 

2. 提供測量方格時未注意單位格子邊長的大小。（王選發，

2002） 

底和高辨別有

困難 

1. 認為幾何圖形的底要在水帄邊上，高要在鉛直線上。（陳

鉪逸，1997；王選發，2002） 

2. 如果指定的底邊非水帄線段，則畫高通過率則大幅下降。

（陳鉪逸，1997） 

3. 無法畫出鈍角三角形的高。（譚寧君，1998） 

對面積公式的

不瞭解且過度

依賴公式 

1. 死記面積公式、面積公式的誤用。（高敬文，1987；高敬

文、黃金鐘，1988；譚寧君，1998） 

2. 自行改變已知的條件以遷就所使用的公式。（陳鉪逸，1996） 

3. 不瞭解面積公式的定義。（譚寧君，1995；戴政吉，2001） 

4. 無法區辨可用資訊與多餘資訊。（王選發，2002） 

面積與周長之

間的誤解 

1. 認為有周長相同面積就相同；周長越長面積就越大。（譚

寧君，1995；戴政吉，2001；Dembo、Levin & Siegler，1997；

王選發，2002） 

2. 面積與周長概念混淆。（James， 1981） 

缺乏面積的保 1. 等積異形的圖形切割組合後面積會改變。（Walcott、 Mohr 

曾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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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留概念 & Kastberg, 2009；陳鉪逸，1997） 

2. 認為底和高都相等的三角形中兩腰邊長較長的三角形面積

較大。（王選發，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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詴驗。 

     

第三節 詴題分析 

    本計畫根據上述之雙向細目表進行命題、修審、預詴、再修審等過程，並確

定每一詴題所對應之複雜度和所需之技能或概念，以確保詴題之信效度，於預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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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詴卷內容如附錄一，其中第 6、8、15 有再次修訂。Q 矩陣如附錄二。 

經北中南 32 班 875 位學生測詴後，詴題參數統計如表 5。IRT 之鑑別度介於

0.55~1.66，帄均為 0.95，難度分布為-1.85~3.37，帄均為 0.71，猜測度分布為

0.1~0.34 之間，帄均為 0.2；CTT 之鑑別度則介於 0.10~0.82，帄均為 0.43，難度

值分布為 0.13~0.92，帄均為 0.49。 

表 5 IRT 與 CTT 詴題參數表 

 
IRT CTT 

詴題 a(鑑別度) b(難度) c(猜測度) 鑑別度 難度 

I01 0.99 1.02 0.26 0.55 0.44 

I02 1.02 -1.85 0.25 0.24 0.92 

I03 0.97 2.28 0.15 0.25 0.20 

I04 0.75 0.04 0.17 0.57 0.58 

I05 0.87 0.82 0.19 0.55 0.43 

I06 0.87 3.37 0.12 0.12 0.13 

I07 0.85 -0.91 0.23 0.45 0.79 

I08 0.55 2.20 0.34 0.35 0.44 

I09 0.83 -0.41 0.30 0.48 0.72 

I10 1.37 0.20 0.10 0.82 0.50 

I11 0.92 0.04 0.27 0.56 0.63 

I12 0.74 -0.77 0.20 0.55 0.74 

I13 1.20 1.44 0.19 0.44 0.30 

I14 1.34 -1.27 0.21 0.37 0.87 

I15 0.58 1.15 0.17 0.44 0.40 

I16 1.66 2.42 0.13 0.10 0.15 

I17 0.73 1.84 0.21 0.35 0.32 

I18 0.62 0.49 0.18 0.52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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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9 0.93 0.46 0.18 0.63 0.49 

I20 0.71 1.11 0.19 0.48 0.40 

I21 0.73 0.75 0.23 0.49 0.49 

I22 1.23 2.18 0.12 0.19 0.16 

I23 1.00 -1.01 0.21 0.47 0.81 

I24 1.24 1.42 0.12 0.43 0.24 

帄均 0.95 0.71 0.20 0.43 0.49 

 

 

    根據學生作答後，發現詴題8不適合，因此於認知診斷部分之分析逕行刪除。

由表 6 DINA 詴題參數估計表結果發現部分詴題之猜測度與粗心參數過高，將進

行檢討與修正，包含 Q 矩陣是否頇調整，將再次請專家諮詢做確認。 

表 6  DINA 詴題參數估計表 

詴題 s(粗心) g(猜測) 

I01 0.00  0.10  

I02 0.00  0.90  

I03 0.76  0.00  

I04 0.00  0.00  

I05 0.25  0.11  

I06 0.79  0.11  

I07 0.00  0.58  

I09 0.05  0.54  

I10 0.06  0.20  

I11 0.10  0.41  

I12 0.03  0.36  

I13 0.00  0.00  

I14 0.00  0.85  

I15 0.46  0.27  

I16 0.85  0.14  

I17 0.53  0.23  

I18 0.00  0.00  

I19 0.36  0.00  

I20 0.52  0.13  

I21 0.00  0.15  

I22 0.00  0.00  

I23 0.00  0.00  

I2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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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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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相反地

經 DINA 估計後未達 0.5 表示不具備此技巧或概念屬性，以 0 表示。然後就整體

學生對於本份測驗之 19 個技巧或概念屬性做統計，結果以「切割或組合操作動

作能轉換成形體結構性質(避免只記得公式)」精熟程度最低只達 0.24，而以「能

理解帄行四邊形面積公式的意義」精熟程度最高達 0.95。若以標準參照測驗來看，

標準訂為 0.6，整體學生有 8 個技巧或概念屬性未達標準。 

表 7 整體學生屬性精熟估計表 

編號 技巧或概念屬性 
 

1 能理解長方形的面積公式。 0.57  

2 會計算長方形的面積。 0.32  

3 了解帄行四邊形的意義。a1 0.86  

4 能認知帄行四邊形經過適當切割可以重組為長方形。 0.82  

5 能認知帄行四邊形的每一邊都可以視為底邊。 0.45  

6 能用一次適當的分割把帄行四邊形重組為長方形。 0.58  

7 能利用帄行四邊形切割重組為長方形的概念及程序性知識處理帄行四邊形

切割問題。 
0.63  

8 了解帄行四邊形底和高的意義。a2 0.89  

9 理解組成長方形的長與寬類比為帄行四邊形的高和底。 0.30  

10 熟練作高(任一點或底可以作高)。 0.71  

11 能夠辨認任意帄行四邊形的底和高。a3 0.56  

12 能理解帄行四邊形面積公式的意義。b1 0.95  

13 能辨識組成面積公式的組成元素。 0.81  

14 兩帄行線之間距離都是高。 0.61  

15 能在不同情境中計算帄行四邊形面積。b2 0.81  

16 知覺同底等高面積相同。 0.81  

17 根據同底等高的關係計算帄行四邊形的面積。 0.79  

18 能夠分辨不在相同位置上同底等高的帄行四邊形面積相同 0.48  

19 切割或組合操作動作能轉換成形體結構性質(避免只記得公式) 0.24  

 

   若按雙向細目表縱軸 Van Hiele 理論與數學本質內容之分類，將詴題分為

A1~A5以 DINA 模式分析，結果顯示整體學生以 A5關係之精熟程度最低，精熟

度為 0.42，其餘四個內容精熟度則介於 0.47~0.52 間，相差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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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數學本質內容屬性精熟估計表 

A1形狀變 0.47 

A2名詞變 0.52 

A3公式變 0.5 

A4練習 0.48 

A5關係 0.42 

 

    同樣地，若以數學認知結構三類─概念理解、程序執行與解題思考來分，學

生精熟程度估計如表 9，以程序執行最高為 0.50，而以解題思考最低為 0.44。 

表 9 數學認知結構精熟估計表 

概念理解 0.48 

程序執行 0.50 

解題思考 0.44 

 

第五節 學生錯誤類型分析 

    除了做詴題分析外，本研究亦就誘答選項做分析，結果發現如下： 

整體而言，文字敘述及非典範題或圖形，顯示學生對於概念理解與定義，無法透

過文意理解而得，利用學得之知識應用或推論到非典範圖形產生很大困難。有以

下錯誤類型： 

1.沒有將兩個全等三角形移轉和拼湊變成帄行四邊形的經驗。 

2.對帄行四邊形的定義不清楚無法轉化到圖形。 

3.帄行四邊形切割、拼湊成長方形時，「長方形的寬＝帄行四邊形的高」，且高

是小於原帄行四邊形邊，所以產生周長改變的概念不清楚。 

4.不具兩帄行線以垂直距離最短的概念。 

    而低分組則有以下錯誤類型，尤其以前 9 個錯誤比例較高。 

1.以為帄行四邊形上只有水帄的線段才能當作底邊。 

2.對帄行四邊形底相等時，「高產生變化對面積的影響」概念不清楚。 

3.對帄行四邊形高相等時，「底產生變化對面積的影響」概念不清楚。 

4.沒有帄行四邊形切割拼湊成長方形活動的先備經驗。 

5.對帄行四邊形中「底」的定義不清楚。 

6.對「底和高必頇垂直」的概念不清楚。 

7.沒有等積異形的邏輯推理概念，特別是所提供資訊為邊而非底或高時，或沒提

供數據。 

8.低分組沒看清楚題目之比例很高。 

9.對單位與測量的關係不了解。 

10.以為帄行四邊形只有一個底邊。 

11.以為帄行四邊形上只有水帄的線段才能當作底邊。 

12.不清楚「高」與「底」產生變化時對面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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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沒有等積異形的邏輯推理概念。 

14.沒有帄行四邊形切割拼湊成長方形活動的先備經驗。 

15.對帄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不清楚。 

16.死記面積公式、面積公式的誤用。 

17.認為帄行四邊形上以水帄為底，只有通過頂點的垂直線才是高，其餘之垂直

線則不是高。 

18.無法區辨可用資訊與多餘資訊。 

19.高一定在圖內的錯誤概念。 

20.將三角形面積公式誤以為是帄行四邊形面積公式。 

 

第六節 學生知識結構分析 

    根據所蒐集之資料，分析出選題策略的相關矩陣，來建立適當的學生知識結

構。本研究以郭伯臣、田聖才（1995）研發之學生詴題結構分析軟體（OT），去

設定適當的閾值，以分析出學生詴題結構。根據郭伯臣、田聖才（1995）之研究

預測精準度設定為 95%之下，閾值設定為 0.05 時可獲得最佳學生詴題結構。OT

分析圖如下： 

 

五、目前進行及未來研究方向 

    上述之學生錯誤分類及發現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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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之測驗將結合郭伯臣團隊所

研發之線上 KSAT 電腦適性化，利用已計算出之詴題 s 與 g 參數，將其固定，學

生施測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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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解教學成效。 

    在帄行四邊形單元部分，尚有未施測之詴題約 50 題，將再組卷進行施測，

以建立更多具參數的優良詴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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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對稱已完成評量架構及部分詴題修審，其他擬進行之單元─垂直與帄行、

複合形體的面積與體積亦已進行文獻蒐集，將研擬評量架構，進行命題、修審與

施測，並建立各單元之補救教學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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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附錄一：詴卷 

範圍：小五帄形四邊形   班級：    姓名：          性別： 

1.(   ) 下面四個選項中，哪個敘述是錯的？ 

(1)帄行四邊形最多有兩種不同長度的高 

(2)帄行四邊形的每一邊都可以視為底邊 

(3)帄行四邊形可以經過適當切割重組成長方形 

(4)兩組對邊互相垂直的四邊形叫做帄行四邊形 

 

2.(   )下面圖形分別為長方形與帄行四邊形，哪一個圖形的面積較大？ 

 

(1) 長方形   (2) 帄行四邊形   (3) 一樣大   (4) 無法比較 

 

3.(   ) 下列的圖形中共有幾個帄行四邊形？ 

 

 

 

 

(1) 3 個    (2) 5 個    (3) 8 個    (4) 9 個 

 

4.(   ) 下面哪一個帄行四邊形沿著虛線剪開後，可以拼成一個長方形？ 

(1)           (2)            (3)            (4) 

 

 

5.(   ) 下圖中 DE 為帄行四邊形 ABCD 的高，請問 DE 對應的底邊是哪一條？ 

 

 

(1) AB      (2) CD     (3) BE     (4) BC  

 

6.(   ) 下列哪些帄行四邊形正確的畫出底 AB 和對應的高 CD？ 

                                             

 

       

 

(1) 只有   (2) 只有、   (3) 只有、、   (4) 、、、 

10 

5 

10 

5 

曾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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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7.(   ) 若帄行四邊形 ABCD 的底邊是 BC 線段，下列關於對應高的敘述何者正

確？ 

 

 

 

 

(1) 線段、都是高             (2) 線段、都不是高 

(3) 線段是高，線段不是高     (4) 線段不是高，線段是高 

 

8.(   ) 下圖中帄行四邊形的面積是多少帄方公分？ 

 

 

 

 

(1) 25    (2) 48     (3) 50     (4) 60 

 

9.(   ) 小佩用色紙剪了一個帄行四邊形，如下圖，請問這個帄行四邊形的面積

是多少帄方公分？ 

 

 

 

(1) 35    (2) 45    (3) 54     (4)63 

 

10.(   ) 若帄行四邊形 A 的面積為 15 帄方公分，則帄行四邊形 B 的面積是多少

帄方公分？ 

 

 

 

 

(1)15    (2) 27    (3)45     (4)54 

 

11.(   ) 下圖中甲、乙是兩個帄行四邊形，AB 和 CD 線段等長，請問誰的面積

比較大？ 

 

 

 

(1) 甲的面積比較大          (2) 乙的面積比較大    

甲 乙 

A    B   C    D 

６公分 

８
公
分 １０公分 

５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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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和乙的面積一樣大       (4) 無法比較 

12.(   ) 下圖中甲、乙、丙、丁都是帄行四邊形，下面關於面積大小的算式， 

       請選出錯誤的選項。 

 

 

 

 

(1) 丙＞甲＝丁            (2) 乙＞丙＞丁    

(3) 乙＞丁＝甲             (4) 丙＞乙＞甲 

 

13.(   ) 將帄行四邊形切割及翻轉後拼湊成長方形，請問，以下哪一個敘述是對

的？ 

 

 

 

(1) 周長改變、面積不變    (2) 周長不變、面積改變    

(3) 周長不變、面積不變     (4) 周長改變、面積改變 

 

14.(   ) 右圖中，哪些線段可能是帄行四邊形的「高」？ 

(1) 甲、乙、丙             (2) 甲、丙、丁   

(3) 乙、丙、丁             (4) 甲、乙、丙、丁 

 

15.(   ) 右圖中的哪些線段，可以當作帄行四邊形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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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周長 60 公分、面積 144 帄方公分的帄行四邊形，

已知其中一邊長 12      公分，且有一條高的長

度短於對應底邊的長度，請問這條高長幾公分? 

(1) 6    (2) 8     (3) 10      (4)12 

 

17.(   ) 右面圖形中塗色部分面積是多少帄方公分？ 

 

(1)45    (2) 54     (3) 63     (4)72 

 

18.(   ) 長方形 ABCD 是由六個等面積的小長方形所組成，詴求塗色部分帄行

四邊形 EBGF 之面積是多少帄方公分？ 

(1)48    (2) 72     (3) 96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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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甲、乙兩個帄行四邊形的面積相等，當甲的底比乙的底長時，甲的高和

乙的高誰比較長？ 

(1) 甲的高比較長            (2) 乙的高比較長    

(3) 甲和乙的高一樣長        (4) 沒有圖，無法比較 

 

20.(   ) 已知帄行四邊形甲的面積是帄行四邊形乙的 6 倍。下列是四位同學關於

甲、乙圖形的推測。 

小王說：「若甲和乙的底相同，則甲的高是乙的高的 6 倍。」 

小登說：「若甲和乙的高相同，則甲的底是乙的底的 6 倍。」 

小廖說：「若甲的底是乙的底的 3 倍，則甲的高是乙的高的 2 倍。」 

小民說：「若甲的底是乙的底的 3 倍，則甲的高是乙的高的 3 倍。」 

請問誰的推測不正確？ 

(1) 小王   (2) 小登   (3) 小廖   (4) 小民 

 

21.(   ) 右圖有四個帄行四邊形，若「帄行四邊形 1」的面積為 8

帄方公分，線段 CD＞AB＝DE＞BC，則下列關於「帄行

四邊形 4」面積的敘述何者正確？ 

(1) 面積比 8 帄方公分小      (2) 面積比 8 帄方公分大 

(3) 面積是 8 帄方公分        (4) 無法得知 

 

22.(   ) 下圖分別為長方形與帄行四邊形，哪一個圖形的面積比

較大？ 

 

(1)長方形   (2)帄行四邊形   (3)一樣大   (4)無法比較 

 

23.(   ) 不同的帄行四邊形，當底相等時，高和面積的關係如何？ 

(1) 高越長，面積越小        (2) 高越短，面積越大 

(3) 高越長，面積越大        (4) 不論高的長短，面積都不會變 

 

24.(   ) 將兩個邊長分別為 6、8、10cm 的全等三角形拼成帄行四邊形，拼出帄

行四邊形的最大周長為多少公分? 

(1)24    (2)28    (3)36    (4)48 

12 

5 

12 

5 

A 
B 

曾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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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附錄二：Q 矩陣 

Q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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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問

題

。 

1     1 1 1     1                       

2   1                 1 1               

3     1                                 

4       1   1                           

5               1     1                 

6         1     1   1 1                 

7               1   1       1           

9                     1 1 1             

10                       1 1 1   1 1     

11                       1 1 1   1       

12                       1 1   1   1     

13             1   1                     

14               1   1 1               1 

15               1     1                 

16               1     1 1 1   1         

17                     1 1 1   1         

18 1     1     1         1     1         

19               1       1               

20               1       1               

21               1       1         1 1   

22 1 1                   1               

23                       1       1       

2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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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

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

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

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

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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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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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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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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度報告 

 

 

動態 3D 數學網頁數位學習內容平台的研發、建構與評估 

 

計畫類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0-2511-S-415-007 
執行期間：100 年  8 月   1 日至   101 年  7 月   31 日 

 

執行機構及系所：國立嘉義大學企管系 

 

計畫主持人：翁頂升 

共同主持人：徐孟輝、林仁彥、楊德清 

計畫參與人員：趙翊清、張智凱、王漢廷、康迪翔、江幸玲 

 

 

 

成果報告類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精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理方式：除列管計畫及下列情形者外，得立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0 年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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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內容 

1.1 前言 
    應用數學與計算機電腦等科學所發展的應用科技，例如需要圖形顯示的 CAD(Computer Aid Design)

軟體就被很多產業利用到。然而電腦圖形應用科學主要以微積分學、矩陣等數學為基礎的。可知數學

是很有用的分析與應用工具，可以應用解決他們的問題。另外，在許多重要的數學領域，微積分學被

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前提。學習了基本代數之後，微積分學又是一門為人打開多數電腦圖形應用科學與

後繼的數學學習之門的課程。 

 

1.2 研究目的 
    教學平台可使學生自己調整學習節奏，同時也降低教師的負擔。好的教學平台設計是好的輔導教

學工具。因此本研究是結合個人教師網來建立模組化教學平台；所架設的教學網站具有互動式學習功

能，透過各個模組的鏈結與引導，協助學習者運用自己的各項能力來進行學習與自我學習成效檢測等

過程。此外、平台中自動判斷，測驗回饋機制，可以提供正確答案並計算總分數，還有答錯題會被倒

扣分數等警惕機制，訓練測驗者謹慎思考與有效解決問題的能力。 

    本研究也運用資訊科技技術將[數學式]透過計算機程式語言設計轉製成動畫, 從點構成線、構成

面, 從動態構圖過程, 讓學習者理解程式語言構圖數學的原理, 以及數學能應用在動態數位產品設計

的案例。讓學習者也能操作數學動畫, 來提升學習能力與理解應用能力。 

 

1.3 文獻探討 
    基於開放原始碼與自由軟體應用的精神, 再隨著網際網路的盛行, 使得透過網路機制聚集人力資

源, 縮短軟體同步開發及除錯時程, 自由軟體的品質足以與商用軟體相比。因此, 善用開放原始碼的

自由軟體資源, 有效整合與利用開放原始碼, 可以提昇軟體的再使用率, 縮短軟體開發的時間, 提昇

軟體品質與技術水準, 提升國內的軟體創作競爭優勢(郭耀煌、陳培殷、李漢銘、楊竹星, 2011) ,自

由軟體具有價值性。因此自由軟體可自行設計出配合系統管理者能力以及滿足自身需求的控制系統, 

就像學校電腦教室的整批電腦的作業還原系統與網路流量監控等技術, 可有效減少維護方面的人力支

援資源(蔡德明, 2011) 。 

    在使用數學科學的計算機應用領域上，新加坡與英國學者指出學習與指導要領包含了兩件事：學

生要有能力從計算機求出正確的答案，還有用自己的能力來驗證答案的合理性。因此，學生應該要有

判斷的能力，而不應只是單純的「按」計算機 (陳宜良、單維彰、洪萬生、袁媛，2005)。 

    這也是從前的人們說數學是科學的語言，是學習科學技術的鑰匙，而在日常工作中難得用到的原

因(姜伯駒，2009)。然而，在現今的技術與資訊社會裏，數學還將成為眾多工作崗位的先決條件，就

業機會的敲門磚，數學能力具有延伸發展潛力。數學可以有效訓練出清晰思維的智力和獨立思考的習

慣。有用的電腦教學與學習工具，能提高數學教學品質與學習效率。 

 

1.4 研究方法 
1.4.1 自由軟體設計動態雙曲線 

    以 Python 程式碼設計動態雙曲線, 將程式碼說明例如: 

#兩條曲線 

g=curve(color=color.yellow)    #左下角的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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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x in arange(-5,1.6,0.03): 

         rate(10)   #曲線跑的速度, 愈小表示速度愈慢, 反之愈快 

         if(x >= 0): 

            label( text="(0,-2)", pos=(0,-1,0), opacity=0.1, box=0, color=color.orange)   

#當曲線的 x座標通過 0�時, 利用 label 顯示(0,-2)的座標位置 

         y=(x**2-2*x+4)/(x-2);   #圖形方程式 

         label(text="CURVE:\n y=%.5f\n x=%.2f 

"%(y,x),pos=(-3,-12,0),color=color.yellow)     #顯示每個變動的座標位置, 隨著曲線變化

座標位置跟著改變 

         g.append(pos=(x,y,0)) 

......等等(程式碼以下省略)。 

 

1.4.2 組化物件導向動態學習情境 

     雖然網路應用可以帶來很多提升資料傳流等便利性，但是利用網路架設的 Moodle 平台並不一定

是全部的教師都會的技能。基於此考量，本研究整合與應用資訊科技，將數學授課教材架設在教學平

台，將教師個人教學網站連結到平台，便於教師群彈性應用不同的教學平台，有效達到網站教學目的。 

 

 

 

 

 

 

 

 

 

 

 

 

 

 

 

 

 

 

Fig.1 教學平台架構流程圖 

 

    本研究利用 Apache 伺服器軟體、Php 網頁程式設計語言、MySQL 資料庫、Phpmyadmin 資料庫管理

介面完成網站伺器的架設。運用 Moodle 所提供的線上資源，連結至其他閱讀網站所提供的教材及線上

測驗。Fig.2 所示網站伺服器鏈結其他網站示意圖。 

Apache 

Php 

MySQL 

Phpmyadmin 

Moodle 

網站伺服器 

線上資源 網站外課程 

線上測驗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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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網站伺服器鏈結其他網站示意圖 

 

本研究亦在 Moodle 平台上提供線上測驗機制。管理者可利用管理介面管理教師所提供的課程及教

材，並可以上傳至 MySQL 資料庫中。此外，學員可藉由終端設備進行上課及實行線上測驗。教師只要

將設計完成的測驗題目，上傳到本研究所設計的平台介面，即可實施線上測驗，平台回饋機制可及時

提供測驗者標準答案、說明解題步驟，此機制可讓教師及學生討論為何答案會錯的原因，達到教與學

互動目的。同時，學生也可馬上看到與知到每一次測驗的分數，完成自我評量的功能。 

 

 1.4.3 測驗卷流程圖 

    檢測學生學習成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測驗考試，Moodle 平台提供的一項線上即時測驗的功能，可以

以文字的方式或圖片的方式來作為出題內容。出題的流程如 Fig.3 所示。 

 

 

 

 

 

 

 

 

Fig.3  出題流程圖 

 

    圖 3 所示測驗卷出題的流程步驟是：教師以管理者身份登入，開啟編輯模式，新增活動中選擇「測

驗卷」，並將已準備好的測驗卷題目，以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輸入，並且選擇正確答案，以此項正確答案，

輸入回饋資料。 

    實際以[參數方程式與極座標] 測驗卷為例說明出題的流程。Fig.4、Fig.5、及 Fig6 所示分別為

建置「測驗卷名稱」、「題目內容」，以及「答案內容」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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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輸入測驗卷名稱步驟示意圖 

 

 

Fig.5 編輯測驗卷題目步驟示意圖 

 

 

Fig.6 編輯答案內容步驟示意圖 

 

    針對學生所選的答案給予回饋，平台畫面提供了兩種功能。Fig.7 所示系統畫面顯示出「綠色打

勾」的是學生回答的答案是正確的，Fig.8 所示系統畫面顯示「紅色打 x」的是學生回答的答案是錯誤

的並時顯現正確答案。如此一來，學生於考試結束時，立刻獲知自己的答案與正確答案之比較。若是

上課時段還有剩餘時間，老師在課堂上還可以馬上與學生互動，或者於下堂課與學生互動，以提升教

與學互動學習之效益。 

     Fig.8 所示有分數倒扣流程。由教師出題，將測驗題卷置入當週的測驗題庫，學生可在教學平台

自我檢測學習成效，繳交送出測驗之後，測驗系統即時回饋公布答案，計分。教學平台上有倒扣分數

的設定，倒扣機制讓學生更能謹慎的作答，為了不使此次的作答分數不理想，受測者一定會小心異異

的選擇答案，而非猜答案隨便應付。因此，讓教師更能了解學習者於此階段對上課內容的瞭解程度，

教師也不用額外的時間批改作業，更能有效利用時間完成更有效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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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測驗後平台判斷測驗者的答案           Fig.8 平台判斷測驗者的答案是錯時、 

是對的示意圖                               提供填正確解答、及扣分的示意圖 

 

 

 

 

 

 

 

 

 

 

 

 

 

 

 

 

Fig.8 分數倒扣流程圖 

 

    本研究發展數學數位教材管理既測驗題庫輔助學習平台，透過平台讓學習者練習與測驗題庫，提

升數學解題能力，也能幫助學生在學習上反思，對於學習上有輔助的效果。同時，本研究透過問卷詢

問同學習效率，研究結果顯示練習測驗題庫輔助機制可以幫助學生提高解題自信心，尤其是低自信的

學生提升了學習數學自信心。這也顯示輔助學習平台的建立也能夠激發學生在學習上的動機。所以資

訊的刺激對學習者的學習上有著莫大的必要性。此外透過扣分機制，可以讓測驗者在失敗與成功中學

到正確的知識。 

 

1.5 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員申請2年計畫，通過1年，進行執行1年計畫所得成果。本研究進行自由軟體程式碼教學，

讓學習者習得利用程式碼、數學公式設計動畫的樂趣。本研究也結合個人教師網站及測驗題庫，以數

學科目為例，發展數位教材管理既測驗題庫輔助學習平台。所架設的教學平台的可達到互動式學習目

的，透過各個模組的鏈結引導，協助學習者運用自己的各項能力進行自我學習與檢測程序，而平台的

自動判斷回饋機制可提供分數計算、正確答案，以及答錯題會被倒扣分數警惕功能。研究成果指出學

習者使用過本數學數位教材管理既測驗題庫輔助學習平台之後，可以有效的提昇學習者對於分數相關

單元的學習意願，即對數學學習態度與效率有正向的提昇。 

測驗卷

作答

學生答案

答案 
正確? 倒扣分數

即時回饋

得分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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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Mathematical Subjects to Study Self-Test for Enhancement 
the Detection of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ing-Sheng Weng, Meng-Hui Hsu, Jen-Yen Lin and Der- Ching Yang, Member, IACSIT 

Abstract—As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especially from the aspect of student learning assistance. Learning environments that combine network 
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science technology can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more effectively through network diversification, as well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links to resources. This study combined individual teacher’s websites with an item bank, using mathematics subjects as an 
example, to develop a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 management and item bank assisted learning platform. The Moodle platform constructed by this 
study could satisfy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purposes through each module’s links and assist the learners to use their individual abilities to 
proceed with self-learning and testing procedures. The platform’s automatic feedback mechanism could provide score calculations, correct 
answers, warnings when marks were being deducted due to wrong answer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d the mathematic learning 
achievement results and the users’ overall evaluations of the self-management teaching assistance. This teaching platform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learner’s willingness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romot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mathematic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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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computer-based and web-based teaching environments have  become 
interactive tools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However, the numbers and calculations used in computer  language and 
applications a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pure mathematics; namely, the calculations used by  computers must be 
executable calculations with specific formats. This study us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ransform “mathematical formulas” 
into animation, designed through the computer programming language.  The dynamic composition process, where points 
constitute lines and lines constitute planes, enable learners to  understand the mathematical theories behi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ogramming language, as well as when  mathematics is applied to dynamic digital product design. Therefore, learners are 
able to create mathematical  animation  to enhance learning ability, comprehension, and application capabilities. This study 
takes the  dynamic hyperbola of mathematical formula design as an example. Parameter equations could be applied to   ship 
positioning in the sea, orthogonal trajectories in engineering, closed curves in the agro industry, the  intensity time curve in 
medical science, etc. Learners could learn to use programming language to design  animation media, then combine applied 
mathematics to contribute to the application design of  industry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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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結合電腦化測驗與多元評量的優勢，因應九年一貫數學課程第二階段（中

年級）課程目標，建立「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以改善先前研究不足之處。此系

統針對數感之整體能力（數感能力）及領域能力（各能力向度）進行完整規劃，並依據欲測

量之能力特性開發一份選擇題型電腦化測驗及三種實作型的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透過電腦

化多元評量的形式，擴展數感測驗的範圍，深化數感測驗的內涵。 

正式施測對象為724名三~四年級學童，施測結果顯示四種評量工具皆具有良好信度，驗

證性因素分析以四向度模式結果較適配，與先前文獻相符，且其中二種遊戲評量能記錄及自

動分析學生所使用的數感估算調整策略，可提供測驗使用者更豐富的數感能力診斷資訊。 

 

 

 

 

 

 

 

 

 

 

 

 

 

 

 

關鍵詞：數感、多元評量、電腦化測驗、估算調整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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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project are combining the benefits of computerized tests and 

multiple assessments to develop a computerized number sense multiple assessment system for 

whole numbers, and then to assess its uses in third-grade and fourth-grade students’ number sense 

development. First, the measurement model of this system is designed including overall and domain 

abilities completely. Next, one multiple-choice computerized tests and three online game-based 

assessments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characteristics of domain abilities. By using computerized 

multiple assessment, we can extend and deepen the content of number sense assessment. 

Formal assessment is administered to 724 third and fourth grade students in Taichu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ur number sense assessments can be provided with high reliability, and the 

outpu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 the proposed four-factor model performed better 

than five-factor model. Furthermore, the distributions of various estimation regulatory strategies 

used by examinees that are auto-analyzed by game-based number sense assessments can afford 

informative diagnosis. 

 

 

 

Key words: number sense, multiple assessments, computerized testing, estimation regulatory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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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一、背景與重要性 

數感 (number sense) 是一種美、日、澳等先進國家早已關注多年並一致肯定其重要性的

高層次數學能力(Li & Yang, 2010;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1989, 

2000; Walls, 2009)。呼應數感能力的重要性，過去二十幾年來，國內外與數感相關的研究逐漸

蓬勃發展，累積了許多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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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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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從先前數感評量的相關研究中亦可發現，在數感評量工具之測驗形式方面已由紙

筆測驗逐漸朝向電腦化測驗發展，此乃因為數感能力的測量需要在要求不用紙筆計算的情境

下進行，以避免學生精算，使用紙筆測驗的評量方式除了學生容易藉由紙筆計算求出答案而

降低測驗的效度之外，還容易產生以下缺失：紙筆測驗在施測時標準化程度較難控制，教師

常因不熟悉測驗程序，而影響測驗的效度，學生也常因題目一次呈現太多題，而有分心漏答

的情形；在計分解釋方面，則需要有專業人員協助，才能做出正確的解釋（許清陽，2006），

且人工計分及分析在學生施測人數較多時非常費時費力。相較之下，電腦化測驗的確有其優

勢。因之國內近年來開始有一些學者投入數感電腦化測驗的研究（李威進，2004；林姿飴，

2005；許清陽，2006；林素微、洪碧霞，2007），主張透過網際網路進行線上測驗，可使蒐集

受試者資料變得快速且便利，加上測驗情境不方便作紙筆運算，測驗結果較能夠貼近學生數

感的思維（許清陽，2006）。不過研究者在探討上述數感電腦化測驗文獻時發現尚存在以下

三大問題： 

（一） 基於數感是一種由多種能力向度組成的高層次能力，僅藉由選擇題型測驗之單一評量

方式，往往無法完整測量到學生數感能力的全貌，因此，發展數感的多元評量工具，

以協助教師更快速精確地瞭解學生的數感能力表現及發展情況實有其必要性。不過，

目前文獻在電腦化數感測驗題型方面，除了林素微（2003）所提出的國小高年級學童

數感動態評量系統以及張文宜（2004）之電腦化多元題型數感測驗為非選擇題型之

外，大多數仍以選擇題形式為主，且缺乏可記錄學生解題歷程，協助瞭解數感真實表

現的多元創新題型。 

（二） 許多電腦化數感評量工具之內涵方面僅針對單一或部分數感向度，缺乏包含整體能力

(overall ability，本研究是指數感能力）及領域能力（domain ability，本研究是指各向

度能力）的完整規劃，無法提供關於數感整體能力及個別向度能力之同時性估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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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缺乏跨年級數感能力量尺之建立。 

為改進上述問題，本研究企圖結合電腦化測驗、多元評量以及新近發展的測量模式之優

勢，因應九年一貫數學課程第二階段（中年級）課程目標，建置「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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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然後再以此為工具進行學生數感能力的縱貫研究。此系統可針對數感之整體能力（數

感能力）及領域能力（各向度能力）進行完整規劃，並依據欲測量之能力特性開發適當之選

擇題型電腦化測驗及實作型的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透過電腦化多元評量的形式，擴展數感

測驗的範圍，豐富數感評量的有效資源。選擇全數數感為測驗內容乃是基於：全數是國小數

學核心課程之ㄧ，且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是以中年級（3、4 年級）學童為對象來發展電腦化數

感多元評量工具，考量中年級學童主要的生活經驗及學習經驗多以全數（{0}∪{自然數}）為

主，在分數與小數的部分僅建立了初步概念，尚未學習分數與小數的四則運算，較無法解決

以分數或小數為情境的數感問題。 

綜合上述，本計畫原擬以三年的時間進行研究，第一年進行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

統之開發，第二年為正式施測、計分與測量模式評估，第三年則進行一年後數感能力追蹤研

究，然因本研究僅先通過一年期計畫，故僅針對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之開發進行探

討，至於系統建置完成後之自動計分模式、能力估計所需之測量模式評估以及數感能力的縱

貫研究部分，則待後續研究完成之。 

二、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背景，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羅列如下： 

目的 1-1：分析數感研究之相關文獻，探討數感內涵與評量構面，以建置「電腦化全數數感

多元評量」系統介面。 

目的 1-2：編製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進行預試及傳統測驗理論之測驗分析，並據以修

正試題。 

目的 1-3：實際在三、四年級第一次正式施測，進行試題分析與第二次試題篩選，建立正式

量尺。 

目的 1-4：建立電腦化遊戲評量之解題策略自動分析機制。 

貳、文獻探討 

為了達到本研究之目的，研究者蒐集並探討數感、多元評量、電腦化遊戲評量等主題相

關資料，再歸納與本研究計畫之相關性，因限於篇幅，以下僅針對數感主題列出部分文獻：  

一、數感的定義 

近幾年來，數感（number sense）在數學教育上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關注。但在相關研究文

獻上對其定義卻意見紛歧，至今仍無一個定義可以被廣為接受(Malofeeva, Day, Saco, Young, & 

Ciancio, 2004; Gersten, Jordan, & Flojo, 2005）。 

Sowder(1992)則認為以下的行為或能力可以展現出數感：（1）數的相對或絕對大小的運

用；（2）數的比較時進行質或量的判斷；（3）看出不合理的計算結果；（4）運用非標準化的

算則來進行心算及估算。Reys(1994)提出數感不是一個有或無的實體，會隨著個人經驗與知

識的成長而逐漸發展，是一種複雜且多變化的學習歷程。楊德清（2002）則在其研究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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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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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境的相關問題，是多種能力的組合。 

總結來說，雖然在文獻上數感是難以界定清楚的概念，且缺乏一致性的定義，但專家學

者對於數感的重要性普遍具有共識。在本研究中，數感強調的是能理解數字的意義，對數字

有較強的數學直覺，並且在數字概念、運算及數字與運算的應用中發展出靈活的思考活動

（thinking）和有效的解題策略。 

二、數感理論架構 

透過國內外許多專家對數感的分析與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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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共通性。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尋

求一個適合中年級學生的數感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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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所提出數感的組成架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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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五項外，楊德清（2000）在「數感與筆算能力」

一文中提到，根據兒童在處理數字或其它數學問題時的表現情形，增加一項重要組成成份－

「瞭解答案的合理性」，將數感組成架構擴充成六項組成成份。 

許清陽（2006）則綜合楊德清（1997）、Sowder(1992)、McIntosh, Reys & Reys(1992)、

McIntosh, Reys, Reys, Bana 和 Farrel(1997)等人對數感組成架構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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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向度為：（1）瞭解數字的意義和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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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 Li, & Li (2008)與 Li & Yang 

(2010)架構之共同性，提出中年級學生的數感四向度理論架構做為數感子能力分類向度的初

步依據，並將評量試題之情境分成三類（1）純數字或計算情境；（2）生活情境；（3）圖表，

透過結合數感四向度與不同的試題情境設計「選擇題型電腦化數感測驗」，試題施測後再透過

驗證性因素分析形成測驗的建構效度。 

三、數感相關實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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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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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如表 2-1，從表中可看出發展數感教學的比例是最高的，但在數感測驗工具編製的比例卻是

偏低的。 

表 2-1 數感相關主題之博碩士論文與學術期刊彙整 

類別 能力調查 發展教學 測驗工具編製 
理論介紹與研

究 

博碩士論

文 

篇數 26 34 12 1 

比例 35.62% 46.58% 16.44% 1.37% 

學術期刊 
篇數 11 21 4 12 

比例 22.92% 43.75% 8.33% 25% 

總和 
篇數 37 55 16 13 

比例 30.58% 45.45% 13.22%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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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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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感理論架構模式，發展數感診斷測驗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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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將以全數為題材，採

以「選擇題型電腦化測驗」和「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的多元評量設計，在試題情境的設計

上將延伸為同時包含純數字情境、文字題情境以及真實生活情境應用，透過電腦科技的優勢，

讓教師在最少的教學負擔下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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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一年的期程建置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包含一選擇題型電腦化數感測

驗與三個實作型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並於三、四年級正式施測後，分析試題品質，建立「電

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之正式量尺與解題策略自動分析機制，以便後續研究探討三、四年

級學生數感表現之差異。 

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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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開發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之研究」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步驟 

步驟一：規劃電腦化數感多元評量之評量架構，本研究所設計之電腦化數感多元評量測驗內

容是「全數」，範圍，涵蓋國民小學三、四年級數學領域之課程，以數感四向度為主，

以評量形式及試題情境為輔。 

表 3-1 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初步架構 

評量形式 

試題情境 

數感能力 

向度一 向度二 向度三 向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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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數與運算

的多重表徵 

選

擇

題

型 

純數字或 

計算情境 
◎ ◎ ◎ ◎ 

生活情境 ◎ ◎ ◎ ◎ 

圖表    ◎ 

遊

戲

式

評

量 

神射手 ◎  ◎  

壞鍵計算機 ◎  ◎  

打地鼠 ◎  ◎  

 

步驟二：建置電腦化數感多元評量工具，並邀請三位學科專家，三位教學專家（數學教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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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10 年以上）協助進行質性審題，而後再透過預試進行量化審題。 

步驟三：選擇二所國小三年級共 12 班，四年級共 13 班進行四種評量活動之正式施測 

步驟四：以 SPSS 及 Amos 軟體進行正式施測資料之試題分析，並根據結果建立正式量尺。 

步驟五：分析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之學生解題歷程並撰寫解題策略自動分析程式。 

三、研究對象 

以大台中地區，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為主，內容分述如下： 

（一）「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預試對象 

採立意抽樣，抽取四所國小十三個班級四年級的學童進行施測，共438人。刪除過程中

作答不完整的資料後，有效樣本數428人。 

（二）「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 正式施測對象 

採立意抽樣，抽取二所國小三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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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樣本為三年級348人，四年級376人，共計724人。 

四、研究工具 

（一）作業系統：Cent OS  

（二）HTTP Server：Apache 

（三）資料庫：MySQL 

（四）Web 語言：PHP、JSP、AJAX 

（五）SPSS 18.0 中文版軟體 

（六）Flash Professional CS5 

（七）自編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 

1.選擇題型電腦化數感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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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題選擇題組成，每題包含四個選項。 

  （2）試題架構 

此測驗除了根據數感四向度編製外，試題情境則分成純數字或計算情境、 

生活情境、圖表等三種，表3-2為其試題架構表。其中試題11~15部分專家認為可自成一向度，

對應到許清陽（2006）研究之「瞭解運算對數字的意義和影響」向度，但此向度在Yang, Li, & 

Li (2008)及Li & Yang (2010)研究中並未出現在學生的數感量尺中，因此本研究在預試及第一

次正式施測後，將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模式與資料適合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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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試題 1、2、4  

向度二 試題 6、7、9、10 試題 8  

向度三 試題 11 
試題 13、15、16、17、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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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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試結果 

預試測驗之內部一致性α係數為0.74，效度則採專家效度。試題通過率24.07%~94.63%，

鑑別度0.15~0.63，本研究依據郭生玉（1990）的標準將鑑別度低於0.2之第4題與第24題題目

予以修正。第4題因過於簡單（通過率為94.63%）導致鑑別度過低，因此將試題難度提高。 第

24題修正前太難（通過率為24.07%），修正情形如下： 

第24題修正前 

24.如下圖，如果把圖中的細繩拉直，繩長應接近多少公分？○1 5 公分○2 6 公分 

   ○3 7 公分 ○4 8 公分。 

 

 

第24題修正後 

24.如下圖，如果把圖中的細繩拉直，繩長應接近多少公分？○1 5 公分 ○2 6 公分 

   ○3 7 公分 ○4 8 公分。 

 

2. 電腦化數感遊戲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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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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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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與多箭模式（圖 3-3）。 

  

圖 3-2 「神射手」單箭模式操作介面 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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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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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始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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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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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9。題目之電腦介面與主要按鍵說明如圖 3-4 所示。 

 

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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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射手數感遊戲預試分析： 

整份測驗共32 題，初步皆採二元計分，總分32分。研究者依預試的答題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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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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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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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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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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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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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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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四 

未進位 13 14 15 

百位進

千位 
16  17 

四 二 四 

未進位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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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百位進

千位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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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3 

二 
百位退

十位 
24 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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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貣點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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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生輸入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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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圖 3-6 所示。 

 壞鍵計算機數感遊戲預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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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評量之信度採用內部一致性之Cronbach α係數，所得的α值為0.81，表示具有不錯

的信度。效度亦採專家效度。 

  
圖 3-5 「壞鍵計算機」操作說明 圖 3-6 「壞鍵計算機」－×÷運算符號故障之

操作介面 

（3）打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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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數至三位數的加乘混合估算、二位數至三

位數的減乘混合估算、二位數至三位數的加除混合估算及二位數至三位數的

減除混合估算，共 46 題試題，每道試題包含六個選項。 

 試題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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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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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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算進位－刪除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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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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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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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乘

法 三位數×一

位數 

前乘後加 估算進位×一位數＋進位 39 

前加後乘 估算刪除＋刪除×一位數 40 

減乘

法 

前乘後減 估算刪除×一位數－進位 41 

前減後乘 估算刪除－進位×一位數 42 

加除

法 三位數÷一

位數 

前加後除 估算進位＋刪除÷一位數 43 

前除後加 估算刪除÷一位數＋刪除 44 

減除

法 

前除後減 估算進位－刪除÷一位數 45 

前減後除 估算進位÷一位數－進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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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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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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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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地鼠數感遊戲預試分析： 

本線上遊戲評量共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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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 顯示試題有良好之信度，效度則採專家效度。 

  

圖 3-7 「打地鼠」操作說明介面            圖 3-8 「打地鼠」操作介面 

肆、結果與討論 

限於篇幅，以下僅列出主要研究成果，延伸之研究成果請參閱 Shih, Lee, & Yang (2012)

及施淑娟、李淑娟、葉懷祖、郭伯臣（2012）之論文。 

一、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系統建置與試題分析結果 

（一）系統建置成果 

圖 4-1 為系統登入畫面，學生輸入帳號密碼資料，方能進入進行施測，施測結果會儲存

於資料庫中成為學生個人的數感評量檔案。 

登入完成後，學生可點選「選擇題測驗」或「Flash 測驗」進行施測，如圖 4-2。 

         

圖 4-1 系統登入頁面                          圖 4-2 測驗選擇畫面 

選擇施測版本後，即開始正式施測，圖4-3為選擇題測驗畫面，圖4-4為壞鍵計算機遊戲

評量測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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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選擇題測驗畫面                圖 4-4 壞鍵計算機測驗畫面 

（二）第一次正式測驗試題分析與信度分析 

1. 四種數感評量工具之試題分析 

試題分析部分，選擇題 25 題平均通過率 0.54，除第 2 題（通過率 93.37%，鑑別度 0.1934）

及第 14 題在三年級部分鑑別度較低（0.1609）外，其餘試題鑑別度皆在 0.2 以上，因此刪除

第 2 題及第 14 題，共保留 23 題。神射手遊戲 32 題平均通過率 0.48，鑑別度皆在 0.4 以上。

打地鼠遊戲 46 題平均通過率 0.5，鑑別度低於 0.2 的試題（第 20、29、40、41、42、44 題）

共刪除 6 題，且因刪題後混合題型題數過少，因此第 39、43、45、46 題一併刪除，最後保留

36 題。壞鍵計算機 1 平均通過率 0.23，鑑別度低於 0.2 的試題（第 16、17、30、32 題）共刪

除 4 題，保留 29 題。壞鍵計算機 2 平均通過率 0.29，鑑別度低於 0.2 的試題（第 22、25 題）

共刪除 2 題，保留 29 題。 

2. 四種數感評量工具之信度分析 

刪題後各評量工具之年級信度與整體信度如表 4-1 所示。四種評量工具的整體

Cronbach's α 值皆在 0.7 以上，信度值皆在可接受的範圍。 

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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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級人數 348 348 348 348 348 

α係數 0.670 0.933 0.840 0.830 0.855 

四年級人數 376 376 376 376 376 

α係數 0.730 0.933 0.861 0.827 0.849 

中年級人數 724 724 724 724 724 

整體α係數 0.745 0.939 0.871 0.840 0.861 

3. 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評估本研究之評量工具施測資料與預設之數感理論模式是否適配，研究者採用

Amos18逐一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選擇題型測驗為例，採用四因素模式或五因素模式的模

式適配性指標如表4-2所示。 

表4-2 兩種數感模式的適配性指褾摘要表 

整體適配度指標 χ2 
p 值 χ2

/df Df NCP GFI RMR RMSEA EC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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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素模式 

五因素模式 

277.910 

275.910 

.008 

.006 

1.241 

1.254 

224 

220 

53.955 

55.910 

.968 

.968 

.007 

.007 

.018 

.019 

.528 

.537 

增值適配度指標 AGFI  TLI  NFI  CFI   

四因素模式 

五因素模式 

.961 

.960 

 .948 

.945 

 .806 

.807 

 .954 

.952 

  

精簡適配度指標 AIC  BIC  CAIC     

四因素模式 

五因素模式 

381.955 

387.910 

 620.364 

644.658 

 672.364 

700.658 

    

由表4-2可發現：四因素模式在所有適配性指標皆符合Hu and Bentler (1999) 所提出的

決斷標準，並且在ECVI、AIC、BIC、CAIC的指褾值皆小於五因素模式，顯然四因素模式較

五因素模式對本研究評量工具而言適配性較好，是較佳的選擇。 

其他三種遊戲評量工具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亦發現與本研究預設之二因素模式（向

度一、向度三）具有模式適配性。 

二、電腦化遊戲評量之解題策略自動分析結果 

本研究共發展兩種可記錄學生數感調整歷程之電腦化遊戲評量－神射手與壞鍵計算

機，並撰寫程式自動化分析受試者在數感遊戲評量之數值調整策略，限於篇幅，以下僅以神

射手為例將受試者在 16 個可射多箭的試題之解題歷程進行自動分析，結果可發現：射中的

學生主要採用的五種策略如圖4-6，未射中的學生主要採用的六種策略如圖4-7，除了一箭命

中及未調整外，學生在不同的試題間很少一致性採用某種調整策略。 

 

代號 圖形 代號 圖形 代號 圖形 

A1 

一箭

命

中，

未調

整 

 

B1 

以目

標值

為基

準的

上調

修正 

 

C1 

以目

標值

為基

準的

下調

修正 

 

D1 

以目

標值

為基

準的

上下

夾擠 

 

E1 

及時

修正 

 

圖4-6 多箭模式下學生成功解題之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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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號 圖形 代號 圖形 代號 圖形 

a0 

無調

整 

 

b0 

上調

修

正，

但未

能在

時間

內完

成 

 

c0 

下調

修

正，

但未

能在

時間

內完

成 

 

d0 

上下

夾擠 

 

e0 

愈調

愈遠 

 

f0 

無規

則 

 

圖4-7 多箭模式下學生解題失敗之策略 

各年級在神射手遊戲評量所使用之解題策略分布如表4-3，三、四年級學生在四種估算

問題所使用的策略皆以一箭命中比例為最高，其次為「以目標值為基準之漸進調整策略」，至

於是上調或是下調則與題型（加數未知或減數未知）有關。三年級學生使用「以目標值為基

準之上下夾擠策略」解題失敗則明顯較四年級學生為多。 

表4-3 三四年級學生解題策略分布表 

 
三年級 成功解題 解題失敗 

 

 
策略 A1 B1 C1 D1 E1 a0 b0 c0 d0 e0 f0 n total 

加法

未進

位 

使用次數 548 103 25 7 4 281 95 51 51 47 67 113 1392 

 
百分比 39.37 7.40 1.80 0.50 0.29 20.19 6.82 3.66 3.66 3.38 4.81 8.12 1 

加法

十進

百 

使用次數 414 155 45 42 8 209 48 107 102 54 109 99 1392 

 
百分比 29.74 11.14 3.23 3.02 0.57 15.01 3.45 7.69 7.33 3.88 7.83 7.11 1 

 減法

未退

位 

使用次數 627 60 116 19 9 185 51 50 63 53 87 72 1392 

 
百分比 45.04 4.31 8.33 1.36 0.65 13.29 3.66 3.59 4.53 3.81 6.25 5.17 1 

減法

百退

十 

使用次數 548 42 126 30 5 180 64 67 121 54 97 58 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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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39.37 3.02 9.05 2.16 0.36 12.93 4.60 4.81 8.69 3.88 6.97 4.17 1 

 
四年級 成功解題 解題失敗 

 

 
策略 A1 B1 C1 D1 E1 a0 b0 c0 d0 e0 f0 n total 

加法

未進

位 

使用次數 841 120 42 18 5 147 66 37 46 29 44 109 1504 

 
百分比 55.92 7.98 2.79 1.20 0.33 9.77 4.39 2.46 3.06 1.93 2.93 7.25 1 

加法

十進

百 

使用次數 768 133 56 23 3 145 33 91 54 37 57 104 1504 

 
百分比 51.06 8.84 3.72 1.53 0.20 9.64 2.19 6.05 3.59 2.46 3.79 6.91 1 

 減法

未退

位 

使用次數 965 40 110 23 4 91 40 26 47 39 53 66 1504 

 
百分比 64.16 2.66 7.31 1.53 0.27 6.05 2.66 1.73 3.13 2.59 3.52 4.39 1 

減法

百退

十 

使用次數 936 45 110 25 8 101 38 35 59 40 53 54 1504 

 
百分比 62.23 2.99 7.31 1.66 0.53 6.72 2.53 2.33 3.92 2.66 3.52 3.59 1 

伍、研究貢獻 

一、本研究團隊建置「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目前僅有少數研究探討數感相關多元評量

系統，預期本研究將可充實此部分的研究成果。  

二、可記錄學生數感解題歷程的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目前僅有少數的研究涉及此一領

域，本研究可充實此部分的研究成果。  

三、本研究開發之電腦化評量為自動計分之系統，可改善傳統評量分析解題歷程與策略之耗

時費力問題。 

四、應用方面，可在國中、小實際推廣使用，能提供學生、老師及教育相關人員更豐富的數

感多元評量活動選擇，增進數學學習的成效。  

五、本計畫電腦化全數數感多元評量建置完成後，可以產學合作或技術轉移的方式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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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項多年期研究計畫主要目的是要發展電腦化創造力測驗，將受測者的創造歷程與創造成

果都紀錄下來，以便能對受測者的創造力表現做較完整的評量。為了瞭解此測驗系統對創造成

果評量的信度與效度，本計畫第三年的研究重點在分析評分者嚴苛程度的一致性對受測者創造

成果評量之影響，並研擬改進之道。目前本計畫已經發展出自動評分系統可以評量受測者的創

造歷程表現；同時也發展出線上評分系統，讓受過訓練的評分者能透過網際網路來評量受測者

的創造成果表現。本年度研究分成模擬研究與實徵資料研究兩部分。模擬研究主要在分析不同

的評分一致性(完全一致、低度不一致、中度不一致)及不同的評量成績分析方法(原始分數帄均

法、Rasch 分析、多面向 Rasch 分析)對受測者能力表現的影響。實徵資料研究室對 744 位不同

科系的大專院校學生施測由本研究自行開發之電腦化創造力測驗，該測驗是要求受測者從 36

個基本幾何元件(幾何子; geons)中自行使用三類元件來創造一項家具產品。該測驗會自動記錄

受測者在創造產品過程中的各項操作歷程，並進行電腦自動評分；在測驗結後後也會請受過訓

練的評分者來評量受測者創造成果。本研究主要是分析在不同的評量成績分析方法下受測者的

創造成果表現之差異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在能力估計精準度方面，使用多面向 Rasch 分析比

一般 Rasch 分析有較佳的能力估計精準度。在受測者的能力排序方面，多面向 Rasch 分析的能

力排序精準度也是最好的，原始分數帄均法次之，一般 Rasch 分析的結果較差。在評分者間一

致性的影響方面，當評分者間不一致程度愈高，原始分數與一般Rasch分析的排序誤差就愈大，

但多面向 Rasch 分析仍能維持相當好的能力估計精準度與能力排序。在實徵資料的研究結果方

面，原始分數帄均法與一般 Rasch 分析所得到的受測者能力排序都與多面向 Rasch 分析的結果

有明顯的差異，前兩種方法都會高估低能力者的排序，並低估高能力者的排序。本研究建議若

要降低評分者間不一致性對評分結果的干擾，應使用多面向 Rasch 模式來進行評分結果的分析。

本研究也建議可以使用電腦化創造力測驗來瞭解不同學齡階段學生之創造力表現，並分析其創

造力成與創造成果之關係，以作為未來國家擬定創造力教育政策之參考。 

關鍵字：電腦化測驗、創造力測驗、創造歷程、創造成果、多面向 Rasch模式 

壹、緒論 

 評分者間一致性一直是實作評量中所重視的問題，當評分者間一致性較低時，不僅會干擾

評分結果，也會使測驗分數的信度受到威脅，並間接地影響到測驗的效度。傳統對評分者一致

性問題的處裡主要有兩種途徑，一種是從程序上來做控制，也就是擬定各等級的評分規準來訓

練評分者，並在評分過程中嚴格監控評分者的評分穩定性；另一種是從統計上來做控制，例如

多找幾位評分者來進行評分，刪除較極端的評分值，並計算評分結果的帄均數。然而，程序上

的控制只能讓評分者在評分時有給定分數等級依據，無法控制評分者本身嚴苛程度對評分結果

的干擾；而統計上的控制也只是讓分數變得較接近中間值，當多位評分者都一致性地較嚴苛或

較寬鬆時，這種作法仍然保留了評分者嚴苛程度對評量結果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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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降低評分者嚴苛程度對評量結果的影響，有必要使用較有效的量模式來改善此問題。

對此，試題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IRT)中的多面向模式(many-facet model;Linacre, 1994)

可以提供較佳的計量模式控制。其作法是藉由在測驗模式終將評分者嚴苛度當作是影響試題難

易度的其中一個面向，並將每位評分者的嚴苛度估計出來。再藉由IRT的能力估計值不變性，

估計出不受到試題難易度與評分者嚴苛度的受測者能力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了解此模

式對於控制評分者嚴苛度的效能，以及使用前兩年研究所發展出來的電腦化創造力測驗對大學

生進行創造力的評量，並用此模式來排除評分者嚴苛度的影響，以瞭解是否為數學相關科系與

不同科系類型大學的創造力表現是否有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創造力的定義 

由於「創造力」概 

念相當複雜，難以定出被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目前文獻中對創造力的定義大致可分為四

大類 (陳學志、彭淑玲、曾千芝、邱皓政，2008；鄭英耀、王文中、葉玉珠，1998；Cropley, 2000; 

Rhodes, 1961)，分述如下： 

一、以個人的性格特質與生活態度來定義創造力，或稱為創造性格(creative personality)。

例如：Amabile(1987)的研究認為，擁有較多正向性格特質、動機較高、較具冒險性、經驗較

廣泛、社交技巧佳、不被舊方法及偏見束縛者，有助於問題解決與創造力的發展。她所定義的

創造力尚包含內在動機、領域相關知識及創造力相關技巧。其中創造力相關技巧包含：個人面

對問題解決時的認知型態、整合新奇觀點的策略知識、專心努力或充滿活力的工作態度…等

(Amabile, 1996)。葉玉珠、吳靜吉與鄭英耀(2000)也發現某些性格特質有助於科技人員的創造

力發展。例如：嘗試求變、樂於工作、興趣廣泛、喜歡獨立思考、喜歡解決問題等。 

二、以環境的創意因子來定義創造力，可稱為創意環境(creative environment)。例如：邱

皓政(民 91)、Amabile(1997)等發現有些組織氣氛有助於創造工作。余嬪、吳靜吉、林偉文、楊

潔欣(民 92)將之稱為組織的玩興氣氛，並發展組織玩興量表。而較完整的創意環境觀點當屬

Csikszentmihalyi(1988)提出的創造力三元互動的系統觀點理論(systematic View of Creativity)。

他認為「創造力」必須同時考量個體(individual)、社會現場(field)與文化領域(domain)三個因素，

三者所交織的系統脈絡互動才能對個人創造力產品進行判斷。其中文化與社會就包含了組織的

開放性、對不同文化的接受度…等環境因素。 

三、以創造力發展的認知歷程來定義創造力，可稱為創造思考歷程(creative thinking)。陳

學志、彭淑玲、曾千芝、邱皓政(2008)認為創造思考歷程的理論可以分為階段論、擴散性思考

與連結論三類。階段論者如Wallas(1926)，將創造思考視為解決問題的過程，分成準備階段、

醞釀階段、豁朗階段與驗證階段。然而，階段論的主要問題就是沒有說明從醞釀階段到豁然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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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認知歷程，而這也正是創造思考的關鍵。擴散性思考與連結論正好可以說明此兩個階段間

的認知歷程。擴散性思考觀點者如Guilford(1968)認為創造力包含了流暢力、變通力、獨特性、

再定義與精進力等幾種不同的擴散性思考歷程。連結論者如Mednick(1962)，他認為創造力是

為了特殊需要及有用目的，將可連結要素加以結合成新關係的能力。不過，個體是如何融合現

有的觀念與產品，或是如何將可連結的要素加以連結，這些更細部的認知歷程有需要做進一步

探究。另外，也有學者是以問題解決的思考歷程來看待創造力，例如：Torrance(1962)認為創

造力是對未知問題形成新的假設、修正或重新考驗假設以解決問題。 

四、以生產出來的作品來定義創造力，也就是要依產品的特性來判斷個體是否具有創造力，

可稱為創意產品(creative product)。例如：Guilford(1988)認為創造力是個體產生新的觀念或產

品，或融合現有的觀念或產品，改變成新形式的能力。而Guilford(1968)所主張的五種擴散性

思考能力中的變通性、獨特性與精緻性等三種能力，就可以從產品或元素是否跳脫原有的功能、

產品是否與眾不同、產品是否改良過去產品的缺點等角度來衡量。 

雖然創造力的定義不同，但目前學者普遍接受Stein(1974) 的創造力定義，認為：「創造力

是一種歷程，是指能創造出能為團體所滿意與接受的新穎或實用的產品。」也就是說，產品的

新穎、實用，且為團體所認可，是研究者對創造力定義之共識(引自Amabile,1996)。國內學者

將這種兼重產品獨特性與實用價值的取向稱為科技創造力(葉玉珠，2004)。Dasgupta(1996)在

「科技與創意」( 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一書中將科技創造力定義為「產生、發明、設計具

有獨創性與實用性人工作品 (artifacts)的創造活動，其產生的作品能夠滿足人類生活的實際需

要。」 

二、創造力的評量 

創造力的評量方式隨著創造力概念的研究取向不同而有元的面貌。 Hocevar& 

Bachelor(1989)曾將這些評量創造力的工具或方法歸為八大類，包括：擴散思考測驗(tests of 

divergent thinking) 、態度與興趣量表(attitude and interest inventories)、人格量表(personality 

inventories)、傳記量表 (biographical inventories)、老師、同儕或督導者的評量 (rating by 

teacher,peer,and supervisors)、產品的評判(judgments of product )、名人研究(eminence)、自我陳

述的創造活動和成就(self-reported creative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等。吳靜吉、陳嘉成、林

偉文(1998)也曾對國內創造力測驗進行瀏覽，整理出國內有29份較具有標準化測驗特性的創造

力測驗，這些測驗也大致都可以歸類在上述八類之中。依吳靜吉、陳嘉成、林偉文等人的觀點，

這八類涵蓋面雖廣泛，但是仍然不脫離Rhodes(1961)所提出的「4P」概念，即「人」(Person)、

「壓力\環境(Press\Place)、「歷程」(Process)和「產品或產出物」(Product)。此4P恰與本文前節

中創造力的四類定義相吻合。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於分析創造力的歷程與成果，因此本節中僅就

創造歷程與創造成果的測驗進行文獻探討。 

(一) 著重思考歷程的創造力評量 

創造思考歷程的評量較常見的主要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標準化測驗來進行評量；另一種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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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研究的方式來進行評量。 

1.測驗法 

拓弄思創造思考測驗 (Torrance tests of creative thinking, TTCT)與威廉斯擴散式思考測驗

(Williams’ test of divergent thinking)(吳靜吉，1998；林幸台、王木榮，1994)是運用最廣的創

造思考測驗。這些測驗的特性都是要求受測者進行創造思考活動，例如：托浪斯創造思考測驗

(劉英茂，1979; 吳靜吉，1983)是對圖案進行發問、猜測、產生結果、改進產品等，接著再根

據這些活動的反應類別與獨創性來計分；或是請受測者對圖案或字詞進行擴散思考、聯想…等

活動，記錄受測者的反應結果，如 Mednick(1962)的遠距聯想測驗(Remote Associates Test, RAT)

以及國內任純慧、陳學志、練竑初、卓淑玲(2004)的中文遠距聯想作業(Chinese Remote Associates 

Test; CRAT)。 

2.實驗法 

許多創造力的研究都支持心像或結構的操作在創造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Finke, 1990; 

Martindale, 1990)，Martindale(1990)更認為要進行創造，個體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組合元素的

工作上，當把注意力的焦點放在組合元素以進行詮釋時，注意力越佳，就越能產生「組合的跳

躍」，此即為創造力的重要特徵。基於此，Finke、Ward與Smith(1992)發展出了一套實驗方法來

對創造性發明過程進行探究，其過程如下： 

步驟一(創造作品)：要求受測者依圖形素材，任選其中三種拼湊出一個大概可以有某種用途的

東西。 

步驟二(給定主題)：從「傢俱、交通工具、科學器材、玩具或遊戲、個人用品、家用設備、工

具器皿及武器」等八個類別中選擇一個作為該作品的主題。受測者必須以實用的角度來解讀這

個物體或設計。 

步驟三(解釋作品)：針對第二步中所決定的主題，再結合第一步中所組合出來的作品，解釋及

闡述個人作品結構或功能。 

(二) 著重成果的創造力測驗 

與受測者創造能力有關的創造力測驗大多是以創造出來的成果所具有的新奇性、獨創性、

實用性等特徵的來評估受測者的創造力高低。例如：威廉斯擴散式思考測驗(林幸台、王木榮，

1994)、拓弄思圖形的創造性思考測驗，或新編創造思考測驗(吳靜吉，1998)。這些創造力測驗

的題目大多是要求受測者依圖案或線條來進行創作、變形，或對現有產品的功能作轉換等。有

些學者認為這些測驗僅評量到概念性的創意表現或創意潛能(葉玉珠，2004)，並沒有實際要求

受測者創造出具兼具實用功能與創意的作品。因此葉玉珠、彭月茵、林志哲、蔡維欣、鍾素香

(2008)等人發展出情境式科學創造力測驗(Situation-based Scientific Creativity test; SSCT)，該測

驗要求受測者創造出能解決情境問題或具有實用功能的創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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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創造力測驗為了提昇評分客觀性，評分時多由多位評分者間共同協定某些規準，再依

規準來進行評分(游詩蒂，2002；吳怡瑄、葉玉珠，2002)；或以 Amabile(1983)主張的共識評量

(consensual assessment)方式，由評分者先對產品進行分析、討論，再進行評分。例如：林偉文

(2002)針對教師創意教學經驗進行的評量，以及林建妤、洪素蘋、劉怡秀、林珊如(2003)針對

國中學生科技作品進行創造力評量。共識評分的結果認為評分者間有良好的評分者一致度，亦

即領域專家間確實對該領域的創造力是有共識的。總之，評分規準與評分客觀性是創造力測驗

所應重視的議題。 

三、當代創造力測驗的相關問題 

歷程取向與成果取向的創造力測驗其共同點都是要受試者實際進行創造活動，並依創造者

的成果來推測其創造歷程，或是直接評量創造成果的創新性與實用性。也就是說以產品為中心

的評量方式幾乎是目前創造力測驗的一致趨勢( Amabile, 1983)。就評量的分類方式來看，這些

方式都屬於實作評量。然而，較理想的創造力測量工具應該要同時將創意產品的產生過程與成

果都納入評量，才是較完整的創造力評量工具。而近代的創造力觀點也認為應該將創造思考過

程的特性融入創造力測驗中（Sternberg &Lubart, 1999）。本研究就是利用前期研究所發展出來

的電腦化創造力測驗系統，將受試者的創造歷程與創造成果納入評量系統中，以便對受試者的

創造能力作較完整的評量。 

然而，目前的創造力測驗還有兩項會影響評量結果客觀性的問題：一項是題目難易度的問

題，另一項是評分者嚴苛度或評分穩定性的問題。先從題目難易度的問題來看，由於目前的創

造力測驗幾乎都是以傳統測驗理論(classical test theory)的觀點來計算分數以評估受試者的創造

力，而傳統測驗理論的能力值是屬於試題依賴的(item dependent)，也就是說，受試者的創造力

高低與題目的難易度有密切關係。如果題目的條件與情境是很容易讓受試者發揮創意的，則受

試者所得的分數就會比較高；如果題目的條件與情境很難讓受試者發揮創意的，則受試者所得

的分數就會比較低。而試題反應理論的能力估計方式能改善此現象，因為IRT所估計出來的能

力是已經考慮的試題難易度所估計出來的能力值，因此其能力值並不受到所作的題目難度所影

響，甚至於可以讓不同受試者接受不同的測驗題目，只要這些題目都是在測量相同的能力，其

能力值仍然可以互相比較(Hambleton&Swaminathan, 1985; Wainer, Dorans, Flaugher, Green, 

Mislevy, Steinberg, &Thissen, 1990﹚。採用IRT的另一項優點某些IRT模式還可以將評分者嚴苛度

的因素納入能力估計的過程中讓估計出來的能力值不受到評分者嚴苛程度的影響，例如：

Linacre(1994)的多面向模式(multifaceted model)或Fisher(1973)的線性邏輯斯地測驗模式(linear 

logistic test model；LLTM)。這正好可以改善上述影響創造力評量客觀性的另一項問題。因此，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用多面向IRT模式來進行受試者創造力的能力估計，並使用模擬資

料以及電腦化創造力測驗所蒐集到的資料來比較傳統測驗理論與上述兩種IRT模式對於受試者

創造力差異比較之影響。 

四、試題反應理論 

試題反應理論(IRT)是描述試題特性（難度、鑑別度、猜測度）與受測者的能力(特質)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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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答題反應的一種數學模式。最簡單的 IRT 模式如下列公式(1)所示（Rasch,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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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j 為考生 j 的能力，bi 是試題 i 的難度，而 Pij 是受測者答對某個題目的機率。在 IRT 的模

式中，受試者在某個題目上的答對機率是同時受到受試者能力與試題難易度所影響；而受試者

在測驗上的整體表現就是各題目答對機率的聯合機率。藉由這個數學模式與聯合機率的概念，

我們就能根據受試者在各個題目上的答題反應來估計受試者的能力以及題目的難易度，並且讓

接受不同題目的受試者其能力可以互相比較。 

IRT 是許多試題反應模式的通稱，不同 IRT 模式可適用於不同的測驗情境中。常見的 IRT

基本模式可以根據其所包含的試題參數數目來分，分為單參數的 Rasch 模式、二參數模式與三

參數模式（Birnbaum, 1968）。也可以依據計分型態來分，分成二元計分（dicotomous）與多元

計分（polytomous）模式；或是依據適用的作答方式來分，分成評定量尺（rating scale）模式、

部分計分（partial credit）模式、名義量尺（nominal scale）模式等。簡單來說，IRT 是屬於理

論架構較嚴謹、應用層面較廣的測驗理論，IRT 所提來的諸多測量特性都較符合實際的測驗情

況；但是由於其模式較複雜不易讓人理解，計算過程也較繁瑣，因此尚未廣泛地被大眾所接受。

不過隨著電腦科技的進步，進行 IRT 分析時所需要的計算已經都可以用電腦來執行，因此也已

經漸漸被應用在一些著名的大型測驗中，例如國外的 TOEFL、GRE 測驗，以及國內的國中基

本學力測驗等。而傳統測驗理論由於已經被使用許久，而且其理論概念較簡單，目前現有的測

驗也大多以它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因此短期內還不太容易全面被 IRT 所取代。然而它在測量

特性上的一些問題以及應用層面的侷限性，已經讓某些領域的測驗(量表)編製者漸漸轉向以

IRT 為理論基礎來發展測驗。 

五、試題反應理論在創造力測驗上的應用 

研究者曾以創造力及 IRT 對目前的國內外教育資料庫進行搜尋，結果真正使用 IRT 來對創

造力測驗進行分析的僅兩篇(王文中、鄭英耀，2000; 洪素蘋、黃宏宇、林珊如，2008)，而此

兩篇都是著重在用 IRT 來探討環境相關的創造力量表之編製，與本研究的方向不符合。因此研

究者僅能就現有的 IRT 模式中找尋適合用來探討創造歷程與創造成果評量的模式。目前與創造

歷程與創造成果評量有關的 IRT 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多向度 IRT 模式(Adams, 

Wilson & Wang, 1997)。選擇使用這些模式的理由是由於創造力是一種比較複雜的多向度或多

階段能力 (Guilford, 1968)。第二類是作答反應類別有關的潛在類別混合模式。選擇使用這種

模式的理由是由於學者們對創造思考歷程的看法目前仍有分歧，該種模式除了可以估計受試者

能力高低，還可以將受試者的反應進行分類，並估計出每位受試者符合各類別的程度。第三類

是可將評分者因素納入分析的多面向 IRT 模式(Linacre, 1994)。這是由於目前的創造成果評量

大多仰賴評分者來進行評分，因此有必要考慮評分者對於創造力評量的影響。由於本研究目的

是在了解評分者嚴苛度的一致性對於創造成果評分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因此以下主要介紹第三

種模式。 

目前有幾項 IRT 模式都能估計出受評分者因素影響的資料。例如：Linacre(1994)的多面向

模式(multifaceted model)或 Fisher(1973)的線性邏輯斯地測驗模式(linear logistic test model；

LLTM)。兩者的概念相當類似，但 Fisher(1973)的 LLTM 包容較廣，如公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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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代表某人在某題目上得分的機率。 s 是受試者s 的能力， ikq 是組成第i題難度的第k個

因素， k 是該因素的加權值， 0q 是經過標準化的常數。 

應用在創造力的評分上時，LLTM是將評分者效果視為是影響題目難度的一個變項。也就

是把原本題目難度拆解成兩項，一項是與評分者嚴苛度無關的試題難度 0q 、另一項是由評分

者嚴苛度所造成的難度 ikq 。受試者要在題目上得分，就必須同時跨越題目的難度與評分者的

嚴苛度才能提高得分機率。該模式可以將受試者能力、題目難度、評分者嚴苛度分別估計出來，

讓我們了解每一位評分者的嚴苛程度以及對評分結果的影響。因此很適合用來分析創造力測驗

中的成果評分資料。而若要將此模式應用在多元計分上時，只要稍做修改即可。 

六、創造力與數學的關係 

許多學者如Aiken(1974)、Haylock(1987)等人也認為解決數學能力本身就是一種創造力的

展現，在解決數學問題的過程中發現問題、構思策略、豁然得解、評估策略等都是創造力的展

現。過去曾有研究發現，創造力與數學的學習成就有關。例如楊善閔（2007）的研究發現，國

小四年級與六年級的學生其幾何圖形創造力與數學素養有關，甚至可以解釋 39%的數學素養變

異量。由於本研究的電腦化創造力測驗主要是使用立體幾何圖形來設計產品，因此也可以算是

一種幾何圖形創造力的測量，因此本研究亦想瞭解是否數學相關課程學習較多的學生在本創造

力測驗上的表現是否會與一般學生有所差異。 

七、創造力與科系類型的關係 

根據Holland(1973)的職業興趣組型的職業類型六角形結構理論，將人的興趣組型分為六大

類。各類型特質的敘述如下： 

1.實際型（realistic; R）：個性腳踏實地。適合從事與肢體協調或實際操作有關的活動。例

如：水電修理工、機械操作員。 

2.研究型（investigative; I）：富好奇心、創造力，喜歡思考與解決問題。適合從事研究與

知識探討相關的活動。例如：生物觀察員。 

3.藝術型（artistic;A）：富有想像力、變化性、創造力，不喜歡墨守成規。適合從事藝術、

審美相關的活動。例如：畫家、建築設計師。 

4.社會型（social; S）：個性活潑、善解人意、親和性佳。適合從事經常與人接觸的活動。

例如：護士、心理師、社工師。 

5.企業型（enterprising; E）：有自信心、支配性與領導性強。適合從事經營管理相關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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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例如：企業經理。 

6.傳統型（conventional; C）：個性循規蹈矩，做事謹慎有效率。適合從事內容固定、需要

謹慎細心的活動。例如：會計人員，秘書。 

根據其分類，藝術型與研究型的人在創造力表現上應該會優於其他類型的人。因此，本研

究亦蒐集各類興趣組型相關科系的受測者來進行電腦化創造力測驗，以了解本測驗是否能反映

出Holland興趣組型對創造力的預測結果。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應用第一年發展之電腦化創造力測驗系統，使用不同的IRT模式，分析

在不同之評分者嚴苛度一致性與不同能力估計方式下，受試者的創造成果評分是否有差異。研

究設計與流程如圖 1 所示，主要工作項目分述如下： 

 

圖 1 創造成果評量的IRT模式評估研究架構圖 

研究一：傳統原始分數與 IRT 模式能力

估計之估計精準度比較(模擬研究) 

1.目的：瞭解在不同評分者嚴苛度一致 

性與不同能力估計方式下，對受試 

者創造成果能力估計是否有影響。 

2.自變項： 

 a.三種能力估計方式(傳統原始分數、 

  Rasch 模式、多面向 IRT 模式) 

b.兩種評分嚴苛度一致性 

3.依變項：受試者在上述種情況下之創 

造能力估計精準度與能力排序之差異 

4.程序： 

a.以根據研究情境產生受試者之被評分 

  資料 

b.以三種能力估計法計算受試者能力 

c.進行能力排序與差異性分析 

研究二：傳統原始分數與 IRT 模式能力估計

對創造成果差異比較的影響(實徵資料分析) 

1.目的：了解不同職業類群受試者的創造成 

果是否有差異，並了解瞭解在不同的能力 

估計方式對差異比較結果的影響。 

2.自變項： 

a.三種能力估計方式(同研究一) 

  b.是否為數學相關科系 

  c.Holland 的六種職類學群(實際型、研究

型、藝術型、社會型、企業型、傳統型) 

3.依變項：受試者成品創造力(分為創新分數 

與實用分數) 

4.程序： 

a. 以創造力電腦化測驗系統進行施測 

b.訓練評分者，進行評分，蒐集評分者對 

受試者創作品的評分成績 

c.以三種能力估計法計算受試者能力 

d.進行不同職業類群者創造力差異性分析 

對受試者創造成果評量的能力估計與差異結果分析方式提出統整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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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傳統原始分數與 IRT 模式能力估計之估計精準度比較(模擬研究)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在不同評分者嚴苛度一致性時，使用不同能力估計方式(原始分數

法、不考慮評分者嚴苛度一致性之 IRT 法、考慮評分者嚴苛度一致性之 IRT 法)，對受試者的

創造力成果分數之能力估計結果與排序是否有影響。 

(一)研究設計 

1.自變項 

a.三種能力估計方式：分別是傳統原始分數、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Master, 1982)、多面向

Rasch 模式(Fisher, 1973)。其中第二與第三種模式的差異是第三種模式在估計受試者能力時

考慮了評分者的嚴苛度，而第二種模式則無。 

b.兩種評分嚴苛度一致性：分別是嚴苛度低度不一致與嚴苛度中度不一致。嚴苛度低度不一

致是將所有評分者的嚴苛度由 ND(0, 0.25)之常態分布中產生；嚴苛度中度不一致是將所有

評分者的嚴苛度由 ND(0, 1)之常態分布中產生。 

2.依變項：分析受試者在六種情況下之創造能力值與能力排序之差異。在能力值的部分，是計

算不同方法下的能力估計值與原始真值的均方根誤(RMSE)與偏誤(bias)。能力排序差異部分

是計算不同方法的能力排序與能力排序真值之差異。 

(二)研究程序 

1.產生模擬資料 

能力資料的產生是先從 ND(0, 1)之常態分布中隨機產生 1000 筆資料作為受試者原始能力

值。題目難易度資料的產生是以 UD(-3~3)的均等分布中產生 10 題不同難度的試題與四個不同

難度階(steps)。將難度階配上題目難易度即可產生每一試題的 6 點計分難度階，此難度階可視

為受試者要得到某個分數所需要達到的能力。再依研究設計中的兩種評分者嚴苛度一致性，分

別各產生 10 名評分者嚴苛度資料。將能力值、題目難度值、評分者嚴苛度代入多面向 Rasch

模式(Fisher, 1973)，即可計算出每位受試者在作答不同題目且被不同評分者評分時，可能會得

到各分數點之機率。例如：得到 1、2、3、4、5、6 分的機率分別為 0.2、0.3、0.2、0.2、0.05、

0.05，其機率總和為 1.0。 

要產生每位受試者的作答某題且被某位評分者評分之成績時，需從 UD(0~1)的均等分布中

隨機產生 1 個亂數值，並與受試者得到各分數點之機率作比較，看落數值落於哪個分數的機率

範圍，即設定受試者得到該分數。以上述例子而言，若亂數值<0.2，則設定受試者得 1 分；若

0.2<亂數值<0.5，則設定受試者得 2 分；若 0.5<亂數值<0.7，則設定受試者得 3 分；若 0.7<亂

數值<0.9，則設定受試者得 4 分；若 0.9<亂數值<0.95，則設定受試者得 5 分；若 0.95<亂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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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則設定受試者得 6 分。 

2.計算受試者能力 

分別以三種能力計算方式來計算受試者的創造成果能力值。傳統原始分數計算法是以每位

受試者隨機抽選 10 題、每題隨機抽選 2 位評分者的原始分數進行加總作為受試者創造成果的

得分。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Master, 1982)是以每位受試者隨機抽選 10 題、每題隨機抽選 2

位評分者的原始分數進行能力估計，並以估計出來的受試者能力值作為受試者創造成果的得分。

多面向 RASCH 模式(Fisher, 1973)也是以每位受試者隨機抽選 10 題、每題隨機抽選 2 位評分者

的原始分數進行能力估計，並以估計出來的受試者能力值作為受試者創造成果的得分。此三種

能力估計方法，配合兩種不同評分者嚴苛度一致性的資料，共可得到 6 組創造成果分數，每組

皆為 1000 人。 

3.重複程序 

重複進行 1~2 的程序 10 次。 

4.受試者能力排序計算與差異分析 

分析受試者在六種情況下之創造能力值與能力排序之差異。在能力值的部分，由於原始分

數的計算方式無能力值，因此只計算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與多面向 Rasch 模式的能力值與原始

真值的均方根誤(RMSE)與偏誤(bias)。 

能力排序差異部分是以原始能力真值的排序為能力排序真值，計算原始總分、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與多面向 Rasch 模式的能力排序與能力排序真值之差異。 

研究二：傳統原始分數與 IRT 模式能力估計對創造成果差異比較的影響(實徵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了解數學學習與不同科系類型受試者的創造成果是否有差異，並了解瞭

解在不同的能力估計方式對差異比較結果的影響。其中創造力成果的創新性與實用性是分別以

受測者在電腦化創造力測驗中的六項指標與三項指標的評分結果計算出來。 

(一)研究設計 

1.自變項 

a.三種能力估計方式：分別是傳統原始分數、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Master, 1982)、多面向

RASCH 模式(Fisher, 1973)。其中第二與第三種模式的差異是第三種模式在估計受試者能力

時考慮了評分者的嚴苛度，而第二種模式則無。 

b.數學相關科系(數學、物理、電機、資訊、財金、會計等科系)與一般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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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何倫(Holland, 1973)的六類職業興趣類型之相關科系。分別為實際型(realistic; R)、研究型

(investigative; I)、藝術型(artistic;A)、社會型(social; S)、企業型(enterprising; E)、傳統型

(conventional; C)。 

2.依變項：受試者成品創造力。分為創新分數與實用分數，兩者分別以評分者在五項指標與四

項指標的評分結果計算出來。計算在三種不同分析方法後所得的受試者創新分數與實用分

數。 

(二)研究資料與評分者 

本研究之創造力作品為第二年研究中之受試者作品，受測者為 724 位大專院校學生，其科

系分別屬於何倫(Holland, 1973)的六類職業興趣類型之相關科系，分別為實際型(R)、研究型(I)、

藝術型(A)、社會型(S)、企業型(E)、傳統型(C)。每類科系以立意取樣抽選約 100~150 人，其

中傳統型(C)因為施測過程中的網路連線中斷，僅有 4 位受測者資料有完整傳輸成功。期人數

太少，代表性較差，因此在後續分析時其資料僅供參考。評分者是由研究團隊甄選 15 位自願

參與創造力作品評分者之研究生來擔任。 

(三)研究程序 

1.訓練評分者 

先由研究團隊甄選15位自願參與創造力作品評分者之研究生，教導有關創造力相關概念、

作品評量時應注意原則，以及本創造力電腦化測驗之創造力作品評分規準(scoring rubic)。訓練

完後請 15 位評分者試評由研究團隊預先評量好分數之樣本作品 5 件，比較評分者的評量結果

與預先評量好之分數是否有差異。評分方式是根據作品之九個向度進行 1~4 的評分，屬於領域

評分法。分數愈高代表在這幾個向度上表現愈好。當評分者試評的分數與研究團隊預先評好之

分數完全相同，或 5 件作品中至少 2 件作品完全相同，其於作品差異皆不超過 1 分則視為訓練

成功。每個向度的評分結果都達訓練成功則視為訓練結束。結束後在創造力電腦化測驗系統中

呈現受試者的作品，請各評分者在電腦上進行評分。 

2.能力估計 

分別以三種能力計算方式來計算受試者的創造成果能力值。傳統原始分數計算法是以每位

受試者在 2 位評分者評出來的 9 項指標原始分數進行加總，其中六項指標加總成為受試者創造

成果的創新性分數，另三項指標加總成為受試者創造成果的實用性分數。多元計分 RASCH 模

式(Master, 1982)是以每位受試者在 2位評分者評出來的 9項指標的原始分數進行二向度能力估

計，並以估計出來的受試者兩向度能力值作為受試者創新性與實用性分數。多面向 RASCH 模

式(Fisher, 1973)也是以每位受試者在 2 位評分者評出來的 9 項指標的原始分數進行多面向模式

的二向度能力估計，並以估計出來的受試者兩向度能力值作為受試者創新性與實用性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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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測者創造力差異比較 

在數學學習與創造力表現的關係方面，以是否為數學相關科系當作自變項，以受測者在兩

項創造成果上的分數或能力估計值作為依變項，進行 t 檢定。在科系類型創造力表現的關係方

面，以 Holland 的六類職業興趣相關科系為自變項，以測者在兩項創造成果上的分數或能力估

計值作為依變項，進行變異數分析。以了解創造力與各類科系間的關係。 

肆、研究結果 

研究一 傳統原始分數與 IRT 模式能力估計之估計精準度比較(模擬研究) 

1.均方根誤(RMSE) 

圖 2 是當評分者的嚴苛度為中度不一致時，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及多面向 Rasch 模式所

估計出來的能力值與原始能力真值的 RMSE，數值愈高代表估計準確度愈差。從圖 2 中可以看

出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能力估計值的 RMSE 都比較大，而且能力值愈極端，估計精準度愈

低。但多面向 Rasch 模式的 RMSE 都相當小，這顯示當評分者嚴苛度差異較大時，若是在估

計能力時沒有將評分者嚴苛度考慮進去直接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進行分析，會得到較不正確

的能力估計值。 

圖 3 是當評分者的嚴苛度為低度不一致時，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及多面向 Rasch 模式所

估計出來的能力值與原始能力真值的 RMSE。從圖 3 中可以看出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的 RMSE

明顯地降低了，但是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的能力估計值 RMSE 依然是明顯地大於多面向 Rasch

模式的 RMSE。這顯示即使是在評分者嚴苛度差異較小時，若是能以多面向 Rasch 模式，在估

計能力時將評分者嚴苛度考慮進去，仍然會得到較精準的能力估計值。 

 

 

圖 2 評分者嚴苛度中度不一致時，多元計分模式(Rasch)與多面向模式(facet)的 RM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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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評分者嚴苛度低度不一致時，多元計分模式(Rasch)與多面向模式(facet)的 RMSE 

 

2.偏誤(bias) 

圖 4 是當評分者的嚴苛度為中度不一致時，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及多面向 Rasch 模式所

估計出來的能力值與原始能力真值的偏誤(bias)，數值大於零代表此方法會高估受測者能力，

數值小於零代表此方法會低估受測者能力。從圖 4 中可以看出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能力估計

值有明顯的 bias，此方法會高估高能力者的能力且低估低能力者的能力。.而且當能力愈極端

時，被高估或低估的情形愈嚴重。但多面向 Rasch 模式的 bias 都相當小，且其偏誤並沒有明顯

的趨勢。此結果顯示，若是在估計能力時沒有考慮評分者嚴苛度，直接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

進行分析，會得到較極端的能力估計結果，使高能力者的能力被高估，低分者的能力被低估。 

圖 5 是當評分者的嚴苛度為低度不一致時，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及多面向 Rasch 模式所

估計出來的能力值與原始能力真值的 bias。從圖 5 中可以看出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能力估計

值的bias依然是明顯地大於多面向Rasch模式的bias，顯示即使是在評分者嚴苛度差異較小時，

若是能以多面向 Rasch 模式，在估計能力時將評分者嚴苛度考慮進去，仍然會得到較精準的能

力估計值。以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進行分析，依然會使高能力者的能力被高估，低分者的能力

被低估。但使用多面向 Rasch 模式來進行分析則不會有此問題。 

此外，圖 4 與圖 5 中可以看出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的能力估計值的偏誤並非以 0 為中心呈

現斜對稱狀，與一般Rasch模式的能力估計結果略有不同，此可能是受到評分者嚴苛度的干擾。

在由於本研究所產生出來的評分者嚴苛度帄均值為-0.11，當嚴苛度的帄均值不為 0 時，也會對

能力估計值的偏誤情形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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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評分者嚴苛度中度不一致時，多元計分模式(Rasch)與多面向模式(facet)的 bias 

 

 
圖 5 評分者嚴苛度低度不一致時，多元計分模式(Rasch)與多面向模式(facet)的 bias 

 

3.能力排序差異分析 

 圖 6 與圖 7 是以模擬能力值的排序為能力排序真值，將原始分數、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估

計值與多面向 Rasch 模式估計值三種方法的能力排序與能力排序真值相減的百分等級偏誤。圖

6 是在模擬評分者嚴苛度為中度不一致情況下的百分等級偏誤；而圖 7 是模擬評分者嚴苛度為

低度不一致情況下的百分等級偏誤。從圖中可看出，評分結果的百分等級偏誤呈現波浪狀，原

本等級較極端或中間等級者的偏誤較小，中等偏高與中等偏低等級者的偏誤略大。當評分者嚴

苛度為低度不一致時，三種方法的等級偏誤都很低(帄均值約在+5%以內)，但是由於用 IRT 模

式來模擬產生作答反應資料時會有隨機誤差，因此計算出來的能力排序會有些許的偏誤，再加

上 IRT 是屬於非線性的 logistic 模式，因此誤差會呈現波浪狀。當評分者為中度不一致時，多

面向 Rasch 模式對能力排序的判斷精準度並沒有改變，但是原始總分或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估

計值所得到的能力等級誤差會明顯地變大。這顯示當評分者的嚴苛度一致性較差時，若沒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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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到評分者的嚴苛度，會使中等偏高能力者的能力排序被低估，而且中等偏低能力者的能力排

序被高估。而且能力百分等級偏誤的帄均值約在 15%左右，大部分的等級偏誤約在+60%以內。 

 

圖 6 評分者嚴苛度中度不一致時，三種方法的能力排序偏誤 

 

 

 

圖 7 評分者嚴苛度低度不一致時，三種方法的能力排序偏誤 

 

研究二 傳統原始分數與 IRT 模式能力估計值對創造成果差異比較的影響 

1.數學相關科系與否在創造力表現上的差異 

本研究以進入大學後較有接觸數學相關課程的科系界定為數學相關科系(數學、物理、電

機、資訊、財金、會計等科系)，來與其他科系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其結果如表 1 所示。從

表 1 中可以發現，不論是使用哪一種能力計算方法，數學相關科系與非數學相關科系的創造成

果創新性與實用性均沒有顯著差異。不過從帄均數來看，使用原始分數與多元計分 Rasch模式

來進行能力估計時，數學相關科系的表現都略高於非數學相關科系的表現；但是若將評分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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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苛度考慮進去，使用多面向模式(facet)來進行能力估計，則數學相關科系的表現都略低於

非數學相關科系的表現。雖然假設考驗的結果都是未達顯著，但考慮了評分者嚴苛度與未考慮

評分者嚴苛度所呈現出來的兩群體帄均數高低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當未考慮評分者嚴苛

度時，多元計分 Rasch 模式的創新性能力估計值偏低、實用性能力估計值偏高；但是在考慮了

評分者的嚴苛度後，使用多面向模式(facet)來進行能力估計，則受測者的創新性與實用性表

現均為中等。這顯示評分者在進行本測驗的創新性評分時較為嚴苛，而在進行本測驗的創新性

評分時則明顯地較寬鬆。 

表 1 不同的能力估計方法對數學相關科系與非數學相關科系的創造力成果差異性比較 

 數學相關科系

(N=42) 

非數學相關科系

(N=682) 

t_test 顯著性(p) 

創新性原始分數 11.42 10.96 1.02 .31 

創新性Rasch能力估計值 -0.89 -1.07 0.90 .37 

創新性facet能力估計值 -0.10 -0.05 -0.30 .77 

實用性原始分數 9.05 8.87 0.71 .48 

實用性Rasch能力估計值 3.14 2.81 0.88 .38 

實用性facet能力估計值 -0.41 -0.15 -1.16 .25 

 若將受測者區分成數學科系與非數學科系來進行比較，可以發現數學系與非數學系在

兩項創造力表現上亦無顯著差異，不論是用何種能力估計方法來進行比較結果都相同。不

過從帄均數來看，數學系在創新性分數實用性分數上都略高於非數學系。而多面向模式

(facet)能力估計值的分析結果與原始分數及多元計分 Rasch 分數略有不同。 

表 2 不同的能力估計方法對數學科系與非數學科系的創造力成果差異性比較 

 數學科系 

(N=13) 

非數學科系 

(N=711) 

t_test 顯著性(p) 

創新性原始分數 12.23 10.96 -1.60 0.11 

創新性Rasch能力估計值 -0.54 -1.07 -1.50 0.13 

創新性 facet 能力估計值 -0.01 -0.06 -0.90 0.93 

實用性原始分數 9.08 8.88 -0.42 0.67 

實用性Rasch能力估計值 3.10 2.82 -0.42 0.68 

實用性 facet 能力估計值 0.21 -0.18 -1.01 0.32 

 

2. Holland 的六類職業興趣相關科系在創造力表現上差異 

 以Holland的六類職業興趣相關科系為自變項，以電腦化創造力的創造成果為依變項，

進行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 3 所示。從表三中可以看出，不同職業興趣相關科系的創造成

果實用性並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創造成果的創新性則有差異。若以原始分數與多元計分

Rasch 的分析結果來看，研究型科系、藝術型科系、社會型科系的創新性高於企業型與實

際型。顯示不同職業興趣相關科系在產品設計的創新思考表現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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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的能力估計方法對數學科系與非數學科系的創造力成果差異性比較 

 R 

實際型 

I 

研究型 

A 

藝術型 

S 

社會型 

E 

企業型 

C 

傳統型 

ANOVA 

F值 

事後 

比較 

創新性         

 原始分數 10.33 11.53 11.33 11.20 10.12 11.50
a
 4.37

**
 A>E, A>R,  

 I>E, I>R, 

 S>E, S>R 

 Rasch 能力值 -1.37 -0.80 -0.88 -1.00 -1.40 -0.71
 a
 4.32

**
  A>E, A>R, 

I>E, I>R, 

 S>E, S>R, 

 facet 能力值 -0.19 -0.04 0.09 0.00 -0.39 0.60
 a
 3.22

**
  A>E, A>R, 

 I>E, I>R, 

實用性         

 原始分數 8.91 9.07 8.62 8.94 9.09 7.88
a
 1.65  

 Rasch 能力值 2.85 3.00 2.53 2.85 3.22 1.73
a
 1.19  

 facet 能力值 0.09 -0.18 -2.23 -0.20 -0.33 -1.10
a
 1.60  

a 由於傳統型科系受測者在蒐集資料時發生網路斷線，僅 4人傳輸成功。因此本數值較不

具代表性，其帄均數僅供參考，事後比較不列入分析。 

伍、結論與建議 

在過去的創造力測驗中，經常使用評分者來進行評分。然而評分者嚴苛度的一

致性卻經常被忽略。大部分創造力測驗雖然有提供評分者間一致性指標，但是這些

指標僅能提供評分者的評分是否一致的資訊，無法對不一致的評分結果進行控制或

改善。從本研究的模擬研究中可以發現，不論評分者的嚴苛度是低度不一致(評分

者的變異數為 0.25)或中度不一致(評分者的變異數為 1.0)，對受測者能力的估計

的都會造成偏誤， 能力估計精確度也會降低。 

此外，評分者的嚴苛度還會影響能力等級的排序。不論當評分者間為低度不一

致時，對能力排序的影響雖然不大，但是當評分者嚴苛度為中度不一致時，其能力

排序的誤差明顯增加，此時若能使用多面向 Rasch 模式來進行能力估計，就能有效

降低評分者嚴苛度的影響，提高能力排序的精確度。因此建議未來只要有人為評分

的實作類型測驗，或是能力測驗中的建構反應題型(例如：計算題、應用題、申論

題、作文…等)都應該考慮採用多面向 Rasch 模式來進行分析，以降低評分者嚴苛度

的影響。 

在實徵資料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出數學相關科系與非數學相關科系大學生在

電腦化創造力測驗上的表現並沒有顯著的差異，此結果與過去學者的預期與部分研

究結果發現不太相同。可能原因如下： 

1.本研究為立意取樣，而且取樣時主要以 Holland 的六類職業興趣類型之相關

科系為主要考量，並非是以數學相關科系或非數學相關科系為主調考量，因此代表

性恐怕不足。 

2.過去學者如 Aiken(1974)、Haylock(1987)等人雖然認為解決數學能力與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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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相似，都包含發現問題、構思策略、豁然得解、評估策略等歷程。但是兩者

還是有所不同。數學的解題通常有明確正確的答案，即使做法可以有很多種，但答

案通常只有一個。因此是一種聚斂性思考(convergence thinking)能力的展現。但創造

力測驗的題目皆無明確或正確的答案，受測者不儘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歷程，還可以

有各種不同的創作或作品，只要這些創作或作品符合新穎與實用的要素，都算是優

秀的創造力展現，這是屬於擴散性思考(divergence thinking)能力。因此，數學的解

題能力與創造力之間還是有所差異。 

本研究目前已發展出來的電腦化創造力測驗可以同時記錄受測者的創造歷程與

創造成果，其中創造歷程部分還可以進行電腦自動評分，創造成果部分雖然還是需

要靠評分者來進行評分，但也可以依本研究之建議使用多面 Rasch 模式來降低評分

者嚴苛度的干擾，使本測驗能較真實地估計出受測者的創造力表現。未來可以使用

本測驗的系統來進行創造力教學成果的評量以及中小學階段創造力的評量，以了解

不同學齡階段學生的創造力表現的成長與變化情形。 

陸、參考文獻 

王文中(1997)。測驗建構：因素分析還是 Rasch 分析？調查研究, 3, 129-166.  

王文中、鄭英耀(2000)。創造力發展量表的發展試題反應理論分析。測驗學刊，47(1) , 153-173。 

任純慧、陳學志、練竑初、卓淑玲(2004). 創造力測量的輔助工具：中文遠距聯想量表的發展. 

應用心理學研究，21，195-217 

余嬪、吳靜吉、林偉文、楊潔欣(民 92)。成人玩興量表與組織氣氛玩興量表之編製。測驗學刊，

50(1)，73-110。 

吳怡瑄、葉玉珠(2003)。主題統整教學、年級、父母社經地位與國小學童科技 創造力之關

係。師大學報：教育類，48(2)，239－260。 

吳靜吉(1983)。圖形的創造性思考測驗。台北：遠流出版社。 

吳靜吉(1983)。語文的創造性思考測驗。台北：遠流出版社。 

吳靜吉(1998)。新編創造思考測驗研究第二年期末報告。台北：教育部輔導工作六年計畫研究

報告。 

吳靜吉、陳嘉成、林偉文(1998)。創造力量表簡介。發表於技術創造力研究方法研討會，中山

大學，高雄市。 

呂思佳(2006)。以互動創造力系統觀察個人與群體之間的創造力行為。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

與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柏熹   創造力電腦化測驗系統之發展暨學生創造歷程之研究：IRT取向 

 

107



李佩隃、陳柏熹、洪素蘋、許純瑜(2009)。不同創造力表現類型在創造歷程上的差異比較。論

文發表於台灣教育研究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十二月二十五日。 

林幸台、王木榮(1994)。威廉斯創造力測驗。台北：心理出版社。 

林建妤、洪素蘋、劉怡秀、林珊如(2003)。在網路環境中以專家共識評量法評定科技創造力。

論文發表於TANET2003 台灣網際網路研討會，台北市。 

林偉文(2002)。國民中小學學校組織文化、教師創意教學潛能與創意教學之關係。政治大學教

育學系博士論文。 

邱皓政(2002)。學校組織創新氣氛的內涵與教師創造力的實踐：另一件國王的新衣？教育心理

研究，15，191-224。 

洪素蘋、黃宏宇、林珊如(2008)。重要他人回饋影響創意生活經驗？：以模式競爭方式檢驗創

意自我效能與創意動機的中介效果。教育心理學報，40(2)，303－322。 

教育部(2002)。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台北：教育部。 

郭生玉(2004)。教育測驗與評量。台北：精華書局。 

陳英豪、吳裕益(1980)。賓州創造傾向量表。高雄：復文書局。 

陳英豪、吳裕益(2001)。測驗與評量。高雄：復文書局。 

陳學志、彭淑玲、曾千芝、邱皓政(2008)。藉由眼動追蹤儀器探討帄均掃描幅度大小與創造力

之關係。教育心理學報，39，測驗與評量專刊，127-150。 

游詩蒂(2002)。兒童創造性問題解決歷程及影響因素之研究－以科學創意競賽活動為例。台中

師範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葉玉珠、吳靜吉、鄭英耀(2000)。影響創意發展的人格特質、家庭與學校因素量表之發展。國

科會整合型計畫結果。 

葉玉珠(2004)。科技創造力測驗的發展與常模的建立。測驗學刊，51(2)，127-162。 

葉玉珠、彭月茵、林志哲、蔡維欣、鍾素香(2008)。「情境式科學創造力測驗」之發展暨科學

創造力之性別與年齡差異分析。測驗學刊，55(1)，33-60。 

楊善閔(2007)。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幾何圖形創造力評量購念效度之探討。國立台南大學測驗統

計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柏熹   創造力電腦化測驗系統之發展暨學生創造歷程之研究：IRT取向 

 

108



劉英茂(1979)。托浪斯創造思考測驗。台北：中國行為科學社。 

鄭英耀、王文中、葉玉珠(1998)。創造思考的相關因素。發表技術創造力研討會之論文，國立

政治大學電算中心，台北。 

Aiken, L. R.(1973). Ability and Creativity in Mathematic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Fall 1973 43: 405-432. 

Amabile, T. M. (1983).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A componential conceptual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357-377. 

Amabile, T. M. (1987). The motivation to be creative. In S. G. Isaksen (Ed.), Frontiers of Creativity 

Research: Beyond the Basics. NY: Bearly Limited. 

Amabile, T. M. (1996). Creativity in context. CO: Westview. 

Amabile, T. M. (1997). Motivation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 On doing what you love and loving 

what you do.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40, 39-58. 

Bagozzi, R.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cademic of 

Marketing Science, 16, 76-94. 

Biederman, I. (1987): Recognition by components: A theory of human image understand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94: 115-147. 

Bozdogan, h. (1987). Models Selection for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 Psychometrila, 53, 

345-370. 

Cropley, A. (2000). Defining and measuring creativity: Are creativity tests worth using? Roeper 

review, 23(2), 72-79. 

Csikszentmihalyi, M. (1988). Society, culture, and person：A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 In R.J. 

Sternberg (Ed),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pp.325-339). NY：CambridgeUniversity. 

Csikszentmihalyi, M. (1999). Implications of a systems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creativity. In R.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313-335). NY: CambridgeUniversity. 

Dasgupta, S. (1996). Technology and Creativity. NY: OxfordUniversity. 

Embretson, S. E. (1993). Psychological model for learning and cognitive process. In Frederiksen, N., 

陳柏熹   創造力電腦化測驗系統之發展暨學生創造歷程之研究：IRT取向 

 

109



Mislevy. R. J., &Bejar, I.I. (Eds.) Test Theory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Tests.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Embretson, S. E. &Reise, S. P. (2000). Item Response Theory for Psychologists.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Embretson,S.E. (2002). Generating abstract reasoning items with cognitive theory. In Irvine, S. H. 

&Kyllonen, P. C. (Eds.) Item Generation for Test Development.NJ: Lawrence Erlbaum. 

Finke, R. A. (1990). Creative Imagery: Discoveries ans Invention in Visualization. NJ: Erlbaum.  

Finke, R. A., Ward, T. B., Smith, S. M. (1992). Creative cogni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MA: MIT . 

Guilford , J. P.(1968). Intelligent, Creativity and Their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SD: Robert R. 

Knapp. 

Guilford, J. P. (1988). Som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ofintelligent model.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48, 1-4. 

Haylock, D. W. (1987). A framework forassessing mathematical creativity inschoolchildren. 

Educational Studiesin Mathematics, 18, 59-74. 

Hair, J. F. Jr.,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Black, W. C.(1995).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with 

reading(4
th

 ed.).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Hocevar, D. & Bachelor, P.(1989). A Taxonomy and Critique of Measurements Used in the Study of 

Creativity. In Glover, J. A. Ronning, R. R. & Reynolds, C. R.(Eds).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53-70). NY: Plenum Press.  

Janis, I.L. (1982)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Boston: 

Houghton-Mifflin. 

Jöreskog, K. G., &Sörbom, D. (1993). LISREL 8: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ith the SIMPLIS 

command language. Mooresville, IN: Scientific Software, INC. 

Jöreskog, K.G. &Sörbom, D. (2006). LISREL 8.80 for Windows [Computer Software]. Lincolnwood, 

IL: 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 Inc. 

Martindale, C. (1990). Innovation, illegitimacy, and individualism.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3:2, 

118-124. 

陳柏熹   創造力電腦化測驗系統之發展暨學生創造歷程之研究：IRT取向 

 

110



Mednick, S. A. (1962). The associative basis of the creative process. Pshchological Review, 69, 

220-232. 

Read, T. R. C., &Cressie, N. A. C. (1988). Goodness-of-fit Statistics for Discrete Multivariate Data. 

NY: Springer. 

Rhodes, M. (1961). An analysis of creativity. Phi Delta Kappa, 42, 305-310. 

Sternberg, R.J., &Lubart, T. I. (1999).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Prospects and paradigms. In R.J. 

Sternberg (Ed.), Handbook of creativity (pp. 3-15). NY: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Torrance, E. P. (1962). Guiding creative talent. NJ: Prentice-Hall. 

Wallas, G.. (1926). The art of thought. NY: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研究成果自評 

本研究總計劃部分目前已達成之具體成果如下： 

1.論文發表 

本研究累積到目前為止已發表一篇 SSCI 論文，七篇研討會論文，分別為： 

Su-Pin Hung, Po-Hsi Chen, and Hsueh-Chih Chen.(2012). Improving Creativit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 RaterEffect Examination with Many Facet Rasch Model. Creativity 

Research Journal, 24(4), 1–13. [SSCI] 

Po-Hsi Chen, Pei-Yu Lee, Chun-Yu Hsu, Su-Ping Hung. (2012). The Validity of Automatic 

Rating System for Assessing the Creativity Proces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Psychometric Society (IMPS2012). 2012/7/10~2012/7/12, Lincoln, Nebraska, USA, . 

Su-Pin Hung, Po-Hsi Chen, Pei-Yu Lee, and Chun-Yu Syu, (2010). Assessment of Creativity 

in the Creative Invention Task With Rasch Facet Model. The 118
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8/12~2010/8/15, USA, San Diego.  

Hsu, C.-Y, Chen, P.-H. (2010). Applications of many-facet model on the process-assessment 

and product-assessment of creativity test. Presented at the 7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est Commission, Hong Kong.  

Lee, P.-Y, Chen, P.-H. (2010). The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Creativity Performances. 

Presented at the 7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est Commission, Hong Kong. 

李佩隃、陳柏熹、洪素蘋、許純瑜(2009)。不同創造力表現類型在創造歷程中的差異比

較。發表於台灣教育研究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十二月二十五日。 

許純瑜、陳柏熹、洪素蘋、李佩隃(2009)。創造力測驗中創造歷程與創造成果評分之多

面向模式分析。發表於台灣教育研究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十二月二十五日。 

陳柏熹   創造力電腦化測驗系統之發展暨學生創造歷程之研究：IRT取向 

 

111



陳柏熹、李佩隃、許純瑜、洪素蘋(2010)。創造歷程與創造成果之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發表於 2010 兩岸資優與創造力教育發展研討會。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五月八日。 

2.電腦化創造力測驗系統開發與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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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創造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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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幾何證明之動態多重表徵學習系統研究(2/2) 

計畫編號：NSC 99-2511-S-003-021-MY2 

主持人：左台益 副教授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摘要 

幾何證明是發展數學思維和學習演繹推理的重要工具，卻也是學生數學學習的難點

之一。工作例是展示數學思維的基本方式，因此尋找合適的學習策略結合工作例來理解

幾何證明的內容是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我們以平行線截比例線段證明做為工作例的內

容，在多重表徵設計的數位環境下閱讀相關證明後，配合練習或後設認知問題所形成的

閱讀學習模組，以檢驗對學生理解幾何證明的影響。本研究選取 254 位尚未學習幾何演

繹證明的八年級學生，使用理解測驗問卷和認知負荷感受量表，分別檢測學生能否理解

相關的內容和其學習成效的保留情況，以及學生的認知負荷感受。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類似結構的練習策略有助於學生在當下的理解，而回答後設認知問題對學生來說是雖然

是較困難的學習任務，但卻能反映學生真正的理解程度且產生較好的保留成效。因此，

後設認知問題可以作為幫助學生反思的理想工具，適當搭配練習題的優點相信能有助於

學生理解幾何演繹證明的內容。 

關鍵字：幾何證明、工作例、後設認知、認知負荷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Healy 與 Hoyles（1998）認為證明是數學思維和演繹推理的核心。97 年國民中小學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領域的基本理念中也提及，數學能力是國民素質的一個重要

指標，而推論能力是數學教育的主軸之一，因此幾何證明是國中數學課程中的重要學習

內容。在數學學習的過程中，除了透過教師在課堂上展演外，學生主要是以閱讀和演練

等方式獲取教科書上的知識。尤其是中學生，正由學習閱讀（learning to read）的階段進

入到閱讀學習（reading for learning the new）的階段（Chall, 1983）。因此在近年數學教

育的研究中，有不少學者對閱讀證明的議題進行研究（Selden & Selden, 2003, 2011; 楊

凱琳, 2004; Yang & Lin, 2008; 左台益等人, 2011; Weber & Mejia-Ramos, 2011）。Selden 

與 Selden（2011）的研究是探討閱讀能力與數學能力均表現良好的學生，在自行閱讀數

學教科書時，卻顯示出他們不能理解教科書中所寫的內容。他們嘗詴從心理學的角度來

說明影響學生閱讀理解的因素，儘管被研究的學生們都能顯現出他們具備良好閱讀者的

一些特徵，但數學教科書中所呈現的是對概念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的整合，顯示出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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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理解與一般的閱讀理解存在差異，因此探討適當的數學文本閱讀策略來輔助學生學

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德國數學家 Thurston（1994）指出數學家認為證明之所以重要，是在於證明的過程

能夠更有效地引領閱讀者理解數學內容的本質結構。數學證明過程除了透過已知條件來

推論命題外，更重要的是在說明數學思維的脈絡發展。但理解幾何證明是一個需要高度

認知要求的複雜過程（Duval, 1998），由圖 1 我們可知幾何證明是透過嚴謹的演繹方式

來推導其中的抽象概念與思維，並借助圖形作為操弄的物件（object），再以數學語言及

符號作為表達抽象數學概念的輔助。 

幾何圖形 演繹推理符號

幾何概念
 

圖 1 The epistemological triangle for geometry proof（修改自 Steinbring, 2006） 

然而要做到這樣的連結對學生是存在一定的困難，如同 Duval（2006）認為不同表

徵之間的轉換（conversion）是學生的數學學習困難的來源之一，尤其幾何圖形是作為

連結概念及推理的中介（mediation）角色，對於圖形的理解必須有知覺性的理解（Duval, 

1998），亦即除了能夠辨識或描繪圖形的特性外，也能看到相關圖形的數學性質，以及

對組成圖形的子圖（sub-configuration）辨識，才能真正理解幾何證明的內容。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透過電腦來呈現的圖形除了快速精美外，還能以動態方式展

現圖形的變化，有助於理解各種子圖與幾何圖形之間的關係；而強大的資料庫可以快速

連結各種資訊，在電腦上閱讀相關內容已經是很普遍的一種閱讀模式。Reinking（1992, 

2005）認為閱讀印刷文本與數位文本是不相同的，而數位文本有下列五個特色：(1)建立

文本與讀者之間的相互作用；(2)以非線性格式組織及存取資訊；(3)使用更廣範圍的象

徵元素(如：聲音、動畫和影像)來表達意義；(4)在閱讀時可擴大自由和控制的範圍以獲

取資訊；(5)書寫溝通的習慣或用語改變。多媒體學習就是學生從文字和圖片來建立心理

表徵（Mayer, 2003），動態鏈結方式呈現的閱讀文本就是透過數位文本的特色，來突顯

文字與圖形之間的關係，以幫助學生在不同表徵之間的轉換。Mayer（2009）定義多媒

體學習（multimedia learning）為透過文字（例如：語音文字或印刷文字）和圖片（例如：

插圖、照片、動畫、錄像等）來建立心智表徵，而透過多媒體設計學習環境，學習者可

根據個別需要，以最適合的方式自我學習。 

Snow（2002）認為考慮閱讀理解應該包括讀者（reader）、內容（text）和活動（activity）

三個元素，因此需要設計合適的活動來幫助學生透過閱讀來學習。其中以工作例

（worked-out examples）的方式進行教學，較直接進行高負荷量的解題任務來得有效

（Carroll, 1994; Renkl, 2005），因此工作例的學習被普遍應用到教學以及教科書的編寫中，

成為學習的重要工具。Flavell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提出認知的認知之後設認知概念，其意

旨一個人對自己認知的歷程、結果或任何與此歷程、結果有關事物的知識（Flavell, 1976）。

對於後設認知訓練的研究，雖然也有未達到立即效果的情況，但大多數能讓學習者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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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更好的理解（King, 1994; Mevarech & Kramarski, 2003）。因此，運用合適的閱讀策

略有助於學生內化知識，配合練習或後設認知的提問策略以輔助學生理解幾何證明是值

得探討的研究問題。Ausubel（1960）提出前導組織（advance organizers）的概念，意即

利用一個包含學習內容相關概念的前導式說明，為學習者新舊知識作連結，對促進學習

和保留的效果有正向的幫助。而前導組織可以文字或圖像等形式呈現，Langan-Fox、

Waycott 與 Albert（2000）認為圖像的前導組織比線性的呈現方式更能傳遞概念之間或

跨概念的關係，配合多媒體所具有的超連結優勢，能更迅速及有效整合或展現概念。但

另一方面，數位化的學習系統使資訊的傳遞更加複雜，容易造成學習者的認知負荷，導

致學習效果不佳，而 John Sweller 在 1980 年代提出認知負荷理論，強調有限的工作記憶

區為教學設計有效性之決定因素，而認知負荷普遍被認為是執行特定任務時附加於認知

系統中的負荷（Sweller, van Merrienboer & Paas, 1998)。因此，我們認為在檢測學習成效

的同時，還需要從學習者的閱讀意願、困難度、花費心力、信心指數、投入努力（左台

益等人, 2011）等面向作探討，才能對動態連結的幾何證明閱讀文本設計作較全面的分

析，為輔助幾何學習的動態環境設計提供初步的建議。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綜合以上所述，幾何證明學習是發展數學推理思維的重要途徑，卻因需要理解其嚴

謹的演繹推理過程以及不同表徵的呈現方式，學習上必須克服許多的困難。本計畫主旨

在以多媒體學習理論設計動態鏈結環境，以幫助對表徵之間的轉移及轉換，並根據認知

負荷理論，期待可以協助學習者透過閱讀來理解幾何證明的內容。 

而閱讀理解應由讀者、內容和活動（Snow, 2002）三個元素所組成，因此本研究針

對尚未學習幾何演繹證明的八年級學生，以平行線截比例線段證明作為工作例的內容，

在電腦環境下閱讀相關的證明步驟，並配合設計有助於學習者在數學課堂上可以理解幾

何證明的學習策略，分別探討在這樣的環境下，各種策略對理解幾何證明及認知負荷感

受的影響。因此所衍生出的研究問題有二： 

（一）不同的學習策略對不同數學程度學生的理解幾何證明表現有何影響？ 

（二）不同的學習策略對不同數學程度學生的認知負荷感受影響為何？ 

貳、理論及文獻探討 

一、幾何證明與閱讀理解 

近年來，閱讀理解愈來愈被受重視，Selden 與 Selden（2011）認為閱讀理解已被定

義為主動產生意義的過程，讀者根據他們所讀的，應用對語言和世界的知識來建構和處

理文本的解釋。有能力的讀者透過與閱讀的文字交互作用的過程中主動建構意義，將新

的資訊整合他們已存在的知識結構中（Flood & Lapp, 1990）。而 Selden 與 Selden 認為閱

讀數學的定義是有別於一般字典中對文字的定義，因此學生就算可以正確地說出和解釋

一個數學的定義，但仍會因為無法分辨數學中約定的（stipulated）定義與字典中提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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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cted）定義之間的差別而不能正確地使用它。就正如在閱讀資訊的時候，知道資

訊的內容和理解其內涵是存在差異的，柯華葳與詹益綾（2007）認為閱讀歷程可以分為

認字和理解兩部分，而理解是閱讀的最終目的。但數學跟一般學科的閱讀理解要求是不

一樣的，數學的理解需要達到詮釋的層次，即使是回答直接推論的問題，也需要學生與

本身的先備知識作連結。楊凱琳（2004）認為幾何證明閱讀理解是指學生在閱讀給定的

幾何命題與論證過程等資訊後，其對於命題和論證的內容、演繹的規則、論證的有效性

和特殊性等方面所建構的意義即是學生的幾何證明閱讀理解。因此，閱讀幾何證明的最

終目的，就是能建構數學證明，就如同我們透過網路搜尋資訊般，在沒有老師的指導下，

也可以自行理解資訊的內容。 

對於開始學習幾何證明的階段，學習者或許還未能達到對證明的一般化及應用的層

次，因此對利用演繹推理的方式來呈現的幾何證明，可考慮從演繹推理的步驟來探討其

理解層次。Duval（1998）認為幾何證明可以根據得到的資訊而以不同的形式來組織，

因此他對命題的組織分為三個層次，分別是：(1)使用定義或定理等連結前提和結論的微

觀（micro）層次；(2)從假設到結論由至少三個命題組織而成的局部（local）層次；(3)

每一個步驟都依據它們的結論連結起來的整體（global）層次。透過不同的層次去探討

幾何證明的閱讀理解情況，可以有助於瞭解學習者所遇到的困難，從而設計不同的策略

加以輔助，培養重要的數學思維和能力。 

二、多媒體學習理論 

Mayer（2001, 2003, 2009）定義多媒體學習為透過文字和圖片來建立心智表徵。

Atkinson（2005）更強調多媒體學習出現在學習者從包括文字和圖片的教學材料中建立

連貫心理表徵的時候。Mayer（2009）認為多媒體設計可分為以技術為中心的方法和以

學習者為中心的方法兩種，以技術為中心主要集中在如何將多媒體混合於新興的通訊技

術(如無線上網或在虛擬實境中相互作用的多媒體表徵的建構)，而以學習者為中心主要

集中在使用多媒體技術作為人類認知的工具。學習有兩個主要的目標——記憶

（remembering）和理解（understanding）。記憶是指可以複寫（reproduce）或識別（recognize）

所呈現資訊的能力；而理解是指有能力從呈現的資訊中去建構一個連貫的心理表徵，反

應在新的情境中使用呈現資訊的能力，例如要求學習者回答需要使用到呈現資訊沒有直

接提供答案的問答題。 

多媒體學習的認知理論的主要原則，與 John Sweller所提出的三種認知負荷作類比，

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將從事三種認知過程，每一個都利用學習者可用的認知容量，表 1

總結三種有關多媒體學習的認知過程： 

表 1  有關多媒體學習的三種認知過程 

類型 描述 發生的階段 

額外的 

（Extraneous） 

不能對教學目標有用的認知過程，一般是由混

亂的教學設計所引起的。 
---- 

必要的 

（Essential） 

在工作記憶區中需要描繪必要資訊的認知過

程，一般是由資訊的複雜性所引起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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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的 

（Generative） 

需要作深層理解的認知過程，一般是由學習者

的動機所引起的。 
組織和整合 

因此可以想像的是我們需要減少（reducing）額外的過程，管理（managing）好必

要的過程以及促進（fostering）衍生的過程。對課堂中外加資料對認知過程要求過大，

致使只有很少或沒有剩餘的認知容量去參與必要或衍生的過程的情況，我們稱為額外的

過程超載（overload）。Mayer（2009）建議使用連貫性（coherence）、信號（signaling）、

重複（redundancy）、空間接近（spatial contiguity）和時間接近（temporal contiguity）原

則來減少額外的過程。而對課堂中基本學習材料的認知過程要求過大，致使只有很少或

沒有剩餘的認知容量去參與衍生的過程的情況，我們稱為必要的過程超載，這通常會在

基本學習材料是複雜的、學習者缺乏經驗和演示的步調過快所引起。Mayer（2009）建

議使用分割（segmenting)、前訓練（pretraining）和形式（modality）原則來管理必要的

過程。當有足夠的認知容量但學習者並未選擇去使用作生成學習材料的意義時，我們稱

為衍生過程的未充分利用（underutilization）。當螢幕上的指導者並不十分友善或呈現沉

悶的學習材料時，學習者可能不會傾向於努力去理解相關的內容所引起。Mayer（2009）

建議使用多媒體（multimedia）、個別化（personalization）、指導活動（guided activity)、

回饋（feedback）和反思（reflection）原則來促進衍生的過程。因此，在設計多媒體學

習環境時，要注意各種影響增加認知負荷的因素，從而幫助學習者選擇、組織和整合資

訊，達到學習的最終目的。 

三、各種學習策略的探討 

本研究針對未學習演繹證明的八年級學生，以平行線截比例線段的內容，在閱讀完

相關證明後，配合一些學習策略來幫助學生理解相關的內容。其中利用工作例的方式來

學習是最普遍的教學工具，以工作例進行教學，尤其對於系統結構性強的領域，在獲取

技能的最初階段會較直接進行高負荷量的解題任務來得有效（Carroll, 1994; Renkl, 2005; 

Hilbert & Renkl, 2009）。Atkinson、Derry、Renkl 與 Wortham（2000）認為工作例一般

由一個問題、解題步驟和最後答案所組成，對於特定的內容，還會包括一些問題的輔助

表徵（如：圖表）。在學習一個新主題時，尤其是針對法則或模式（pattern）的說明，

這樣的呈現方式將有助於理解相關內容。 

Anderson、Fincham 與 Douglass（1997）認為例題提供了一個類似問題的解答，而

解決問題者透過例題解答作類比到當前問題的解答，並藉著不斷的練習，從而發展一般

性的規則而不再需要提取特定的例題來協助。因此在呈現一個例題後，再伴隨類似問題

作為練習是一種有效獲取技能的方法，尤其是對於學習解決一些特定類型的問題之初，

能成為學習者透過類比方式學習到規則產生的關鍵引導。很多研究結果顯示學習程序性

概念時使用工作例配合類似問題的方式皆有良好的效果（Sweller & Cooper, 1985；Trafton 

& Reiser, 1993），這種需要較少的學習時間且能容易實施的學習方式，應用在幾何證明

學習上的效果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主題。 

後設認知是指一個人對自己認知的歷程、結果或任何與此歷程、結果有關事物的知

識（Flavell, 1976）。這樣的歷程若能成為一種學習策略，讓學習者從不同的面向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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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從而達至有效的學習。Selden 與 Selden（2011）認為好的閱讀者會具備以下特徵： 

(1)對將要閱讀的文本先進行預覽，對內容有一個概觀的了解以及作出合理的預測。 

(2)對被標示為重要的訊息加以重視。 

(3)應用先備知識整合到閱讀的文本中，使用先備知識去解釋文本，建構意義和適當修改

/調整先備知識。 

(4)對沒有明確說明的資訊作出推論。 

(5)確定新的或不熟悉文字的含義。 

(6)監控理解以及有需要時改變閱讀策略。 

(7)閱讀後會對文本作評估，也會記得文本內容以及進行反思。 

(8)可以預期如何使用所獲得的知識。 

從上述的特徵，可以發展各種方法鼓勵學生進行反思，以幫助他們對知識的獲取及

理解。例如，Mevarech 與 Kramarski（2003）根據認知與後設認知理論設計一個多維度

的教學方法——IMPROVE，教學步驟包括：介紹新概念（introducing new concepts）、後

設認知提問（netacognitive questioning）、實踐（practising）、回顧（reviewing）、獲取

（obtaining）、檢定（verification）、豐富（enrichment），在 IMPROVE 方法中，學生被

提問和回答四種後設認知的問題：理解性問題（comprehension questions）、連結性問題

（connection questions）、策略性問題（strategy questions）與反思性問題（reflection 

questions)。研究發現學生使用後設認知訓練的表現在即時的測驗及延後測的表現均優於

工作例（worked-out examples）學習的小組，尤其是在數學推理的討論和書寫上，低成

就學生更為突顯。Yang 與 Lin（2009）根據幾何證明閱讀理解（RCGP）模型以及交互

教學法（reciprocal teaching method）設計教學的學習單來改善學生的幾何證明閱讀理解，

任務設計是包括提問（questioning）、預測（predicting）、澄清（clarification）、總結

（summarization）四個閱讀策略的問題來呈現，結果發現實驗組在延後測與使用常規上

課材料的控制組有顯著差異，是從閱讀的角度來進行幾何證明學習的一種參考策略。 

Ausubel（1960）提出前導組織的概念，是一種在學習特定內容之前的附加資料，

可以提供給生手學習包含多種新概念的內容時，能快速獲取其整體概念的輔助工具

（Langan-Fox, Waycott & Albert, 2000）。前導組織可以文字或圖像等各種形式呈現，結

合多媒體發展的優勢，這樣的學習工具在電腦環境下更容易展現快速連結、動態圖像（如：

動畫）等特點，為說明各種概念之間的連結提供更好的呈現工具。對於幾何證明問題，

通常可以分為問題敘述、圖形以及證明三個部分，而圖形往往在理解問題或推理過程中

起關鍵的引導作用（Duval, 1995），因此如何有效辨認各子圖的特性成為幫助推理證明

的重要資訊。Atkinson（2005）舉例說明幾何圖形在問題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就強調，

數學問題的呈現往往不會附以與語言模型整合好的可用圖示模型，若缺乏圖形的引導下，

學習者很難形成對問題的連貫心智表徵，而考慮以圖像形式來呈現的前導組織，將較文

字訊息來得好（Wileman, 1993），因為幾何證明的各種性質，往往也是由數個子概念作

適當的組織後形成，透過圖像來呈現它們之間的關聯，相信對概念的整體理解有幫助。 

本研究根據上述各種學習策略，由此設計不同的閱讀文本，觀察其對不同程度的學

生在認知負荷以及閱讀理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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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知負荷感受的測量 

認知負荷理論是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的心理學家 John Sweller 及其研究團隊所發

展的。Sweller、van Merriënboer 和 Paas（1998）表示認知負荷是指將一特定工作加諸於

學習者的認知系統時所產生的負荷。當負荷超過個體所能負擔的範圍時，便會影響其學

習成效。中學生從經驗幾何過渡到推理幾何的歷程中，不僅需要處理大量的符號語言與

邏輯判斷，還要辨識假設、從中提取已知條件和數學結構以及組織邏輯關係（Healy & 

Hoyles, 2000），解讀幾何圖形所蘊含的豐富訊息與數學結構（左台益, 2007）。對初學者

而言，每一項任務都需在工作記憶區中處理，易造成學習者在認知上的負荷，一旦超過

學習者能負擔的認知負荷時，便會影響其學習成效。從認知負荷理論的觀點來看，閱讀

幾何證明對初學者來說本身是高內在認知負荷的任務，因此如何引導學習者有效地運用

認知資源便成了本研究所關心的課題，即當教材的內在認知負荷不變的情況下，如何減

少不必要的外在認知負荷，以釋放出工作記憶區的認知資源於增加有效的認知負荷。 

Sweller 等人（1998）指出認知負荷的測量可分為主觀測量、生理測量以及任務與

績效的測量等三種方式。主觀測量是基於受詴者能夠回顧與自我反省學習的認知歷程，

由學習者評定本身的負荷後，選取較適合自己的尺度；生理測量是由於受詴者所感受到

的負荷會造成生理上的改變，因此利用測量血壓、腦波或眼動反應等方式來衡量受詴者

的認知負荷；任務與績效測量則是以任務的困難度和個體的學習成效來推論個體在學習

過程中所承受的負荷感以及個體對任務所投入的程度。Paas 與 van Merriënboer（1994）

發現主觀測量法在信效度及敏感度上都比生理測量法來得好，且生理測量往往需要儀器

輔助，研究成本較高，因此，1990 年代後期的研究多以七點或九點量表作為認知負荷的

測量工具，其中以 Paas 與 van Merriënboer 在 1994 年所編製的九點量表最被廣泛使用。

而 Sweller 等人認為採用主觀測量法來測量認知負荷是目前較可行的方式。 

在本研究中，我們參考左台益等人（2011）所設計的幾何證明閱讀理解感受量表，

同樣採用主觀測量方式來詢問受詴者的閱讀意願、信心指數、困難度、花費心力與投入

努力作為認知負荷感受檢測項目，以便探討幾何證明不同動態文本對學生在認知負荷、

閱讀意願與信心指數上的影響。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實徵研究量化分析方法，以下分別從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施

測過程來說明。 

一、研究設計 

基於研究目的，為了探討動態鏈結閱讀幾何證明學習文本對不同程度的學生是否會

影響其認知負荷感受以及閱讀理解。因此，在相關文獻探討後，根據數學結構以及 Duval

的推理資訊組織層次，將一個複雜的幾何證明以分段的方式呈現，我們參考左台益等人 

（2011）以平行線截比例線段的證明作為文本內容。亦即，在△ABC 中，若DE 平行BC，

則 : :AD DB AE EC （參考圖 2）。基本上，此定理的證明是運用三角形面積與邊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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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推導平行線截等比例線段，並配合練習（SP，附錄一）、後設認知問題（SMQ）

以及結構總覽圖示（structured overview）再配合後設認知問題（OSMQ，附錄二）三個

版本呈現，比較不同程度的學生在閱讀這三種不同的數位學習文本時的認知負荷感受及

對幾何證明的理解情況。 

 

圖 2 平行線截比例線段圖 

研究所使用的幾何證明理解測驗卷，主要是參考呂鳳琳（2010）的閱讀理解測驗問

卷而設計，分別針對 Duval（1998）的微觀、局部和整體層次來設計檢測問題。微觀層

次的題目共三題（四小題)，分別根據 Duval（1995）提出的構圖性理解、知覺性理解和

Duval（1998）提出連結前提和結論的微觀層次來設計，分別檢測學習者是否能夠依據

題目敘述的要求來完成構圖，根據圖形結構來回答問題以及根據題目敘述來分辨命題的

前提和結論；局部層次的題目共兩題，檢測學習者對單一數學概念推理內容的瞭解，例

如要求學習者證明等高三角形的面積比等於底邊比，以及同底等高的三角形面積相等；

而整體層次的題目只有一題，以學習者所閱讀的平行線截比例線段證明為題目，並提供

足夠的選項來完成證明，從而瞭解學習者是否已掌握證明內容的整體概念。 

測量認知負荷的量表則採用左台益等人（2011）所發展之幾何證明認知負荷感受量

表來檢測學生對於幾何證明閱讀學習活動的意願、困難度、花費心力、信心指數與投入

努力等五個項目。量表採用李克氏尺度（Likert’s scale）九點量表，其中，困難度與花

費心力為反向題。本量表具專家效度，亦即，量表之每一項目先參照文獻（Paas, 1992; Paas 

& van Merriënboer, 1994）初步擬定後，再透過數學、數學教育專家以及教育心理學者，

逐題討論修正而成。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已學過部分幾何基本概念（點、線、線段、射線、角、垂直、平行等）

的八年級學生，選取八年級學生的原因是本研究主要探討對於學習幾何證明的生手，透

過多媒體的呈現的工作例以及輔助學習策略，對幾何演繹證明的掌握情況。在研究中選

定平行線截比例線段為探討的內容，一是因為相關性質其證明過程的結構較為複雜，學

生要掌握當中的內涵並不容易，二是因為其主要概念是以面積法和比例關係來推導，相

關的先備課程與概念均已在小學或八年級之前的階段學過，因此，對八年級下學期的學

生來說，雖然未接觸過平行線截比例線段或演繹幾何證明方式，但仍具有足夠的基礎知

識閱讀證明內容，正好作為探討初學者學習幾何推理的合適主題。前導性研究以新北市

某國中隨機選取三個常態編班的 102 位八年級學生透過隨機指派的方式，三個班級分別

閱讀 SP 版本、SMQ 版本和 OSMQ 版本的動態連結幾何閱讀文本，在此階段除了進行

工具的信、效度檢驗外，同時考量正式施測時學生在操作和閱讀上可能出現的問題，並

預估整個流程所需的時間，從而依據預詴所產生的問題進行細部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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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分成兩階段進行，包括實驗期間（閱讀文本、認知負荷感受量表、閱讀理解測

驗問卷）及延後測期間（閱讀理解測驗問卷）。第一階段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選擇台北市

一所國中，採常態編班的 9 個八年級班級共 254 位學生作為樣本。根據該校校內前次班

級段考成績，分別選取班級總成績屬高（SC1＞SB1＞SA1）、中（SA2＞SC2＞SB2）、

低（SB3＞SA3＞SC3）排名各三班，按平均分配的方式分派 SP 版本、SMQ 版本和 OSMQ

版本閱讀學習模組各三班，各版本學生分配如表 2 所示。第二階段於實驗完成三個月後，

選取相同的樣本以相同的測驗問卷，檢測學生對知識的保留情況。 

表 2  正式施測之各版本學生分配表 

版本 高成績班級及人數 中成績班級及人數 低成績班級及人數 合計 

SP 
SA1 SA2 SA3 

85 
14(男) 13(女) 15(男) 14(女) 15(男) 14(女) 

SMQ 
SB1 SB2 SB3 

85 
13(男) 14(女) 15(男) 14(女) 15(男) 14(女) 

OSMQ 
SC1 SC2 SC3 

84 
15(男) 13(女) 16(男) 12(女) 15(男) 13(女) 

三、研究工具 

(一)幾何證明學習文本 

為了探討不同的動態鏈結閱讀幾何證明學習文本，對不同程度學生的理解與認知負

荷感受的影響，分別設計三種幾何證明學習文本讓學生閱讀，各版本在正式閱讀前均有

操作說明頁面（如圖 3 所示），說明環境的兩大操作特徵，分別是：(1)超連結文字會展

示相關的動態圖形；(2)放大鏡圖示有顯示相關概念提示說明功能。各操作方式附有範例

說明，學習者也可以選擇跳過相關操作說明直接進入閱讀版面。 

 
圖 3  閱讀環境操作說明版面 

內容設計主要根據左台益等人（2011）以分段的靜態閱讀文本設計想法為基礎，同

樣選用平行線截比例線段的證明。完整的證明包含了等高三角形的面積比等於邊長比以

及同底等高的三角形面積相等的推導過程。不論在證明敘述或是圖形展示上都顯得相當

冗長與複雜。因此依據其數學結構將整個證明過程分成三大區塊，並在最後應用三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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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間的數學關係來整合平行線截比例線段的證明。 

而學習環境的設計是參考Mayer（2009）的多媒體學習理論，以及Catrambone（1996）

以標籤的形式來幫助學習者對被標籤步驟形成一個子目標等設計的原則，作為動態鏈結

的幾何證明閱讀文本版面及互動元素的設計依據，表 3 以平行線截比例線段證明內容為

例，說明其中各設計要點： 

表 3  透過多媒體學習方式設計平行線截比例線段證明內容的相關要點 

設計原則 含義 閱讀文本環境內容 

分段 以學習者的步調來分段

呈現課堂內容會較連續

呈現方式有較好的學習

效果。 

˙將複雜的幾何證明按其數學結構分割成幾個

子題來呈現，讓學生逐步掌握相關子概念。 

˙各證明步驟再按該內容的數學結構，分數個

步驟呈現。 

連貫性 刪除多餘的文字、聲音

或圖像。 

˙版面上只呈現有關證明內容的相關敘述及圖

形。 

信號 強調必要的文字和圖

像。 

˙以不同顏色顯示被點選的文字元素，並以閃

爍的方式表示與圖形的連結部分。 

空間接近 在螢幕上放置必要的文

字靠近相應的圖像。 

˙題目的原圖置於題目的右邊，而證明步驟中

有對應到圖形的部分時，圖形會放大並移到

貼近步驟敘述的右邊作展示。 

標籤 貼上一個標籤以強調得

到解答的子目標。 

˙證明過程中用到的重要子概念，會有提示按

鈕供學生點選參考。 

(二)幾何證明理解測驗（附錄三） 

本研究主要參考呂鳳琳（2010）所發展具專家效度的幾何證明理解測驗問卷的內容，

再與一位數學教育領域的專家及兩位研究生討論修訂而成。內容分別針對 Duval（1998）

的微觀、局部與整體層次來設計檢測問題。全卷共六大題，其中微觀層次的題目三題、

局部層次的題目兩題以及整體層次的題目一題。微觀層次的題目分別根據 Duval（1995）

提出的構圖性理解、知覺性理解以及 Duval（1998）提出連結前提和結論的微觀層次來

設計，分別檢測學習者是否能夠依據題目敘述的要求來完成構圖（根據敘述「作EF ⊥

AB 且 F 在 AB 上」來畫出EF ），根據圖形結構來回答問題（依據圖形所提供的訊息來

表示△DBE的面積)，根據題目敘述來分辨命題的前提和結論（根據敘述「因為DE // BC ，

所以BH ＝CK。」分辨前提和結論）。局部層次中的兩題都是檢測學習者對單一數學概

念推理內容的瞭解，分別是等高三角形的面積比等於底邊比（△ADE 面積：△DCE 面

積＝ AE：EC）和同底等高的三角形面積相等（△ DBE 面積＝△ DCE 面積）兩個數學

性質。整體層次的題目只有一題，以學習者所閱讀的平行線截比例線段證明為題目，為

輔助初學演繹證明的學習者，因此提供足夠的選項來完成證明，從而瞭解學習者是否已

掌握證明內容的整體概念。 

每一份理解測驗均由兩位研究生根據評分標準進行評分編碼。評分前，各評分者都

會先對評分標準進行詳細的講解及訓練；評分後，若遇有編碼不一致時，再請第三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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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根據評分標準給予評分編碼，最後的編碼以獲取其中兩人同意的編碼為準；若遇第

三位評分者與前兩位評分者仍有不同的意見，則再由領域專家會同討論作最後的編碼確

定。本研究中理解問卷的後測及延後測百分比一致性分別為 97.5%和 97.0%，由表 4 顯

示本研究的理解測驗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均在 0.8 以上，均符合良好的信度標準。 

表 4  理解測驗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SP SMQ OSMQ 全體 

Crobach’s α (人數) 
後測 0.846(83) 0.821(78) 0.812(79) 0.828(240) 

延後測 0.850(83) 0.849(78) 0.841(79) 0.846(240) 

(三)認知負荷感受量表（附錄四） 

認知負荷感受量表將於完成整個閱讀學習過程（閱讀工作例及完成練習或回答對應

問題）後填寫，量表參考呂鳳琳（2010）的研究所使用之認知負荷感受量表，該量表具

專家效度，其選定的各個項目先參照文獻初步擬定後，再透過數學、數學教育專家以及

教育心理學者，逐題討論修正，最後再依據預詴後的訪談結果加以修正而成。內容主要

包括受詴者對不同文本的閱讀意願、困難度、花費心力、信心指數與投入努力等五個面

向。由表 5顯示該量表量測本研究認知負荷感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0.725至 0.822，

符合良好的信度標準。 

表 5  認知負荷感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SP SMQ OSMQ 全體 

Crobach’s α (人數) 0.822(85) 0.813(85) 0.725(84) 0.797(254) 

本研究以幾何證明不同數位學習文本的呈現方式和受詴者的數學成就作為自變項，

其認知負荷感受和閱讀理解作為依變項，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驗不同數學成就的學

生在不同的數位學習文本下的認知負荷感受與閱讀理解是否有顯著差異。 

四、施測過程 

實驗分為兩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選取台北市某國中常態編班的

九個班級共254位八年級學進行實驗，不同版本會盡量平均分派到不同的常態編班班級，

即九個班級會按班級平均成績的高中低平均分派 SP 版本、SMQ 版本和 OSMQ 版本各

三個班級為實驗樣本。施測時間為一節課（45 分鐘），配合該學校電腦教室的使用情況，

九個班級的施測分兩天九節課進行。整個實驗過程在電腦教室進行，以電腦呈現學習內

容配合學習單的方式進行，學習單上除了有練習題或後設認知問題需要學生回答外，還

有一份幾何證明閱讀感受量表讓學生在完成整個閱讀流程後填寫。實驗期間會先對學生

說明施測的目的及進行方式，再請學生在電腦上開始進行閱讀，學生需要在學習單上回

答練習或後設認知問題，以及勾選認知負荷感受量表。待學生填寫完感受量表後舉手示

意，研究者將回收學習單及感受量表，並要求學生把動態鏈結閱讀內容關閉，隨即給予

幾何證明理解測驗作答，直到學生舉手表示作答完畢，回收理解測驗後完成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為延後測階段，在實驗完成三個月後，各實驗班級再安排課堂中約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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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的時間進行延後測。延後測的問題與實驗當天填寫的理解測驗問卷內容完全相同，並

在一般教室內進行，學生各自按照個人對問題的當前理解填寫答案，由研究者統一回收

理解測驗問卷完成整個延後測階段。 

肆、研究結果 

根據幾何證明理解測驗卷及認知負荷感受量表的資料，分別說明學生在動態鏈結環

境下，理解幾何證明的學習效果及其認知負荷感受的分析。 

一、幾何證明理解測驗分析結果 

幾何證明的理解表現是分析學生在完成學習後，分別在立即後測和三個月後的延後

測中回答相同理解問卷的結果。理解測驗問卷分微觀、局部、整體三個層次來設計，各

層次滿分均為 4 分，因此問卷總體得分為 12 分，下面將分別說明後測和延後測中，使

用不同的學習策略對不同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 

(一)後測 

因部分學生在閱讀文本後並沒有完成後測，表 6 是將有參與後測之 244 位學生按照

他們在學校前次的數學考詴成績，分為高、中、低三種程度，在不同的學習策略下，他

們在理解測驗問卷中各層次的表現。為了瞭解各理解層次是否會受不同的學習策略或學

生的數學程度而有不同的表現，以及不同的學習策略與學生的數學程度在各理解層次的

表現上會否產生交互作用，因此在不同的版本中，以學生的數學程度作為自變項，後測

中各理解層次作為依變項來進行分析。 

表 6  學生在理解表現後測中各層次的描述統計 

 版本 

 SP SMQ OSMQ 

層次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微觀 

M(SD) 

3.82 

(0.48) 

3.14 

(1.15) 

1.70 

(1.46) 

3.74 

(0.45) 

2.96 

(1.22) 

1.88 

(1.26) 

3.73 

(0.60) 

3.19 

(0.83) 

1.62 

(1.42) 

局部 

M(SD) 

3.43 

(0.96) 

2.82 

(1.25) 

0.85 

(1.21) 

3.41 

(1.08) 

2.26 

(1.51) 

0.58 

(0.93) 

3.50 

(0.99) 

2.63 

(1.42) 

0.73 

(1.04) 

整體 

M(SD) 

2.14 

(1.48) 

1.36 

(1.19) 

0.44 

(0.97) 

1.11 

(1.48) 

0.96 

(1.45) 

0.25 

(0.61) 

1.54 

(1.45) 

0.81 

(0.96) 

0.58 

(1.17) 

總體 

M(SD) 

9.39 

(2.13) 

7.32 

(2.92) 

3.00 

(2.86) 

8.26 

(2.05) 

6.19 

(3.11) 

2.71 

(2.20) 

8.77 

(1.93) 

6.63 

(2.22) 

2.92 

(2.54) 

1.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後測微觀層次上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微觀層次表現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F＝0.38，p＝.826），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後測微觀層次表現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的

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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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在微觀層次表現的影響未達顯著差異（F＝0.04，p＝.961），表示學生在微觀層次

的表現不會因使用學習策略不同而有所改變。而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微觀層次表現則

有顯著差異（F＝76.23，p＜.001，η
2＝0.40

1），亦即學生在微觀層次的表現會因數學程

度的不同而有顯著的不同。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微觀層次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

學生在微觀層次的表現（平均數＝3.77）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3.10），

而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1.73）。 

2.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後測局部層次上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局部層次表現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F＝0.38，p＝.826），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後測局部層次表現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的

不同而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對學

生在局部層次表現的影響未達顯著差異（F＝1.23，p＝.294），表示學生在局部層次的表

現不會因使用學習策略不同而改變。而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局部層次表現則有顯著差

異（F＝109.51，p＜.001，η
2＝0.48），亦即學生在局部層次的表現會因數學程度的不同

而有顯著的不同。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局部層次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在局

部層次的表現（平均數＝3.44）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2.57），而中

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0.73）。 

3.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後測整體層次上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整體層次表現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F＝1.33，p＝.259），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後測整體層次表現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的

不同而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F

＝3.93，p＝.021，η
2＝0.03）以及數學程度（F＝17.74，p＜.001，η

2＝0.15）對學生在整

體層次表現的影響均有顯著差異，亦即學生在整體層次的表現會因學習策略以及數學程

度不同而有顯著的改變。由事後比較發現，只有使用 SP 版本和 SMQ 版本閱讀學習模組

的學生在整體層次上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使用 SP 版本閱讀學習模組的學生（平均數

＝1.33）和使用 SMQ 版本閱讀學習模組的學生（平均數＝0.79）在整體層次上的表現有

顯著差異，而使用 OSMQ 版本閱讀學習模組的學生（平均數＝0.97），則與上述兩種閱

讀學習模組並無差異。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整體層次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

在整體層次的表現（平均數＝1.60）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1.05），

而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0.43）。 

4.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後測總體層次上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總體層次表現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F＝0.27，p＝.898），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後測總體層次表現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的

不同而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對學

生在總體層次表現的影響未達顯著差異（F＝2.39，p＝.094），表示學生在總體層次的表

現不會因使用學習策略不同而改變。而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總體層次表現則有顯著差

異（F＝115.49，p＜.001，η
2＝0.49），亦即學生在總體層次的表現會因數學程度的不同

                                                 
1
 η

2強度 (Cohen, 1988)：0.0099 (小效果)、0.0588 (中效果)、0.1379 (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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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顯著的不同。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總體層次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在總

體層次的表現（平均數＝8.81）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6.72），而中

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2.88）。 

(二)延後測 

因參與延後測的總人數與後測稍有不同，表 8 表示 250 位參加延後測學生在理解測

驗問卷中各層次的表現。為了瞭解學生在延後測各理解層次，是否會受不同的學習策略

或學生的數學程度而有不同的表現，以及不同的學習策略與學生的數學程度在各理解層

次的表現上會否產生交互作用，因此在不同的版本中，以學生的數學程度作為自變項，

延後測中各理解層次作為依變項來進行分析。 

表 7  學生在延後測中各層次的描述統計 

 版本 

 SP SMQ OSMQ 

層次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微觀 

M(SD) 

3.50 

(1.04) 

2.75 

(1.27) 

1.33 

(1.41) 

3.59 

(0.69) 

2.48 

(1.55) 

1.21 

(1.53) 

3.62 

(0.64) 

2.96 

(1.13) 

1.12 

(1.42) 

局部 

M(SD) 

3.29 

(0.94) 

1.82 

(1.52) 

0.44 

(1.05) 

3.26 

(0.98) 

2.41 

(1.34) 

0.50 

(0.93) 

3.50 

(0.81) 

2.04 

(1.32) 

0.19 

(0.80) 

整體 

M(SD) 

2.07 

(1.54) 

0.68 

(0.95) 

0.37 

(0.74) 

2.07 

(1.75) 

0.96 

(1.29) 

0.17 

(0.48) 

2.04 

(1.64) 

0.85 

(1.06) 

0.46 

(0.95) 

總體 

M(SD) 

8.86 

(2.70) 

5.25 

(2.99) 

2.15 

(2.71) 

8.93 

(2.77) 

5.96 

(1.29) 

1.88 

(2.44) 

9.15 

(2.38) 

5.85 

(2.78) 

1.77 

(2.08) 

1.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微觀層次上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微觀層次表現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

著水準（F＝0.52，p＝.719），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在微觀層次表現不會因學習策略的不同

而有所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對學

生在微觀層次表現的影響未達顯著差異（F＝0.26，p＝.769），表示學生在微觀層次的表

現不會因使用學習策略不同而有所改變。而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微觀層次表現則有顯

著差異 F＝74.10，p＜.001，η
2＝0.39），亦即學生在微觀層次的表現會因數學程度的不

同而有顯著的不同。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微觀層次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在

微觀層次的表現（平均數＝3.57）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2.73），而

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1.22）。 

2.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局部層次上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局部層次表現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

著水準（F＝1.08，p＝.367），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局部層次表現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

的不同而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對

學生在局部層次表現的影響未達顯著差異（F＝0.72，p＝.487），表示學生在局部層次的

表現不會因使用學習策略不同而改變。而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局部層次表現則有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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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F＝142.23，p＜.001，η
2＝0.55），亦即學生在局部層次的表現會因數學程度的不

同而有顯著的不同。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局部層次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在

局部層次的表現（平均數＝3.35）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2.09），而

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0.38）。 

3.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整體層次上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整體層次表現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

著水準（F＝0.34，p＝.853），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整體層次表現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

的不同而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對

學生在整體層次表現的影響未達顯著差異（F＝0.08，p＝.922），表示學生在整體層次的

表現不會因使用學習策略不同而改變。而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整體層次表現則有顯著

差異（F＝41.63，p＜.001，η
2＝0.26），亦即學生在整體層次的表現會因數學程度的不同

而有顯著的不同。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整體層次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在整

體層次的表現（平均數＝2.06）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0.83），而中

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0.34）。 

4.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總體層次上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總體層次表現上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

著水準（F＝0.29，p＝.885），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總體層次表現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

的不同而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對

學生在總體層次表現的影響未達顯著差異（F＝0.09，p＝.914），表示學生在總體層次的

表現不會因使用學習策略不同而改變。而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總體層次表現則有顯著

差異（F＝123.63，p＜.001，η
2＝0.53），亦即學生在總體層次的表現會因數學程度的不

同而有顯著的不同。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總體層次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在

總體層次的表現（平均數＝8.98）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5.65），而

中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學生的表現（平均數＝1.94）。 

5.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中理解的表現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將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中的理解表現整理如表 9。

從數學程度的主效果檢定發現，在各個理解層次中，高數學程度學生都顯著優於中數學

程度的學生，同樣地，中數學程度學生都顯著優於低數學程度的學生。此結果顯示這樣

學習方式的保留成效，與學生的數學程度有高度相關。推測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學習

新知識時，將相關知識進行組織和整合的能力不同，程度較低的學生對所學的內容未能

形成完整的基模保存在長期記憶區中，導致保留成效不理想。 

表 8  閱讀學習模組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延後測中的影響 

 版本 數學程度 交互作用 

微觀  高＞中＞低  

局部  高＞中＞低  

整體  高＞中＞低  

總體  高＞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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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測與延後測的比較 

為了瞭解不同學習策略對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他們在後測與延後測各層次的理解

表現之間的差異，因此以同時參與了後測和延後測的 240 位學生，他們在各理解層次的

得分作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表 10 顯示學生在後測和延後測總體層次的比對，其中所

有學習策略的低數學程度學生以及使用 SP 版本的中數學程度學生的得分在統計上有顯

著差異，即他們在延後測中總體層次得分明顯較後測時來得低。 

表 9  後測總體-延後測總體層次表現的成對樣本 T 檢定分析 

閱讀學習模組 數學程度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SP 

高(N＝28) 0.54 2.67 1.06 

中(N＝28) 2.07 3.01 3.65** 

低(N＝27) 0.85 2.07 2.14* 

SMQ 

高(N＝27) -0.67 3.11 -1.11 

中(N＝27) 0.33 2.48 0.70 

低(N＝24) 0.83 1.58 2.59* 

OSMQ 

高(N＝26) -0.39 2.04 -0.96 

中(N＝27) 0.78 2.86 1.41 

低(N＝26) 1.15 2.68 2.20* 

*p＜.05，**p＜.01 

在一些理解層次的延後測成績較後測有所提升，在間隔的三個月過程中，校內課程

並沒有教導平行線截比例線段的性質，相信是學生自習、參加校外的補習或因後測時未

有充足的時間完成測驗題目，致使延後測的成績有所提升的情況出現。然而，學生屬常

態偏班且學習版本是盡量平均分配的，外加有助於學生理解幾何證明的情況也多半會呈

現平均分配的情形，因此成績的提升都剛好發生在使用配合後設認知問題的中、高數學

程度學生，而使用 SMQ 版本的高數學程度在整體層次中提升更達顯著差異。這樣的結

果仍然可以說明透過後設認知問題作反思，對高程度的學生來說，對概念的理解與掌握

有較好的影響。這種正面的影響多半發生在整體層次，推測研究所設計的後設認知問題

較多著重於對整個證明概念的反思，有助於高數學程度的學生組織整合相關知識。但對

於程度較差的學生，尤其是低程度的學生，反思問題未能幫助他們對證明內容作進一步

的瞭解。而使用 SP 版本的學生，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不同的理解層次均呈現後退的

現象，尤其在中低程度的學生，他們除了微觀層次外，其餘理解層次的得分都有呈現顯

著下降的情況，推測配合類似結構的數學題的學習策略對立即成效有正面的幫助，但對

知識的保留效果卻不如理想。 

二、認知負荷感受分析結果 

認知負荷感受是透過學生在完成不同閱讀學習模組的學習後，填寫認知負荷感受量

表所分析的結果。認知負荷感受分為閱讀意願、困難度、花費心力、信心指數和投入努

力五個面向，表 11 顯示相關面向的敘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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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學生認知負荷感受各面向的敘述統計 

 版本 

 SP SMQ OSMQ 

面向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高 中 低 

閱讀意願 

M(SD) 

5.75 

(1.76) 

5.39 

(2.04) 

3.90 

(1.95) 

4.59 

(2.41) 

3.79 

(1.92) 

3.34 

(2.14) 

5.30 

(2.27) 

4.70 

(1.84) 

3.53 

(1.85) 

困難度 

M(SD) 

3.86 

(1.63) 

4.64 

(1.75) 

6.03 

(1.92) 

4.63 

(2.26) 

6.21 

(1.70) 

7.28 

(1.73) 

4.74 

(2.23) 

6.04 

(1.13) 

6.80 

(1.88) 

花費心力 

M(SD) 

4.25 

(1.58) 

5.25 

(1.69) 

6.34 

(1.91) 

4.67 

(2.34) 

6.31 

(1.58) 

7.45 

(1.82) 

4.85 

(2.16) 

5.89 

(1.05) 

6.90 

(1.63) 

信心指數 

M(SD) 

6.46 

(1.53) 

5.32 

(1.96) 

3.41 

(1.70) 

6.15 

(2.25) 

3.79 

(1.97) 

2.76 

(1.77) 

6.04 

(1.97) 

4.89 

(1.63) 

3.41 

(2.10) 

投入努力 

M(SD) 

5.79 

(1.81) 

5.71 

(2.03) 

4.86 

(2.08) 

6.19 

(1.92) 

5.55 

(2.23) 

4.69 

(2.55) 

5.67 

(2.34) 

6.41 

(1.31) 

5.14 

(2.39) 

為了瞭解學生各認知負荷感受是否會受閱讀學習模組或學生的數學程度所影響，因

此以閱讀學習模組和學生的數學程度作為自變項，各認知負荷感受作為依變項來進行二

因子變異數分析，分析結果如下： 

1.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閱讀意願面向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閱讀意願面向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F

＝0.52，p＝.722），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閱讀意願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的不同而改變。

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F＝6.31，p＝.002，

η
2＝0.04）及不同數學程度（F＝14.05，p＜.001，η

2＝0.10）的學生在閱讀意願面向有顯

著差異，亦即學生在閱讀意願感受會因學習策略以及數學程度不同而有顯著的改變。由

事後比較發現，只有使用 SP 版本和 SMQ 版本的學生在閱讀意願面向的感受達統計上的

顯著水平，使用SP版本的學生（平均數＝5.00）和使用SMQ版本的學生（平均數＝3.89），

在閱讀意願面向的感受有顯著差異，而使用 OSMQ 版本的學生（平均數＝4.48）則與上

述兩種版本並無差異。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閱讀意願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

的閱讀意願感受（平均數＝5.22）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的學生（平均數＝4.62），而中數

學程度學生的感受亦顯著高於低數學程度的學生（平均數＝3.59），即數學程度愈高的學

生的閱讀意願感受則愈高。 

2.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困難度面向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困難度面向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F＝

0.50，p＝.737），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困難度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的不同而改變。因

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F＝10.509，p＜.001，

η
2＝0.06）及不同數學程度（F＝33.43，p＜.001，η

2＝0.20）的學生在困難度面向有顯著

差異，亦即學生在困難度面向的感受會因學習策略以及數學程度不同而有顯著的改變。

由事後比較發現，使用 SP 版本的學生（平均數＝4.86）分別與使用 SMQ 版本的學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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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數＝6.07）和 OSMQ 版本的學生（平均數＝5.89）有顯著差異，而 SMQ 版本和 OSMQ

版本之間在困難度感受在統計上並無差異。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困難度的平均值顯示，

高數學程度學生的困難度感受（平均數＝4.40）顯著低於中數學程度的學生（平均數＝

5.63），而中數學程度學生的感受亦顯著低於低數學程度的學生（平均數＝6.70），即數

學程度愈高的學生的困難度感受則愈低。 

3.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花費心力面向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花費心力面向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F

＝0.44，p＝.779），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花費心力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的不同而改變。

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F＝5.18，p＝.006，

η
2＝0.03）及不同數學程度（F＝35.46，p＜.001，η

2＝0.22）的學生在花費心力面向有顯

著差異，亦即學生在花費心力感受會因學習策略以及數學程度不同而有顯著的改變。由

事後比較發現，只有使用 SP 版本和 SMQ 版本的學生在花費心力面向的感受達統計上的

顯著水平，使用SP版本的學生（平均數＝5.29）和使用SMQ版本的學生（平均數＝6.18），

在花費心力面向的感受有顯著差異，而使用 OSMQ 版本的學生（平均數＝5.92）則與上

述兩種版本並無差異。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花費心力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

的花費心力感受（平均數＝4.59）顯著低於中數學程度的學生（平均數＝5.82），而中數

學程度學生的感受亦顯著低於低數學程度的學生（平均數＝6.90），即數學程度愈高的學

生的花費心力感受則愈低。 

4.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信心指數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信心指數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F＝

1.08，p＝.367），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信心指數的影響不會因學習策略的不同而改變。

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F＝4.28，p＝.015，

η
2＝0.02）及不同數學程度（F＝54.13，p＜.001，η

2＝0.30）的學生在信心指數有顯著差

異，亦即學生的信心指數會因學習策略以及數學程度不同而有顯著的改變。由事後比較

發現，只有使用 SP 版本和 SMQ 版本學生的信心指數達統計上的顯著水平，使用 SP 版

本的學生（平均數＝5.05）和使用 SMQ 版本的學生（平均數＝4.19），其信心指數有顯

著差異，而使用 OSMQ 版本的學生（平均數＝4.75）則與上述兩種版本並無差異。從不

同數學程度學生在信心指數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的信心指數（平均數＝6.22）

顯著高於中數學程度的學生（平均數＝4.65），而中數學程度學生的感受亦顯著高於低數

學程度的學生（平均數＝3.20），即數學程度愈高的學生其信心指數則愈高。 

5.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投入努力面向的影響 

由於不同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在投入努力面向的交互作用並未達到顯著水準（F

＝0.79，p＝.533），即學生的數學程度對投入努力面向的感受不會因學習策略的不同而

改變。因此進一步對版本與數學程度進行主要效果檢定，發現不同學習策略對學生在投

入努力面向的感受未達顯著差異（F＝0.47，p＝.627），表示學生在投入努力面向的感受

不會因使用學習策略不同而改變。而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投入努力面向則有顯著差異

（F＝6.27，p＝.002，η
2＝0.05），亦即學生在投入努力面向的感受會因數學程度的不同

而有顯著的不同。從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投入努力面向的平均值顯示，高數學程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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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入努力面向的感受（平均數＝5.88）與中數學程度學生的感受（平均數＝5.88）幾

乎一樣，而低數學程度學生所投入的努力（平均數＝4.90）則是最少的。 

6.版本與數學程度對學生對各認知負荷的感受 

表 12 顯示不同版本與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各認知負荷感受的交互作用均未達到

顯著水準。換言之，不同數學程度學生在各認知負荷感受的差異，不會受閱讀學習模組

的呈現方式不同而有所改變。 

表 11  閱讀學習模組與數學程度對學生認知負荷感受的影響 

 閱讀學習模組 數學程度 交互作用 

閱讀意願 SP＞SMQ 高＞中＞低  

困難度 SP＜SMQ＝OSMQ 高＜中＜低  

花費心力 SP＜SMQ 高＜中＜低  

信心指數 SP＞SMQ 高＞中＞低  

投入努力  高＝中＞低  

從數學程度的主效果檢定中發現，程度愈高的學生，他們對閱讀幾何證明題的意願

就愈高，也愈有信心去掌握其內容；相反，他們在閱讀幾何證明題時感受到的困難度以

及花費的心力就愈低。推測這跟學生的先備知識、對邏輯結構、推理方式的理解等有關，

他們若能夠掌握各敘述之間的關係，就有信心自行瞭解證明的內容，感到的困難和需要

花費的心力也較少，就會比較有意願按著數學結構的發展閱讀下去。特別地，在投入努

力面向，高數學程度與中數學程度學生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他們所需要投入的努力均

顯著大於低數學程度的學生，推測這樣的學習方式，對低數學程度的學生來說困難較大，

因此不想投入太多的心力理解證明的內容；對中或高數學程度的學生差不多推測有兩種

可能性，一是對中數學程度的學生來說內容仍有一定的難度，但他們願意投入較多的努

力去把給定的任務完成；二是對高數學程度的學生來說，這樣的學習方式他們較容易掌

握，因此不需要投入那麼多努力也能掌握證明的內容。這兩種推測可以在表 11 中找到

答案，中、高數學程度的學在 SP 版本中投入努力面向的平均數是相約的，而另外兩個

版本的投入努力平均數，中、高數學程度的學生剛好呈相反的現象，致使在統計數據上，

中、高數學程度的學生沒有顯著差異。比較表中 SMQ 與 OSMQ 版本的投入努力和閱讀

意願平均數可見，使用 OSMQ 版本的中數學程度的學生，他們感到自己所投入的努力

比高數學程度的學生來得高，其閱讀意願也相較 SMQ 版本的中數學程度學生來得高，

所以加入了結構總覽圖示的版本，雖然讓學生感到需要投入較大的努力，但這種設計同

時也增加了中數學程度學生的閱讀意願。而對高數學程度的學生來說，增加結構總覽圖

示讓他們感到對閱讀內容不需要投入那麼多的努力，同時也沒有減低其閱讀意願，可見

結構總覽圖示可以讓高數學程度的學生能更有效地閱讀。 

而有關閱讀學習模組的主效果檢定中，除了在投入努力面向中三個版本均沒有達到

顯著差異外，在其餘的認知負荷面向，三個版本的顯著差異均有大致相同的情況。SP

版本有較多的閱讀意願和信心表現，以及感到較少的困難和花費較少的心力，並均達到

顯著程度。顯示配合類似結構練習的 SP 版本相較於其他配合後設認知問題的 SMQ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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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SMQ 版本，都讓學生感到比較容易接受且有較好的認知負荷感受。尤其在困難度

面向，就更能看出 SMQ 版本和 OSMQ 版本對學生來說是明顯感到困難的。推測以回答

後設認知問題的學習方式與學生的學習習慣不同，而且其反思的認知要求也較練習來得

高，因此讓學生感受到較高的困難度。而閱讀意願、花費心力和信心指數面向中，OSMQ

版本跟另外兩個閱讀學習模組卻未達顯著差異，推測同樣是配合後設認知問題的 OSMQ

版本，但增加了結構總覽圖示的引導卻有助於學生對內容有一個概括性的理解，從而增

加了學生的信心和閱讀意願，也不用花費那麼多的心力去理解證明內容。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理解表現 

1.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會影響學生的理解表現 

從立即後測和延後測的分析中，高數學程度的學生明顯優於中數學程度的學生，中

數學程度的學生也明顯優於低數學程度的學生。顯示學生透過多媒體設計輔助學習，在

沒有老師的指導下，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理解的表現仍然會存在很大的差異。 

2.不同的學習策略對學生的理解表現影響不大 

從學生理解測驗的表現來看，即使沒有老師的引導，使用各閱讀學習模組的學習都

有一定的成效。由立即後測和延後測的分析中，觀察到版本因素只有在理解後測的整體

層次中，使用 SP 版本的學生顯著高於 SMQ 版本的學生表現，其它理解層次的表現則沒

有顯著差異；而在延後測中，版本因素的改變對學生的理解表現都未達顯著差異。顯示

配合類似工作例結構的練習，在學習整體層次幾何證明時，其當下成效會優於使用後設

認知問題的學習策略；但從延後測的分析中，版本的因素將不再影響學生的理解表現。 

3.後設認知問題的閱讀學習模組對較高數學程度的學生有較好的保留成效 

從理解的延後測結果發現，使用配合後設認知問題的中高數學程度學生，其成績有

較穩定的表現。顯示對概念掌握得較好的學生，在透過後設認知問題作反思，可以加強

對知識的整合，形成在長期記憶區中容易存取的知識結構。 

(二)認知負荷感受 

1.不同數學程度學生的認知負荷感受顯著不同 

不同數學程度的學生在閱讀意願、信心指數、困難度和花費心力都有顯著的差異，

數學程度愈好的學生，閱讀意願和信心指數明顯高於數學程度較差的學生；而他們所感

受到的困難度和花費心力也明顯低於數學程度較差的學生。只有在投入努力面向的感受，

中高數學程度的學生是相若的，但也明顯高於低數學程度的學生。 

2.不同的閱讀學習模組對學生的認知負荷感受有不同的影響 

除了在投入努力面向中三種閱讀學習模組之間都沒有達到顯著差異外，其餘的認知

負荷面向均有類似的情況。學生均感到配合類似結構練習的 SP 版本相較於配合後設認

知問題的 SMQ 版本和 OSMQ 版本，感到有較多的閱讀意願和信心表現，以及感到較少

的困難和需要花費較少的心力。尤其在困難度面向，使用 SMQ 版本和 OSMQ 版本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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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所感受到的困難度均明顯大於使用 SP 版本的學生；而在閱讀意願、花費心力和

信心指數面向，只顯示出 SP 版本較 SMQ 版本有較好的認知負荷感受，因此增加結構總

覽圖示的方法顯示可降低學生所花費的信力，也增加學生的閱讀意願和信心。 

二、建議 

從上述研究結果的情況，以下分別就教學方向和未來研究方向提出建議： 

(一)教學方向 

1.幾何證明問題是較困難的學習任務，因此在學習過程輔以適當的策略將有助於學生理

解相關內容，其中練習題是學生熟悉且容易掌握的方式，但只配合類似結構的練習題

會讓學生只從模仿改編的方式來回應問題，缺乏深層的理解，因此建議的策略可以考

慮同時使用類似結構和需要概念轉移的題目來加強學生思考的深度。而後設認知的問

題卻對學生來說有一定的困難度，但透過反思回答問題可以讓學生有較好的理解及保

留成效，因此也建議可考慮完成類似結構的練習題後，再回答一些後設認知問題作進

一步的歸納及反思，加強學生對回答問題的信心。 

2.良好的學習習慣需要長期培養而成，現今的課堂教學或教科書的編寫，都習慣以練習

的方式來鞏固學生的學習，從研究結果發現，對知識作有效的反思可以增加學習的效

果，提供學生合適的環境和機會來培養反思的能力是成功學習的要素，因此建議現場

教師和教科書的編寫都能適時融入一些合適的後設認知問題來作學習過程，從而培養

學生不同的學習能力。另外，從研究結果發現同為理解性和連結性的後設認知問題，

對不同層次題目的回應有很大的差異，當然整體層次的問題的確較局部層次的問題來

得複雜，但回答問卷中第一題和最後一題同屬理解性問題學生的人數看來，被分類到

「沒有反思」的類別人數有很多的差異，尤其在低程度學生中尤其明顯，除了有可能

是因為時間不足而無法完成外，更有可能時回答前面較難的題目後失去答題的信心，

因此建議在設計回答問題的在使用各種面向的後設認知問題進行學習反思時，需要考

慮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引導學生，以增加學習效果。 

(二)研究方向 

1.承教學方向第一點，加入類似結構和概念轉移的練習題，或類似結構練習題和後設認

知問題的學習方式，也是在未來研究上可行的建議，以補足使用單一學習策略可能的

不足。 

2.各種影響學生數學程度的因素都會影響理解的表現，包括的因素除了先備知識不足外，

未能理解數學邏輯結構或推論的方式也可能是導致學習效果不好的原因，建議未來研

究可對影響學生數學概念的因素進行研究，從而對多媒體環境的設計提供更多參考的

資訊。 

3.配合練習或後設認知問題的學習方式對低數學程度學生來說都沒有太大的幫助，建議

未來研究可以從改善低數學程度學生的閱讀意願、信心等面向著手，發展適合輔助不

同數學程度學生學習的理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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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報告人：洪碧霞

1

數學素養動態評量的發展與應用-
試算表融入的國中數學介入方案效益之探討

研究問題

2

一、電腦化基礎數學素養測驗的信效度為何？

二、落後學生在電腦化基礎數學素養測驗的表現

為何？

三、試算表動態評量對數學落後學生的數學素養

介入效益為何？

四、試算表動態評量中歷程評量與客觀評量的相關
為何？

研究流程

3

 試算表融入動態評量實施流程

數學素養落後學生

實驗組

數學基礎素養測驗甲

試算表作業1，2

控制組

試算表作業3，4

數學基礎素養測驗丙

數學基礎素養測驗乙

電腦化基礎數學素養測驗施測樣本

4

 臺南市九所國中二年級學生，共28個班級870人

電腦化基礎數學素養施測樣本人數分配

學校 班級 人數

A 3 92

B 4 123

C 3 90

D 3 92

E 5 152

F 3 98

G 1 34

H 3 91

I 3 98

總計 28 870

動態評量介入樣本

5

 落後學生篩選標準為電腦化PISA數學基礎素養測
驗水準2以下，在校數學成績平均數以下

 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

動態評量研究樣本人數分配

組別

實驗組 29

控制組 29

總和 58

研究工具1：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測驗

6

 試題來源為PISA釋出的紙筆式與電腦化數學範
例試題，共選取47單元、72題

 研究者將紙筆式試題轉為電腦化試題，並研發
新增Flash介面的操作型試題

 各式間有共同試題，並採用PISA的試題參數，
作為定錨，估計新試題的IRT難度b參數

 編輯甲乙丙三式測驗作為實驗介入前後的檢測
工具，均含PISA原釋出與Flash操作型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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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測驗雙向細目表

7

內容＼能力 複製 連結 反思 總計

數量 10（3）* 15（6） 5（3） 30（12）

空間與形狀 5（0） 5（2） 2（0） 12（2）

改變與關係 5（0） 10（3） 4（0） 19（3）

不確定性 4（0） 5（0） 2（1） 11（1）

總計 24（3） 35（11） 13（4） 72（18）

* 括號內數字表示操作型試題

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測驗介面-

8

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測驗選擇題

9

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測驗簡答題

10

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測驗操作題

11

研究工具2-試算表融入數學學習系統

12

 依據文獻理論與認知成份分析，設計互動作業取向
的方程式概念學習輔具

 讓學生能利用試算表認識方程式，並應用公式運算
的功能解題，進一步將解題概念與策略內化

 作業1：桌椅排列

 作業2：電信費用

 作業3：體重管理

 作業4：數字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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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示例-桌椅排列

13

 說明作業所將運用的解題規則

 讓學生辨識圖形與數字的規律並延伸規律解題

試算表融入動態評量作業
提示系統說明

14

錯誤次數 提示 提示型式

錯誤1次 系統顯示答案錯誤，請學生再想看看 一般

錯誤2次 提示1︰鼓勵閱讀題目與觀察圖表

錯誤3次 提示2︰提示解題方向

錯誤4次 提示3︰明示解題程序與教作

錯誤5次 提供正確答案 特定

試算表作業評分規範
 依據學生使用試算表公式的程度評分

 將每個作業所有細格得分加總，扣除答錯次數
，再除以每個作業的Excel應用細格總數，即為
該作業的得分，作為學生試算表應用率的指標

15

得分 說明 範例

1 直接以數字回答 38

2 以試算表公式計算回答(不含儲存格) =6+4*8

3 以試算表公式計算回答(含儲存格) =6+4*C10

資料分析

16

1、以試題反應理論模式校準學生和試題參數

2、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呈現評分者一致性信度、

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與在校國語及數學成績、動

態評量歷程評量與數學素養成長斜率的相關

3、以HLM分析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的數學素養

成長斜率差異

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評量的心理計量特徵

17

 PISA數學素養試題的平均難度較一般國二數
學測驗難，尤以Flash操作型試題最明顯
(b=0.7，P=0.37)。

式別 人數 題數 b P D

A 174 24 0.14 0.43 0.45

B 175 24 0.43 0.48 0.41

C 184 23 0.69 0.39 0.37

D 337 24 0.70 0.37 0.33

總計 870 72 0.41 0.40 0.43

不同式別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評量試題參數平均數對照

電腦化數學基礎素養評量初步信效度

 信度分析

內部一致性α係數分別為0.78、0.85、0.81、
0.71 。兩評分者的評分相關介於0.94~1之間

 初步效度

數學素養與在校數學成績之相關為0.582，
與在校國語成績為0.576 。 PISA 2009臺灣九、
十年級學生數學素養與基測國文相關為分別為
0.75、0.69，數學素養與基測數學相關分別為
0.73、0.6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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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學生數學素養發展現況

數學素養 平均數 標準差

臺南市八年級 494 98

臺灣九年級 535 103

臺灣十年級 548 106

國際 496 92

19

 臺南市八年級學生的數學素養平均數與國際15歲
學生表現接近。在性別方面的表現上，男女生未
達顯著差異。在標準差上，男生在個別差異比女
生略大。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Sig.

女 434 495.37 93.29 0.437 0.662

男 436 492.46 102.60

臺南市男女學生數學素養差異檢驗

臺南市、臺灣與國際學生在數學素養描述統計對照

國二學生數學素養發展現況-2
 臺南市的國二學生的落後學生比例為22.7%，較國際學生
的22%多了0.7%，較臺灣學生14.8%多了7.9%

20

數學素養水準 臺南市八年級 臺灣 國際

未達1 9.0 4.2 8.0

1 13.7 8.6 14.0

2 19.4 15.5 22.0

3 27.2 20.9 24.3

4 20.0 22.2 18.9

5 7.7 17.2 9.6

6 3.0 11.3 3.1

臺南市、臺灣與國際學生在各數學素養水準的人數比例對照

國二學生數學素養發展現況-3
 數學素養未達水準1的男生比例較女生多

 數學素養水準4~6，男生所占的比均略高於女生，此結
果與台灣男女學生於PISA 2009的比例分配特徵雷同

21

數學素養水準 男生 女生

未達1 11.2 6.7

1 13.5 13.8

2 19.3 19.6

3 24.3 30.2

4 20.2 19.8

5 8.3 7.1

6 3.2 2.8

臺南市男女學生在各數學素養水準比例分配對照

數學素養落後學生的表現
 落後學生能理解熟悉情境或例行性的數學問題、能
運用題目提供的公式、或基本的統計圖表資訊解決
問題。

22

落後學生現有能力描述 落後學生缺乏的能力描述

能報讀折線圖中折線的最大值 能應用已知的加權總分方程式解題

能應用已知的匯率兌換方程式，
利用乘法解題

能辨識圖形與數字的規律並延伸規律解題

能轉譯題目的方程式，利用減法求出解答

了解公平事件之間的獨立性 能應用已知的匯率兌換方程式，利用除法解題

已知總高度及階梯數，
能求出每階的高度

已知等差數列的前5項，找出某數為此數列的第幾項

將題目中文字轉譯成數學方程式，並將數值代入
方程式求出解答

比較表格中兩種數字規律的差距

註：以學生答對率50%以上視為其具備此項能力

試算表動態評量介入效益

23

固定效果

預測變項

模式一（無條件模式） 模式二（實驗處理預測模式）

係數 SE t df. p 係數 SE t df. p

起始點（γ00）393.18 10.52 37.37 57 396.70 15.15 26.18 56

（γ01） -7.04 21.42 -0.33 56 0.743

成長率（γ10） 13.19 5.66 2.33 57 0.023* -5.20 7.66 -0.68 56 0.500

（γ11） 36.79 10.83 3.40 56 0.002**

兩種模式所估計之數學素養參數比較 (N=58) 動態評量歷程作業成長分析

固定效果預測變項 係數 SE t df. p

起始點（γ00） 0.87 0.12 7.49 28

成長率（γ10） 0.30 0.05 5.76 28 0.00*

24

無條件模式所估計試算表作業得分參數比較(N=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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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評量歷程作業成長與素養成長關聯

 實驗組29位學生中有24位是進步的，但仍有5位學
生是退步的，在校數學段考排名大致上有進步

 成長明顯的學生，在作業進行上的回答問題狀況較
佳，能依據提示修正自己的錯誤

 成長較不明顯及退步的學生在進行試算表作業的狀
況較不想理。相較之下，控制組的多數學生是退步
的

25

電腦化基礎數學素養評量的信效度

 電腦化基礎數學素養評量的平均IRT難度b參數
為0.41，D值為0.43，較一般數學成就測驗困難

 在信度方面，內部一致性α係數介於0.71~0.85。
在評分者一致性信度方面，兩評分者的評分相
關介於0.94~1之間。

 在效度方面，數學素養與在校數學成績之相關
為0.582，與在校國語成績為0.576。與PISA 
2009臺灣九、十年級學生數學素養與基測國文
、數學相關差別略低但組形接近。

26

數學素養落後學生表現特徵
 落後學生的定義是未達數學素養水準二，這些
學生能讀懂熟悉情境或例行性的數學問題描述
，能運用題目提供的公式，也能報讀基本的統
計圖表資訊解決問題

 落後學生尚未能有效辨識圖形與數字的規律、
也無法熟練的應用已知的方程式解題、將文字
轉譯成數學方程式也還有些障礙

27

動態評量介入效益
 動態評量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生數學素養成長斜率呈
現顯著差異，實驗組每隔一次評量，數學素養就增
加約32分，控制組則沒有呈現明顯的數學素養成長
。效果幅度約0.65個標準差。

 實驗組29位學生中有24位是進步的，但仍有5位學
生是退步的。國中數學落後學生的學習動機支持相
當值得重視。

 數學素養成長明顯的學生，在動態評量試算表應用
解題作業進行上的回答問題狀況較佳，能依據提示
修正自己的錯誤相較之下，數學素養成長較不明顯
或退步的學生在進行試算表的應用較不理想。

28

研究建議
 數學素養評量題庫發展與應用建議

 本研究中所發展的數學素養試題，為數學素養水準中較基礎的部分
，僅適用於落後學生及一般程度的國二學生，未來研究可再擴充較
難層次的試題，施測樣本延伸至國三至高一的15歲學生。

 數學素養的題目靈活也相當真實生活化，電腦化測驗為未來大型測
驗的趨勢，對了解學生數學素養及問題解決能力是適用的工具

 動態評量在數學領域的應用
 本研究中使用試算表數學素養動態評量作介入工具，對於落後學生
的數學素養進展有實際上的介入效益，研究中以代數及方程式使用
為主要介入領域，未來研究可再發展其它數學領域或其它科目領域
的動態評量

 試算表在數學補救教學的應用
 試算表具備圖表對照與公式應用的便利性，在數學公式計算上與表
徵轉換上均有優勢，對於補救教學的重覆性與回饋也相當適合，故
教師可應用試算表作為輔助補救教學的工具，以減輕人力的負擔。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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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透過學生由多元表徵圖形樣式的推理中去研發一套適合

國小高年級學生代數推理的評量工具。本研究以三年完成，第一年約 100 位學生

透過網路進行圖形樣式的表徵轉換活動(如轉換成其它圖形樣式、表格、文字、

生活情境)；第二年共 120 位學生透過網路進行與上一年有關之「圖形樣式」及

「生活情境」兩種表徵之推理解題活動；第三年以上一年學童進行之推理解題內

容為主，考慮學生數學解題所涉及的歷程及需要的知識，依 Mayer(1992)數學解

題成分，研發一套具有生活化、情境化和適性化，可做為逐項結構性的評量工具，

其包括「圖形樣式多元表徵」及「生活情境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評量工具二卷，

並進行實徵研究，對象為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國小高年級學童共 460 人，

探討不同背景(性別、年級、區域）之國小高年級學童在此二表徵上的代數推理

能力差異，並進一步依 Mayer 數學解題成分分析代數推理能力之間相關與迴歸。

本研究過程及成果可被用來瞭解學生由算術基礎的課程轉變到代數想法上的形

成階段、障礙或困難，而作為幫助學童從算術思考成功過渡到代數思考的參考。 

關鍵詞：生活情境、代數推理、多元表徵、評量工具、圖形樣式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was to develop an algebraic reasoning tool from 
which students reasoned for multiple-representation of pictorial pattern. The tool is 
satisfied with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This project was carried on through three years. 
In the first year almost 100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proceeded multiple-representation 
transform. In the second year 120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worked on reasoning 
regarding pictorial pattern and life situation multiple-representations which were 
related to the first year. In the third year the researchers explored an algebraic 
reasoning tool based on students’ reasoning contents in the second year. Mathematical 
problem-solving components of Mayer (1992) are considered in the tool. The tool 
covers two assessments, ‘pictorial pattern multiple-representation’ and ‘life situation 
multiple-representation’. At last, algebraic reasoning abilities of 460 fifth and sixth 
graders in Taiwan were analyzed, and algebraic reasoning regression model was thus 
deduced. The process and product of this study are helpful to realize students’ 
structure and difficult from arithmetic to algebra. 
 

Key words: life situation, algebraic reasoning, multiple-representation, 
assessment, pictori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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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NCTM (2000)指出「代數（algebraic）」的學習是數學教育的核心，有助於

學校數學的整合。「代數」也是我國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教育部，2003)

數學五大主題之一。因此需要用數學觀點做符號表徵、歸納和形式化規律及規則

能力的「代數推理（algebraic reasoning）」是數學的中心(van de Walle, 2004）。

NCTM 也指示幼稚園至十二年級的「代數」課程安排，其標準是有關於代數思

考和代數概念的發展，其重點是在規律樣式、函數和使用有幫助的符號分析情

境。故當學生發展代數推理時，表徵符號是需要的。而函數的學習應該聚焦在有

意義脈絡的關聯和多元的表徵方法，並且檢核彼此間之關聯，其實函數能夠被表

達於真實的情境、圖形、代數式、表格和文字等(van de Walle, 2004）。而培養學

童能在上述的多元表徵間加以彈性的選擇、運用、轉譯，以達成解題的目的是重

要的(NTCM, 2000)。 

NTCM (1989）指示，對 5 到 8 年級學童而言，研讀「樣式」是發展代數推

理的一個多產方法，樣式活動著重於樣式的發展及規律的感覺，並可作尋求樣

式、延伸樣式及歸納樣式技巧的練習。它對小學生代數基礎之奠定扮演著一個重

要角色（Herbert & Brown, 1997; Naylor, 2002）。又「圖形樣式」活動是連結早期

代數想法到具體脈絡的一個有效方法，它對學生之後的學習能提供一個有用、具

體的基礎（English & Warren, 1999）。但一些學生在從算術基礎的課程轉變到代

數的想法上經驗困難（Greenes & Findell, 1999）。例如：小學高年級學生大多以

「文字的方式」來描述樣式一般化，他們未準備好將一些文字表示或列式轉化成

代數式，有符號的代數很少被操作(馬秀蘭, 2003； Healy & Hoyles, 1999；Ma & 

Wu, 2006；Naylor, 2002）；大部分學生對連接樣式到代數概念尚未覺察，其原因

在於三個主要障礙(只產生局部的規則，如遞迴法；答案傾向；只用捷徑法，如

A100=A10×10)和兩個學生個人因素(算術能力不足，使用無法預測的個人方法)

存在(Ma, 2007)。尤其針對「圖形樣式」，學生只是觀看一個樣式，而非觀看一個

有用之樣式，觀看時是注意熟悉的元素，而忽略其它要素的存在(Ma, 2008)。 

因為評量是教育歷程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尤其是配合教育部九年一貫課程

(2003)的以學生為主體，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理念，培養十大基本能力的實施，

測驗評量的方式勢必要有所突破。傳統的「解題測驗」大多是以單一化的總分來

標記學生成就，如此對學生的學習狀況、解題涉及的歷程及需要的知識結構難以

瞭解，導致教師不易解決學生在學習上所遭遇的困難，學生甚而會因評量而扼殺

了學習的動機與興趣。 

考慮函數在真實世界脈絡的例子，才是發展函數關聯最好的方法(van de 

Walle, 2004）。一套「代數推理評量」工具中之問題可考慮由「圖形樣式」及「生

活情境」兩種問題出發，問題中的文字及擇題題目之選項內容則可考慮選自學生

的直觀、背景、生活經驗等；而達到評量工具中的問題情境化、問題的文字及選

項內容適性化的目的。同時考慮學生數學解題所涉及的歷程及需要的知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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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每一個題目依 Mayer(1992)的解題四步驟編製四個推理策略題。本研究研發「圖

形樣式多元表徵」與「生活情境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評量工具，並依據施測結果

進行相關探討。期待本研究過程及成果可被用來瞭解學生由算術基礎的課程轉變

到代數想法上的形成階段、障礙或困難，而作為幫助學童從算術思考成功過渡到

代數思考的參考。 

 

研究目的 

一、(第一年) 透過國小高年級學生在網路上進行之圖形樣式表徵轉換活動(如轉

換成其它圖形樣式、表格、文字、生活情境)，去培養學生運用多元表徵的

彈性，以及推理思考中自編表徵樣式問題的獨創性和一題多變的靈活性。 

二、(第二年) 透過國小高年級學生在網路上進行「圖形樣式」及「生活情境」

兩種表徵之推理解題活動，去培養學生代數推理的發展，以及推理思考中歸

納、演繹的深刻性、一題多解的靈活性及推理方法新穎的獨創性。 

三、(第三年)以上一年學童進行之「圖形樣式」和「生活情境」表徵問題之推理

解題內容為主，依 Mayer (1992)數學解題成分，研發一套具有生活化、情境

化和適性化之國小高年級代數推理評量工具。並進行實徵研究，探討不同背

景之國小高年級學童在此二表徵上的代數推理能力差異，並進一步依 Mayer

數學解題成分分析代數推理能力之間相關與迴歸。 

 

文獻探討 

「代數」是我國國民教育階段九年一貫課程(教育部，2003)數學五大主題之

一。全美數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NCTM], 2000)

在其《學校數學原則和標準》中指示幼稚園至十二年級的「代數（algebraic）」

課程安排，其標準是有關於代數思考和代數概念的發展，其重點是在規律樣式、

函數和使用有幫助的符號分析情境。NCTM(1989）指示，對 5 到 8 年級學童而

言，研讀「樣式」是發展代數推理的一個多產方法。Lee（1996）的教學實驗顯

示透過樣式活動去介紹代數是可能的。較早 Schoenfeld 和 Arcavi（1988）就建議，

可讓學童藉由觀察及文字概括（summarize verbally）樣式幫助他們將算術轉換為

代數。因此樣式活動對小學生代數基礎之奠定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Herbert & 

Brown, 1997; Naylor, 2002） 

樣式可以不同內容呈現，如數字（numeric）或圖形（figures），學校有關代

數所涉及之一般化練習則常由「數列」或「圖形樣式」開始。由於一般人認為圖

形任務比純符號任務有較多基本的元素存在圖形可以展現比較多實際的維度，以

及一些比較偏向以幾何思考的人認為：以圖形內容呈現之樣式會讓任務生動或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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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Orten, Orten, & Roper, 1999）；而且馬秀蘭研究 (2003)指出，高達八成五的

國小高年級學生喜歡樣式以圖形的方式呈現，因為圖形比較簡單、有趣、有創意，

展現提示等。因此「圖形樣式」活動是連結早期代數想法到具體脈絡的一個有效

方法，它對學生之後的學習能提供一個有用、具體的基礎（English & Warren, 

1999）。 

「表徵(representation)」是呈現數學概念最基本的方式，藉由表徵人們可

以瞭解以及使用數學的概念，因而它是 NTCM（2000）指示的五大過程（process）

標準之一。表徵是內部數學思考的歷程，以及外在數學形式的展現(Mayer, 

1992)，透過外在的數學表徵形式，如：圖形、語文、具體物、符號等等，可以

得知學生內部的數學概念思考(NCTM, 2000)。表徵具有如此多樣化的形式，因而

「轉換表徵」之能力是一個影響數學學習與解題表現的關鍵，而且強化或矯正這

些能力有助於基本數學觀念獲得（Lesh, Post & Behr, 1987）。因此表徵在數學活

動中扮演著兩種角色，一為溝通的媒介，另一為運思的材料，教師可藉由這兩種

去發現學生對於數學概念的認知(Lesh, 1987)。因此協助學生發展數學觀念中各

式各樣的表徵，不僅能幫助學生他們自己瞭解數學觀念，而且能應用數學觀念到

新的主題以及能和其他人溝通觀念（van de Walle, 2004）。 

需要用數學觀點做符號表徵、歸納和形式化規律及規則能力的「代數推理

（algebraic reasoning）」是數學的核心(van de Walle, 2004）。培根曾說過：「數學

的目的是訓練我們的思考。」推理和思考彼此關係密切，推理是由舊資料引出新

訊息的思考歷程（Rosser, 1994），Klenk 指出，推理為我們大部分知識之來源(引

自劉福增，1997 譯)，故培養小學生思考的「深刻性」：歸納、演繹，「靈活性」：

一題多變、一題多解，「獨創性」：自編問題、解題方法新穎，以及「敏捷性」：

迅速判斷、反應、結論，此四個構成因素有助於學生推理的能力(林崇德, 1995)。 

由於「推理能力」是了解數學的基本，因此，「數學為推理」是 NCTM(1989)

其四大標準之一；而「數學推理」是被展示成，當學生(a)用嘗試與錯誤及回顧

解答去解題；(b)形成臆測及驗證臆測；(c)創造歸納(inductive)及演繹(deductive)

論證；(d)尋找到達一般化之型組；(e)用空間及邏輯推理。Greenes 和 Findell(1999)

認為學生應該推理的「代數」觀點是：歸納(inductive)及演繹(deductive)推理、表

示式/表徵(representation)、等式(equality)、變數(variable)、函數(fuction)、比例

(proportion)。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三年完成 

一、第一年（2009 年 8 月~2010 年 7 月） 

研究群於網路架設「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以作為本研究溝通、表達的

馬秀蘭   由多元表徵圖形樣式的推理中研發代數推理評量工具之研究 

148



 

管道，此網站又分為「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北區」、「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

站--中區」、「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南區」，另外加上「馬秀蘭教授的公佈

區」。研究開始先建立所有學童、三班導師以及研究者等人之帳號和密碼。要求

導師私下告訴每位學生 帳號和密碼，但不公開，尤其不要讓他們知道帳號中 b, g, 

或 h, m, l 的意義，以免學生被貼上「好或壞」的標記。並要求每位學生保密，

因此為匿名研究。學生是被告之以自己的想法來回應問題，他們解題的表現與其

學業成績完全無關，自己想的是最好的。「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如【圖一】

所示。 

 

【圖一：馬秀蘭教授第一年的教學網站】 

 

研究群隨機挑選台灣北部、中部、南部地區各一所國小之中的高年級一班，

共三班，約100位學童(各34、28、34位)，讓這些學童以其先備知識、生活經驗

為基礎，透過網路進行圖形樣式的表徵轉換活動，即將研究群在網路上所佈的圖

形樣式轉換為其他的圖形樣式、文字、表格及生活情境。 

研究群第一年共佈 9 大圖形樣式題(每一題有 4 種型式轉換)。其中圖形樣式

是依據 Owen (1995)提出的「序列」樣式、Hargreaves et al. (1999)研究數字序列

的分法，以「線性(linear)序列」（連續圖形或數字間的差距為常數的序列）、「二

階(quadratic)序列」（連續圖形或數字間的差距形成一種線性序列）兩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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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學期研究群陸續設計及佈 4 種圖形樣式題(第一題~第四題)，樣式中之

圖形依序包括：小棒、X 形、小方塊及小黑圓點，它們皆屬「線性序列」樣式題，

其是指連續項的差是常數之序列。有些成比例(如第二題：y=2x；第四題：y=5x)，

有些不成比例(如第一題：y=3x+1；第三題：y=4x+1)。第一題~第四題之佈題日

期分別在 2009/10/9、2009/11/18、2009/12/23、2010/1/6。在下學期研究群繼續陸

續設計及佈 5 種圖形樣式題(第五題~第九題)，及【心得分享】中三個整合性問

題。樣式中之圖形依序包括：小星星、黑圓點、小黑方塊、小圓點及小小圓點，

其中第五題及第七題屬「線性序列」樣式題，二者皆成比例(如第五題：y=3x；

第七題：y=6x)，而第六題(y=n2)、第八題(y=1+2+3+…+x)及第九題(y= (n+1)2-1)

則屬「二階序列」樣式題，此則是指連續項的差所構成之樣式的差是常數的樣式。

第五題~第九題之佈題日期分別在 2010/2/23、2010/3/12、2010/3/31、2010/4/27、

2010/5/12，【心得分享】2010/5/25。 

藉由這樣的活動引導學生培養思考中自編表徵樣式問題的「獨創性」、一題

多變的「靈活性」以及創造力(生活情境表徵之能力，即擬題能力，以廣義的觀

點而言，即是一種創造能力)。而其所轉換之其他圖形樣式、生活情境表徵之問

題成為第二年網路佈題的依據，包括正確、不正確、瑕疵的類型，都是佈題內容

的參考(馬秀蘭，2010)。 

 

二、第二年（2010 年 8 月~2011 年 7 月） 

研究群首先於網路架設「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 2」以作為本研究溝通、表

達的管道，此網站又分為「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 2--北區」、「馬秀蘭教授的

教學網站 2--中區」、「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 2--南區」、「馬秀蘭教授的教學

網站 2--苗栗區」，另外加上「馬秀蘭教授的公佈區-2」，共有 5 個討論區，其

中「2」乃為了與第一年網站「1」區別。其次研究群以學童、導師以及研究者等

人之代號去建立這些參加者之帳號和密碼。「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如【圖二】

所示，其中「馬秀蘭教授的教學網站 1」為本研究上一年(第一年計畫)之網站。

上網實施方式與第一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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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馬秀蘭教授第二年的教學網站】 

 

研究群隨機挑選台灣北部、中部、南部、以及苗栗地區各一所國小中之高

年級一班，共四班，共 120 位學童(各 32、29、34、25 位)一起上網參加討論，

其中只有中部地區學童與上一年相同，其它三地區都是新加入的樣本。讓這些學

童透過網路發展代數推理解題活動。網路上所佈題目是來自第一年學生上網所進

行的轉換其他的「圖形樣式」及「生活情境」兩種表徵內容，研究群挑選出現頻

繁或有創意變化，且符合學童日常生活情境以及適合原圖形樣式的表徵內容，進

行文字的潤飾，讓佈題題目更清楚、通順，其中包括與數學概念相關的正確表徵

以及瑕疵或不正確表徵。學童所發表之正確、不正確、瑕疵的推理解題過程、想

法，是第三年編製代數推理評量工具的參考(馬秀蘭，2011)。 

研究群第二年共佈 8 大題，延續第一年的圖形樣式種類，並加入「逆推」（根

據所察覺的規律，運用逆推法找到未知的圖 n）的題型。在上學期依序佈下四個

問題(第一題 P1~第四題 P4)，其佈題日期分別在 2010/10/22、2010/11/16、

2010/12/23、2011/1/7。P1、P2 及 P3 三題皆與「線性」樣式題有關，其是指連續

項的差是常數之序列，即 P1：f(x)=2x，P2：f(x)=4x+1，P3：f(x)=5x。P4 則與「二

階」樣式題有關，此是指連續項的差所構成之樣式的差是常數的樣式，即 P4：

f(x)=x2。在下學期又依序佈下四個問題(第五題 P5~第八題 P8)，其佈題日期分別

在 2011/3/3、2011/3/30、2010/4/30、2010/5/17。P5 及 P6 兩題與「線性」樣式題

有關，即 P5：f(x)=6x，P6：f(x)=3x。P7 及 P8 兩題與「二階」樣式題有關，即

P7：f(x)=x(x+1)/2，P8：f(x)=(x+1)2-1= x2+2x。從 P6 起，讓學生嘗試將具體情境

中之問題列成含有□、X、Y 等符號的算式，藉此「未知數」運用，完成代數的

前置經驗。而在 P8 中，除了遵循 P6 及 P7 之題目(但將未知數「□」改成「X」)，

額外並列出「瑕疵或不正確」的解題推理過程，讓學生去發覺錯誤。 

 

三、第三年（2011 年 8 月~2012 年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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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代數推理評量工具，並進行實徵研究。此為本計畫主要目的，將呈現於

「結果與討論」中。 

 

結果與討論（含結論與建議） 

一、發展代數推理評量工具 

2011 年 8 月~2012 年 1 月進行代數推理評量工具的編製、修正、預試施測。

研究群依據第二年學生在網路解題發表中有代表性之正確、有瑕疵或不正確之資

料，依循 92 年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數學領域代數主題能力指標、分年

細目，例如：5-a-03 能解決使用未知數符號所列出的單步驟算式題，並嘗試解題

及驗算其解；6-a-02 能使用未知數符號，將具體情境中的問題列成兩步驟的算式

題，並嘗試解題及驗算其解；6-a-03 能利用常用的數量關係，列出恰當的算式，

進行解題，並檢驗解的合理性；6-a-04 能在比例的情境或幾何公式中，透過列表

的方式認識變數。同時參考南一版數學教學指引(黃金鐘，2010，2011a，2011b)

有關圖形樣式研究(內容信度)，去編製評量工具中之問題。考慮學生數學解題所

涉及的歷程及需要的知識，因此每一大題依 Mayer(1992)解題二階段下之四個子

步驟去編製四個小題之解題策略(甲、乙、丙、丁)，以做為逐項結構性的評量，

Mayer 的數學解題成分與代數推理評量工具各小題對照，如【表一】所示。 

 

【表一 Mayer 的數學解題成分與代數推理評量工具各小題對照】 

Mayer

數學

解題

成分 

階段 (一)問題表徵 (二)問題解決 

解題

成分 
1.問題轉譯 2.問題整合 

3.解題計劃及監控

4.解題執行 

知識

類型 

語言知識 

語意知識 
基模知識 

策略知識 

程序性知識 

代數

推理

評量

工具 

小題

敘述

範例 

小題甲： 

這個問題要

我們回答什

麼？ 

小題乙： 

假如布魯克發

現每多一個菱

形就多 X 條

邊，請問 X 是

多少？ 

小題丙： 

假如把題目

的意思列成

一張表，依此

方法，□會是

多少？ 

小題丁： 

以下哪一個是本題

的算式？ 

 

在編製工具過程中並與多位專家討論(專家效度)，歷經過8次的修正，於2012

年1月初完成評量工具，其包括「圖形樣式多元表徵」、「生活情境多元表徵」代

數推理評量工具二卷，而二卷中問題的樣式變化規律是相互呼應的，如【附錄】

所示。二卷皆各有10大題，每1大題各有4個小題，故每卷共有40小題，每一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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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選擇題，答對1題得1分，總分共40分。並於2012年1月中旬進行預試，二卷

預試對象為苗栗縣市、彰化縣台中市某3所國小各115及108位國小高年級學童

（五、六年級生各110,113位）。根據預試的結果進行試題的難度、鑑別度分析，

進行第9次的修正。依據Ebel和Frisbie (1979)，試題鑑別度應在.2以上，高於.4則

為優良試題，及吳明隆（2006）難度在0.4~0.8屬於非常優良的試題；因此將二卷

鑑別度在.2以下、難度在0.4~0.8以外之試題做修正，最後才完成正式評量工具。

其信度的Cronbach's α值各為.894、.817，顯示此二卷評量工具有良好的信度。其

中二卷代數推理評量工具各大題屬性如【圖三】所示，其中「逆推」是指給予答

案，再根據所察覺的規律，運用逆推法找到未知的圖n或項次。 

 

【圖三  二卷代數推理評量工具各大題屬性】 

 

二、代數推理評量工具的實徵研究 

正式施測於 2012 年 3 月底進行。實徵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臺灣國小五、六

年級學生，施測樣本採分層比例抽樣方式，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12)「教育統計

資訊服務網－國民中小學校概況統計」，北、中、南、東部區域的班級數大約為

3：2：2：1(東部不足 1，但以 1 計)，最後正式施測四區 17 個班級，有效樣本人

數分別為 175, 108, 112, 65 人，共 460 人（五年級 219 人、六年級 241 人）。 

「圖形樣式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評量工具正式施測結果，顯示各小題的難度

介於.30~.97，鑑別度介於.20~.66 (除了 3 甲、4 甲、7 甲、10 甲太低之外)。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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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工具的題目難度為.68，鑑別度為.40。「生活情境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評量工具

正式施測結果，顯示各小題的難度介於.33~.83，鑑別度介於.20~.76。而整卷工具

的題目難度為.62，鑑別度為.50。因此二卷評量工具符合測驗題目的品質指標。

而二卷評量工具信度的 Cronbach's α 值各為.817、.894，顯示此二卷評量工具有

良好的信度。 

本實徵研究對象為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國小高年級」學童共460人，

研究結果如下： 

研究結果如下： 

(一) 針對圖形樣式和生活情境，學童在「線性序列」的代數推理能力均顯著高

於其在「二階序列」的代數推理能力。 

(二) 針對圖形樣式和生活情境之「線性序列」，學童在「圖(項)次差距為相同倍

數」的代數推理能力顯著高於其在「圖(項)次差距為相同倍數和逆推」及「圖

(項)次差距為相同差距」的代數推理能力。 

(三) 針對圖形樣式之「二階序列」，學童在「階差為 1 的線性序列和逆推」的

代數推理能力顯著高於其在「階差為 2 的線性序列」及「階差為 2 的線性

序列和逆推」的代數推理能力。 

(四) 針對生活情境之「二階序列」中，學童在「階差為 1 的線性序列和逆推」

的代數推理能力顯著高於其在「階差為 2 的線性序列」；學童在「階差為 2

的線性序列和算術式」的代數推理能力，顯著高於其在「階差為 2 的線性

序列和代數式」的代數推理能力。 

(五) 針對圖形樣式和生活情境，不同性別、年級、區域之學童的代數推理能力

均無交互作用。且男、女生的代數推理能力均未達顯著差異。但在「圖形

樣式」，六年級學童代數推理能力顯著高於五年級學童，在「生活情境」，

五、六年級學童代數推理能力未達顯著差異。 

(六) 針對圖形樣式和生活情境，北部區域學童的代數推理能力顯著高於中部區

域及南部區域學童，但北部區域與東部區域學童的代數推理能力未達顯著

差異。 

(七) 學童在「圖形樣式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能力，反應 Mayer 數學解題成分中

之「問題轉譯」、「問題整合」二個變項可預測「解題計劃及監控、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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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45.9%的變異量。其迴歸方程式為：「解題計劃及監控、解題執行能

力」＝-0.073＋0.203「問題轉譯能力」＋0.316「問題整合能力」。學童

在「生活情境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能力中，反應「問題轉譯」、「問題整

合」二個變項可預測「解題計劃及監控、解題執行」59.5%的變異量。其迴

歸方程式為：「解題計劃及監控、解題執行能力」＝0.149＋0.214「問題

轉譯能力」＋0.338「問題整合能力」。 

(八) 「圖形樣式多元表徵」與「生活情境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評量工具二卷之

相關係數為.764，「圖形樣式多元表徵」可預測「生活情境多元表徵」58.3%

的變異量。其迴歸方程式為：「生活情境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能力＝0.420

＋0.899「圖形樣式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能力。 

 

三、建議 

(一) 樣式的種類多元，本研究代數推理評量工具的圖形樣式共 10 種，主要

分成線性序列、二階序列，未來研究可持續發展，納入更多圖形樣式之類型，建

立更豐富、完善的代數推理評量工具。 

(二) 一般圖形樣式的試題都是觀察後直接填入答案，本研究是依據 Mayer 

(1992)數學解題成分編製各小題，有引導作用。後續研究可採比較對照，一是直

接解題(只做本研究工具的小題丁)，一是經由四個步驟引導解題（即本研究工具

的小題甲、乙、丙、丁），再比較兩種方式之答對率是否會有所差異。 

(三) 基於研究倫理，因而實徵研究之樣本的基本資料有限，若未來研究可取

得樣本之數學成就資料，例如某次月考數學筆試成績、學期數學成績、畢業數學

成績…，則可進一步探討學童代數推理能力、數學成就間彼此可預測的關係，並

建立預測迴歸方程式。 

(四) 學童在「二階序列」及「逆推」的代數推理能力明顯較低，建議教師在

教學現場或生活情境佈題上，可多加入「二階序列」題型，加強學童對樣式規律

察覺的能力，豐富學童的樣式察覺經驗；另一方面，建議在生活情境或具體情境

的佈題上做修正，調整正向題型與逆向題型比例，讓學童不只能結合各個條件，

求得答案，也能由答案反推所需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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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圖形樣式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評量工具 

第 7 題 

小朋友請參考下列圖形樣式，120 個方形最多可排出圖 n，請你(妳)預測圖 n 是

多少？ 

 
 (    )甲：請問這個圖形樣式的圖 4 有多少個方形？ 

(1) 3 個方形。 

(2) 4 個方形。 

(3) 6 個方形。 

(4) 10 個方形。 

 (    )乙：按照此圖形樣式，可以發現圖 4 再排幾個方形就能排出圖 5？ 

(1) 1 

(2) 2 

(3) 5 

(4) 6 

 (    )丙：假如把題目的意思列成一張表，依此方法，則下列哪一△的結構不

合理？ 

圖 1 2 3 4 5 

結構 1 1+2 1+2+3 1+2+3+4 △ 

個數 1 3 6 10  

(1) △ ＝(1+5) 52 

(2) △ ＝105 

(3) △ ＝10+5 

(4) △ ＝1+2+3+4+5 

 (    )丁：以下哪一個是本題的算式？ 

(1) 12015＝8 

n＝8 

答：圖 8。 

(2) 120-(1+2+3+4+5+6+7+8+9+10+11+12+13+14+15)

＝0，n＝15 

答：圖 15。 

(3) 12010＝12，n＝12

答：圖 12。 

(4) 1208＝15，n＝15 

答：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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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境多元表徵」代數推理評量工具 

第 7 題 

阿兩想買 1 台腳踏車，於是他開始存錢，第 1 天他存了 10 元，第 2 天他存了 20

元，現在他總共有 30 元，第 3 天他存了 30 元，現在他總共有 60 元，依此規律，

現在有一輛腳踏車售價 1200 元，則阿兩必須存到第幾天才買得到？ 

(     )甲：要解答這個問題，有哪個資料不知道，仍然可以計算？ 

(1)第 1 天存了 10 元。 

(2)第 2 天存了 20 元。 

(3)第 3 天存了 30 元。 

(4)第三天總共有 60 元。 

 (     )乙：依照題意推理，阿兩到第四天總共存多少錢？ 

(1) 40 元 

(2) 80 元 

(3) 90 元 

(4) 100 元 

 (     )丙：假如把題目的意思列成：第 X 天存 Y 元，總共有 Z 元，則以下

哪一個列式能正確表達 X 、 Y 、 Z 之間的關係？ 

(1)  Y ＝10  X， 10+20+30+…+ Y ＝ Z  

(2) 10+20+30+…+ X ＝ Y  

(3) 10  X ＝ Z  

(4) 10  Y ＝ Z 

 (     )丁：以下哪一個是本題的算式？ 

(1) 用 1200 元去減第 1 天存的錢、第

2 天存的錢、第 3 天存的錢...，

1200-(10+20+30+40+50+60+70+8

0+90+100+110+120+130+140+15

0)＝0，發現到第 15 天剛好剩 0

元，所以要存到第 15 天才有 1200

元。 

答：第 15 天。 

(2) 用 1200 元去減第 1 天存的錢、第 2

天存的錢、第 3 天存的錢...，減到第

15 天剛好， 

而第 15 天存 150 元， 

所以 1200150＝8。 

答：第 8 天。 

(3) 每天多存 10 元， 

所以 1200 元要花 120010＝120

天。 

答：第 120 天。 

(4) 到第 4 天總共存了 10+20+30+40＝

100 元，1200100＝12， 

所以需要存到第 12 天。 

答：第 1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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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之目的在建構以數學學習困難學生數學教學知能之專業成長為目標、

合作學習為主體之系統化、結構化、適性化且具隱性知識誘導的教師「適性化數位

合作學習模式」，再據此模式進行系統之設計與建構，並探討此系統對提升教師數

學教學知能之成效。 

為達上述目的，本系列研究分三年實施。本年度（第三年）研究之目的在依據

前二年計畫所發展之「適性化問題導向教師數位合作學習模式」與「適性化教師數

位合作學習系統」進行實驗。本年度採質量並重的研究方法，以國小教師與其數學

學習困難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教師適性化數位合作學習之實證性研究，本研究量

化研究部分採等組前後測控制組實驗設計以探討教師參與數位合作學習前後在「數

學教學知識」、「數位合作學習歷程」與「數學學習困難個案問題解決能力」與其

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個案在「數學學習認知評量」與「學生數學學習態度評量」等學

習成效量化資料之差異情形；本研究亦採質性研究探究參與教師的數位合作學習

歷程（如教學案例討論、實際個案討論情形），並搜集教師的教學歷程檔案與學生

的學習歷程檔案，透過深度訪談、問卷、課堂觀察、歷程檔案評量及其他相關文

件分析來瞭解教師與學生在數位合作學習歷程中數學教學實作與數學學習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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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以探討此一「適性化問題導向合作學習模式」對提昇教師數學教學知能與學

生數學學習的影響，以及對數學學習困難學生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興趣、態度與

自信心的影響，以驗證適性化數位合作學習對促進教師在數學教學知能專業發展之

有效性。本研究結果發現，適性化教師數位合作學習確能有效促進教師在數學學習

困難學生數學教學知能之專業發展，進而提升絕大多數數學學習困難學生的數學學

習動機、興趣、態度、自信心與數學學習成效。 

 

關鍵詞：適性化數位合作學習、網路學習社群、數學教學、數學學習困難學生、 

教師專業發展 專業知能 

 

Abstract 

The primary purposes of this three-year study were: (1) to construct an adaptive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for developing teachers’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bout teaching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 first 

year); (2) to develop an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latform for teachers, which 

was used for experiment of the proposed model and examine the adequacy of the 

platform (the second year); (3)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latform(the third year).  

During the third year study, the triangulation design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daptive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latform.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 equivalent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the platform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bout teaching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addi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iences of the teachers in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rocesses and 

teaching practice as well as the learning processes of their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Evidence for teacher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with 

underachievers in mathematics and competencies of teachers,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earning motivations, self-confidence, and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m were collected using the methods such as tests,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n-depth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document analysis, peer 

assessment and portfolio assess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adaptive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latform was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bout teaching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also ha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earning motivation, interest, attitude, self-confidence,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of 

their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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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web-based learning community, 

mathematics teaching,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1. Introduction 

In spite of decades of educational reform to address the achievement gap,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No Child Left Behind and the Equity Principle stated by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educators still face the challenge of 

meeting needs of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Adaptive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problem solving based on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and cognitive 

traits have become the challenges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ue to formal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are overvalued while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is neglected at 

the stage of teacher education, most pre-service and in-service teachers fail to apply the 

formal knowledge in real teaching situations and lack professional judgment and 

self-study practices (Fenstermacher,1994). Therefore, realiz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ideals 

“to provide education that meets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students and leaves no one 

behind” depends 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ch further relies on (1) an 

effective model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 adequate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with a diversity of learners, and (3) channels for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timely assistance. 

Web-based learning community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n effective model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McConnell, Parker, Eberhardt, Koehler, & 

Lundeberg, 2012) ;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imitations in the study of teacher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virtual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and the followings are 

still left to be improved: (1) the lack of systematic learning and interactive procedures; (2) 

the lack of guidance of implicit knowledge and methods for constructing practical 

knowledge; (3) neglige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team roles in virtual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cess; and (4) a lack of assessment to evaluate and monit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students’ growth i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interest, and 

self-confid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was to construct and evaluate an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bout teaching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Role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proposed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an 

e-Learning platform was developed and used for experiment of the proposed model.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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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blem-based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Evidence for teacher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with underachievers in mathematics and competencies of teachers,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learning motivations, self-confidence, and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m were collected using the methods such as 

tests,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n-depth inter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document 

analysis, peer assessment and portfolio assessment. 

 

2. Metho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daptive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a concurrent mixed methods research design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an adaptive versus traditional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applied.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nts of this project were explored by analyzing online 

discussions, such as discussions of teaching cases and actual cases in pursuit of an insight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of the teachers throughout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rocess, an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adaptive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enhance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for teachers.  In the following subsections,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are given in detail. 

 

2.1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32 teacher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 = 16) were given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based on their individual evaluation results in the Team-Role Self-Perception Inventory.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n = 16) were given randomized role assignment, 

irrespective of the results in the Team-Role Self-Perception Inventory.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grouped into four groups for web-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2.2. Procedure 

The procedure of the experiments was as follows: First,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asked to take a pre-test via an on-lin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which 

aimed to assess knowledge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about mathematical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is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consisted of three sections: mathematical content knowledge,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and knowledge of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Next,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anded adaptiv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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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ments (e.g., coordinator, evaluator, summarizer, and encourager) based on their 

individual evaluation results to be carried out in various stages of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They were asked to discuss individual cases of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group members and construct solu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cedure outlined in the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which consists of 

nine stages: introduction, identify problem, construct adaptive collaborative team, define 

the problem, analyze the problem, construct solutions, implement solutions, evaluate the 

results, and summarize the solutions).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quired to follow the same procedure to 

discuss and solve problems of their individual cases of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case by case.   

All discussions were automatically recorded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Other 

instruments employ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elf-Evaluation and 

Mutual Evaluation Scale” and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Solutions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The question items for self-evaluation feature the dimensions of 

“personal contribution and learning,” “group interactions,” and “collaborative 

experience.” Mutual evaluation focused on the five aspects of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team spirit, and innov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ese 

evaluations is for the teachers to weigh up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mselves and others and 

the quality of collaboration throughout the experience. At the end of each case study,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nduct self-evaluation and mutual evaluation. In this way, the 

participants were able to examine their collabor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results would constitute a quantitative basi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uccess 

for the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in this study.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so required to fill out the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Solutions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following each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ession. The question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involved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ir 

final solutions to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 

accuracy, research potential, creativity, and presentation of solution programs. Their 

answers would serve as another quantitative basi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uccess for the 

adaptiv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in this study.  

After the experiment was completed, the teachers were asked to take a posttest via 

the on-lin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system and answer a questionnaire. There were 

seven close-ended questions and seven open-ended questions in this questionnaire. The 

question items in the questionnaire were concerned with the teachers’ acceptance and 

feedbacks toward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e teachers 

experienced before, as well as whether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contribute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a better 

command of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with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an improved teacher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 of for student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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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3. Results 

 

3.1 Pretest and Posttest Results 

The pretest aimed to ensure that both groups of teachers had the equivalent 

knowledge required for teaching math to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pretest were 54.38 and 12.89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53.31 and 7.40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test result (p = 

0.114), it is evident that the two groups of teachers had equivalent knowledge prior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experiments.  

Arvey and Cole (1989)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use of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 with a pretest measure covariate is the best approach for testing the effects 

of training because it increases power and is superior to other statistical approaches, such 

as repeated measures ANOVA and posttest-only designs, especially when sample size is 

small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ependent measures is high, as was the case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refore, to examine how the two groups were affected by the interventions in 

terms of teacher’s knowledge about mathematical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 on posttest 

scores, with the pretest as the covariate, was conducted. 

Since the sample siz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small, we investigated the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the normality of the sample distribution, and the linearity between covariate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Ge & Land, 2003; Mertler & Vannatta, 2002; Nam & 

Smith-Jackson, 2007) before analyz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Levene’s test for 

equality of variances indicated that the varianc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 > 0.05), suggesting that the samples had homogenous variances.  Further, 

the skewness and kurtosis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in the control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nalyz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distribution satisfied the 

normality criterion. The data indicated that all the distributions exhibited normal 

skewness and kurtosis; that is, the samples had normal distribution of data.  A bivariate 

scatterplot was then examined to assess for the existence of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scores. The shape of the scatterplot suggested that the assumption 

of linearity betwe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covariate was met (Mertler & 

Vannatta, 2002).  

Table 1 shows the ANCOVA results of the post-test and the original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are also presented. The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post-test 

were 62 and 6.63 for the control group, and 72.29 and 2.93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ults of ANCOVA showed that the teach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osttest score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F = 11.20, p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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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the innovative approach t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helpful to 

teachers in improving their knowledge concerning mathematical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both group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gains from pretest to posttest (p<.05). 

 

Table 1 

 Descriptive data, ANCOVA, and effect sizes of the posttest results  

 

Experimental group Control group 

F p η2 
N Mean SD 

Adjusted 

mean 
N Mean SD 

Adjusted 

mean 

posttest 16 72.29 2.93 72.15 16 62.00 6.63 62.16 11.20 .007* .528 

＊P＜.05 

 

3.2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cess  

    Both groups partook in a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gram offering approximately 24 

hours of sustained teacher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group discussion and learning spread 

out over 12 weeks. Once every four weeks, they were asked to conduct self-evaluation 

and mutual evaluation of thei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in evaluation result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the control groups is given 

below: 

 

3.2.1 Self-evaluation results 

   From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elf evaluation score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ean 

scores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the dimensions of “personal contribution and 

learning,” “group interactions,” and “total scores” were rising steadily. The control group, 

by comparison, only showed gradual increase in mean score in “personal contribution 

and learning” while registering fluctuating scores in other items. 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as collaboration deepened with time with adequate role assign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higher tendency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group discussions, which is 

helpful in improving personal contribution and learning and group interaction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characterized with a greater willingness to share their tacit 

knowledge, enrich their learning, and build friendl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group 

members.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contrary, registered an apparent lack of motivation 

and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collaboration and a failure to form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s, 

possibly as a result of randomized role assignment. This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interactions and attitude for collaboration among group members. Therefore, the mean 

scores of self-evaluation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rising steadily as opposed to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though it was found that the teach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higher self 

evaluation score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e.,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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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point (TE1) were 188. 65 versus 186.61; TE2 were 198. 65 versus 192.38; 

TE3 were 203. 89 versus 191.57),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with the only 

medium effect size (η2＝.106) occurring in the second-round self-evaluation scores in the 

dimension of “group interactions”.  The reason for the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uld 

be due to the small sample size or the short du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Yoon, Duncan, Lee, Scarloss, and Shapley (2007) found tha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offering between 30 and 100 hours of sustained teacher learning 

opportunities spread out over 6-12 months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might be derived if the 

sample size is large enough or if the duration of the program is longer. 

 

3.2.2 Mutual evaluation results 

Both groups gave full scores in all items in the last two rounds of mutual evaluation. 

It is clear that after two month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eachers in both groups had the 

highest regard for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ir group mates.  A series of one-way ANOVA 

using role assign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as conducted to see if there is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utual evaluation scor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reveal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mension of 

“innovation” (p =.009, p＜.01. η2 =.245), near-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imensions 

of “team spirit” (p =.06, η2 =.134) and “total scores” (p =.056, η2 =.14), which represents 

a large effect size in the first-round mutual evaluation scores.  In addition, both groups 

registered a medium to large effect size in the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dimensions (.067, .088, and .113 respectively). In sum,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utper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on the first round of mutual evaluation conducted 

after 4 weeks of participation into th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gram.  Probably as a 

result of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which make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more time-effici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xhibited greater capacity for positive mutual exchanges, active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and promotion for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Teach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also better at inspiring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teaching mathematics with students.   

 

3.3 Result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solutions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A series of one-way independent-samples ANOVA with role assign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was conducted to see if there is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between both groups toward their case-by-case solutions to teaching 

mathematics. The results exhibi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search potential,” 

“creativity,” and “total scores” dimensions (p =.018, .033, .038, p ＜ .05) and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organization,” “accuracy,” and “presentation of final 

product” dimensions (p =.139, .143, .192, η2 =.089, .087, and .070 respectively) which 

represents a medium-range effect siz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utper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overall production of solu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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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3.4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After the experiment was completed, the teachers were asked to answer a 

questionnaire with a five-point Likert-scale, where 1 represents “strongly disagree” and 5 

represents “strongly agree”.  It wa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teacher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00%, the control group: 88%) considered this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approach 

helpful in creating a space conducive to meaningful professional teacher growth, and all 

of the teachers would like to use this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system in the future.  

From the “technology” perspective, participants expressed satisfaction with using of this 

system as a forum for teachers to collaborate, communicate, solve authentic teaching 

problems in realistic contexts without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is system is 

easy to use (M Experimental=4.56 to 5, M Control=4.18 to 4.57 ). Moreover, most of the 

teachers considered this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approach helpful in increasing their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bout mathematical teaching for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the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dimension, the average rating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concerning the teachers’ knowledge of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with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teacher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 

for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were 4.68 and 3.75, respectively.  

From the “usefulness” perspective, most of the teachers preferred this innovative 

approach to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Relevant feedback can also 

be found in other questionnaire items, such as “I would recommend this system to others”,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I 

would like to know if this system could suppor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other 

subject areas, and I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as well”.  The average rating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for the “usefulness” dimension were 4. 89 and 4.05,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the open-ended questions helped to capture the richness 

and depth of the teachers’ feedback. Most feedback from the participants was very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at thi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 greatly enhances their problem-solving capabilities for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Moreover, all of the regular education teachers 

(n=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ree out of four regular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believed that thi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cess helped them 

reconceptualize students' problems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and increase their knowledge 

of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whereas two out of thre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one out of four speci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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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indicated that they learn more about the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PCK) of mathematics and PCK with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remarked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web-bas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program and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y found it delighting and refreshing working along with 

teachers of different fields (e.g., mathematics teacher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regular education teachers), that this program would be helpful in inspiring many creative 

ideas in teaching, and that they could conduct online discussion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mathematics teaching without having to commute to and from school (or 

their residence).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16) concurred that 

their group had a friendly atmosphere and that tasks and roles were well assigned, 

making the experience a pleasure, while only two out of 16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hold the same view.   

 

3.5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rocess 

Analysis of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rocess was conducted by means of online 

discussions (e.g., discussions of teaching cases and actual cases) between the teachers to 

explore their experience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n this study and to examine how this 

process affected the teacher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The online discussions were 

analyzed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the three categories were found: team role 

assignment, levels of knowledge, and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of role takers.  

Details are given below:  

 

3.5.1 Team role assignment 

The nature of team role assignment in this study is adaptive, in stark contrast to 

randomized team role assignment of the past.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different roles in 

the team based on their personal attributes. From the records of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rocess, it was found that encouragers in the adaptive group were in the habit 

of offering timely encouragement to group members to keep brainstorming new ideas. 

The encouragers were also good at building friendly atmosphere which united the group 

in a way that facilitated open discussions and sharing of experience. The adaptive group 

members were keenly aware of the assigned role of each other, and each member played 

his role faithfully and completed all assigned task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Moreover, the member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well-coordinated and 

well-communicated. In comparison, member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largely confused 

in operation and at a loss as to what task they were supposed to perform in a certain stage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Members in the adaptive group might be more easily adjusted 

to their own role assignment because their roles were assigned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朱慧娟   適性化數位合作學習導向之教師專業發展研究--以數學學習困難學生數學教學知能之專業發展為例(III) 

170



attributes, which made it easier for them to complete the tasks successfully and discuss 

problems from a number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 generate effective solutions to 

student difficulties. 

 

3.5.2 Levels of knowledge 

Teach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prone to describe only the superficial aspects of a 

problem in group discussion. They asked many questions that start with “what” and a few 

that start with “how,” but failed to explore a problem in depth. Consequently, implicit 

factors behind problems were left unexplained. For example, one teacher in this group 

briefly talked about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principles in group discussion, but 

none of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raised questions or asked for details, which means the 

tacit knowledge behin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theories was not explained in detail. 

This caused the group members to be unaware of the deeper meaning and rationale 

behind the tacit knowledge and the procedure and timing for using that knowledge. 

Participants in the adaptive group, on the other hand, were more exposed to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conversations and more willing to share teaching knowledge with group 

members. They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level of exchange of knowledge and the 

depth and quantity of questions they posed to each other. By frequently posing questions 

beginning with why, when, and how, they created opportunities to acquisition of deeper 

knowledge and brainstorm new ideas, on which they constructed their own schematic 

knowledge(knowing why), strategic knowledge(knowing when),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knowing how) (Shavelson & Huang , 2003), higher cognition (Kurfiss, 1988), 

and the ability to set goals and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This might be the reason 

behind their improved capability to develop many and varied solutions to a problem. 

 

3.3.3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of role takers 

The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of role takers of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derived from the analyses of online discussions during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rocess.  First, the coordinator in the adaptive group contributed to 

collaborative learning by resorting to rational thinking and objective insights to inject 

order into a disorganized discussion. The coordinator guided others to conduct analysis of 

implicit factors behind a problem using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rocess to ensure that 

discussion would run smoothly and not wander out of focus. The coordinator also 

guarded against excessive professional viewpoint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luttering 

up the real purpose of discussion. By contrast, the coordinator in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succeed in either providing a clear explan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a problem or 

leading group discussions. Therefore, the coordinator failed to play his assigned role 

properly, which resulted in the group’s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definition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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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nd lack of coherence in group discussions.      

In addition, the summarizer in the adaptive group was better at making a concise, 

to-the-point summary out of a complex discussion. This allowed the summarizer to 

sketch an outline of the core of a problem and the content of discussion to facilitate the 

group’s understanding, 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The summarizer in the 

control group, by comparison, often failed to make a timely summary of the content of 

discussions. Consequently, other members in the group were not able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of a case or the nature of a problem, which prevented them from asking 

questions.  

Moreover, the encourager in the adaptive group was in the habit of paying 

compliments to hard-working group members, which had a motivating effect because 

those who were praised became more active in contributing their insights. By contrast, 

the encourager in the control group failed to provide th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needed to steer discussions toward more tangible statements.      

 

4.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This project aimed at 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and problem-oriented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Based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which centers o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cognitive theories and the concepts of e-learn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fulfill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helping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solve their mathematical learning problems.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the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Based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latform” was developed and experimented in 

this study to explore the roles teachers should play while working with others in a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teachers’ personal attributes 

and the roles they play in a team of collaborative learner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and the results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given in detail below:  

First of all,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in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is more 

helpful in bringing abou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than 

randomized role assignment in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As suggested by the 

experiment, the teach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experienced substantial growth 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hich covers a great variety of knowledge required for teaching math to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cluding mathematical content knowledge,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and knowledge of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y also developed collabo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Moreover,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allowed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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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to surpass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a short time span of 12 weeks. With their roles adaptively assigned based 

on their personal attributes, participants in the adaptive group were able to perform 

different functions in a team of collaborative learners without worrying too much about 

confrontation. As a result, they were able to immediately begin to function smoothly as a 

team since they spent little time accommodating each other and more time discussing 

cases of mathematics learning difficulties, by which they acquired more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from each other. The control group, however, did not register the same level 

of performance in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probably because they had to spend more 

time getting to know and getting used to each other. Therefore, while teach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achieved substantive knowledge development by the end of the experiment, 

they still lagged behind compared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adaptive group. From this 

study, it is evident that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in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is more 

helpful in bringing abou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skill 

development for regular education and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han randomized role 

assignment in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Moreover,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in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is more 

helpful in facilitat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generation of effective solutions than 

randomized role assignment in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From the experiment, it 

is clear that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in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model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otivation of participants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s the name sugges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meant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stead of resorting to consultation 

to look for answers as in typical teamwork. Under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the 

participants exhibited a higher motivation for problem-solving by showing active 

response and feedback. They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trusted in each other, and imitated 

each other. As highly motivated learners, they employed knowledge more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in search of solutions to a problem. This kind of attitude drove them to work 

hard toward achieving their goal in learning. 

In addition, participants in the adaptive group all concurred that their solutions to 

mathematics learning disabilities were better suited to the needs of the student as well as 

the expectations and intentions of the teacher in question. Moreover, the solutions they 

generated were evidently more helpful than the ones conjured up by teach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fore, it is concluded that adaptive role assignment is more helpful in 

facilitating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and generation of effective solutions than randomized 

role assign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adaptive 

problem-based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platform was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 about teaching students with 

mathematical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us a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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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influential factors on virtual collaborative e-learning and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e effective web-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for 

promoting knowledge and relevant capabilities of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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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 ADHD 學童的「注意力」、「工作記憶力」、「後設認知能力」與「數常

識」間之因果結構關係，並比較正常學生與 ADHD 學生之徑路結構關係模式是否具有等同關係，

以分析正常兒童與 ADHD 兒童在數常識上學習障礙之影響因素。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樣本

取自雲嘉南地區 12 所國民小學 5 & 6 年級，共 24 班 705 位學生。利用 SPSS 與 Amos 進行資

料分析，獲得以下重要結論： 
1、利用Amos貝氏混合模式分析，可以有效分辨出ADHD兒童，我國國小高年級學童ADHD的流行

率約為9.4%。依混合模式分析結果，兩類ADHD兒童判定的截斷分數為: 

(1)注意力缺陷分數大於或等於25，而且過動分數小於或等於16，即可視為注意力缺陷兒童， 

(2)注意力缺陷分數大於或等於27，而且過動分數大於或等於24，即可視為混合型ADHD兒童。 

2、在「數常識」表現上，正常兒童比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與與混合型ADHD兒童優異，其

中混合型ADHD兒童表現最差。 

3、注意力對於數常識無直接的影響力，但可透過工作記憶(單中介)或同時與後設認知(雙中介)

有效提升學生之數常識，工作記憶的訓練值得數學教師的重視與應用。 

4、工作記憶對於數常識無直接的影響力，但可透過後設認知有效提升學生之數常識，工作記

憶與後設認知具有密切之因果關係。 

5、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之SEM 結構模式可適用於正常兒童與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 

6、本研究所提出的雙中介之因果徑路模式，不僅適用於正常兒童與ADHD兒童，而且也男女學

童一體適用。 

7、後設認知能力具有顯著改善學生數常識的潛力，後設認知的訓練值得數學教育界的提倡。 

8、注意力、工作記憶、後設認知等能力之缺陷，可能是數常識學習障礙的主因。因此，數常

識教學成效的提升，有賴教師對這些關鍵因素進行訓練與輔導。 

 
關鍵詞：注意力缺陷過動症、注意力缺陷、後設認知、數常識、工作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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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ention, Meta-cognitive Abilities, Working 
Memory and Number Sense for the Normal Children and ADHD Children in the 

5th & 6th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s 
 

This study aimed at exploring and confirm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ention", 
"working memory", "meta-cognition" and "number sense" for the ADHD students and subsequently 
understanding the main learning disabilities factors affecting student’s number sense. In addition, 
testing for the equivalence of a causal structure across the normal students and ADHD students was 
conducted. This study adopted a survey approach. A total of 705 5th-grade or 6th-grade students were 
sampled from 12 elementary schools in southern Taiwan.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 Amos. 
Several important findings or conclusions are listed below: 
1、The Amos Bayesian mixture modeling can effectively used to detect ADHD children. An  
approximately 9.4% of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were detected as potential ADHD children. 
By means of the mixture modeling , the cut-off scores for determining the two types of ADHD 
children are derived as below: 
(1) Those students with the attention deficit score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25, and the hyperactivity 
scores less than or equal to 16 can be regarded as attention deficit ADHD children. 
(2) Those students with the attention deficit score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27, and the hyperactivity 
score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24 can be regarded as a mixed type of ADHD children. 
2、The performance of number sense with the normal children is better than those with the attention 
deficit or the hyperactivity disorder children or the mixed type of ADHD children. Among them, the 
mixed type of ADHD children perform worst. 
3、There is no direct effect of attention deficit on the number sense performance. However, students' 
number sense could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working memory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or at the same 
time combing with metacogni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This implies that the training of working 
memory can facilitate student’s number sense. 
4、There is no direct effect of working memory on the number sense performance. However, 
students' number sense could be enhanced through the metacognition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because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ing memory and metacognition. 
5、The SEM structural model for attention deficit, metacognition, working memory capability and 
number sense works equally well for the normal children and those with attention deficit. 
6、The proposed dual mediating causal model not only fits well both for the normal children and 
those with attention deficit. It also fits quite well for the boys and the girls. 
7、Metacogni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tudents' number sense. It deserves 
the mathematics teacher’s attention. 
8、Deficit on attention, working memory, and meta-cognition can cause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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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sense. Thus, number Sense may effectively improve through teacher’s intensive training on 
these key factors. 

 

Keywords：ADHD、Attention Deficit、Metacognition、Number Sense、Working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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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論 

一般而言，「數學」是學生在各級學校最容易出現學習障礙的學科，而數常識又與學生的

數學成就具有顯著正相關(林姿飴, 2005；Jordan, Glutting, & Ramineni,2010)；若數常識的

能力薄弱，將會影響學童的數學表現。因此，教師若能找出學童在數常識學習上出現障礙的主

要因素，將能及早預防數學低成就學童的產生，協助學生順利完成學校教育。 

「注意力」是學童學習知能的關鍵因素，根據研究顯示：注意力缺陷與數學能力具有顯著

的負相關（林建禾, 2009；Gremillion & Martel,2012)。此外，「工作記憶」缺陷也是造成數

學學習上障礙原因之一(蔣大偉,2001; 李亞惠，2002；李後坤, 2005;林建禾, 2009)。近年來，

有些研究者更發現，學童「後設認知能力」與「數常識」之各組成分間均具有顯著相關(黃莉雯，

2005；李後昆，2005；劉逸書，2009)。 

注意力短暫、容易分心與過動或衝動乃是注意力缺陷過動症(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簡稱ADHD)兒童學習缺陷(Learning disabilities)的主因。由於國

內外學者對於ADHD學童的數常識學習成效研究甚為少見，本研究乃針對ADHD學童的「注意力」、

「工作記憶力」、「後設認知能力」與「數常識」間之因果結構關係進行深入探究，並比較正

常學生與ADHD學生之徑路結構關係模式是否具有等同關係。具體目的有三: (一) 利用潛在類別

分析，探究正常兒童與ADHD兒童在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上之截斷值，以利ADHD

兒童之診斷與學習障礙輔導，(二)驗證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之

SEM結構模式，並考驗此SEM結構模式在正常兒童與ADHD兒童間是否具有恆等性，與(三)探究正

常兒童與ADHD兒童在數常識上學習障礙之影響因素。 

    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以下五個研究問題: 

1、利用潛在類別分析--混合模式，探究正常兒童與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在注意力與過動分量

表分數上之截斷值，可否有效分辨出ADHD兒童? 

2、正常兒童與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在「數常識」上表現的差異性為何? 

3、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是否能有效預測正常兒童與注意力缺陷過動症 

兒童之「數常識」能力?其直接與間接效果為何? 

4、驗證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之SEM 結構模式，在正常兒童與注

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的異同性。 

5、驗證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之SEM 結構模式，是否因性別或因

ADHD症狀而有所不同?  

 

貳、 相關文獻探討 

為探索正常兒童與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的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與「數常

識」(Number sense)間之關聯性與預測力,乃進行以下之文獻探討。 

一、 ADHD 之定義與分類模式 

注意力缺陷過動症的兒童，常出現以下之症狀:習慣性不專心、過動與衝動(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00；劉昱志，劉士愷，商志雍，林健禾，杜長齡，高淑芬，2006)；

黃惠玲, 2008 & 2009；商志雍、高淑芬，2010)。注意力缺陷過動症的特徵:主要症狀在早期即

發生、症狀具有情境變異性與病程相當漫長(吳佑佑，2010)。但不是每一位過動兒都有以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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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症狀：有些以注意力不足為主，有些以過動與衝動為主，有些則同時合併以上三種特性。 

至於ADHD 學生的判斷標準，過去常用的是效標參照法與常模參照法。 

1、效標參照法 

在注意力缺損症狀中，出現大於或等於6項，且症狀持續出現至少6個月，致足以達到適應

不良且造成與其應有的發展程度不相符合，才稱為注意力不集中。在過動／衝動症狀中，出現

大於或等於6項，且症狀持續出現至少6個月，致足以達到適應不良且造成與其應有的發展程度

不相符合，才稱為過動及衝動(胡文龍, 2010)。學生出現符合上述任何一種症狀(注意力缺陷或

過動症)，或兩種症狀皆存在(混合型)，皆屬於ADHD兒童，否則為正常兒童。 

2、常模參照法 

將注意力缺陷與過動分量表之原始分數轉換成百分等級，如果受試者的PR 值大於75 可視

為輕度ADHD，如果受試者的PR 值大於85 可視為中度ADHD，如果受試者的PR值大於95 可視為重

度ADHD。 

    爲建立更客觀的實徵導向診斷標準，本研究試圖利用 Amos Bayesian SEM 中的混合模式分

析法(latent trait + latent class)，進行正常學童與 ADHD 學童之分類工作，以提供另類的

篩選法，以適合於樣本較小的情境中。 

二、ADHD 兒童與正常兒童在數學能力上之差異性 

ADHD兒童因為易於分心與過動，導致學習上不易專注與注意力不易持續，最後導致數學學

習成果的低落。黃靖淑(2002)對於國小中高年級數字感的發展概況研究，發現資優生的數量估

算能力優於一般生，一般生又優於學習不利生(F=74.879, p<.05，N=575)；黃婉祺(2005)對於

90位普通學生與數學低成就國小學生在數感上的比較研究，也發現數學低成就者在數感的各個

分測驗上(比較數字大小、了解數字運算的結果、與合成與分解數字)均比普通學生差(F值分別

爲37.175，18.689 ，26.166，p值均小於.05)。 

另外，注意力缺陷與數學能力間亦具有顯著的負相關。林健禾(2009)針對78位中年級ADHD

學童的研究，發現注意力缺陷與數學能力具有顯著的負相關(r=-.25，p<.05)；Gremillion & 

Martel(2012)的研究發現注意力缺陷與Wechsler個別化成就測驗(WIAT)的數學成績間具有顯著

的負相關(r=-.22, p <.001，N=546)，而ADHD嚴重性與Wechsler個別化成就測驗(WIAT)的數學

成績間亦具有顯著的負相關(r=-.27, p <.001，N=546)。Marshall, Schafer, O＇Donnell, Elliot, 

& Handwerk(1999)針對20位注意力缺陷的學生研究中，發現學童的算術計算能力比字母辨識能

力與閱讀理解能力遜色(t值分別為3.95，4.50，p值均小於.01)，而推論學童注意力的缺陷，算

術的基本計算與其右腦(負責非語文之視覺與空間關係的運作)缺陷具有密切關係。 

注意力缺陷與數學能力間雖具有顯著的負相關，但重要的中介變項值得進一步探究之，以

利窺見問題的全貌。以下將針對相關的重要中介變項：工作記憶、後設認知，探討兩兩變項間

之關係。 

三、 注意力與工作記憶力間之關係 

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容量是有限的，常被用來處理與保留相關資訊，其保留的時

間亦相當短暫；很像電腦的RAM，不可以同時開啟太多應用程式。不過，工作記憶力具有執行能

力，短期的決策或長期的計畫端靠它，是用來暫時儲存解決問題相關之概念、事實與過程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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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也是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的交會處(Kathy，2009)。工作記憶力也可說是語音或視覺資訊暫

時儲存的場所，以利資訊的處理與運用(Swanson & Beebe-Frankenberger,2004, Martinussen & 

Tannock, 2006)。Baddeley (2000)提出改良式的短期記憶力理論模式(參見圖1)。該工作記憶

力理論模式含有一個中央監控中心(central executive)，其下含有三個短期記憶力子系統：

Phonological loop、Visuo-spatial sketchpad、Episodic buffer)。中央監控中心具有處理

與協調功能，包含資訊的組織、推理、長期記憶的提取與注意力的複雜認知工作之分派；簡單

的認知工作，在工作記憶中主要由隸屬的次系統自行處理。 

    

 

圖 1 工作記憶力理論模式 

註: 取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Baddeley%27s_model_of_working_memory 

 

圖 1 中，模式中的語音迴路(phonological loop)用以說明語言資訊的認知處理，它包含

兩部分:一是帶有聽覺記憶線索(容易遺忘)的短期語音記憶力，二是可以叫醒記憶痕跡的發音複

誦成分。 任何的聽覺語音資訊都會自動的儲存於語音記憶庫中。視覺呈現的語言個體會利用默

念轉譯為語音碼，再儲存於語音記憶庫中。語音記憶的儲存可充當作內耳(inner ear)，依序記

憶語言的發音, 而發音過程可充當作內音(inner voice)，以便在語音迴路中覆誦一系列的字

串，防止遺忘。因此，語音迴路在單字的習得可能具有重要之功用，尤其學習新的語言時，更

是具有關鍵的角色。 模式中的視覺素描板(visuo-spatial sketchpad) 用以說明個體如何儲存

暫時所看到的資訊，或如何處理這些時空及視覺資訊；例如，記憶空間中物件的形狀、顏色與

位置。此視覺素描板包含三個成分: 視覺的、空間的與運動的成分。 模式中的偶發反衝區

(Episodic buffer) ，用來連結不同領域的資訊，以整合具有時間序列的視覺、空間與語言的

資訊，例如故事、數字的表徵或電影情節的記憶。具有工作記憶缺陷的學童在完成一項任務當

中，可能時常會忘記部分的工作內容。在數學解題過程中，該學童可能無法專心，迷失解題方

向，記憶力短而無法跟上說明，或忘記基本解題方法。這類注意力短暫的小孩可能需要再學習

與再練習(Kathy, 2009)。 

林健禾(2009)對於中年級ADHD學童的研究，發現注意力與工作記憶(含非語文與語文)的相

關為-0.53(N=78，p<.01)；林雅玲(2010)對於 7-11 歲ADHD學童的研究，發現注意力與語文工作

記憶的相關為-0.547(N=104，p<.001)； Alderson,Rapport,Hudec,Sarver,& Kofler(2010)針

對27位學習缺陷學生的研究，發現ADHD與視覺空間的工作記憶之相關為-0.83(p<.001);Tillman, 

Eninger, Forssman, & Bohlin(2011)針對 284 位 6~16 歲瑞典學生的ADHD研究，發現注意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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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工作記憶的相關為-0.25(p < .001)，另外也發現注意力與非語文工作記憶的相關為-0.18(p 

< .01)。足見注意力缺陷與非語文與語文之工作記憶力間均具有顯著負相關；亦即注意力缺陷

會造成顯著之工作記憶缺陷。綜觀言之，注意力與工作記憶力間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值得注

意的是工作記憶的容量，可以經由工作記憶的刺激與訓練而獲得逐步的擴大(陳湘淳，李玉琇，

2005)。另外， Torkel Klingberg醫學博士，係著名的瑞典斯德哥爾摩腦研究院的認知神經科

學教授，他的研究證明，工作記憶能力可以通過訓練加以提高。他進而創立了認知醫學(cogmed)

生技公司，開發出的一套實用電腦訓練軟體，也證實可以有效改善ADHD者的工作記憶能量(蔡宛

玲,2005)。 

四、 工作記憶力與後設認知間之關係 

後設認知之內容，包含知識與管理技巧。後設認知之知識(knowledge)包含陳述性(declaration), 

過程性(procedure), 與 策略性(strategy)或條件性(condition)等知識。陳述性的知識屬於

What 的事實知識(以說或寫加以表達)，過程性的知識屬於How 的步驟知識，與策略性的知識屬

於Why 或When 的條件知識(Desoete,Roeyers, & Buysse, 2001)。 光憑陳述性的知識(事實與

概念)不足以獲致較佳表現與成就，尚需有運用這些事實與概念的過程性知識及統合的策略性等

知識，才能針對不同難題評鑑各種策略後，選擇適當的策略以順利解決新的難題

(Metallidou,2009)。至於後設認知之管控(metacognitive control)，包含注意力支援、現存

的認知策略與難題分解之洞察力，旨在調控或改善解決問題的技術與策略(Hollingworth & 

McLoughlin, 2001; Desoete, 2008)。這些解決問題的技術包含預測(prediction)、計畫

(planning)、監控(monitoring)與評鑑(evaluation) (Desoete, Roeyers, & Buysse,2001)。

因此，就數學解題而言，後設認知缺陷將使得學生無法判斷數學問題的難易、無法產生適當的

解題策略與無法適時調整解題策略。Swanson & Trahan(1996)認為「後設認知能力」係工作記

憶力與理解能力關係的重要中介變項。Dennis et al.(1996)認為中央監控中心也有後設認知的

處理(metacognitive processing)功能，以利資訊的聯繫整合。許家驊(2010)的調查研究，發

現解題運作記憶(即工作記憶)、自我調節表現與解題能力具有顯著正相關。足見工作記憶力與

後設認知間之密切關係。 

五、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之關係 

數常識(Number sense)係指學生能夠靈活與彈性的方法運用數字之能力，以解決數學問題。

例如：Kalchman、Mos 與 Case(2001)認為擁有良好數常識的學習特徵，應包含：(1)估算以及

判斷數量的流暢性(2)認知不合理結果的能力(3)心算能力的靈活度(4)在不同表徵之間轉譯的

能力以及(5)使用最合理的表徵(陳霈頡, 2010)。 

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之直接效果的相關文獻甚為少見，僅有李後昆(2005)對於國小數學

低成就學童工作記憶,數學概念,後設認知與問題表徵之相關研究，該研究發現就一般學生來

說，工作記憶高低分組的學生在數學問題表徵能力上具有顯著差異(F=36.139, df=44, p 

< .05)，經轉換成相關係數為.67(使用Rosenthal, 1984公式)；但就數學低成就學生來說，工

作記憶高低分組的學生在數學問題表徵能力上並未具有顯著差異(F=1.085, df=21, p>.05)。不

過，工作記憶力與數學能力間之的相關研究則不少。例如，蔣大偉(2001)的研究發現，數數工

作記憶與數學成績具有顯著相關(r=.45, p <.01, N=37)；黃靖淑(2001)對於國小中高年級學生

數字感發展概況之探討，發現工作記憶與數學能力間具有顯著的相關(r=.63, n=76,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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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健禾(2009)的研究「注意力與過動特徵與數學學業表現的關係：以工作記憶為中介的模式」，

發現工作記憶總分與數學能力間具有顯著的相關(r=.46, n=78, p <.05)；Gremillion & 

Martel(2012)的研究發現，工作記憶力(DSB)與WIAT數學成績的相 關為.44(p <.001, n=355)。

另外，ADHD 學童通常都有工作記憶力差的缺陷，而導致語言或非語言資訊的操控困難

(Martinussen & Tannock, 2006)。最近的研究發現工作記憶力缺陷與數學學習困難具有密切關

係，尤其在算術、演算邏輯與問題解決上。Swanson and Beebe-Frankenberger (2004) 發現工作

記憶力缺陷會導致數學文字題的解題出現障礙。洪小婷（2008）的研究也發現，二年級工作記

憶薄弱學生在數學觀念的理解上會產生困難。綜上所述，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具有壹定的關

聯性。 

六、後設認知與數常識間之關係 

數常識與後設認知均是一種更高層次的思考統整能力，兩者關係密切(魏麗敏，1995；黃莉

雯，2005)。後設認知與數常識間關係之研究國內外的文獻亦不多見，只有黃莉雯(2005)、李後

昆(2005)、劉逸書(2009)等人的準實驗與調查研究。黃莉雯(2005)針對國小六年級學童後設認

知與數感能力相關性之研究發現，整體而言，後設認知與數常識間具有顯著的低度相關：後設

認知之「目標設定」與數感之了解數字的意義和關係、數感之辨認數字大小、數感之了解運算

對數字的意義和影響、數感之發展計算策略與判斷答案合理性、數感之以多重方式表徵數字等

後設認知的變項的相關分別介於 0.153~.212(N 約=950)；後設認知之「自我監控」與數感之了

解數字的意義和關係、數感之辨認數字大小、數感之了解運算對數字的意義和影響、數感之發

展計算策略與判斷答案合理性、數感之以多重方式表徵數字等後設認知的變項的相關分別介於

0.091~.261(N=950)；後設認知之「自我評鑑」與數感之了解數字的意義和關係、數感之辨認數

字大小、數感之了解運算對數字的意義和影響、數感之發展計算策略與判斷答案合理性、數感

之以多重方式表徵數字等後設認知的變項的相關分別介於 0.107~.190(N=950)；後設認知之「自

我修正」與數感之了解數字的意義和關係、數感之辨認數字大小、數感之了解運算對數字的意

義和影響、數感之發展計算策略與判斷答案合理性、數感之以多重方式表徵數字等後設認知的

變項的相關分別介於 0.125~.227(N=950)。李後昆(2005)對於國小數學低成就學童工作記憶,數

學概念,後設認知與問題表徵之相關研究，發現不管是一般學生或是低成就學生，其後設認知高

分組的數學問題表徵能力均顯著優於後設認知低分組(F=16.23，p<.05, df=119)；經轉換成相

關係數為.347(使用 Rosenthal, 1984 公式)。劉逸書(2009)在後設認知策略發展國小五年級學

童數感能力的實驗中發現，以後設認知進行數感教學，其教學成效比控制組為佳(t=2.151，

p<.036，df=55) ；經轉換成相關係數為.279。由此觀之，後設認知與數常識間具有顯著的直接

效果。 

誠如楊憲明(2006)的論述，許多研究結果均顯示注意力、工作記憶與後設認知對學習成就

均有顯著的影響力。再根據上述變項間之密切直接效果關係，可以建立如圖 2之 SEM理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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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對「數常識」預測力分析的理論模式 

 

圖 2 之理論模式隱含著(1)工作記憶力在注意力與後設認知間之間接效果(單中介)、(2)

後設認知在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之間接效果(單中介)與(3)工作記憶力、後設認知在注意力與

後設認知間之間接效果(雙中介)；這些中介(間接)效果亦將在本研究中加以探究。 

 

參、研究方法 

一、 研究對象與過程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樣本取自雲嘉南地區12所國民小學5 & 6 年級，共24班705位學生。

因此邀請24位級任導師，協助後設認知能力量表& ADHD 問卷之面談(每位學生約為20~30 分鐘)

與其他兩份電腦化量表之施測工作。ADHD 教師評定量表，旨在區辨正常兒童與ADHD學童，係由

熟悉學生半年以上的級任導師協助評定之，評定前曾進行職前講習，以確保評分者間之一致性

與遵守研究倫理。 

二、 研究工具 

(一) ADHD 教師評定量表 

本量表採用劉昱志、劉士愷、商志雍、林建禾、杜長齡、高淑芬（2006）修訂Swanson, Nolan, 

and Pelham, Version IV (SNAP-IV) 量表之中文版。ADHD 教師評定量表包含兩個分量表: 分

心量表與過動/衝動量表。SNAP-IV分心量表係ADHD 量表中之一部分(共9題)，旨在測量學童之

注意力缺陷程度。根據Posner & Boies(1971)對於注意力的定義，該量表的題目內容似乎可歸

類為三種：警覺性(集中性)、選擇性與持續性的注意力，至於過動/衝動量表亦係ADHD 量表中

之一部分(共9題)。ADHD 量表之施測將作為ADHD 兒童之辨識用，委請級任教師根據過去學童之

行為表表現，根據評定量表進行個別評定。個別評定前研究者曾發文召集所有參與研究的老師

進行施測前的講習，以審慎實施DHD 教師評定量表，以確保本測驗實施的公正性與保密性。 

(二)數常識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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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數常識測驗，共40題，採用Yang, Li, and Lin(2008 a & b)的數常識四大組成要素： 

(1)認識數字的相對大小(Recognizing relative number size)、(2) 使用數字與運算的多元表

徵(Using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of numbers and operations)、(3) 判斷運算結果之合

理性(Judging the reasonableness of estimates of computed results)、(4) 了解運算對數

字的相對影響(Recognizing the relative effect of operations on numbers)。每個分測驗

各含10題，均為選擇題型，計分方式採計正確與原因等能力。 

(三)工作記憶評定量表 

本量表係直接取自李東霖, 洪碧霞, 邱上真, 李岳勳(2004)之電腦化測驗。本電腦化測

驗包含空間追蹤、方位記憶、數的比較與數字運作，共有52 題，適合於國小中、高年級學生使

用；其中空間追蹤、方位記憶大都與視覺空間素描板(visuospatial sketch pad)有關；數的比

較與數字運作與語音迴路(articulary loop)有關。該測驗係根據Baddeley 的工作記憶結構進

行設計，測驗架構與內涵如表1(李東霖, 洪碧霞, 邱上真, 李岳勳, 2004)。  

表1 

工作記憶測驗結構 

 

 

本測驗由級任老師指導請學生自行上網進行電腦化個別測驗。 

(四)後設認知能力量表 

本量表內含兩大道題目，每大題均含9小題，為研究者自編。本測驗經因素分析，明確證實

題目內容分別代表後設認知能力的知識與技巧兩大部分，建構信度極佳。除監控技巧包含兩小

題之外，後設認知能力的技巧包含預測(prediction)、計畫(planning)、監控(monitoring)、

評鑑(evaluation)；而後設認知能力的知識包含陳述性(declaration)、過程性(procedure)、

與策略性(strategy)或條件性(condition)、正確答案等。其中技巧部分，研究者曾參考

Mango(2009)後設認知評定量表。爲強化本量表之內容效度，本量表內涵曾委請相關數學教育領

域專家審核過。後設認知能力量表請級任教師進行團體班級施測，測驗時間約需20 分鐘。 

三、 研究工具的信、效度分析 

本研究各個測量工具的信、效度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2所示。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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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研究工具之信、效度分析及因素負荷量摘要表(N=705) 

---------------------------------------------------------------------------- 

量表名稱    α     建構信度  變異量抽取%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 

注意力缺陷 0.967  0.9654     0.9030 

持續度                                            .98 

警覺度                                            .94 

選擇力                                            .93 

---------------------------------------------------------------------------- 

工作記憶 0.777  0.7804      0.4717 

TRA                                                .60 

COM                                                .72 

LOC                                                .70 

UPD                                                .72 

---------------------------------------------------------------------------- 

數常識  0.898  0.8968      0.6849 

數與運算                                            .82 

數字分解合成                                         .84 

運算合理判斷                                         .81 

相對大小                                             .84 

---------------------------------------------------------------------------- 

後設認知 0.857  0.5563      0.3869 

知識                                                 .67 

技巧                                                 .57 

---------------------------------------------------------------------------- 

    

表 2 中，建構信度及變異量抽取%，旨在反應測量指標可以測到或代表潛在構念的程度。理

想上，Cronbach α、建構信度最好大於.70，變異量抽取%最好大於.50。爰此，只有後設認知量

表未達效度理想標準(r=.3869，可能係因知識與技巧的相關較小所致)，但其各自的建構信度分

別為.8756 & .8403)；其餘各量表的信效度均符合信、效度理想標準。 

肆、資料處理 

本研究所取得之資料，變項如有遺漏值將以該變項的平均數填補之，之後再利用 SPSS & AMOS

等統計軟體進行相關資料之統計分析。 

伍、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正常兒童與 ADHD 兒童在四個潛在變項實得總分上的差異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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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測量指標間之相關係數矩陣 (N=705) 

持續度 選擇力 警覺度 相對大小 
運算合理

判斷 

數字分解

合成 
數與運算 知識 技巧 空間追蹤 數的比較 方位記憶 數字運作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1             

2 0.911 1            

3 0.919 0.88 1           

4 -0.205 -0.227 -0.19 1          

5 -0.229 -0.263 -0.226 0.684 1         

6 -0.206 -0.227 -0.206 0.706 0.696 1        

7 -0.217 -0.242 -0.215 0.7 0.66 0.685 1       

8 -0.266 -0.267 -0.256 0.447 0.379 0.418 0.42 1      

9 -0.252 -0.261 -0.247 0.348 0.329 0.41 0.356 0.381 1     

10 -0.328 -0.328 -0.291 0.291 0.284 0.31 0.282 0.247 0.222 1    

11 -0.248 -0.247 -0.242 0.259 0.314 0.263 0.297 0.275 0.215 0.442 1   

12 -0.224 -0.236 -0.215 0.296 0.321 0.284 0.288 0.274 0.193 0.414 0.52 1  

13 -0.262 -0.267 -0.228 0.308 0.349 0.316 0.35 0.373 0.247 0.386 0.513 0.515 1 

平均數 5.249 5.433 5.633 6.572 7.343 7.387 6.912 15.489 29.234 13.068 8.423 9.431 6.472 

標準差 2.48 2.41 2.53 3.76 3.76 4.6 4.07 11.67 7.2 4.28 1.79 3.31 2.78 

 

   由表3 知，注意力缺陷各分測驗分數均與數常識、後設認知及工作記憶等各分量表之分數呈

現負相關(-.205~-.328)；意謂著注意力缺陷對於學生學習數常識是有害的因素，老師必須利用

有效策略去改善學生的注意力缺陷，才能獲致有效的學習效果。 

 

表 4 

正常兒童與 ADHD 兒童在注意力缺陷分量表上之描述統計摘要 

組別 警覺度 選擇力 持續度 

Mean 5.182 5.015 4.815

N=639       正常組 

SD 2.178 2.083 2.134

Mean 10.273 10.364 10.182

N=11       混合型 ADHD 

SD 1.348 1.027 1.401

Mean 9.945 9.309 9.309注意力缺陷

ADHD N=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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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1.177 1.318 1.451

Mean 10 9.485 9.455

N=66       全體 ADHD 

SD 1.203 1.327 1.47

Mean 5.633 5.433 5.249

N=705       Total 

SD 2.53 2.407 2.481

混合型=注意力缺陷+過動 

 

   表 4 中的分數愈高表示注意力缺陷愈嚴重，不管是混合型或注意力缺陷之 ADHD 兒童在各分

量表上，均比正常兒童的注意力缺陷嚴重許多(p<.05)。 

 

表 5 

正常兒童與 ADHD 兒童在數常識分量表上之描述統計摘要 

 

組別 數與運算 數字分解合成 運算合理判斷 相對大小 

Mean 7.088 7.554 7.512 6.72 

N=639         正常組 

SD 4.094 4.626 3.745 3.756 

Mean 3.636 3.818 3.818 4 

N=11         混合型 ADHD 

SD 4.081 3.401 3.545 3.768 

Mean 5.527 6.164 6.091 5.364 

N=55         
注意力缺陷

ADHD 
SD 3.219 4.095 3.439 3.471 

Mean 5.212 5.773 5.712 5.136 

N=66         全體 ADHD 

SD 3.417 4.06 3.533 3.53 

Mean 6.912 7.387 7.343 6.572 

N=705         Total 

SD 4.07 4.603 3.76 3.762 

      

混合型=注意力缺陷+過動 

 

   由表 5知，注意力缺陷兒童與混合型 ADHD 兒童比正常兒童在數常識的各分量表上，均落後

(p<.05),但混合型兒童在數常識上出現更嚴重的落後，亦即注意力缺陷對於學生學習數常識是

有害的因素，而過動症狀更是雪上加霜。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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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兒童與 ADHD 兒童在工作記憶分量表上之描述統計摘要 

 

組別 空間追蹤 數的比較 方位記憶 數字運作 

Mean 13.203 8.521 9.634 6.684 

N=639         正常組 

SD 4.241 1.703 3.246 2.639 

Mean 10.091 7.909 7 2.091 

N=11         混合型 ADHD 

SD 4.085 0.701 2.569 2.212 

Mean 12.091 7.382 7.564 4.891 

N=55         
注意力缺陷

ADHD 
SD 4.531 2.468 3.398 3.27 

Mean 11.758 7.47 7.47 4.424 

N=66         全體 ADHD 

SD 4.493 2.275 3.264 3.277 

Mean 13.068 8.423 9.431 6.472 

N=705        Total 

SD 4.283 1.789 3.306 2.781 

      

混合型=注意力缺陷+過動 

     由表 6知，注意力缺陷兒童比正常兒童在工作記憶能力的方位記憶與數字運作上均落後

(p<.05),但混合型 ADHD 兒童在工作記憶能力上出現更嚴重的落後；尤其在數字運作的分量表上

之成績，顯示過動症狀更是工作記憶能力的致命傷。數字運作分測驗，旨在測量學生利用音韻

迴圈操弄數字的能力，電腦先以語音型式播放一串數字，數字串的長度非固定，而後請學生依

電腦螢幕的指示回答問題，作業問題包含（1）抑制保留作業 & (2）選擇保留作業(李東霖， 洪

碧霞， 邱上真，李岳勳，2010)。混合型 ADHD 兒童，可能因易於分心且過動，根本無法專心聽

記所播放的一串數字，遑論要去利用音韻迴圈操弄數字，以致於在此分測驗上表現的特別差。

值得注意的是，混合型 ADHD 兒童在工作記憶能力的空間追蹤與數的比較上，與正常兒童並無顯

著差異(p>.05)。 

 

表 7 

正常兒童與 ADHD 兒童在後設認知分量表上之描述統計摘要 

 

組別 知識 技巧 

Mean 16.129 29.466

N=639     正常組 

SD 11.561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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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9.364 26.636

N=11     混合型 ADHD 

SD 13.603 7.187

Mean 9.288 27.058

N=55     
注意力缺陷

ADHD 
SD 10.562 7.204

Mean 9.301 26.987

N=66     全體 ADHD 

SD 11.007 7.147

Mean 15.489 29.234

N=705     Total 

SD 11.674 7.201

    

混合型=注意力缺陷+過動 

 

由表 7知，只有混合型 ADHD 兒童，在後設認知知識量表分數(旨在測量陳述性、過程性、

策略性之知識與答案正確性)顯著的低於正常兒童的分數(p<.05)；但在後設認知技巧量表分數

(旨在測量預測、計畫、評鑑、與監控)兩組 ADHD 兒童則與正常兒童無顯著的差異(p>.05)。 

二、ADHD & Normal 學童之鑑定標準分析 

ADHD 學生的判斷標準，過去常用的是效標參照法與常模參照法，這兩種方法常需要大樣

本作為實徵參照的依據。本研究則試圖利用適合於較小樣本的的混合模式分析法(latent trait 

+ latent class)，進行正常學童與ADHD學童之分類工作，以提供另類有效的篩選法。根據過去

ADHD的普及率，將ADHD與正常兒童分類的Dirichlet Prior機率設定為1:10，以提高判斷之準確

率。本研究將利用Amos Bayesian SEM中的混合模式分析，執行ADHD & Normal學童之鑑定標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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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mos Data Files 設定視窗 

 

   爲提高分組之正確率與避免分組辨識錯亂(label switching)，本研究乃事先根據身分類

別已能確定(醫生確認者)或身分類別較能確定(注意力缺陷與過動分數的 PR 值在 95 或 5 以

下者)的訓練資料點(training data)，PR 值在 95 以上者事先分派為「ADHD 兒童」或 PR 值

在 5以下者事先分派為「正常兒童」。由圖 3知，三個群組中正常組兒童的訓練資料點，係

事先挑選其注意力缺陷與過動分數均為 9分者(係最低分數)，共有 150 人；混合型兒童的訓

練資料點係事先挑選其注意力缺陷與過動分數分別在 30 與 24 分以上者，共有 8人；注意力

缺陷兒童的訓練資料點，係事先挑選其注意力缺陷分數在 30 分以上，而過動分數在 24 分以

下者，共計 27 人。 

 

 

圖 4 Amos 徑路圖設計視窗與貝氏 SEM 的執行 

 

    在圖 4視窗中，建立注意力缺陷與過動等兩個 ADHD 重要的指標之模式徑路圖，以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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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貝氏 SEM 的混合模式(mixture modeling)分析。本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潛在類別(latent 

class)的辨識，以找出 ADHD 的潛在者。 

 

 

圖 5   正常兒童的貝氏 SEM 混合模式分析之報表 

 

正常兒童的分類截斷值的取捨採取較寬鬆的做法，係根據.95 的上限值作為截斷值，

注意力缺陷與過動分數分別在 14 分與 10 分以下者，必可確定為正常者(參見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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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混合型 ADHD 兒童的貝氏 SEM 混合模式分析之報表 

 

爲了避免分類錯誤的嚴重後果，本研究混合型 ADHD 兒童之分類，係根據.95 的上限值作

為截斷值。依此，如果一個兒童的注意力缺陷分數大於或等於 27，而且過動分數大於或等於

24，即視為混合型 ADHD 兒童(參見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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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注意力缺陷 ADHD 兒童的貝氏 SEM 混合模式分析之報表 

 

爲了避免分類錯誤的嚴重後果，本研究注意力缺陷兒童之分類，係根據.95 的上限值作

為截斷值。依此，如果一個兒童的注意力缺陷分數大於或等於 25，而且過動分數小於或等於

16，即視為注意力缺陷兒童(參見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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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貝氏 SEM 混合模式分析之適配度指標輸出視窗 

 

當事後預測機率 p 值(Posterior predictive p)，越接近於.50 愈好(Meng, 1994)，由

圖 8之結果知 p=.50，表示本研究所提出的理論模式相當適配。 

 

表8 

國小高年級樣本中ADHD的發生率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正常組 639 90.6 90.6 90.6

混合型 11 1.6 1.6 92.2

注意力缺陷 55 7.8 7.8 100.0

 

  

  
Total 705 100.0 100.0

 

依據以上Amos貝式SEM中的混合模式分析結果，本研究國小高年級樣本中ADHD的發生率約為

9.4%，其中注意力缺陷者佔7.8%，混合型(注意力缺陷+過動)佔1.6%，出現純粹過動症者為0(參

見表8)。爰此，可以推論凡過動症者必為注意力缺陷者；但注意力缺陷者不一定是過動症者。

本研究國小樣本所出現ADHD的普及率，大致與劉昱志等人(2006)針對國中小的調查結果相似

(ADHD的之流行率為7~12%)。台灣地區的ADHD流行率似乎高於美國地區(DSM-IV-TR)的3~5%(黃惠

玲 ，2008)。是否會有其它因素(如921大地震、金融大海嘯、氣候因素、環境因素、營養因素)

影響台灣ADHD兒童的出現率，仍有待後續進一步研究。 

三、ADHD & Normal學童測量模式與結構模式恆等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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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Amos Data Files 設定視窗 

 

    圖 9 係 ADHD & Normal 學童相關資料檔案在 Amos 中的連結設定。圖 10 係雙中介因果徑

路模式與統計分析結果。 

 

 
圖 10 Amos 徑路圖設計視窗與正常兒童雙中介因果徑路模式之分析結果 

 

    由圖 10 知，本因果徑路模式涉及四個潛在變項：注意力缺陷、工作記憶力、後設認知

與數常識。其中工作記憶力、後設認知擔當注意力缺陷與數常識間之中介變項。因此，本因

果徑路模式涵蓋了直接效果、單中介效果與雙中介效果之考驗。 

由圖 10 觀之，就正常兒童而言，注意力缺陷對於工作記憶力與後設認知能力的影響都

是負向的(λ=-.29 & λ=-.25)。換言之，注意力缺陷不利於工作記憶力與後設認知能力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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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圖 11  Amos 徑路圖設計視窗與雙中介因果徑路模式之分析結果 

 

由圖 11 知，就 ADHD 族群之學童而言，其注意力缺陷對後設認知的徑路係數(排除工作

記憶對後設認知的解釋力之後的淨相關)卻是正向的影響力(λ=.24)。換言之，為何注意力缺

陷卻有利於後設認知能力的發展? 其真正原因有待後續之探究。 

 

表 9 

兩群體雙中介因果徑路模式恆等性之適配度考驗 

Proposed Model χ2 P χ2/DF TLI CFI RMSEA PCLOSE Δχ2 Δdf P

Unconstrained 

(configural) 
181.494 .000 1.512 .984 .988 .027 1.000 

NA 0 NA

Measurement 

weights 

(equal loadings) 

195.132 .000 1.524 .984 .987 .027 1.000 

13.638  8 .092

Structural 

weights 

(equal paths) 

207.575 .000 1.549 .983 .986 .028 1.000 

12.443    6 .053

 

表 9 係兩群體(ADHD & Normal 兒童)雙中介因果徑路模式恆等性之考驗結果之摘要表。由於

未受限模式係反應因素型態不變性(configural invariance)，因而此模式係基線模式，正常兒

童與 ADHD 兒童在此基線模式必須適配；否則進行下一層次更嚴苛的因素負荷量不變性等的考驗

將無任何意義。本研究的未受限模式尚符合此要求(CFI=.987, RMSEA=.027)，可以繼續進行下

一階段組間的恆等性分析。接著，根據階層式隔宿模式間之比較(nested model compari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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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知測量模式具有不變性(p=.092)，而更嚴苛的結構模式也具有不變性(p=.053)。 

由表 9之統計分析結果知，正常兒童與 ADHD 兒童之測量模式與結構模式大致相同，上述所

提議之因果徑路模式具有跨群組不變性。因此，上述所提議之因果徑路模式可以同時適用於正

常兒童與 ADHD 兒童身上。 

 

四、全樣本完整提議模式分析 

既然因果徑路模式可以同時適用於正常兒童與 ADHD 兒童，研究者可以進行全樣本的完整模

式分析，其理論模式設計如圖 12 所示。 

 

 

圖 12   Amos 徑路圖設計: 全樣本完整模式 

 

爲了使潛在變項的平均數與截距參數可以辨識(identified)，需將指標變項(marker 

variable)的截距也設定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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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Amos 模式管理視窗:b1 徑路參數的限制：Model 1 

 

    Model 1 係針對注意力與工作記憶的徑路係數進行限制：b1=0，利用受限模式與未受限模式

卡方差異，以考驗此徑路係數存在的必要性(參見圖 13 內之模式管理視窗)。以此類推進行相關

徑路參數之設定，考驗模式 2~模式 6。至於 Model final 之相關徑路參數設定，請參見圖 14 之

設定內容。 

 

 

圖 14   Amos 模式管理視窗:b3、b5 徑路參數的限制：Model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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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潛在變項間直接效果的考驗 

 

8 Models χ2 P χ2/DF TLI CFI PNFI RMSEA PCLOSE
 

Δdf 
Δχ2  p 

Unconstrained 

model 
100.185 .001 1.698 .990.993 .743 .031 .999 NA NA 

Model 1(b1=0) 184.246 .000 3.071 .972.978 .745 .054 .207 1 84.06 .00 

Model 2(b2=0) 119.729 .000 1.995 .986.990 .753 .038 .983 1 19.54 .00 

Model 3(b3=0) 103.466 .000 1.724 .990.992 .755 .032 .999 1 3.28 .07 

Model 4(b4=0) 180.573 .000 3.010 .972.979 .745 .053 .253 1 80.39 .00 

Model 5(b5=0) 102.194 .001 1.703 .990.993 .756 .032 .999 1 2.01 .16 

Model 6(b6=0) 206.513 .000 3.442 .967.974 .742 .059 .046 1 106.33 .00 

Model Final 

(b3=0，b5=0) 
106.136 .000 1.740 .990.992 .768 .032 .998 2 5.95 .05 

註: 以未受限模式為參照模式 

 

由表 10 潛在變項間直接效果考驗與圖 15 的結果知，前述七大直接效果模式的考驗結果，

只有注意力與工作記憶對於數常識的徑路參數無顯著的直接效果(λ=.08, Δχ2=3.28, p=.07; 

λ=.11, Δχ2=2.01, p=.16)。因此，刪除這兩個徑路之後的 Model Final，亦未有顯著差異存在

(Δχ2=5.95,p=.05)。足見不必使用全模式，較精簡之模式即可成立，請參見圖 16 中之精簡徑路

模式與分析結果。 

    根據 Amos 對於 SEM 常態性假設的考驗結果知，所有分析的變項的偏態(skew)指數都小於 3，

峰度(kurtosis)指數除「數的比較」(=8.087)之外均小於 8，但均未達大於 20 的嚴重程度(Kline, 

1998)。因此，SEM 分析的常態分配的基本假設可以成立，不會嚴重高估χ2值、不致於低估 CFI

值與「數的比較」的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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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未受限初始基線模式的 Amos 分析結果:標準化係數 

 

 

圖 16    刪除後設認知的理論模式:標準化係數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注意力與工作記憶對於數常識的徑路參數無顯著的直接效果，但由圖 16

結果知，當「後設認知」潛在變項不予考慮時，工作記憶對於注意力缺陷與數常識間具有顯著

的單中介間接效果(λ=-.189(=-0.385 x 0.4902), p=.002)；而工作記憶與數常識間具有顯著的

李茂能   注意力、後設認知能力、工作記憶力對於中、高年級正常兒童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兒童之「數常識」的預測力分析 

 

213



 

直接效果(λ=.49, p< .001)。此種似是而非的現象，係因工作記憶與後設認知間具有顯著相關

所致，因而在完整模式中，注意力、工作記憶與數常識間的淨相關當然會變小。由此觀之，工

作記憶對於數常識的重要性事實上是不容忽視的。 

根據表 10 知，在提議未受限初始模式中，因有兩條徑路參數的係數未達.05 的顯著水準：

注意力(Attention deficit)與工作記憶對於數常識因均無顯著的直接效果，因此可以使用圖 17

的較精簡模式。表 10 中 Model 3, model 5 & model final 的絕對與相對適配度相當，但其中

以 model final 的精簡程度最佳(PNFI=.768 為最大)。因此，Model Final 乃是研究之最適配的

理論模式。 

 

 

圖 17精簡模式--Model Final 的 Amos 分析結果: 標準化係數 

 

以下的幾個結論係根據圖 17 中結構參數係數的統計考驗結果，其直接效果的顯著性考

驗直接採用 Amos 的報表取得；而間接效果的顯著性考驗，係利用 Amos Bootstrapping 方法取

得。 

1、注意力缺陷對於工作記憶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λ=-.385,p=.000)， 

2、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對於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具有顯著直接效果(λ=.58, 
p=.000)， 

3、後設認知對於數常識(number sense)具有顯著直接效果(λ=.77, p=.000)， 

4、注意力缺陷對於後設認知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λ=-.173, p=.000; λ=-.223, 
p=.002)， 

5、注意力缺陷(Attention deficit)與工作記憶對於數常識雖均無顯著的直接效果，但均有顯

著的間接效果(λ=-.305, p=.002; λ=.447, p=.001)，亦即具有完全中介現象。 

五、性別不變性分析 

   利用 Amos 之「Multiple-Group Analysis」，自動進行性別間在不同模式上的參數等同限制。

首先，進行性別間資料檔案之連結設定，如圖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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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Amos Data Files 設定視窗 

 

 
圖 19   精簡模式男生分析結果(標準化係數) 

 

    其次，利用 Amos 執行男生與女生精簡模式之統計分析，其結果如圖 19 & 圖 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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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精簡模式女生分析結果(標準化係數) 

 

表 11 係男、女兒童雙中介因果徑路精簡模式恆等性之考驗結果摘要表。 

 

表 11 

男女兒童雙中介因果徑路精簡模式恆等性之適配度考驗 

 

Model χ2 DF P χ2/DF TLI CFI PNFI RMSEA  PCLOSE 

Unconstrained 180.847 122 .000 1.482 .987  .990 .758 .026 1.000 

Measurement weights 202.469 131 .000 1.546 .985 .987 .810 .028 1.000 

Structural weights 209.077 135 .000 1.549 .985 .987 .834 .028 1.000 

Structural covariances 229.293 136 .000 1.686 .981 .983 .837 .031 1.000 

Structural residuals 240.425 139 .000 1.730 .980 .982 .854 .032 1.000 

Measurement residuals 294.429 152 .000 1.937 .974 .975 .925 .037 1.000 

 

   根據表 11 知，未受限模式的考驗結果(RMSEA=.026, CFI=.990)知，因素型態不變性

(configural invariance)可以成立，研究者可以繼續進行考驗其後的因素負荷量不變性。 

 

表 12 

因素負荷量不變性考驗 

Model DF CMIN P
NFI

Delta-1

IFI

Delta-2

RFI

rho-1

TLI 

rho2 

Measurement weights 9 21.622 .010 .004 .004 .00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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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2 因素負荷量不變性考驗結果知，測量模式不變性出現組間具有顯著差異現象

(χ2=21.622,df=9,p=.01, 亦即不具 metric invariance)，理論上性別間的不變性考驗應該終

止。不過，Byrne, Shavelson, & Muthen(1989)認為研究者此時仍可進行部份測量模式不變性

(partial measurement invariance)的考驗。因此，經細查發現「警覺度」指標參數在組間的

差異達顯著水準(CR=2.651, p <.05)，必須加以釋放，以進行部份測量模式不變性的後續考驗，

參見表 13。 

 

表 13 

部份測量模式不變性的後續考驗 

Model DF CMIN P
NFI

Delta-1

IFI

Delta-2

RFI

rho-1

TLI 

rho2 

Measurement weights 8 12.901 .115 .002 .002 .000 .000 

 

   由表 13 知，經「警覺度」指標參數在組間加以釋放估計之後，測量模式不變性已可以接納

(χ2=12.901,df=8,p=.115)，而且，NFI、IFI、RFI & TLI 的值(受限與未受限模式間之差異值)均未大

於.005(Little, 1997)。研究者可以繼續進行考驗下一個更嚴苛的因果結構係數不變性(invariance 

of the causal paths)考驗，參見表 14。 

表 14 

因果結構係數不變性考驗 

Model DF CMIN P
NFI

Delta-1

IFI

Delta-2

RFI

rho-1

TLI 

rho2 

Structural weights 4 6.566 .161 .001 .001 .000 .000 

 

由表 14 知，雖然整體上來說，因果結構係數不變性之假設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χ2=6.566,df=4,p=.161) ，而且，NFI、IFI、RFI & TLI 的值(受限與未受限模式間之差異值)

均未大於.005(Little, 1997)。因此，結構係數等同假設可以接納。雖然利用 Amos「Critical 

Ratios for Differences between Parameters」輸出報表，發現工作記憶對後設認知的徑路係

數在性別上具有顯著差異(CR=-2.444, p <.05)，但大致來說，本研究所提出的雙中介之因果徑

路模式，男女學童均可適用。 

柒、 結論 

   根據前述之研究結果，本研究可以獲致以下幾點明確結論(包含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相

關延伸意義): 

1、利用貝氏潛在類別分析--混合模式，可以有效分辨出ADHD兒童，我國國小高年級學童ADHD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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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率約為9.4%。依混合模式分析結果，兩類ADHD兒童判定的截斷分數為: 

(1)注意力缺陷分數大於或等於25，而且過動分數小於或等於16，即可視為注意力缺陷兒童， 

(2)注意力缺陷分數大於或等於27，而且過動分數大於或等於24，即可視為混合型ADHD兒童。 

2、在「數常識」上表現，正常兒童比注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與與混合型ADHD兒童優異，混合

型ADHD兒童表現最差。 

3、注意力對於數常識無直接的影響力，但可透過工作記憶(單中介)或同時與後設認知(雙中介)

有效提升學生之數常識，工作記憶的訓練值得數學教師的重視與應用。 

4、工作記憶對於數常識無直接的影響力，但可透過後設認知有效提升學生之數常識，工作記憶

與後設認知具有密切之因果關係。 

5、注意力、後設認知能力、工作記憶力與「數常識」間之SEM 結構模式可適用於正常兒童與注

意力缺陷過動症兒童。 

6、本研究所提出的雙中介之因果徑路模式，不僅適用於正常兒童與ADHD兒童，而且也男女學童

一體適用。 

7、後設認知能力具有顯著改善學生數常識的潛力，後設認知的訓練值得數學教育界的提倡。 

8、注意力、工作記憶、後設認知等能力之缺陷可能是數常識學習障礙的主因。因此，數常識教

學成效的提升，有賴教師對這些關鍵因素進行訓練與輔導。 

9、雖然 ADHD 兒童在注意力缺陷的兩個分量表上之分數均低於正常兒童，但是其注意力缺陷對

於後設認知能力的影響力，卻出現注意力缺陷愈嚴重其後設認知能力卻愈好之反常現象，值

得進一步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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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針對六年級的四位新移民子女做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瞭解其數學閱讀

理解情形。本研究主要採觀察法、訪談法與文件分析法進行。綜合研究發現，六年級

新移民子女在數學文字題的閱讀理解情形主要受下列因素影響：一、學習者學習內在

因素：包括新移民子女一般性的學習態度、數學學習態度、過去的先備知識與相關的

數學概念與詞彙、閱讀策略與習慣、自我監控與調制能力的影響；二、外在環境因素：

包括父母是否提供課業支持性或課後輔導學習活動、父母的期待、外籍母親與新移民

子女的陪伴關係與管教態度、新移民子女的自我認同度、新移民子女對自己課後時間

的安排；三、數學文字題本身的因素：包括句型長短、語序、命題組合複雜度、中文

敘述中隱藏的數學訊息。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mathematics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female 

immigrant’s children of 6
th

 grade. Data were collected by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ported that reading comprehension in mathematics was 

influenced by inner factors within female immigrant’s children of 6
th

 grade, external 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 styles of word problem statements. The inner factors includes 

general learning attitude, learning attitude in mathematics, prior knowledge and related 

mathematics concepts, mathematics vocabulary, reading strategies and habits, ability of 

self-regulation. The external factors depends on supportive academic activities that females’ 

immigrant children of 6
th

 grade got, parents’ expect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nt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immigrant mothers’ parenting attitudes, self- 

identity of females’ immigrant children, the after-school time arrangement and 

self-management. The styles of word problem statements contains the length of a sentence, 

word order,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proposition assembly and the mathematics 

information embedded in mandarin Chinese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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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緣起 

根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戶政司統計資料顯示：民國七十六年一月至九十九年

五月底止，台閩地區外籍配偶與大陸（含港澳）配偶共有435,627人，已接近台灣原住民

的人數（507,690人），約佔台灣總人口（2,313,5715人）的近1.9％。其中大陸、港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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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籍(26635人)，佔6.1％。而大陸區配偶（278336人）佔63.9％）。而根據教育部(2011)的統

計數字顯示，國內新移民子女的人數在99學年度在學的人數，國小合計有148610人，國中

合計有176373人(教育部，2011) 。在新移民子女入學人數年年增加的情形下，近年來新

移民子女的議題開始受到重視。 

不少學者也開始針對新移民子女議題進行研究，但多集中於「學校生活適應」及

「普遍學習成就」，以各學習領域進行研究者則更少，部分學者（如盧台華，2006，

2007，2008；；劉健慧，2007；楊德清，2007，2008，2009；姚如芬，2008；楊德清、

洪郁雯，2009；姚如芬，2006，2009；盧台華，2008）以數學學習作為主要研究範圍。

而本研究亦希望以數學學習作為主要研究範圍，來瞭解新移民子女在數學領域的學習

表現與閱讀理解能力。綜合相關國內文獻（請見第貳部分文獻探討），新移民子女的

數學學業成就表現落後於本國籍子女。新移民子女對於學習數學所抱持的態度為何？

至六年級後，其學習態度是否有所轉變？若有，其原因為何？其在六年級的數學文字

題的學習上遭遇了什麼樣的學習困難？是否與五年級背景知識有所關聯？其在數學

解題時，其在六年級的閱讀理解困難主要為何？ 

由於國小的低年級數學課程配合學生生理發展，課程以數學基礎知識教學為主，

且題目多以具體圖像呈現，較少文字敘述，因此較不易觀察出新移民子女的數學閱讀

理解困難之型態，因此，本研究針對六年級的新移民子女做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

瞭解其數學學習情形與閱讀理解問題。 

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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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一) 探討六年級新移民子女在數學學習態度的傾向； 

(二) 瞭解六年級新移民子女在數學學習上所遭遇的困難為何； 

(三) 探討六年級新移民子女解題策略的使用與其背景知識的相關情形； 

(四) 探討六年級新移民子女閱讀理解情形並分析其困難所在。 

三、 名詞釋義 

本研究的重要名詞分別有「新移民子女」、「數學閱讀理解」三個，其精確的定

義如下： 

（一）新移民子女： 

本研究所指之新移民子女，係指透過婚姻仲介方式來台的東南亞籍女性所生之子

女。 

（二）數學文字題(mathematics word problems)： 

數學文字題是指以語文的方式來描述問題情境的數學問題，提供學生一運用計算

能力於各個情境的機會。過去通稱應用題，本研究中以應用題做為通稱，方便訪談及

與教師溝通使用，因為學校教師皆習於使用該名詞。 

（三）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 

是指學生在與數學文字題接觸時，能應用其先備知識和早期閱讀指導中所發展的

技能與策略，協助其閱讀前做預測，在閱讀中和閱後建構數學文字題的意義，而達成

數學文字題的理解。亦即Mayer(1987)所提出數學解題理論中之問題轉譯和問題整合層

面。 

貳、 相關文獻的探討 

由於本研究第一年度欲瞭解五年級新移民子女在數學學習態度的傾向與師生關

係、其在數學學習上與在閱讀理解上遭遇的困難及其解題策略的使用與其背景知識的

相關情形。因此筆者分別從方面探討相關文獻：一、新移民子女的數學學習相關研究；

二、數學學習態度；三、數學閱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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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移民子女的數學學習相關研究 

  根據教育部（2009）統計，新移民子女進入小學就讀人數自 92 學年度的 2 萬多人

逐年倍增，至 97 學年度已突破 10 萬人，至 2011 年已接近 15 萬人。因此其學習情形

也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學者(如 Pong, 2009；Pászto, 2008; Levin & Shohamy, 2008)的研究

皆發現移民家庭子女的學業成績都低於本國籍子女，其中 Levin, Shohamy (2008)研究更

提到新移民子女要花上數年時間（特別是數學領域需要 5 到 11 年的學習時間），才能

達到本國籍子女學力程度。 

王世英、溫明麗、謝雅惠、黃乃熒、黃嘉莉、陳玉娟與陳烘玉(2006）研究新移民

子女的學習情況，發現教師大都認為新移民子女學習成就比我國學童差，比學生實際

表現來得低，且在國中階段數學的學習情形普遍低落。 

楊淑朱、刑清清、翁慧雯、吳盈慧與張玉巍（2004）研究發現，高年級學童有五

成八是數學領域欠佳，四成二在國文、社會領域表現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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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間存在著極大的個別差異，且在總分顯著低於一般生。楊德清、洪郁雯（2009）研

究發現新移民子女數學學習困難之因素為家庭支援較少，使其學習態度消極、學習自

信不足，且文化背景刺激不足、語言程度不佳，致其難以理解題意。在國外研究方面，

Crosnoe (2005)研究指出墨西哥移民家庭子女多半出現數學成就低落的情況； Pászto 

(2008)以PISA在2003年的資料庫分析，發現有四分之一土耳其移民子女沒有達到最低

數學能力標準。Dronkers & Levels (2007)和 Haung (2000)研究則皆指出家中使用的語言

背景與移民子女數學學習成就有關。 

    因此綜合而言，新移民子女語言能力的程度，可能影響其數學學習成就，尤其是

在數學文字題方面。 

 

二、學習態度 

  學者對數學態度的詮釋頗有一致的看法，有學者認為是指學習數學的信心、對數

學成功的態度、數學為男性的科目 、數學有用性、數學探究動機、父母親與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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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態度等綜合表現（Fennema & Sherman, 1977；李默英，1983）；也有學者表示其為

個體對於數學所持的一種較具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反應及行為傾向（何義清，1987；邵

淑華，1997；高石城，1999）；還有學者認為其為個人對於數學的一般性觀感、看法、

喜歡或厭惡的程度（吳明隆，1987；魏麗敏，1988）；Tocci & Engelhard (1992)認為其意

指數學與生活 、數學的社會性、數學是男性層等的綜合看法。 

諸多學者(Scheid, 1993; McCoy, 2005;Ma & Xu, 2004)認為學生如果有積極的數學態

度，將有助於他們學習數學，並且通常有較高的數學成就表現； Higgins(1997)則發現

消極的數學態度使學生在數學習上面臨失敗的危機。 

 

三、數學文本的閱讀理解 

筆者綜合國內外相關學者（邵光華，2002；Esty, 2003; Wiederholt & Bryant, 1987；

邱上真與洪碧霞，1998），將閱讀理解定義如下：「閱讀理解的內容包含字義理解、

推論理解、評鑑理解與批評理解，閱讀者透過閱讀策略知識及後設認知知識進行文字

解碼、字義理解及文意推論理解的歷程，以預測、驗證、推論及建構文章的意義，並

能自我監控閱讀理解之歷程」。 

數學的文字題有其文本的特殊性，相關學者表示這種學科閱讀的特殊性，可從下

列幾個要點看出來（Durkin & Shire, 1991；劉錫麟，1994；Roe, Stoodt, & Burns, 1995；

陳靜姿，1997；邵光華，2002）：(1)數學語言具有高度抽象性；(2)數學語言具有精確

性；(3)數學文本閱讀不可跳躍或忽略任何文字或符號；(4)數學文本閱讀理解過程可能

須結合操作練習；(5)數學文本閱讀過程語意轉換頻繁；(6)數學詞彙具有多義性；(7) 閱

讀理解時須具有邏輯和數學基模知識；(8)特殊術語在數學文本中的敘述。 

呂玉琴（1991）指出試題使用的語言對學童在分數概念的學習影響很大，因語言

的不瞭解容易產生錯誤，張景媛(1994)亦提及數學語言特質的轉換對讀寫數學有所影

響。而學者(Christen & Murphy,1991；Baker, 1995)亦提出數學文字題的閱讀不僅於字面

的意思，更須有深層瞭解。換言之多位學者都指出在數學學習中，應有一些深層因素

影響數學閱讀理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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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關因素有哪些呢?包含數學詞彙知識(Cloer, 1981)、語言次序(Larson,1980）、字

彙的知識 (如 Nagy, 1988)、基模知識(Cardelle-Elawar, 1992)、先備知識、數學語詞符號、

程序性知識、一般語文閱讀理解能力(秦麗花與邱上真，2004)。 

而張建妤、柯華葳(2012)以 TIMSS 2003 數學試題和 PIRLS2006 閱讀成就測驗作為

工具，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數學成就表現越好的學童，在四種閱讀理解理的表現也越好，

但閱讀理解較能解釋低分組和中分組學童的數學表現，對於高分組的表現建議考量其

他相關的數學知識和技能，因此其建議低分組學童應加強閱讀理解能力。而左台益、

呂鳳琳、曾世綺、吳慧敏、陳明璋與譚寧君(2011)則針對八年級學生做閱讀理解的研

究，結果發現文本若以分段方式呈現，有助於提高閱讀意願以及降低閱讀時證明時的

困難度及所花費心力，但在閱讀表現未能造成顯著差異。 

另外關於新移民子女的閱讀理解研究，多位學者（Martiniello, 2008；Burgoyne, K., 

Hutchinson, J. M., Whiteley, H. E. & Spooner, A., 2009；趙善如、鍾鳳嬌、江玉娟，2007；

劉健慧，2007；楊德清、洪郁雯，2009；姚如芬，2009）指出學生會因為識字量不足

及語文或語意閱讀理解困難而較難理解數學文本內容。 

參、 研究方法與步驟 

新移民子女在六年級的數學文字題學習歷程中，須面對較困難的文意理解，而在

該年級學習數學文字題歷程中有哪些閱讀理解困難？有賴進一步瞭解。因此，本研究

今年擬結合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的人種誌(俗民誌)方法學（ethnography）與文件分析

等三種方法論來進行蒐集本研究之相關資料。再將觀察到的現象與文件的內容分析、

新移民子女、學校數學任課教師的訪談與敘說，交叉分析資料以瞭解六年級新移民子

女在學習數學文字題的閱讀理解歷程。本研究第一年期蒐集資料的時間起始於民國一

百年八月，結束於一百零一年六月，期間長達一年。 

四個個案皆接受柯華葳 (1999)所編製之閱讀理解困難篩選測驗，測驗結果發現小

真與小芳皆為高閱讀理解能力學生，而小杰、小善則是低閱讀理解能力學生。 

在訪談時，研究者先讓個案默讀後進行解題，不論個案是否能列出算式，皆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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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朗讀一遍題目，看個案對題目第二次朗讀之後的解題情形，再訪談其對題目的理

解情形。除對新移民子女對數學文字題的閱讀理解之外，筆者亦訪談新移民子女及其

教師針對上課的學習態度、師生互動情形，並輔以筆者的觀察及與其外籍母親的訪談

來加以分析。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有四位新移民子女個案，分別為小善(代號 B1)、小真(代號 G1)、小杰(代

號 B2)、小芳(代號 G2)皆就讀高雄市欣欣(化名)國小，小善與小真在為同班同學，其

導師皆為李老師(化名)，而小杰與小芳則在另一班，導師為張老師(化名)。該校所使用

的數學版本為南一版國小六年級數學。以下分述研究結果： 

一、家庭背景、數學學習態度與師生關係 

四位新移民子女中，小杰、小芳來自台灣籍父親、印尼籍母親的家庭，而小善、

小美則是來自台灣籍父親、越南籍母親，且四位個案在 CPM 與 SPM 智能測量皆判定

為智能中等。 

（一）個案小善 

小善至三年級時，數學學期成績開始驟降，四年級時的數學成績平均只有 72.95

分。小善在五年級時，課後則參加學校辦理的課後照顧班，在課後照顧班以完成功課

為主，但常常抄好朋友的作業答案，且回家後也常常去小杰家一起打電腦遊戲。到了

六年級上學期，小善於十月中旬開始參加補習，在補習期間，其數學作業的完成度提

高許多，但是考試成績雖然進步但並不顯著。然而，小善在六年級下學期卻突然停止

到補習班補習。小善認為補習對成績並沒有太大的助益，因此，跟奶奶提出不再補習

的要求。 

對於此點，李老師則認為補習的確沒能提昇其數學能力，但有助於其作業完成，

沒有參加補習後，小善的數學作業經常空白。除此之外，筆者於六年級的課堂觀察中

發現小善於課堂上與李老師的互動越加不頻繁，上課時常有發呆、打瞌睡以及注意力

白雲霞   國小高年級新移民子女的數學文字題學習、閱讀理解與學習介入研究 

 

 

230



不集中的現象 (OC1111117、OC1111201、OC1111214、OC1120315)，因此，李老師對

於小善數學學習表現以及學習態度表示相當擔心。 

由於小善之父母親不在小善身邊，所以小善的日常生活起居是由祖母照料，而小

善的課業則是由姑姑在督促關心。個案對於數學學習的態度與興趣常顯得消極又低落，

因此小善的的六年級成績較五年級成績更不理想。諸多學者(張芳全，2009；林俊瑩、

吳裕益，2007；溫明麗，2006；巫有鎰，1999；Heckman, 2006)的研究所提出的，家庭

因素對於新移民子女之學習態度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程度且與本研究結果呈現相似

的情形。 

（二）個案小真 

小真的爸爸上班時間須視排班而定，印尼籍的媽媽則在加工區上班，由於小真的

父母因工作緣故較缺乏時間督促小真完成學校老師指派的作業。小真的作業於學校開

設的課後照顧班及校外補習班完成，根據小真訪談時表示，每周二、三會留在學校參

加課後輔導班，而參加完課後輔導班後會到校外補習班補習數學，小真也提到補習班

上課內容以其他版本的數學題目為主。除了每周二、三參加課輔班及至校外補習數學，

小真每周一、四、五放學後也必須到校外補習班補習國語及英語。 

小真媽媽在溝通方面相當流利，個性相當健談，在訪談過程中，可以看出母女相

處極其融洽，母女感情很好(IPG1120727)。此外小真與五年級一樣在數學課課堂中安

靜乖巧，雖不會主動舉手爭取上台作答或回答問題的機會，但對於老師的授課筆記、

隨堂練習等要求也都會努力完成，但卻很少與老師互動。 

在學習態度上，小真對於該完成的課業都能努力完成，且錯誤訂正的很仔細，此

外，當筆者在六年級與小真做數學文字題訪談時，筆者發現小真自我調制能力明顯的

較其他三位個案強，其在解題之後，會主動重新閱讀一次題目，而不僅是檢查自己是

否有計算錯誤，也因此，其常常可以主動發現自己在閱讀文字題題意時所發現的錯

誤。  

但由於小真欠缺主動提問迷思概念的學習態度之影響，長期補習的結果使得六年

級的她常有等補習班教師「餵養」解題策略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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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小芳 

對於個案小芳之數學學習態度班級導師張老師（化名）給予相當正面之評價，但

也覺得小芳很少與其互動。 

小芳是個很乖而且很用功的學生，上課時都很認真的抄寫筆記，下課時間別的同

學都跑出去玩，只有她下課時間幾乎都在座位上利用時間把當天回家作業在校完

成。很可惜的是，她很少主動來問我有關數學的問題或是聊她自己的事情，或許

這就是她數學成績一直都沒辦法有大幅度進步的原因。(IC2120106) 

其與張老師缺乏互動之相處模式也可從筆者之觀察札記中有更進一步的了解。筆

者札記中記錄： 

下課時間班上有一群學生圍在張老師的辦公桌旁邊與老師聊天，但小芳卻一個

人默默坐在位置上寫著數學習作。(IG2111214、IG2120110) 

經由與小芳母親的訪談(IG3120315)中瞭解，小芳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因其語言

上的限制，加上父親僅國小畢業而母親在印尼則是具有國中學歷，基於雙親之教育程

度較不足，對於個案的課業僅能以口頭關心方式而無法給予小芳實質上的指導及協助。

小芳因為意識到自己的學習資源較為匱乏，所以在學習上總是相當主動，準時繳交作

業以及遇到不會的問題時會主動請教同學。 

因此，可以說小芳在學習態度上雖然不會主動問老師，但會去請教同學，其學習

態度可謂是相當積極。但小芳並不喜歡談論家裡的事，她不太願意讓別人知道外籍媽

媽的事。此外，在訪談過程中亦發現小芳明顯感受到父母親的學歷及家庭經濟狀況處

於較弱勢。 

綜合上述，小芳的在校表現，與楊淑朱、邢青青、翁慧雯、吳盈慧、張玉巍(2004)

針對新移民子女在校表現所提出的，新移民子女由於家庭所處的社經地位、父母的教

養態度以及文化刺激較不足，因而造成這些新移民子女在團體生活中容易出現缺乏自

信以及較於內向的問題，有一致的發現。但由於小芳的學習態度佳，且其自我調制的

能力也較強，因此，雖然沒有父母的課業指導，也未能參與補習或是安親活動，但小

芳的數學成績仍可維持在中等上下，此與諸多學者(Ma & Xu, 2004；McCoy, 2005;曾琬

淑，1995；吳明隆與蘇耕役，1995)認為學生如果有積極的數學態度，將有助於他們學

習數學的結果有相似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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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小杰 

至於小杰則是從三年級開始覺得國語、數學都是困難的科目，小杰四年級的數學

成績平均為 85.3，但五年級開始的數學成績則落到在班上後 1/4，第一次段考成績僅

只有 49 分。到了六年級，筆者發現小杰的作業完成度狀況相當不理想，經常沒有完

成張老師交代的作業。除此之外，小杰於課堂上與張老師的互動較不頻繁。張老師(化

名)屢次於訪談及課堂上對於小杰之學習狀況、聯絡簿不簽、作業不寫，表示不滿意

及擔憂(IC2120106)。 

筆者於 2012 年 3 月 27 日訪談時詢問個案:「爸爸媽媽有沒有督促你要準時完成?」

小杰回答道： 

放學我要留下來跟朋友打球所以沒空寫作業，而且我爸爸不在高雄工作所以沒有

在管我，…我媽又看不懂中文所以她沒有辦法教我作業啊!(IB2120327) 

五年級時，小杰在課後照顧班常採用「抄」的方式完成作業，但到了六年級小杰

沒有再參加安親班及課後照顧班，其回家作業，更是直接借同學來抄。相較在五年級

時，小杰至少會將老師在教數學文字題時的關鍵字圈出來，而六年級的他則甚少利用

圈出文字題中的關鍵字作為解題策略。再加上六年級下學期參與校際球類比賽的次數

相較於五年級較多，下課後常有練習活動，張老師認為亦影響個案之課業學習表現。

因此越來越難的題意，讓小杰在面對文字題時，也對自己的數學能力越來越沒有信心，

再加上過多學習以外的外務，與自我成就期許較低、家中缺乏課業學習典範、父母期

望、母親在六年級的陪伴減少、也讓小杰在六年級學習態度益發消極，上課亦較不能

專心。。 

 

二、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情形 

為進一步分析個案之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困難，因此筆者透過對個案在數學課本、

習作以及測驗卷的表現與課堂觀察及深入晤談，交叉分析個案對六年級數學文字題的

閱讀理解情形，Mayer (1987)曾提出解決數學文字題時之四個重要成分，分別為：1.

問題轉譯；2.問題整合；3.解題計畫及監控；4.解題執行。其中問題轉譯與問題整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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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有重要的影響，以下筆者統整四名個案在六年級數學文字題學習

的問題轉譯與問題整合的閱讀理解情形。 

(一)問題轉譯： 

1.朗讀比默讀的對高閱讀理解能力的新移民子女較有助益 

兩位具較高閱讀理解能力女生個案相較於以默讀的方式讀題，以朗讀的方式審題

有助於個案提取題中含有暗示性的解題詞彙。但對於另外兩位男生個案兩種讀題方式

(默讀以及朗讀題目)之成效則無顯著差異。例如小真，若筆者要求以朗讀方式讀題時

注意力較集中，除此之外，若以朗讀方式審題小真表示可督促自己將題目完整看過一

遍，但若以默讀方式審題，小真則較容易因心急想趕快把題目算完，而出現未將題目

完整理解及開始計算的解題習慣。此與學者 Doff(1988)，Armbruster&Wilkinson(1991)

的研究結果有一致性的發現，閱讀者以默讀的方式進行閱讀，容易偏向以跳躍式的方

式擷取自己認為有需要的資訊。但此法對低閱讀能力的小善與小杰則沒有太大的幫助，

小杰的回答是:「都一樣啊!只是一個有唸出聲音，另一個沒有」。小善則是對筆者抱怨

道:「不會就是不會，就算唸出聲音來我還是不會啊!(B1120327Tb0014)」 

2.五年級百分率的先備知識不足，導致無法順利轉譯關係句 

個案小真與小善都無法辨讀「一年級近視的學生」是部分量，「一年級學生是全

部量」，而選擇將部分量直接當做全部量並套用「全部量×百分率=部分量」的公式 

(B1111110)。而小杰則是表示不會，筆者進一步確認小杰對於百分比的基模知識問

道:「15%是多少?」，小杰回答說:「1500，15%是 1500。」，由此可推測小杰對於百分

比的詞意與基模知識並未隨著年級增長而改善，也影響其後續至分數乘法文字題的閱

讀理解。而小善與小杰一樣，因為不理解「男生占 55%」而導致無法成功解題。 

 

山山國小實施健康檢查，發現一年級近

視的學生有 84 人，占一年級學生的

40%，一年級有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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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杰 B2110610T8-3-1(五年級) 小善 B1111110TI01-4 

 

3.短句中含數字與與數字有關的文字時，個案容易只注意數字而忽略文字中的數

學訊息，而高閱讀能力的新移民子女在重讀後可以發現自己所忽略的訊息，但低閱讀

能力的新移民子女則較不易自行發現 

在一條長 20.72公里的道路兩旁，每隔 0.56公里種 1 棵樹，頭尾兩端都要種，

共需要種幾棵數? 

 

 

小善 B1111013TI01-1 小真 G1111220TI01-2 

經重讀題目後對「兩旁」文字的處理 

 

在 B1111013TI01-1 題目中，將解題重要

訊息隱藏在「兩旁」及「頭尾兩端都要種」

之中，研究者讓小善於第一遍讀題後，請他

自行將題目中的重要訊息用重點筆標出，小

真與小善於審題過程中皆把重要句子(前三

句)畫上重點記號，但於列式時兩人卻都忽

略「兩旁」這個隱藏的重要概念，但小真在筆者請其重複仔細審題後，小真則可以自

己校正，而小善則無法自行於重讀題目之後發現所忽略的訊息。這個現象，自五年級

時即存在，如 B1101117TI01-6(五年級課程)中則無法發現「早晚各看」中的數學訊息，

雖然經過五年級的學習與課堂訂正，但小善仍對此種含有數學訊息的中文文字不甚敏

感，此有可能因為小善缺乏課後複習，家中又無人可以指導小善課業，加上小善對閱

 

小善 B1101117TI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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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課外書籍並不感興趣皆可能有所關聯。 

4.簡單易讀懂的題目中出現兩種以上的單位量，低閱讀能力個案僅處理數字而忽

略讀目中單位的改變，但高閱讀能力個案可自行發現 

「安安的身高是 160 公分，身影長約 3 公尺，在同一時刻，樹影長約 9 公尺，這

棵樹的高度約幾公尺?」，在上述的題目與類似題中，小杰與小善僅閱讀出短句之間的

關係，卻忽略疑問句中所暗指的單位改變，而高閱讀能力的小芳與小真則可以在第一

次閱讀時即發現疑問句中單位的改變。以上二位低閱讀能力的個案在問題整合過程中

較容易發生的錯誤，在於過於將解題焦點放置於關係句上，因而忽略疑問句隱含的解

題關鍵。 

 

(一) 問題整合 

1.五年級數學詞彙與先備知識不足造成六年級時閱讀理解與解題的困難 

五年級公因數與公倍數數學詞彙熟悉度不足，致使僅能對文本表面涵義進行問

題轉譯，而無法對於文本所隱含的抽象概念進行問題整合。 

 

 

 

小真 G1110909T001 

(16 組以及 3、2 為訂正後的記錄) 

小善 B110909T001 

(2、3 為訂正後記錄，原作答為 6 人) 

在 G1110909T001 中，當筆者詢問小真：「為什麼要用 80 來因式分解？」小真回

答：「題目說要混和分組啊! 而且男女生人數又要一樣多，所以我就把男生跟女生全

部加起來去平分。(IG1101117)」筆者再進行追問：「你怎麼會認為最後可分成 2 組跟 5

組呢？」小真回答：「因為因式分解出現 2 跟 5 啊!」由此可見，小真對於五年級公倍

數與公因數的數學詞彙及其概念理解有限，因此無法正確閱讀與最大公因數與最小公

倍數有關的文字題，而採用一般閱讀文本的技巧，找出其中可以協助其列式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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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加以列式解題。而關於小善在 B110909T001 的作答情形，李老師認為： 

「他這單元學的蠻吃力的!妳不要看他這題第一小題寫對，就以為他具備利用短

除法求最小公倍數的能力，其實他是看我在這單元的文字題上課都是先用短除法，…

所以第一小題他是可以勉強算出來，但是第二小題…因為語文程度不大好，這一句話

對他而言理解上是有困難的，所以他就開始胡亂湊答了! (IC1111103)」 

藉由以上作答歷程可見，此與 Jarrett(1999)指出母語非英語之學生(language-minority 

students)傾向將數學語句及數學符號做字面上的逐字翻譯，因而忽略隱含於該數學語

句下的確切含意，其研究結果，或可延伸至解釋本研究的新移民子女學童。 

 

2.高閱讀理解的個案較願意使用分段處理資訊策略，而低閱讀能力個案認為分段

處理資訊策略較耗時而不願意採用 

小杰與小芳為同班同學，張老師對於較長的數學文字題，要求班上學生採分段處

理數學文字題資訊的方式來讀題，在訪談過程中，筆者觀察到小芳可利用朗讀題目的

審題方式並提醒自己將張老師上課所提到的分段處理資訊運用於解題歷程中，雖然不

一定能成功解題，但有助於其理解題目並加以列式。但對於低閱讀理解能力的小杰而

言，小杰認為分段看是很麻煩的事，因此小杰常常無法落實張老師分段處理資訊讀題

列式的方法。 

 

3.對於兩個以上命題組合的比較量基準量題型，僅高閱讀能力個案可以透過語意

結構自行整合兩個命題組合間的關聯性並加以正確列式。但若以數學詞彙分別詢問比

較量基準量，則高閱讀能力個案若缺乏數學詞彙概念與文本脈絡的情形下反而無法回

答 

以「果菜市場運來一些水果，梨子的箱數是蘋果的
 

 
倍，蘋果的箱數是香蕉的1

 

 
倍，

運來的梨子有 18 箱，香蕉有幾箱?」的題目來看，高閱讀能力個案小真及小芳皆能正

確列式，但在訪談中，小芳在關係句的短句中，卻無法分辨何者為比較量，而反觀二

位閱讀能力較弱的新移民子女雖無法整合三個命題組合以正確列式，但卻可以正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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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何為比較量。推究其原因，有可能因為小芳依靠著自己的高閱讀理解能力並結合對

倍數的基礎概念，是以能正確列式，但由於小芳對於新數學概念的學習常常有排斥的

心態，故而無法在課堂學習之後，就瞭解新名詞「比較量」的意義，至於二位低閱讀

能力的個案則可正確回答比較量與基準量的答案，但卻無法整合三個命題組合加以列

式。而小真則是二者都可以，此可能與小真在學習時勤抄教師筆記、在課本畫線與註

記有關。 

 

4.個案對具體情境題如四則混合運算所呈現的文字題較可順利閱讀各關係句，並

整合題意 

由於康軒版六年級下學期(第十二冊)第五單元四則混算的教學目標為，能在具體

情境中，解決分數和小數的多步驟問題。故此，該單元的檢測重點在於學童是否能透

過句意理解來進行四則運算，筆者在進行題目分析時察覺到由於四則混算單元的文字

題部分在題目佈題與設計上，偏向提供解題者較為具體的情境，較少將重要解題關鍵

隱藏於題目的語句中，故四位個案在讀題時的訊息覺察與提取方面並無出顯較明顯的

錯誤。 

三、影響新移民子女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的相關因素 

綜合上述，可以歸納出影響新移民子女數學文字題閱讀理解的相關因素大致為：

父母的期待、外籍母親與新移民子女的陪伴關係、新移民子女的自我認同度、一般性

的學習態度、數學學習態度、過去的先備知識與數學概念與詞彙、閱讀策略與習慣、

外在環境對的課業支持性、句型長短、命題組合複雜度、中文敘述中隱藏的數學訊息、

閱讀習慣。 

伍、結論與建議 

綜合研究發現，本研究重要結論主要為：一、影響六年級新移民子女在數學文字

題的閱讀理解情形主要受下列因素影響：一、學習者學習內在因素：包括新移民子女

一般性的學習態度、數學學習態度、過去的先備知識與數學概念與詞彙、閱讀策略與

習慣、自我監控與調制能力的影響；二、外在環境因素：包括父母是否提供課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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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課後輔導學習活動、父母的期待、外籍母親與新移民子女的陪伴關係與管教態度、

新移民子女的自我認同度、新移民子女對自己課後時間的安排；三、數學文字題本身

的因素：包括句型長短、語序、命題組合複雜度、中文敘述中隱藏的數學訊息。 

根據上述結論，筆者提出下列建議：一、增加新移民子女課外閱讀活動的時間或

頻率，以提升其在閱讀理解上的能力；二、增加新移民子女對自我的認同與對母親國

籍及知識背景的接受度；三、建議新移民子女的父母能多一些陪伴的時間與對其子女

的鼓勵；四、鼓勵新移民子女參加數學的科普活動，增加其對數學的興趣；五、在教

導新移民子女數學文字題時，教師可更換語序進行解釋；六、鼓勵新移民子女提問不

懂的語意知識；七、鼓勵新移民子女採放聲思考或將題目讀出聲音，可減少遺漏語句

中的訊息；八、鼓勵新移民子女嚐試採分段處理資訊的方式來理解文字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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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ntroduction
1.1 Parental Involvement
1.2 Partnership of home, school and community. 
1.3 Parental Roles
1.4 The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roles do parents assume as they attend an intervention 

Math Camp program over time? 

2) What exemplars can be collected as evidence of roles that 
carry potentials in enhancing children’s math learning?

I. Introduction

2.1 Studies on enhancing children’s math learning
 Research studies on enhancing math learning, the activity 

can be in form of a game (van den Heuvel Panhuizen & 
Buys, 2008; Leung & Lo, 2010), 

 reading a picture book (van den Heuvel Panhuizen, 
Boogard, & Doig, 2009), 

 posing problems and diary writing (Leung & Wu, 2000), 
 completing a math trail (English, Humble & Burmes, 

2010).  

II. Literature review & theoretical framework

II.Literature review & 
Theoretical Framework

2.1 Studies on enhancing children’s 
math learning: Content by Activity
 Leung (2008) 

 Leung (2011) http://www2.nsysu.edu.tw/leung/home.html

II. Literature review & theoretical framework

2.2 Intervention projects for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math learning
 In both US and in Taiwan, parental concern for 

children’s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is emphasized in 
curriculum standards documents.

 Families become advocates for education standards 
when the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high-quality 
mathematics education for their children. (p. 378). 

 In Taiwan math curriculum standards documents 
(MOE, 2003), there is a part on reminding parents; 
“learning math should be a happy experience to 
students.” 

II. Literature review & theoretical framework

3.1 The case and parent-child 
activities.
Case study Yin (1994). 
 The teacher educat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graduate student
 Participants
 Family with parents and child (ren)

III. Method

III.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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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he case and parent-child 
activities.   2/5
 Parent-child pairs learn math together. 
 Referred to standards and textbooks to develop 

research-based activities
 Learn Math together, Promot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附件)
 The activity can be in form of a game, reading a 

picture book, posing problems, paper folding, writing 
a diary, or, completing a math trail.

III. Method

3.1 The case and parent-child 
activities.   3/5
 Write a story using plane figures (Grade 3 to 6; Space 

Strand). For plane figures, the child and the parent 
each do paper folding that results into paper Tan 
grams. Each will use all pieces and create an object 
(e.g. a tree; a kite). Then parent and child will make a 
story using a tree and a kite and record the story in a 
diary. Sharing and communication is emphasized and 
spatial sense is enhanced, as they can remove the 
pieces and make other shapes and write different 
stories.

III. Method

3.1 The case and parent-child 
activities.    4/5

Parent

Child

III. Method

3.1 The case and parent-child 
activities.   5/5
 Although the activities were developed by me, I sent 

to thre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to check. 
 Revisions were made until all agree on the timing, 

math materials, and interaction with parents. 

III. Method

3.2 A typical Friday session 
(Time: 13:40 to 15:20)
 First period: 13:40 to 14:20

 Main Classroom    A nearby classroom

III. Method

ChildrenParents

 Second period: 14:30 to 15:20

Main Classroom

III. Method

3.2 A typical Friday session 
(Time: 13:40 to 15:20) 2/2

Parent 
and 

child 

Parent 
and 

child 
Parent 

and 
child 

Parent 
and 

child 

Parent 
and 

child 

Parent 
and 

child 

Parent 
and 

child 

Parent 
and 

child 

Parent 
and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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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ata Source and Analyses
 Over one school year, there is total of 18 bi-weekly 

Friday Math Camps.  
 Thirty one families attended (6 fathers, 25 mothers; 

some families bring 2 children). 
 Data source are: questionnaire, diaries, parents’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orksheets and videos; analysed 
qualitatively as in Creswell (2009). 

 Data were coded by two independent raters and 
reliability was checked.

III. Method

Roles Exemplars
 I witnessed multiple roles identified by Civil and 

Bernier (2006).
 Parents as learners
 Parents as teachers
 Parents as facilitators
 Data analysed on children’s math learning is reported 

elsewhere.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1 
Parents as Learners
 All parents (n=31; 25 mothers, 6 fathers) expressed that 

this experience was new to them and they were working 
with their children as peers.

 (Focus group interview, 2011/10/14)
“My husband and I never know Tan grams can be so 
challenging.  During the Moon Festival break, we folded 
papers when we bring the boys to see grandma and 
granddad.  Dad pretended not to be interested (in this 
simple task), then joined in after we five started. The 6 of 
us had a wonderful time writting a story by using all 6 
figures.”.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Diaries, 11/05/13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2 Parents as teachers: 
Fair Game
 A card is picked. On one side of the card wrote a smaller 

unit (e.g. ___days) and one the other side wrote one larger 
and one smaller unit (e.g. ___weeks ___ days).

 The parent told the child if the answer was correct. 
 If correct, they shook hands and said, “This is a Fair 

Trade”. 
 If the answer was incorrect, the parent did not shake hand 

with child and said, “This is not a Fair Trade, please try 
again”. 

 “This activity is so exciting and it made me feel that I am 
my child’s teacher…” (Parent focus group Interview, 
11/11/11).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2 Parents as teachers: 
Math Trail   2/3
 All parents made up problems.
 The final version included at least one problem from 

each parent.
 Next to each problem I is the parent’s name
 They acted as teachers.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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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Parents as teachers: 
Math Trail   3/3
 “When I watched how other 

children of the same age as my 
child attempted the problems and 
used various approaches, I came 
to understand why my child failed 
and I began to realize why…This 
Fun Fair enabled me not to worry 
too much, as I see that making 
mistakes is no big deal”. 
(100/06/10)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3 Parents as facilitators:
Picture Book
 A parent was doing story using one 

picture book by Marilyn Burns 
(Meat Ball Spaghetti) to teach 
perimeter/area. 

 After doing so other parents would 
join in. 

 A questionnaire will be used to ask 
which parents will be willing to 
teach children.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3 Parents as facilitators:
Picture Book   2/3
 The parent asked her girl to make 32 children’s faces 

and 8 dining tables.

 She linked the activity to perimeter successfully.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3 Parents as facilitators :
Picture Book   3/3
 “It was not the first time telling a story but telling a 

story to link to perimeter and area is a brand new 
experience.  My girl returned home and moved the 
tables to check again…” (Video, 11/12/09)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roles given by 
Civil and Bernier (2001), I added two roles in math 
games.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4 Parents as partners:
Soma Cubes
 In solving puzzles in Soma cubes (Leung & Lo, 2010), 

parent-child worked towards a common goal—to 
solve the puzzle as given in the figure.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4 Parents as partners:
Soma Cubes   2/3
4.41
 “My child rarely learns to do things together with a 

peer. When two persons stood at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stared at the cubes from different angles, the 
views helped to solve the puzzle.  We two changed 
positions whenever we disagreed with each other.  
Taking other’s perspectives is what we both learn.” 
(Diary, 11/05/27).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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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Parents as partners:
Fraction Poker Cards   3/3
4.42
 In the fraction card game adding to “1”, each of them 

picked up a fraction card and see if they added to ‘1”.
 After playing this game, parent and child were told to 

use the same deck of card and make up rules for new 
games.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5 Parents as opponents:
The Monopoly
 Millionaire arithmetic 

(without banknotes and coins)
 Each child and parents are competing. 
 They threw a die, walked through the streets that were 

named by them. 
 After each transaction, each of them wrote expression 

to record the amount of money they had.  
 Each one challenged the other why the record was 

incorrect.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4.5 Parents as opponents:
The Monopoly   2/2
 In this case, the two were opponents.
 “I now realize the secret in successful parenting. It is 

to lose! If it is always the parent who wins the child 
will lose interest. ^0^” (10/06/10) 

 “If the teacher gave a ditto with 20 horizontal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facts as homework my child 
will not complete it unless I remind her.  Now with this 
game, she wrote 3 A4 pages of record and still 
interested to continue...” (10/06/10)

IV. Results and discussions

 The development of research-based tasks align to math 
curriculum cannot be done by MTE without consulti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and parents’ idea about 
children.

 Working with parents over time is feasible engage 
parents to take actions to motivate and monitor children. 

 Attendance is a often a challenge.
 Parents’ needs or voices were attended.
 Eager parents would choose to attend. Father and 

mother took turns to attend.

V. Conclu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V. Conclusion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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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應用在微積分教學之研究 

 
張子貴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如何將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策略應用在微積分的教學活動中，

並探討此教學策略對學生學習微積分有哪些助益。在研究方法方面，採用行動研究的方式，

以修讀微積分的31位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一學年的教學行動，並透過概念圖、教學觀察與

省思札記、學習歷程檔案、學習狀況調查問卷等工具來蒐集資料。研究結果發現：(一)當學生

在未能熟讀教材內容的情況下，因對相關概念不清楚或未能統整，而難以自行建構微積分的

概念圖；(二)將概念圖結合微積分解題策略與解題實作，對大部分學生在微積分的學習與解題

方面具有相當正面的助益，包括：能幫助學生釐清或統整微積分的概念、能促進學生做較有

系統性的解題思考、能較迅速地找出正確的解題策略。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對教學及未來研

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概念構圖、合作學習、微積分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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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年來，世界各國無不積極提升國民的素質與競爭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 1998
至 2002 年大規模所進行的「界定與選擇關鍵能力」（Defining and Selecting Key Competencies, 
簡稱 De Se Co）跨國研究計畫中，指出 21 世紀公民必須具備的三項關鍵能力之一即為「能在

異質性的社群中互動」，包括：發展和經營良好人際關係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處理和

解決衝突的能力等(Rychen & Salganik, 2003)。OECD(2001)也曾在知識經濟能力的研究報告中

指出，受雇者要能勝任知識經濟的工作，必須具備團隊合作、在不明確的環境中進行協作、

問題解決、處理非例行程序、擔負決策責任、溝通技能及能從寬廣的脈絡來理解工作場所的

發展等能力。澳洲教育科學訓練部於 2002 年「未來所需就業力技能」白皮書中，指出「核心

就業技能」取決於知識、技能與態度，包括：溝通技能、團隊合作技能、問題解決技能、原

創與進取技能、規劃與組織技能、自我管理技能、學習技能、科技技能等八項(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2)。此外，歐盟為能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與動能之知識經濟體，自 2000 年

即將終身學習訂為教育發展的目標，更在 2005 年明確地提出未來的教育應提供民眾具備終身

學習的八大關鍵能力：用母語溝通的能力、用外語溝通的能力、運用數學與科學的基本能力、

數位學習的能力、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人際互動、參與社會的能力、創業家精神、文化表

達的能力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5)。而我國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2006)也在「大專畢業生就業力調查」報告中，將最重要的核心就業力分成三類，其中第一

類即是：有利於就業的工作態度與合作能力，第三類即包含表達溝通能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並建議大專院校應調整教學方法，加強學生的表達、團隊合作、解決問題的能力。 

由此可見，團隊合作、問題解決與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已是世界公認未來公民所必需具

備的關鍵能力之一，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已是刻不容緩，大學教師更應

該在課程中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以提升大學生未來的就業競爭力與終

身學習的關鍵能力。 

政大民意調查中心余清祥教授在 2010年 10月以全臺灣 1000名大專院校教師為調查對象，

進行「99 年臺灣大專院校學習力大調查」，調查結果發現，老師們覺得大學生最需要加強的

前四項依次為「專業知識」(61.1%)、「語文能力」(58.2%)、「抗壓性」(55.2%)、「解決問題能

力」(55.0%)，其中第一項｢專業知識不足｣對追求知識的大學殿堂而言無疑不是當頭棒喝(陳

恆光，2010 年 12 月 21 日)。由此可見，在大學教育過度膨脹發展的情況下，臺灣大學生的

專業知能與學習能力極待加強。此外，張子貴(2010)曾以行動研究的方式，將合作學習與引

導解題的策略融入數學系微積分的教學中，以改善數學系學生微積分的解題能力，研究結果

發現，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先備知識嚴重不足，導致學習能力不足，學習成效不彰。 

當大學生的專業知能與學習能力不足時，應如何培養大學生的關鍵能力呢？Ausubel 
(1968) 認為學生必須具備足夠的舊經驗才能進行有意義的學習，Novak 根據 Ausubel 的「有

意義學習論」於 1972 年發展出概念構圖的教學策略來改善學生的學習，引導學生學習如何學

習。概念構圖的教學目前已被應用到其他教學領域，且有不錯的成效，卻很少被應用在大學

的微積分教學。是否可以發展出適合大學生的教學策略，幫助大學生透過合作學習、共同建

構概念圖的方式來提升微積分的學習成效呢？ 

Schoenfeld (1992)認為在任何階段中，數學學習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問題，且數學解題

能力己是微積分課程的必備核心能力之一。然而，研究者在多年的微積分教學中，發現許多

張子貴   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應用在微積分教學之研究 

 

252



學生在解題時常有一個共同的困境，即學生能學會每一種計算極限的方法，但一看到計算極

限的問題卻不知道該用哪個方法來計算；學生能學會各種積分的技巧，但一看到一個積分的

問題，卻不知道要用哪一種技巧來積分；學生能學會各種判斷無窮級數收斂或發散的方法，

但一看到一個無窮級數卻不知道要用哪一種方法來判斷。此乃因為學生在學習各個微積分主

題時，對相關概念未能融會貫通及未能理解解題的核心概念，因而，激發研究者試圖研擬一

套具體的學習策略來幫助學生學習，期能對微積分的相關概念融會貫通，進而提升解題能力。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如何將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策略應用在微積分教學，

以輔助傳統的講述式教學法，改善學生的學習成效，並探討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困難及

尋求解決方法，同時也探討將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策略應用在微積分教學對學生在微積分

的學習及解題之助益。因此，研究問題如下： 

一、如何引導學生透過概念構圖來促進微積分學習？ 

二、將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策略應用在微積分教學，對學生的學習有哪些助益？ 

 

貳、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研究者蒐集相關文獻加以探討，以做為研究方法之理論基礎。

茲將「概念構圖的理論基礎與內涵」和「概念構圖在教學上的相關研究」、「合作學習的教

學策略」、「合作學習應用於數學教學之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一、概念構圖的理論基礎與內涵 

(一)概念構圖的理論基礎 

概念構圖的理論基礎乃植基於Ausubel(1968)的認知學習同化理論，Ausubel在其教育心理

學的書中特別強調「有意義的學習」：「如果我要將教育心理學的理論簡化成一個原則的話，

我將說：影響學習最重要的因素即是學習者已知的知識，只要確認此先備知識，並以此做為

教學的依據即可。」多年後，美國康乃爾(Cornell)大學的學者Novak及其同事，根據Ausubel
的「有意義學習論」於1972年發展出概念構圖的教學策略，原來的目的是在改善生物科的教

學，後來逐漸擴展至其他領域，做為教學、學習和評量的工具，發展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 

(二)概念構圖的內涵 

所謂「概念構圖」即是要求學生針對學習內容的概念，先做階層性分類和分群，並用適

當的聯結語將兩兩概念之間的關係以聯結線聯結起來，可在圖中表達概念之間的階層性及從

屬性，最後形成一幅類似網路結構圖，即概念圖 (Novak & Gowin, 1984；余民寧，2005)。 

Novak et al. (1984)認為概念圖必須包含概念、命題、階層、交叉聯結、例子等五個基本

要素。茲分述如下： 

1.概念：可被某些名稱或符號表示出來的事件或物件之共同性稱為概念。 
2.命題：將兩個概念之間用適當的聯結線和聯結語聯結成有意義的關係即為命題。 

3.階層：透過階層來呈現概念之間的從屬關係，先備概念置於上方，而附屬概念則置於

下方。 

4.交叉聯結：用適當的聯結線和聯結語建立兩個不同類群概念之間的聯結關係即為交叉

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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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例子：針對概念舉出具代表性的例子。 

由於Ausubel (1968) 認為影響學習的最重要因素是學習者的舊經驗，且當學習者能主動

去挖掘新教材與舊經驗之間的聯結關係時，才是有意義的學習。因此，在本研究中，將著重

加強學生的預備知識及學習的舊經驗，協助學生聯結新課題與舊經驗之間的關連性，再透過

建構概念圖來引導學生統整微積分的概念。 
(三)概念構圖在教學上的應用 

概念構圖的方法不但可作為學習策略，即後設認知的學習策略(metacognitive learning 
strategies)，用來幫助學生學會如何去學習 (learn how to learn) (Novak, 1990a)，亦可作為教學

策略，幫助學生理解概念之間的架構，甚至能當作評量工具，幫助教師偵測出學生的知識結

構及其錯誤概念。 

對不同年齡層、不同認知需求及具備不同先備知識的學生，概念構圖的教學策略亦不盡

相同，Novak et al. (1984) 及余民寧(2005)建議概念構圖的教學可採用的共同步驟為：選擇、

歸類及排序、聯結及聯結語、交叉聯結、舉例等五項。茲分述如下： 

1.選擇：教師先挑選即將進行概念構圖的教材讓學生研讀，再由學生從教材中挑出一些

概念，繼而討論哪一個概念是最重要且最具有概括性的概念。 
2.歸類及排序：請學生將所選出來的概念依據概念的從屬關係或概括性進行歸類，將屬

性相似的概念歸為一類，屬性不同者則分開歸類。接著再針對每一個類群內的概念，

依據其從屬關係或階層關係，由一般化到特殊化依序排列，將較一般化或較具概括性

的概念置於上方，將較特殊化或較具體化的概念置於下方，而彼此無從屬關係的概念

則置於平行位置，最後即可得出左右平行及上下階層分布的概念圖。 
3.聯結及聯結語：請學生將有關聯的任何兩個概念之間用一條線來聯結，並在線旁加上

適當的聯結語，以構成一個有意義的命題，這條線即稱為聯結線。 
4.交叉聯結：針對概念圖中不同的類群之間，找出具有關聯性的概念，以聯結線聯結起

來，並標示適當的聯結語，以顯示不同類群概念之間的關係，即為交叉聯結。 
5.舉例：最後針對概念圖最底端的概念，即最特殊、最具體的概念，請學生舉出具體的

例子，教師應鼓勵學生不要抄錄教材中的例子，而儘量自行舉例，以便檢視學生對概

念的理解。 
(四)概念構圖的計分方式 

Novak et al. (1984)所提出的概念圖之計分方式乃依照命題、階層、交叉聯結、例子來評

分，每一個有意義的命題得 1 分、每一個合適的聯結語得 1 分、每一個有效的階層得 5 分、

每一個有效的交叉聯結得 10 分、每個正確的例子得 1 分。並由教師建構一份參考概念圖，依

同樣標準計算出參考概念圖的分數，學生的得分除以此參考分數再乘以 100，即為學生概念

構圖的分數。 

二、概念構圖在教學上的相關研究 

概念構圖的教學策略，原來的目的是在改善生物科的教學，後來也逐漸被應用到其他科

學領域的教學，如物理、化學、數學、地球科學，甚至近年來也被擴展到其他非科學領域的

教學，如會計、英文等，教學對象包含大學、高中、國中及國小等各層級的學生。 

在大學的教學方面，Ryve (2004)透過觀察 12 位主修工程的學生共同建構線性代數概念圖

的過程，探究共同建構概念圖是否能促進學生在數學上的有效對話。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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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溝通是有效的，而且在互動上包含了大量的數學特性。邱垂昌(2006)以 37 位會計系的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將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策略應用在商業會計學的教學，透過使用概念圖

呈現會計教材並指導學生概念構圖的方式來進行教學，研究結果發現，利用合作學習與概念

構圖策略學習中級會計學的學生之學業成就與情意態度均顯著高於利用個別學習概念構圖策

略的學生，且概念構圖可以幫助學生學習會計基本概念，並具有統整及釐清不同會計概念的

功能。劉沛琳(2008)將概念構圖理解策略應用在大學英文的教學，以 192 位大一學生為研究

對象，探討概念構圖理解策略對英文閱讀成就與英文閱讀策略使用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概念構圖理解策略對弱讀者之閱讀成效影響顯著多於強讀者，且對使用摘要、強化及回顧等

閱讀策略有顯著的提升。 

在高中的教學方面，Snead, & Young (2003)對 182 位非裔美國 8 年級學生進行 8 週的地球

科學實驗課程，探究概念構圖對學生科學成就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採用概念構圖和未採

用概念構圖的學生在成就測驗的平均成績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但採用概念構圖的中成就學

生之成就測驗的平均成績顯著優於未採用概念構圖中成就學生，顯示概念構圖對中(低)能力

的非裔美國中學生之科學成就有正面的影響。此外，大部分的學生認為概念構圖可以幫助他

們更理解教材及辨識概念之間的關係。謝宗霖(2006)以 68 位高中二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採

用準實驗研究法，探討概念構圖及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對高中生數學課程的學習成就與學習

態度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接受概念圖教學的學生在數學科成就測驗及學習態度量表的平

均得分均顯著高於接受傳統教學的學生。羅希哲、溫漢儒、曾國鴻(2007)以 89 位綜合高中一

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探究將概念構圖融入電腦輔助教學對學生學習

化學之成效與態度，研究結果發現，實驗組學生的學習成績顯著優於控制組的學生。將概念

構圖融入電腦輔助教學的教學策略能引起學生的注意與興趣，也能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尤

其對自然科程度偏低的學生之學習成就具有正面的影響。 

在國中的教學方面，魏淑卿(2003)以國中三年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實驗研究法，

探討概念圖教學對國中生數學合作學習之成效，研究結果發現，接受概念圖教學的學生在數

學科成就測驗分數及數學學習態度均顯著優於接受傳統教學法的學生，大部分的學生在接觸

概念圖後覺得它不會太難，有助於數學學習而喜歡概念圖，尤其對中、低智商的學生幫助更

是不可抹滅。 

在國小的教學方面，Hasemann, & Mansfield. (1995) 為探討概念構圖的教學是否也能適用

於小學生及如何修正才能幫助小學生建構有意義的概念圖，以 25 位四年級學生和 26 名六年

級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分數和幾何為主題，藉由訪談中引導學生建構概念圖的方式來了解小

學生建構概念圖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四年級和六年級學生所建構的圖形特性有明顯的不

同、數學主題的先備知識在學生的學習行為與學習成就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概念圖能

提供個別學生如何聯結概念及組織概念架構的資訊。翁錦瑛(2002)對國小五年級的學生在數

學課實施概念構圖教學，探究學生的學習效益，研究結果發現，概念構圖教學對低成就的學

生具有顯著的學習效益，而對高成就的學生則具有顯著的保留效益。 

在實施概念構圖教學的過程中，可能遭遇什麼困境呢？Boxtel, Linden, Roelofs, & Erkens 
(2002)為探討學生共同建構概念圖的可行性，觀察 3 位 15~16 歲的學生在進階物理課共同建

構概念圖的情形，發現學生在建構概念圖中無法引出太多的對話，且學生的對話內容很少能

達到「解釋性的水準」，即學生可能會描述某些結果，卻不太會解釋其原理。研究結果發現，

在共同建構概念圖的過程中學生互動的品質很重要，而活動的設計會影響到學生互動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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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生討論的基本形式必須事先設計好。此外，黃永哲(2002)也以 12 位化學低成就的高

一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引導學生經由合作學習來建構概念圖的學習成效，研究結果發現，

學生對概念的錯誤認知及信心不足不敢構圖會影響整個概念圖的完整性。 

綜觀上述，無論是國內或國外的相關研究結果大多顯示，概念構圖的教學策略有助於各

領域及各層級的學生學習，能幫助學生學習教材的基本概念、統整並釐清概念、促進學生的

專業對話、提升學習成效、改善學習態度，尤其是對中低成就的學生，在學習成就上更有明

顯的助益。然而，在建構概念圖的過程中，學生對概念的正確了解、互動的品質會影響到建

構概念圖的成效，而且學生學習的先備知識也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行為和學習成效，因此，

教師在引導學生建構概念圖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地協助學生加強及統整學習的舊經驗，讓學

生具備足夠的學習舊經驗，才能進行有意義的學習。此外，為了幫助學生能在建構概念圖的

過程中進行良好的互動及促進專業的對話，教師必須事先設計良好的活動架構與模式，這些

都是本研究努力的重點。 
此外，雖然概念構圖可以當作後設認知的學習策略、教學策略與評量工具，許多研究(邱

垂昌，2006；謝宗霖，2006；魏淑卿，2003；翁錦瑛，2002)大多將概念構圖當作教學策略，

使用概念圖來呈現教學內容，採用準實驗研究法來探究概念構圖的教學策略對學生在學習成

效與學習態度上的差異。但本研究試圖將概念構圖當作後設認知的學習策略，希望藉由引導

學生學習概念構圖，並結合解題策略，來幫助學生統整微積分的概念及學習解題。 

三、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 

1960 年代 Johnson, D. W. 與 Johnson, R. T. 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設立合作學習中心，有

系統的整理相關理論和研究，建立合作學習的理論模式，提出具體的教學策略，再訓練教師

採用合作學習來進行教學，並積極推廣到北美及其他國家。(黃政傑、林佩璇，2008) 
綜觀 Johnson, & Johnson (1994)、Slavin (1995)、范聖佳與郭重吉(2006)等學者的觀點，

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有結構的教學策略，教師將學生分成若干小組，藉由組員彼此分享

想法、互相幫助、資源共享、責任共擔的方式，來提升個人的學習成效並達成共同的學習目

標。然而，考量到學習目標與師生在教室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合作學習的模式也應該有所

不同。例如：在數學課進行合作學習時，合作的任務可以是技能練習、探索學習、資料蒐集、

對概念進行小組討論、解決問題、同儕教導、補救教學、複習教材、小組考試等(Davidson, & 
Kroll, 1991)。 

如何將合作學習的理論應用在教學上呢？自1970年代起，由於合作學習被積極的提倡，

研究者日眾，因而發展出相當多的方法。Johnson et al. (1994)曾評量164個以合作學習法所進

行的教學研究，認為共同學習法是最有效率的合作學習法，故本研究採用Johnson et al. 所發

展的共同學習法來進行合作學習。 

如何才能將合作學習的策略成功地運用在教學活動中呢？Johnson et al. (1994)認為必須

具備五個基本要素：(一)培養正向的互賴；(二)面對面積極的互動；(三)培養個人的績效責任；

(四)提升人際及小組的工作技能；(五)加強小組歷程。 

為幫助學生能順利進行合作學習，Johnson, Johnson, & Holubec (1998)認為教師必須扮演

如下的角色：(一)詳細說明課程的目標；(二)在上課前先決定並安排學生於學習小組中；(三)
向學生說明學習任務；(四)督導小組合作學習的成效，適時介入提供必要的協助或增進學生

的小組工作技能；(五)評估學生的成效，並幫助學生在進行團隊工作時可以討論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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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大學中較容易進行的合作學習大多為「分組報告」或「分組作業」的方式，讓學

生在課後小組合作共同完成作業，提出小組的口頭或書面報告，再由教師針對小組共同的成

果予以評鑑，此合作學習的模式雖然小組目標互賴且組員能面對面的互動，但較著重在小組

的學習成果，較少關注到個人的績效及學生進行合作學習的歷程與缺失，也不易一次又一次

地加強及修正學生的團隊工作技能。因此，本研究針對此現象，以 Johnson et al. (1994)和
Johnson et al. (1998)認為成功的合作學習所必須具備的條件為主軸，發展適合微積分教學的合

作學習策略，關注學生進行合作學習的歷程與缺失，擬在每週的合作學習建構概念圖後，立

即檢討及修正學生的團隊工作技能與建構概念圖的困境，改善合作學習的成效，以幫助學生

建構概念圖及解決微積分的問題。 

四、合作學習應用於數學教學之相關研究 

合作學習已被應用於國內外各級學校的數學教學活動中。張新仁、許桂英(2004)曾對 67
位國小三年級的學童進行有關合作學習之準實驗研究，結果顯示接受 STAD 合作學習數學教

學法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後測及數學興趣上的分數均顯著優於接受一般數學教學法的學生。

Reid(1992)針對 50 位七年級的少數民族學生進行有關合作學習之準實驗研究，結果顯示接受

合作學習教學的學生在數學成就測驗的後測分數上顯著高於對照組學生的分數。李雯婷(1998)
以實驗研究法對兩班共 82 位的國中二年級學生進行數學科合作中配對教學法與傳統教學法

之比較，結果發現，接受合作中配對教學法的學生在數學學習態度上顯著優於傳統教學法的

學生，且較積極主動，上課時較踴躍發言，同儕與師生之間較有良好的互動。范聖佳等(2006)
在國中一年級數學課實施合作學習的行動研究中亦發現，合作學習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臧俊維(2000)採用準實驗研究法探討合作學習對高一學生數學學習態

度的改變，結果發現，在數學學習態度方面，接受小組合作學習教學法的學生顯著優於接受

傳統教學法的學生。張子貴(2010)則以行動研究的方式將合作學習的策略融入數學系微積分

的教學中，研究結果發現，合作學習能有效地輔助數學系微積分的傳統教學，提升學生的學

習成效，包括：學生的學習態度有正向的改變、有助於重建學生的學習方式、能澄清微積分

的概念、能提升學生對學習及解題的反省能力、能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溝通能力與團隊工

作技能、能促進學生之間的正向互動。張子貴(印製中)再以行動研究的方式將修正後的合作

學習策略融入數學系微積分的解題教學中，研究結果發現，加強合作學習歷程有助於學生解

決微積分問題，包括：能促進微積分的解題思考、解題態度變得較積極主動及對解題更有自

信；能增強學生在微積分解題的自我監控、自我評鑑與自我修正等自我調整的後設認知，並

能發揮同儕輔導的功能。 
此外，Nattiv(1994)曾對 101 位三至五年級學生在數學課室中進行有關合作學習之研究，

結果顯示：「提供和接受解釋」及「提供和接受幫助」分別與「進步的成績」均呈現正相關，

「請求幫助卻未得到幫助」與「進步的成績」呈現負相關。Ross(1995)亦曾對 18 位七年級學

生在數學課進行 16 週有關合作學習之實驗研究，探討回饋策略在學生進行合作學習時對提升

學生求助與助人的質與量之成效，結果顯示：當學生在進行合作學習時，對學生的行為給予

回饋能促進學生之間的互動。 

將合作學習的理論落實在教學現場會遇到哪些困境呢？范聖佳等(2006)在國中一年級實

施合作學習的行動研究中發現，學生的表達、討論、溝通能力與團隊工作技能較不足。張子

貴(2010)在微積分課程指導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進行合作學習之行動研究中發現，學生不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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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找到組員共同的時間及不易借到有白板的討論室可以進行合作學習、學生的團隊工作技

能不足而影響合作學習的進行。 
綜合上述，相關研究結果大多顯示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有助於學生學習數學，能提升學

生的數學成就、學習動機與數學興趣，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促進同儕及師生之間的良好互

動，且能提升學生在大學微積分的學習成效。此外，教師對學生的學習給予適時的回饋能促

進學生之間的良好互動，學生的互助亦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然而，學生在合作學習的過程

中，其表達、討論、溝通能力與團隊工作技能較不足。因此，在本研究進行合作學習的過程

中，將加強學生合作學習的歷程，多指導學生增進團隊工作技能，多給予學生適當的回饋與

幫助，讓學生能勇於向人求助，也樂於幫助他人，以促進學生之間的正向互動，提升合作學

習的成效。 

 

參、研究方法 

根據相關文獻探討，概念構圖的教學策略或許能幫助學生學習微積分，故本研究採用行

動研究的方式來進行，研究者試圖設計相關主題之概念構圖學習單來引導學生統整微積分的

重要概念及解題的核心概念，在整個教學過程中，研究者不斷地評鑑學習成效與反省教學策

略，觀察引導學生概念構圖的困境，並修正教學策略以解決問題，期能改善學生概念構圖的

能力及在微積分的學習成效。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0 學年度修讀微積分(一)、(二)的 31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 

二、研究歷程 

整個研究歷程如下： 
(一)研擬研究內容 

包括界定研究主題為「將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策略應用在微積分教學之行動研究」、探

討「概念構圖的理論基礎與內涵」、「概念構圖在教學上的相關研究」、「合作學習的教

學策略」與「合作學習應用於數學教學之相關研究」等相關文獻資料做為研擬行動方案

的理論基礎，及研擬「將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策略應用在微積分教學」之行動方案。 
(二)實施行動方案 

將所研擬之行動方案實踐於微積分的班級教學活動中，研究者即教學者，即在 100 學年

度微積分的課程中實施一學年的教學行動，除了一般的傳統微積分教學之外，另將行動

方案中所研擬的教學策略融入於課堂教學，以促進學生在微積分的學習成效。 
(三)行動監測(蒐集回饋資料) 

在實施實驗教學過程中，隨時蒐集下列回饋資料，包括：概念圖、教學觀察與省思札記、

學習歷程檔案、學習狀況調查問卷等，做為省思與檢討修正教學策略之依據。 
(四)資料分析、省思檢討與調整教學策略 

根據前述所蒐集到的回饋資料進行初步整理與分析，觀察學生建構概念圖的困境，不斷

進行反省、檢討與調整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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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撰寫研究報告 
將實施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教學行動過程中所觀察到的結果及研究發現撰寫成研究報

告。 

三、行動方案 

為藉由概念構圖來幫助學生學習微積分，本研究從教材內容及教學策略二個層面來設計

行動方案。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教材內容 

依據大一微積分的課程目標，本研究以 Stewart(2009)的《微積分》當作教材，主要教材

內容包括：單變數函數和多變數函數的極限、微分、積分、微分的應用、積分的應用、

無窮級數等。每週讓學生練習概念構圖的題材則依照每週各節教材的主要概念及其解題

策略，由研究者設計學習單提供給學生演練，學習單的主題包括：計算極限𝑙𝑖𝑚
𝑥→𝑎

  𝑓(𝑥)的

方法、連續、微分的方法、導數與函數圖形的關係、找出函數的相對極值之方法、找出

函數的反曲點之方法、積分的意義、指數函數、積分的策略、計算極限的解題策略、數

列收斂的方法、判斷數列收斂的解題策略、檢驗級數收發性的方法、判斷使用何種方法

檢驗級數的收發性、找冪級數收斂半徑與收斂區間的解題步驟、檢驗級數收斂或發散的

解題策略、將函數表成冪級數的解題策略、證明函數 f 的泰勒級數會收斂到函數 f 的解題

策略、三角函數的積分策略、三角替代法的積分策略、部分積分的積分策略等。 
(二)教學策略 

在本研究中，概念構圖的教學策略以 Novak et al. (1984)及余民寧(2005)所建議概念構圖教

學步驟為主軸，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乃以 Johnson et al. (1994)所發展的共同學習法與成功

的合作學習所必須具備的五個基本要素及張子貴(2010)在微積分課程所發展的合作學習

之有效策略為主軸，發展出下列的教學策略融入微積分的教學活動中，引導學生建構概

念圖，再依據學生的學習狀況不斷地做適度的修正與調整。 
1.向學生說明概念構圖的理論基礎與發展，舉例說明概念、聯結語、命題、交叉聯結、例

子的義意和寫法，並說明建構概念圖的方法與步驟如下：(1)熟讀相關的教材內容。(2)
選擇教材中的相關概念。(3)將概念寫在便利貼上再放到紙上，方便構思與安排概念之

間的關聯性。(4)選出最基本的概念。(5)依照概念發展的順序，從上到下依層次安排其

他概念。(6)用箭號將相關概念聯結起來。(7)在箭號上填寫概念之間的聯結語，如：包

括、透過、產生、應用於、例如等。(8)加入相關的交叉聯結，即用箭號將不同概念之

間做相關的聯結，例如：極限、連續與可微分之間的關聯性。(9)在箭號上填寫交叉連

結的聯結語，如：包括、透過、產生、應用於、例如等。(10)加入例子。(11)不能納入

的概念放置一旁。(12)相同的概念放在一起，並加入框線來表示概念，如：極限值。(13)
不斷地反思及增修。 

2.向學生說明合作學習的功能、培養團隊合作能力的重要性，及在本課程中欲達成之目

標。 
3.向學生說明所要實施的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策略，並讓學生表達個人意見，做為修正的

參考。 

4.進行分組：本研究對學生進行分組的目的，乃建立學生可以進行合作學習的平台，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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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小組間的競賽。考量到微積分課程與學生的特質，雖採取異質性分組，但並不由研究

者指定各組成員，先將全班學生分成 7 組，每組 5 人左右，由教師指定學習態度與成績

較佳的學生擔任組長後再由學生自行分組。雖然這種分組方式不同於一般中小學在進行

合作學習時較常用的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但也呼應了 Davidson et al. (1991)的看法：

合作學習的模式必須考量到學習的目標與師生在教室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而有所不

同。 
5.利用課餘時間進行合作學習、建構概念圖 

6.每組每週均需繳交學習歷程檔案，以督促學生對建構概念圖及小組合作學習歷程進行反

省思考。 
7.利用每週四中午 12:00~13:00 定期培訓小組長，指導小組長的團隊領導技能、檢討各組

進行合作學習的缺失及指導各組概念構圖的困境。 
8.觀察與評鑑學生學習建構概念圖的表現，並參照學生的學習狀況而修訂引導學生建構概

念圖的方式。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工具包括：概念圖、教學觀察與省思札記、學習歷程檔案、學習狀

況調查問卷等質性資料，並輔以量化數據來支持。部分研究工具簡述如下： 

(一)概念構圖學習單 

本研究配合每週微積分的教學內容來設計概念構圖學習單，引導學生以小組合作學習的

方式逐步建構概念圖。從每次的各小組所建構的概念圖中觀察學生對微積分概念的理解，

並參酌學生的學習表現修訂概念構圖學習單的引導方式。概念構圖學習單(含答案)如附錄

一。 
(二)教學觀察與省思札記 

研究者將學生學習建構概念圖所做的重要觀察加以記錄，並進行反省思考，再提出調整

之教學策略。 
(三)學習歷程檔案 

檔案之內容包括：活動日期與時間、活動地點、參加的組員、記錄者、活動方式與內容、

概念構圖中遇到的困難、如何克服概念構圖的困境、小組合作學習的優點及缺點、如何

克服缺點、活動後每位組員的省思及活動照片，研究者再對學生的學習檔案給予回饋。

雖然無法要求學生在課餘時間進行合作學習時加以錄影，但學生必須在學習歷程檔案中

詳細描述每一次進行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和過程，並對小組及個人的學習進行反省思考，

故可由多次的學習歷程檔案中看出各小組組員互動的狀況及彼此扮演的角色。為鼓勵學

生能用心撰寫學習歷程檔案，此檔案的成績以加分方式併入作業成績計算，每次最高20
分。 

(四)學習狀況調查問卷 

研究者自行設計期中與期末學習問卷，以了解學生對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的感受。除了

勾選適當選項外，也讓學生在問卷上自由陳述其理由。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所蒐集之資料大部分屬質性資料，故採用分析歸納法，先對概念圖、教學觀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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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思札記、學習歷程檔案、學習狀況調查問卷等重要的質性資料加以編碼分類，每一筆資料

均註明蒐集日期，並分別以觀察、省思、檔案、問卷等表示上列各項資料，以 S****當作學

生代號，例如：「1010110 問卷 S10001」表示此筆資料是由學生 S10001 在民國 101 年 1 月 10
日的學習問卷中所撰寫的，再做進一步的分析、歸納與抽煉。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茲將本研究引導學生透過概念圖來學習微積分的教學策略、不斷修正的歷程及概念圖對

學生學習微積分的助益分述如下： 

一、引導學生透過概念圖來學習微積分的教學策略及不斷修正的歷程 

茲將本研究引導學生透過概念圖來學習微積分的教學策略、教學省思及不斷修正的歷程

分述如下： 
(一)基本練習(100 年 9 月 27 日~100 年 10 月 11 日) 

先向學生說明建構概念圖的方法與步驟後，以多項式函數、三角函數、指數函數、對數

函數、冪函數等基本的函數為主題，設計成學習單給學生練習，由於內容簡單且研究者

已畫出概念的架構並寫下聯結語，所以幾乎全班同學都能正確作答。(1001004 觀察) 
(二)第一階段--初步嘗試建構概念圖(100 年 10 月 11 日~100 年 10 月 25 日) 

1.實施情形： 

當學生對概念構圖稍有經驗後，第 3 次學習單便請學生分組將「計算極限 𝑙𝑖𝑚
𝑥→𝑎

  𝑓(𝑥) 的

方法」繪製成概念圖。雖未在學習單上提供概念的架構，但在 100 年 10 月 13 日小組

長培訓中，研究者已指導小組長如何統整計算極限方法的架構。 
2.實施結果： 

學生在小組討論下大略可以建構一點概念的架構，但學生對概念構圖還是有些困難，

未能找到所有計算極限的方法、對概念、聯結線、聯結語的用法與寫法不太清楚、對

概念的統整仍不夠、不太知道如何呈現概念的結構。(1001018 觀察) 
3.教學省思： 

由於學生對於計算極限的方法仍不太精熟，故較難統整計算極限的方法，而影響概念

圖的建構。因此，必須加強學生對各種計算極限方法的理解與熟練度。(1001024 省思) 
4.對教學策略的修正： 

(1)在 100 年 10 月 24 日將研究者所建構的概念圖印給學生每人一份，並加以講解，講

解完後，再出幾個計算極限的題目讓學生判斷要使用何種方法來計算極限，等期中

考完再觀察此教學策略的成效。因此，教學策略之流程修正為：先進行傳統教學→

由學生概念構圖→提供研究者建構的概念圖→學生使用研究者所建構的概念圖來學

習及解題。(1001024 省思) 
(2)因學生對於概念的結構較難掌握，不太知道如何寫聯結語，故先簡化學習單內容，

在學習單上提供概念的架構和聯結線、聯結語，暫時先讓學生學習統整教材內容的

概念，至於概念結構的部分則晚一點再訓練。(1001025 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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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階段--修訂後再嘗試建構概念圖(100 年 10 月 25 日~100 年 10 月 31 日) 

1.實施情形： 

第 4 次學習單的主題為建構「連續」的概念圖，已依照修正的教學策略，研究者在學

習單上畫出概念圖的架構，並已寫上聯結線和聯結語，只讓學生練習統整連續的相關

定義與定理。 
2.實施結果： 

所有組別的學生都不知道函數 f在a點連續的定義可以分成在a點連續、在a點左連續、

在 a 點右連續，而只是將在 a 點連續的定義分成 (1)𝑓(𝑎) is defined. (2) 𝑙𝑖𝑚
𝑥→𝑎

  𝑓(𝑥) exists, 

i.e. 𝑙𝑖𝑚
𝑥→𝑎−

  𝑓(𝑥) = 𝑙𝑖𝑚
𝑥→𝑎+

  𝑓(𝑥). (3) 𝑙𝑖𝑚
𝑥→𝑎

  𝑓(𝑥) = 𝑓(𝑎)。第 2、4 組的學生對於不連續只知道

原因，而不知道結果的分類。只有第 6、7 組能找出 4 個連續的相關定理，其他組都找

得不完整。(1001025 觀察) 
3.教學省思： 

由學生在學習單上的作答可看出：學生並沒有將教材中關於連續的定義和定理加以統

整。(1001025 省思) 
4.對教學策略的修正： 

將此學習單講解後再讓學生重做一次，並刪掉部分聯結語讓學生練習寫。(1001107 省

思) 
(四)引導學生建構概念圖所遭遇到的問題與省思(100 年 9 月 27 日~100 年 10 月 17 日) 

在經過 6 週引導學生建構概念圖的歷程中，研究者遭遇到許多在過去多年的教學未曾發

生或意想不到的困境，分述如下。 

1.遭遇的困境： 

(1)由於新建的學生宿舍未完工，學生被安置在臨時的校舍中上課，學生無法找到有白

板或黑板的空間可以討論，圖書館只開放一樓，且未開放討論室，空教室都上鎖。

因此，學生沒有合適的空間可以進行討論。(1001117 組長訪談) 
(2)許多學生無心投入學習，態度敷衍了事。(1001117 組長訪談) 
(3)雖然學習單和學習檔案都有加分，但由於微積分必須聯合教學，採用相同的教材、

進度、作業、試題及評分標準，自從 100 年 11 月 1 日第 1 次期中考後，學生發現期

中考試題太簡單，大部分學生都可以很輕易地考高分，而不再願意花時間和心力在

概念構圖的學習上。因此，許多學生都不在乎學習單和學習檔案的加分，學習單及

學習檔案便嚴重遲交，甚至不交，就算有交，學習檔案的記錄也是敷衍了事，而使

得引導學生學習概念構圖的教學幾乎難以進行。(1001118 省思) 
2.對教學策略的修正： 

(1)利用每週二上課前一小時在教室進行小組概念構圖，由研究者指導學生建構概念圖，

各組分享與觀摩，可以再回去修改，週四再繳交學習單。 
(2)印出學習檔案前半部的紙本，要求各組學生完成概念圖時，當場寫出小組的學習檔

案，再回去打字寄給老師。 
(3)省思的部分可以每一個月寫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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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階段—再次修訂後再建構概念圖(100 年 11 月 1 日~100 年 12 月 7 日) 

1.實施情形： 

接下來幾次的學習單都是由研究者畫好主題概念的概念架構圖，並已寫上聯結線和聯

結語，在星期二發下學習單並講解，再讓學生課後練習找出此主題的相關概念填入空

格中，於下回星期四上課時繳交。這些主題包括：微分的方法、導數與函數圖形的關

係、找出函數的相對極值之方法、找出函數的反曲點之方法等。 
2.實施結果： 

由於這幾次的概念圖學習單研究者已先講解再讓學生填寫，對於微分的方法和導數與

函數圖形的關係這些比較簡單的主題，大多數學生都可以寫得正確。但對於找出函數

的相對極值與反曲點之方法，學生因未熟讀教材內容而無法正確填寫空格中的概念，

因無法掌握教材的概念架構而無法建構概念圖。(1001125 觀察) 
3.教學省思： 

若學生連教材內容都未讀熟，對相關概念並不精熟，更不可能對概念之間能融會貫通，

縱使研究者已畫出概念架構，也不容易正確寫出相關概念及建構概念圖。因此，必須

加強學生對教材基本概念的理解與基本的解題能力。(1001025 省思) 
4.對教學策略的修正： 

透過隨堂練習的方式，每次下課前出 4 題習題當作隨堂練習，讓學生在教室練習，有

問題立即指導，學生必須解題正確或訂正到對才可以下課。(1001207 省思) 
(六)第四階段—加強基本概念與解題能力(100 年 12 月 8 日~101 年 1 月 10 日) 

1.實施情形： 

為加強學生對教材內容的理解與基本解題能力，自 100 年 12 月 8 日第二次期中考後，

每次下課前即出 4 題習題當作隨堂練習，讓學生在教室練習，有問題立即指導，學生

必須解題正確或訂正到對才可以下課。此階段所提供的概念圖學習單之主題為積分的

意義、指數函數、積分的策略，由於學生對各種積分的技巧尚不熟練，故「積分的策

略」這份學習單是由研究者繪製，結合隨堂練習的解題實作，透過概念圖引導學生如

何思考一個積分問題應使用何種積分技巧。當學生在練習解題時，若解題有困難，研

究者除了口述解題思考外，並請學生拿出概念圖，找出符合解題情境的方格，如：真

分式的積分，再請學生看看接下來怎麼辦，應判斷什麼條件，讓積分策略的概念圖能

幫助學生找到正確的解題策略。 
2.實施結果： 

加強隨堂練習後，學生的學習意願與動機普遍提高，學習態度認真積極，每次都會寫

完才離開教室，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覺得隨堂練習對學習微積分的幫助很大。但因教學

進度太快，學生較難吸收消化，加上學生的學習動力不足，以致於合作學習便停滯，

概念構圖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可以進行。(101 年 1 月 2 日觀察) 
3.教學省思： 

本研究的目的原是希望將概念構圖當作後設認知的學習策略，由研究者指導學生自行

建構微積分的概念圖，但由於多數學生未能下工夫研讀教材內容，此狀況與研究者過

去的教學經驗及在進行研究之前的假設有顯著差異，在對教材內容不熟悉的情況下，

對相關概念不清楚或未能統整，要學生自行建構概念圖便十分困難。甚至在積分技巧

的部分，就算能理解個別積分技巧的概念，也未必能順利成功積分，即學生較欠缺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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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技巧的整體概念與熟練度。(101 年 1 月 11 日省思) 
4.對教學策略的修正： 

(1)除了引導學生建構簡單的微積分概念圖之外，概念圖的內容儘量結合解題，由教師

提供解題的概念構圖給學生，說明解題的思維，並配合解題實作，例如：建構「積

分的解題策略」之概念圖，讓學生可以將概念圖當作解題的依據，期能提升學生的

解題能力。每週的學習單包括概念構圖和解題，每位學生均需繳交，以小組平均來

計分。 
(2)將第一學期做過的概念圖再複習，並融入第二學期新教材的相關內容，如：計算極

限的方法可再加上 L’Hospital Rule。 
(3)利用每週二、四下課後各一小時在教室進行小組概念構圖及隨堂練習，由研究者指

導學生建構概念圖及解題，學生必須解題正確或訂正到對才可以下課。 
(4)不用每週寫學習檔案，定期撰寫學習檔案即可。可以結合學習檔案與學習狀況調查

問卷的方式來進行，發紙本給學生，學生在教室寫完才可以下課，由助理協助打字

彙整。(101 年 1 月 11 日省思) 
(七)第五階段--概念圖結合解題實作(101 年 2 月 20 日~101 年 6 月 20 日) 

1.實施情形： 

經過一個學期的教學行動、不斷的省思與修正，第二學期的概念構圖學習單之內容乃

以解題策略為主軸，結合解題實作，期能提升學生的解題能力。學習單的主題包括：

計算極限的方法、計算極限的解題策略、數列收斂的方法、判斷數列收斂的解題策略、

檢驗級數收斂或發散的方法、判斷使用何種方法檢驗級數的收發性、找冪級數的收斂

半徑與收斂區間之解題步驟、檢驗級數收斂或發散的解題策略、將函數表成冪級數的

解題策略、證明函數 f 的泰勒級數會收斂到函數 f 的解題策略、三角函數的積分策略、

三角替代法的積分策略、部分積分的積分策略等，如附錄二。此外，因學生完全不願

意進行合作學習，故第二學期的學習單便採用個別作答的方式來進行。 

2.實施結果： 

(1)第二學期第 1 次學習單乃複習計算極限的方法，由於此概念圖已於上學期給學生答

案，有一半的學生會抄上學期給的答案，有一半的學生連抄都不抄(101 年 2 月 23
日觀察)。前 3 次學習單寫完後，研究者都將答案印給學生並講解，第 4 次學習單只

是將第 3 次學習單的內容改寫成解題思考的形式，結果 30 位繳交的學生中有 18 位

完全抄答案，部分答案限於格子大小未印出來，學生便沒抄進去，而不管答案合不

合理，即完全沒有任何思考的照抄。此次多加 2 題簡單的判斷數列{𝑎𝑛}是收斂或發

散的問題，因沒有答案可以抄，有 11 位學生便完全空白(101 年 3 月 8 日觀察)。 
(2)有少數學生經常拿到空白的學習單後便隨意亂丟，不寫也不交，等研究者再補印一

份給他們且要求在教室內完成後才能下課時，才隨便借同學的學習單來抄寫繳交。

(101 年 4 月 17 日觀察) 
(3)由概念圖學習單中發現，有些學生仍不太清楚各種判斷級數收斂或發散的檢驗法之

使用條件。(101 年 3 月 20、22 日觀察) 
(4)由概念圖學習單中發現，有些學生對於極限的概念及夾擠定理的概念仍不太清楚。

(101 年 4 月 24 日觀察) 
3.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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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學習單的作答情形可看出，多數學生的學習動機低落，為改善許多學生亂抄答案

的情形，研究者便要求學生必須將批改完的學習單訂正完才能下課。(101 年 3 月 19
日省思) 

(2)當初研究者是為了解決學生在學習各個微積分主題時，對相關概念未能融會貫通及

未能理解解題的核心概念之困境，而試圖透過概念構圖的學習策略來幫助學生學習

微積分，然而，經過一學年引導學生藉由概念圖來學習微積分時，發現大部分的學

生並未熟讀教材內容及演練習題，在基本概念都不甚清楚的情況之下，要在研究者

所建構的概念圖中填入正確的概念都有困難，更遑論自行建構概念圖，因此，建構

概念圖對這班學生而言應屬較高難度的挑戰。 

二、概念圖對學生學習微積分的助益 

經過一學年引導學生透過概念圖來學習微積分，雖然因為種種因素導致學生仍然無法自

行建構微積分的概念圖，但在研究者擬定概念圖架構，並將概念圖結合解題策略與解題實作

後，對大部分學生在微積分的學習與解題方面仍有相當正面的助益。茲分述如下： 

(一)概念圖有助於釐清或統整微積分的概念 

透過概念圖來學習微積分，能幫助學生掌握各章節的學習重點、釐清相關的概念、了解

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統整微積分的相關概念，提升學生學習微積分的效率。由學生在

學習檔案或問卷中的分享可見一斑。 
 
概念構圖統整並連接了自己所學的觀念，這是其他方法無法到達的方法，我零碎的觀念及想法因為

利用概念構圖而連接起來了。(1001215 檔案 S10019) 

概念構圖的方法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章節的重點，能節省不少時間，在學習上更有效率。(1010110 檔案

S10041) 

概念構圖清楚的把很多概念聯結起來，讓我能很快的抓到重點。(1010110 問卷 S10001) 

透過概念構圖的連結語，可以了解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1010110 問卷 S10012) 

解題概念清晰明瞭，幫助理解。(1010110 問卷 S10040) 

透過概念構圖能讓我把該章節的概念統整，並在之後讀書時能趕緊抓到該章節的重點。(1010403 檔案

S10001) 

用概念構圖來學習微積分能幫助我統整所有方法與觀念，學習起來更有效率。(1010403 檔案 S10005) 

對微積分的基本概念有更釐清的作用，並有助於解題上的技巧。(1010510 檔案 S10002) 

藉由概念構圖能讓自己複習的時候迅速抓到該章節的重點以及概念，對我的幫助不小。以前的我無

法自己統整出該章節的概念，但現在經由老師為我們做的概念構圖，讓我可以開始慢慢整理出重點。

(1010619 問卷 S10001) 

老師給的積分概念構圖幫助我複習重點。(1010619 問卷 S10014) 

用概念構圖來學習微積分比較可以了解老師上課所說的內容，在算題目的時候反應速度比較快，而

且也比較容易找到錯誤的原因，不過有時候一些概念不容易懂，需要多讀幾次才可以體會。(1010403

檔案 S10023 林威宇) 

用概念構圖來學習微積分可以幫助我統整微積分的概念，更清楚解題的步驟、目標、方法、過程。

(1010403 檔案 S10016) 

透過解題流程與概念圖的比較，可得知自己的概念是否有誤。(1010619 問卷 S10030 黃泰霖) 

張子貴   概念構圖與合作學習應用在微積分教學之研究 

 

265



 

 
(二)概念圖有助於促進微積分解題思考 

由於第二學期的概念圖都是結合解題策略來設計，這種解題策略的概念圖能幫助學生在

解題時判斷題目的特性、做較有系統性的思考，並能較迅速地找出正確的解題策略，尤其是

面對積分問題及判斷無窮級數收斂或發散的問題，學生能藉由解題策略的概念圖來判斷題目

的特性，並思考出正確的解題策略，甚至在解完題後，概念圖能幫助學生檢視解題的正確性。

摘錄部分學生的記錄如下： 
 

概念構圖的學習方式能幫助我能夠快速掌握題目所需的條件。(1010619 問卷 S10002 翁楚敖) 

使我在面臨解題時，能夠精確的找出應對該題的解決策略。(1010110 檔案 S10002) 

能夠非常快的去聯想到解題的方法，真的很有幫助。(1010110 問卷 S10004) 

困難題目可以透過概念圖找出解題策略。(1010110 問卷 S10033) 

我覺得概念構圖對學習微積分或微積分解題上有不少幫助，像在解題方面，可以更快的掌握題目的

特性，並且可以快速的選擇出作法，節省了不少思考時間。在學習微積分上會對學習內容更有組織

重點的能力。我認為概念構圖是在訓練我學習如何學習的能力。(1010510 檔案 S10036) 

概念構圖了解清晰，在解題時能迅速掌握題目重點，對解題幫助還蠻大的。(1010110 問卷 S10001) 

用概念構圖來學習微積分，在判斷時更加快速，強化解題技巧。(1010403 檔案 S10012) 

用概念構圖來學習微積分能更好的分類解題方法，使我解題時能以最短的時間找出最正確的方法。

(1010403 檔案 S10038) 

用概念構圖來學習微積分，在判斷時更加快速，強化解題技巧。(1010403 檔案 S10012) 

這次段考解題方式多且難判斷，用概念構圖能使我能夠快速找出解題的正確路徑。(1010403 檔案

S10038) 

透過「積分的策略」讓解題的步驟有較好的整合，不必像以前，沒有一定順序的思考各種解題的方

法。(1010110 檔案 S10012) 

還好有概念構圖，要不然這一次有好多的檢驗方法我百分之百會搞混！所以概念構圖對我來說有不

少的幫助，它幫助我能夠分辨這 8 種檢驗法，實在太棒了！(1010403 檔案 S10004) 

在無窮級數這章節概念構圖成了我的救星，對各題無從下手的情況，概念構圖幫我清楚的整理出來，

謝謝老師提供的學習方法。(1010403 檔案 S10014) 

用概念構圖來學習微積分能幫助我在判斷無窮級數收斂或發散時，很快可以知道該用什麼方法，往

哪個方向思考。(1010403 檔案 S10003) 

在概念構圖上有各種判斷方法的使用條件，可以更快熟悉判斷級數收斂或發散。(1010403 檔案 S10013) 

我覺得概念構圖真的能有效率的去判斷無窮級數的收斂或發散，能簡單的找到該方法來做判斷。

(1010403 檔案 S10041) 

對我解題有很大的幫助。今天期中考的最後一題原本出了一個小 bug，但是想一想概念圖的內容我就

把那個漏洞修好了。也可以讓概念更清晰。(1010510 檔案 S10030) 

概念構圖的學習方式對增進微積分解題的思考能力非常有幫助。讓我更有信心與動力去做題目。

(1010110 問卷 S10003) 

概念構圖的學習方式能幫助我對微積分的學習與解題更有信心，例如:第 8 章學習單，將解題的步驟

與思考方式清楚寫出。(1010110 問卷 S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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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100 學年度修讀微積分(一)、(二)的 31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採用行動研究的方

式在微積分的課程中進行一學年的教學行動，綜合各項的研究結果與發現，提出下列的結論

與建議。 

一、結論 

(一)當學生在未能熟讀教材內容的情況下，因對相關概念不清楚或未能統整，而難以自行建

構微積分的概念圖。 

(二)將概念圖結合微積分解題策略與解題實作，對大部分學生在微積分的學習與解題方面具

有相當正面的幫助，包括：能幫助學生釐清或統整微積分的概念、能幫助學生在解題時

判斷題目的特性、能促進學生做較有系統性的解題思考、且能較迅速地找出正確的解題

策略。 

二、建議 

(一)但願教師對教學能擁有充分的專業自主權，若教師對教學能擁有充分的專業自主權，可

以將教師所實施的教學策略結合教學與評量，則這些教學策略應較能發揮學習成效。 
(二)學習評量的標準應能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若學生不需要太努力便能通過評量，可能會

讓許多學生失去努力的動力。 
(三)若多數學生對概念統整有困難，未來或許可以先採用精熟學習法，讓學生先精熟教材內

容與基本的解題技能。而教師所建構的概念圖可以當作上課教材的一部分，幫助學生掌

握教材內容的學習重點並統整相關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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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採用的方法 

使用的
條件 

使用的
條件 

使用的條件 使用的條件 使用的條件 使用的條件 使用的條件 

例如 例如 

例如 例如 例如 

例如 例如 

例如 

例如 

例如 

運算方法可分成 結果可分成 

附錄一：概念構圖學習單答案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微積分概念構圖學習單(答案) 
題目：請將與「計算極限𝑙𝑖𝑚

𝑥→𝑎
  𝑓(𝑥)的方法」相關的概念繪製成概念圖，記得標上聯結語及加

上例子。 
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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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結合解題策略的概念構圖學習單答案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微積分概念構圖學習單(答案) 
 
題目：將「檢驗無窮級數收斂或發散的解題策略」繪製成概念圖。 
概念圖： 

 
 
 
 
 
 
 
 
 
 
 
 
 
 
 
 
 
 
 
 
 
 
 
 
 
 
 
 
 

  

個人得分 小組平均得分 

檢驗無窮級數∑ 𝑎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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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 Mapp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Calculus 

 
Tzu-Kuei Cha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strategies of concept mapp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can 

be applied in calculus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how such strategies benefit students’ calculus learning. 
It is an action research consisting of one year of teaching, with 31 students taking a calculus course. 
The data sources included concept maps, teaching observations and reflection journals, learning 
journals and learning questionnaires. The findings were: 1) When students failed to study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horoughly,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or integrate the concepts so that they could 
hardly make a concept map for calculus. 2) The combination of concept maps with calculus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and hands-on problem-solving tasks greatly benefited students’ calculus 
learning and problem-solving. It helped students to clear up or integrate the calculus concepts, 
impelled them to think systematically to solve problems, and find a problem-solving strategy faster. 
In conclusion, we offer som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d teaching methods and guidance for 
subsequent related studies. 
 
Keywords: Concept mapp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Calculu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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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基礎數學的認知診斷 

陳進春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中文摘要 

現在認知心理學與數學教學者，共同關注於數學學習的概念與程序知識，建

立數學概念知識與數學程序知識兩者之間的關連，如此有利於有效地使用數學概

念並建構長期記憶的數學程序知識。以語意強化數學概念及數學程序知識，運用

數學概念進行正確的解題。 
非機械性的概念知識需要更多的研讀與思索，嘗試提供一些具體物，期能圓

滿地幫助學習者釐清此等概念知識仍有其一定的限制。 
為能有效洞悉學習基礎數學的迷失並提升基礎數學的教與學，本研究理論基

礎主要以模糊理論，提出個別化概念結構分析，研究方法以概念詮釋結構模式

(CAISM)，透過比較專家的概念結構，分析每一位基礎數學的學習者的概念結構，

提供教師有關學習基礎數學迷失概念的知識結構進行診斷。 
 
關鍵字：知識結構、程序知識、知識結構圖、概念結構、模糊邏輯 
 
 

Abstract 
THE COGNITION DIAGNOSIS OF LEARNING FUNDAMENTAL 

MATHEMATICS 
Currently, cognitive psychologists and mathematics educators are looking again 

at c onceptual a nd pr ocedural know ledge i n m athematics learning. B uilding 
relationship be tween c onceptual know ledge a nd t he procedures o f m athematics 
contributes to long-term memory of procedures and to their effective use. 

The c onceptual kno wledge, not  m echanical a lgorithms, ne ed m ore s tudy and 
thought to identify. 

 In order to insight the misconception of learning fundamental mathematics and 
progress teaching, using concept advanced interpretive s tructure modeling (CAISM) 
which could analyze individualized concepts structur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s with 
concept structure of expert to provide teachers as a remedial instruction. 
 
 
 
Keywords: Conceptual K nowledge, Procedural K nowledge, Knowledge S tructure, 
Concept Structure, Fuzzy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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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等教育包括國中及高中計有 6年，前期中等教育是指國中三年，後期中等

教育是指高中三年。國中畢業學生進入專科學校必須接受 6-8學分的基礎數學教

材內容，為未來的專業知識奠定基礎，而多數學校安排於一、二年級實施。基礎

數學是學習數學的重要關鍵的課程之一，也是連結其他應用課程中最基礎有用的

重要工具。研究者服務於醫護專科學校擔任數學課程教師，深知基礎數學的重要

性，即有計畫地進行了解學生學習基礎數學的情形，從通識課程內容的探討、學

生的知識結構圖的呈現到數學專書的完成，期能有助於學習者學習基礎數學。基

礎數學對受測者而言，仍需要再具體化數學知識，使學習者避免恐懼，透過操作

題目將抽象之數學符號導引學習者建構知識，經由面談資料所得，學習者提及若

能以具體的例子較能清楚且願意學習。 
 

研究目的 

 教學與診斷是息息相關的，數學概念的診斷結果可提供教學方法改進，教學

的過程中亦可發現學生的錯誤概念。因此，近年來認知診斷評量(cognitively 
diagnostic assessment, CDA)已成為心理計量研究的重要主題。 
 本研究之目的係以概念詮釋結構模式 (Concept A dvanced Interpretive 
Structure M odeling)測量學生在基礎數學各概念元素之間的從屬關係，並建立概

念元素之階層結構形成學習者之個人化知識結構，希望經由分析學習者之知識結

構，可以針對學習缺陷之處提出補救措施。 
 

文獻探討 

 有關人類的知識習得後，其概念結構之分析，一直是心理計量學等有關領域

感興趣的主題。一般研究者認為已習得的知識是具結構性地貯存於大腦中，在學

習過程中知識結構會改變，而且既有的概念結構會影響新知識訊息的接受。

Mauch & Shi(2005)發現若缺乏其他具體實例被應用在一般化的向量空間中，將阻

礙學習者理解向量空間中的定理內涵；以幾何觀點來輔助學習要相當的小心使用，

不宜太早引入(Harel, 2000)，研究發現可能誤導學習者建立一般化的正確觀念

(Hillel,2000)。Toh(2007)認為以嘗試錯誤的方法取代數學化的演算法，對一般的

學習者更為容易，而非機械性的概念知識需要更多的研讀與思索，嘗試提供一些

具體物，期能圓滿地幫助學習者釐清此等概念知識仍有其一定的限制(Toh, 
2006)。 
 在數學學習上，建立數學概念知識與數學程序知識兩者之間的關連，有利於

有效地使用數學概念並建構長期記憶的數學程序知識，且能以語意強化數學概念

及數學程序知識，並運用數學概念進行正確的解題。認知心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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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1990)指出程序性知識一詞可用〝knowing how〞來代替之，是動態性的

知識，亦即是指對於完成一件事情所需各步驟的技能性知識。Jonassen, Beissner & 
Yacci(1993)認為知識結構是傳遞陳述性知識，進入程序性知識的中介，有助於個

體了解如何組織知識(江淑卿，民 86)。所以，分析有關學生的概念結構，對於教

育實務的教學、課程設計等而言，實具有重大意義。 
 以心理計量學觀點，認為「凡是存在的東西，必是以某種量化形式存在」，

而且「凡是以量化形式存在且不可數者，必定可以測量且有誤差」，以上是心理

計量學研究的基本論點。所以，認知、態度、意見、感覺、察覺等無法外顯且不

可數出者，必是可以測量。就教育實務與心理計量問題而言，常涉及的認知與知

識結構之評量，常須量化工具來測量，然而研究者在編製量表的同時可以掌握研

究所需涵蓋的概念，較具完整性，但發現受試者無法精確掌握其評定的標準，當

概念數目較多，此問題可能更嚴重(黃湃翔，2004)。至於如何發展適切的量化工

具和量化方法，則是心理計量學研究的重點之一。有關人類的知識習得後，其概

念結構之分析，一直是心理計量學等有關領域感興趣的主題，有關學生的概念結

構之適切的測量方法與呈現方式，有其重要價值與意義。 
教學與診斷是息息相關的，數學概念的診斷結果可提供教學方法改進，教學

的過程中亦可發現學生的錯誤概念。因此，近年來認知診斷評量(cognitively 
diagnostic assessment, CDA)已成為心理計量研究的重要主題，有關認知診斷方法

的文獻探討中，發現科技方法論的整合是一個重要的趨勢。例如，傳統集合論

(settheory)取向的知識空間 (knowledge s pace)評量模式 (Doignon &  F almagne, 
1985;Falmagne, 1993) 和圖形理論(graph-theoretic)分析的徑路搜尋(pathfinder)方 
法(Schvaneveldt & Durso, 1981)，頗值得深入探討。 
 詮釋結構模式(interpretive s tructural mo deling, 簡稱 ISM)是相當重要且有效

的方法。ISM 方法原為社會系統工學(social system engineering)的一種彙整訊息的

建模方法，係由 Warfield (1976)提出，其根據元素之間的從屬(subordinate)關係矩

陣，提出一種將元素階層化表示的方法，此理論植基於離散數學和圖形理論。佐

藤隆博(1987)敘述有關 ISM 方法在教育領域中課程與學習的應用，並舉出許多

實例。然而 ISM 分析法中之元素關係只限於二元關係，這對於 ISM 的應用性有

其限制。尤其是在心理計量所獲得的概念、解題能力之關係，非僅用二元關係即

能描述。 
 察覺的模糊邏輯模式(fuzzy l ogic m odel of  pe rception, F LMP)係以模糊理論

(Fuzzy Theory; Zadeh, 1965)，來描述某些向度因子組合下，判斷各刺激(stimulus)
的特徵之組合，其與典型(prototype)T 之間的符合機率程度(Massaro &  C ohen, 
1993)。此理論衍申自 Luce(1959)的選擇規則(choice r ule)觀點及根據相對適合度

準則(relative goodness rule, RGR)。Lin, Hung, and Huang (2006)以 FLMP 來衡量兩

個元素符合上下從屬關係的機率，提出概念詮釋結構模式(Concept A dvanced 
Interpretive Structure Modeling, CAISM)，藉而改善 ISM 元素間二元關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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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依據後期中等教育數學科課程指引，基礎數學之核心概念包括多項式的四則

運算、多項式的餘式與因式及方程式的解、直角座標系的數線、平面座標、函數

與函數圖形及空間座標，平面上的直線方程式的斜率、方程式類型、二元一次方

程式及點與直線關係，指數及其運算、指數函數及其圖形、對數及其運算與對數

函數及其圖形，銳角三角函數、基本三角函數、簡易測量與三角函數值表、廣義

角與角的度量、三角函數圖形及其複角或倍角公式，加法與乘法原理、排列、組

合及二項式定理，集合概念及其定義、樣本空間與事件、機率與數學期望值，統

計的意義、資料整理與統計圖表編製、算數平均、數中位數與眾數，全距、標準

差與百分等級，信賴區間與信心水準的解讀…等。 

因此本研究試題編製以基礎數學內容的概念向度，及搭配不同問題情境的認

知層次的雙向細目表來檢核各試題，依試題屬性及項目分析的統計資料，完成試

題之初稿，並透過與數位數學教師討論最具基礎數學的核心概念試題以編製預試

試題，最後邀請編審後期中等教育數學教材之學者專家進行審題，彙整所得意見，

完成預試工具，選取修畢五專基礎數學之五專生為預試樣本，所得資料進行項目

分析及信效度考驗，編成正式施測工具。 
基礎數學測驗試題之概念結構組成如表一所示，測量概念包含多項式、函數、

空間幾何、指數與對數、三角函數、排列組合以及機率等七種核心概念，整份測

驗共有 25 個試題。 
 

表一 基礎數學測驗試題結構表 
概念編號 測量概念 測量題目 

1 多項式 1, 2, 3 
2 函數 4, 7, 8 
3 空間幾何 5, 6, 9, 10, 11 
4 指數與對數 12, 13, 14 
5 三角函數 15, 16, 17 
6 排列組合 18, 19, 20, 21 
7 機率 22, 23, 24, 25 

 
本研究以修畢基礎數學的醫護專科學校學生為研究對象，取樣方式初期將取

得受測樣本之同意，尊重研究倫理，並將分析資料及研究所得回饋受測樣本的學

校，共同分享基礎數學的受試者可能的迷思概念，提供其補救教學之用。經由與

全台灣各醫護專科學校聯繫和討論，最後北部有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慈濟技

術學院、慈濟技術學院；中部有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仁德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南部有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及樹人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等八所學校同意護理系學生參與測驗，各校受測學生樣本數列示

於表二，總學生樣本數有 24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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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參與基礎數學測驗施測學校及人數表 
區域 參與施測學校名稱 受測人數 受測人數百分比(%) 

北
部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571 23.71 
慈濟技術學院  139 5.77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26 13.54 

中
部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護健康學院  128 5.32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433 17.98 

南
部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234 9.72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92 7.97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385 15.99 

總樣本數 2408 100 
 

結果與討論 

 知識的學習是循序漸進地，已習得之知識被存於大腦中，待遇見問題時即被

提取出來解決，但若新問題不存於過去解決經驗中則人們則會試圖以舊知識來尋

求解決方式。本研究中即是希望透過學生在基礎數學核心概念之知識結構組成來

了解他們解題知識步驟以及不足之處，期能給予進行補救教學。 
 本節以研究者本校的學生為例，圖 1 為三位受試學生之學習基礎數學認知結

構圖，表三則是他們的作答反應，而這三位學生均答對 15 題。從圖 1 就可看出

三位學生雖然同分，但其結構圖中各概念的組成大不相同。圖中各個圓形為基礎

數學核心概念，圓內之整數數字為基礎數學核心概念之編號，小數為此學生對於

該核心概念之精熟程度。認知結構的圖形是由下往上成長，最底層之概念精熟度

最高，而最頂層之概念精熟度最低。概念間之箭頭指向標誌表示學生核心概念的

思考解題程序，雙箭頭則為兩概念為等價概念，互補有無。 
 學生 6 之知識結構分為三個層級，以①、④在最底層，②在中間層，③、⑤、

⑥及⑦這四個概念為最頂層。此生以①、④為基礎概念向上延伸至②，再從②分

別處理③、⑤和⑥、⑦兩組核心概念。①，④為多項式及指數與對數兩種概念，

它們皆可看做是②函數概念的一部份；③，⑤為空間幾何及三角函數兩概念；⑥，

⑦則為排列組合及機率二概念。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此生的知識結構很符合這些概

念的學習程序，由多項式及指對數的計算延伸到函數的定義及表達，再由此來建

構幾何和機率兩個領域理解。 

 學生 7之知識結構為一序列結構，每個概念元素僅連結到一個概念元素，或

僅被一個概念元素連結。此生以①、⑤為基礎結構向上延伸至⑥，再由此向上按

順序通過④、⑦、③及②等四概念。此生之知識結構順序較為凌亂，雖然為一序

列結構，但概念元素之組成並非與基礎數學之學習程序相貼近，且以高階概念為

基礎概念之下位概念，表示還無法輕易地將這些概念統整起來進行運作，教師們

對於此種類型學生應加強注意。 

陳進春   學習基礎數學的認知診斷 

 

277



 

 學生 10 之知識結構組成分為五個層級，以①、④為基礎概念向上延伸②，

並通過⑥後分別建構③、⑤兩等價概念，再由此二概念聯結⑦。此生之知識結構

與學生 6 相近似，不同的地方在於⑥、⑦與③、⑤不是分開，此生在排列組合的

學習影響到其他三概念之解題處理思考。 
 

   
圖 1 受試學生編號 6、7 及 10 三位學生之學習基礎數學認知結構圖 

 
表三 受試學生編號 6、7 及 10 三位學生之作答反應 
概念編號 1 2 3 4 5 6 7 
題號 1 2 3 4 7 8 5 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受試學生 6 1 1 1 1 1 0 1 1 0 0 0 1 1 1 0 1 0 0 1 1 0 0 1 1 0 

受試學生 7 1 1 1 0 0 0 1 0 0 0 1 0 1 1 1 1 1 1 1 1 0 0 1 0 1 

受試學生 10 1 1 1 0 1 1 0 1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0 0 0 1 0 

 
 由上述例子可知同樣分數的學生擁有不同的認知結構，且需要改進的地方也

不一樣，以總分做為評斷的傳統準則已不再適合。以 CAISM 建構學生學習之認

知結構圖可幫助教師快速檢閱學生學習成效及不足之處，針對個人缺失之處進行

補救教學，達到因材施教的目的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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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探討實習輔導案例之運用

趙曉美 1 鍾 靜 2

1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教授

摘要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能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實習輔導案例則為專業討論的觸媒。

本研究分別於三所國小組成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以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實習

輔導案例為討論焦點，探討實習輔導案例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用與成效。結

果顯示：本研究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案例研討，符合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特

徵；透過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實習輔導案例研討，可使實習輔導教師瞭解實習輔導

的重點與可能面臨的問題、擴展數學教學實習輔導策略、建構指導實習學生數學

教學的整體策略、增進對數學教學與實習輔導的反思與行動力、提供分享平台與

情緒支持、協助解決實習輔導現場的困境等。文末針對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運

作與案例運用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專業學習社群、實習輔導案例、數學教學、班級經營

壹、 前言

在成人學習的理論當中，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受到近代數

學師資培育相當的討論與注意（李源順、林福來，2003）。社會建構論者主張，

學習不僅是一個主動建構的過程，也是情境化和脈絡化的過程。「案例教學法」

具有增進個人問題索解、反省思考、脈絡解析、經驗重建與改造等功能，其對於

教師專業知能的增進，有著相當大的幫助（高博銓，2007）。美國在 1980 年之後，

受到學校教育與師資培育改革風潮的影響，「案例教學法」逐漸受到師資培育者

的重視，並將其應用於職前教師課程以及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上（Richert,
1991）；近年來，國內亦有不少關於案例教學應用在職前教師的培育上（姚如芬，

2009；洪志成，2003；高熏芳，2002；張民杰，2001，2004，2007），這些研究

大多應用於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的培育上，並已獲致正面的成效，讓師資生與在

職教師的學習活動與真實情境結合，進而主動地建構知識。

教育實習期間，對實習學生影響最深的是實習輔導教師（周鳳美、宋佩芬，

2005），但並非所有優秀的教師都知道如何指導實習教師，實習輔導教師必須具

備一些新的能力，包括與成人工作、合作、善於表達教學技巧等（Moir, 2003）。

教師是一個社群，就知識管理的角度而言，教師組織有必要蒐集、保存、分享與

創新教師知識。其中，教學案例的蒐集，是一項可行的作法。它不僅能使教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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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共享知識資源，亦有助於個人內隱知識（tacit knowledge）的理解與增進（陳

美玉，2006）。近年來各級學校積極推動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著重於同儕合作及

反省性的對話，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在社群中，教師們分享自己的經驗，降低個

人摸索與嘗試錯誤的機會，促進彼此的深度學習及教學改進。目前國小專業學習

社群以學年社群及領域社群較為普遍，也有因工作、興趣或其他需要而參與的教

師專業學習社群類型，如行動研究、讀書會等（丁琴芳，2008），而以「實習輔

導」為核心之專業學習社群則付之闕如。現今國內實習輔導教師培育制度未臻完

善，本研究擬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實習輔導案例研討，增進實習輔導教師

專業知能，進而提升國小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實習輔導之品質。

貳、 研究目的

本研究透過學校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進行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實習輔導

案例研討，以探討實習輔導案例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用與成效，並瞭解實施

困境與改進建議。

參、 文獻探討

教育實習階段對師資生未來的教師生涯發展具關鍵性的影響力，然就國內現

況而言，實習輔導教師多處於自行摸索狀態，要成功的扮演實習輔導教師角色並

有效發揮實習輔導效能，實有賴實習輔導教師培育機制的建立。

「學習」產生於意義的交流與合作性建構的情境中（ten Dam & Blom,
2006）。Brown（1989）提出情境認知(situated cognition)的觀點，認為知識存在於

我們所生存的環境、文化以及我們所從事的活動之中，知識是情境化的，並且是

文化與社會脈絡的一部份，所以學習應該要在真實的情境中進行。社群可引導教

師互相學習、分享知識，將內隱知識轉化為可以共同分享的知識。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的價值主要包括：a.促進教師間經驗交流；b.激發教師進行自我反思與成長；

c.提高教師的自我效能與集體效能；d.促進教師實踐知識的分享與創新；e.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f.促使學校文化質變，行政教學相輔相成（孫志麟，2008；張新仁

等人，2009；Hipp, Huffman, & Pankake, 2008；Hord, 2004；Hord & Sommers, 2008；
Johnson & Johnson, 2008；Roberts & Pruitt, 2003；Sergiovanni, 2005），因此，學習

社群的建立和發展，有助於教師和學校的成長。

有關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黃永和（2008）建議，在相互尊重與支持的

社群互動環境中，以「討論」、「分享」、「反思」與「實踐」等四個主要活動來形

成交互參與的知識發展關係。社群成員可以過「討論」活動來分享領域知識、發

展實踐計畫與解決實踐問題，在「分享」活動中交流實踐經驗，在「實踐」活動

中踐行教學或評量計畫，在「反思」活動中深入暸解教學改變，這四個活動彼此

交互連結，構成社群成員追求教學專業的相互「教學」與「學習」之歷程，並且

生產出具有高度實踐意義的結合理論與實務之教學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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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內隱知識可經由經驗分享、旁觀習藝等較非正式的形式，將個人的內

隱知識做適度的傳承與分享，而被分享與傳承的對方亦是以一種內隱知識的方式

加以接受，進而形成一種潛移默化的效果（陳美玉，2006）。案例教學法係以實

務教學情境中的案例為依據，呈現案例的真實面貌和發展，並凸顯事件中各角色

的社會互動和行為反應。「案例」具有真實的、研究過的、及可供思考討論的三

種特性（Merseth，1995），相較於傳統的教學方式，使用案例教學能給予學習者

替代性經驗，傳達了更多的知識與經驗（Shulman，1992）。Levin（1995）研究

顯示，教師在職訓練課程中，案例討論對不同經驗的教師皆有明顯的效果。對非

常有經驗的老師，案例討論是提高反思（reflect thinking）與後設認知

（meta-cognition）的催化劑；對於較無經驗的教師而言，案例討論讓他們得以澄

清或深思案例中的特定議題。就實習學校現場而言，包括資深與初任的實習輔導

教師，欲同時提供不同經驗背景的實習輔導教師有效之在職培訓課程，案例討論

應為可行途徑，透過澄清與思考，擬定自己的行動方案，以達成實習輔導成效，

是亟待開發的領域。

肆、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化取向研究。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進行案例研討，以分享、討

論、反思與實踐，提升實習輔導專業知能與輔導成效，落實以學校為基地的實習

輔導教師之培育。茲就研究對象、實施過程、研究工具、資料蒐集與分析，分述

如下：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北部某都會區三所國小（該學期實習學生至少三名以上）分別組成

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研究者委請校長（A、B校）或教務主任（C校）代為邀

請校內之實習輔導教師與教務行政相關人員自願參與，三個社群的成員分別為A
校5名（主任1名、組長1名、實輔教師3名）、B校4名（主任1名、實輔教師3名）、

C校5名（組長1名、實輔教師4名），共計14名。三校之教務行政相關人員合計4
名（主任2名、組長2名) ，實習輔導教師合計10名(任教一至三年級各1名、四年

級2名、五年級3名、六年級2名)，教學年資7～24年，其中只有A校一名實習輔導

教師（AM3）無實習輔導之經驗，其餘九名皆曾擔任實習輔導教師。專業社群會

議時，A校與B校校長主動參與，但主要之發言與互動仍以前述兩類人員為核心。

表1 本研究對象一覽表
社群參與者背景

教務行政相關人員 實習輔導教師校別
學校

班級數

社群

參與者

人數 主任 組長 1 年級 2年級 3年級 4年級 5年級 6年級

A校 66班 5 1(M) 1(F) 1(F) 2(F)

B校 55班 4 1(M) 1(F) 1(F) 1(F)

C校 34班 5 1(F) 1(F) 1(F) 2(F/M)

註：100學年度第1學期三校實習輔導教師總人數分別為A校3名、B校5名、C校9名；

M為男性、F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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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施過程

(一)組成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

1. 徵求成員：三所學校各至少三位實習輔導教師與一位教務行政相關人員

（教務處主任或組長）自願參與本研究案。

2. 商討專業學習社群會議時間：為不影響參與教師之授課，利用午休時間

或共同空堂進行，會議時間為1-1.5小時，A校為週四13:00-14:00；B校週

五下午14:00-15:30；C校為週三中午12:30-13:30。每個月召開乙次專業學

習社群會議，共四次。各校會議時間如下表所示：

表2 本研究專業學習社群會議時間一覽表
社群會議 I 社群會議 II 社群會議 III 社群會議 IV次別/實習階段

校別 觀察期(9月) 實作前期(10月) 實作前期(11 月) 實作後期(12月)

A校 100.09.29 100.10.27. 100.11.24 101.01.05.

B校 100.09.30 100.10.21. 100.11.18. 101.01.13.

C校 100.10.05. 100.11.02 100.12.07 101.01.11

(二)規劃專業學習社群之案例內容與研討重點

1.專業學習社群領導者：由研究者擔任專業學習社群領導者，規劃實習輔導
案例、營造開放的氣氛以引發團體討論與互動。在團體前的準備包括：熟

悉案例的內容、掌握關鍵的議題、準備適切的問題、瞭解參與者的背景與

需求；實際的討論活動階段包括：呈現實習輔導案例、引導案例的討論、

實習輔導經驗分享與困境解決；團體後的省思階段則包含：安排反思作

業、返回班級驗證等。於第三次專業社群會議，邀請一位具數學教學專長

之國小教師協同帶領，並觀察三個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情形。

2.實習輔導案例內容：搭配教育實習階段（9月為教學觀察期、10月至11月
為教學實作前期、12月至月為教學實作後期），每月提供實習輔導案例數

則，供社群成員於會議前自行閱讀、撰寫省思，並在專業學習社群中進行

討論。實習輔導案例共計有39則（數學教學案例26則，班級經營案例13
則），每一則案例都包括案例說明、1-3個討論問題以及2-3則專家評析（由

兼具數學教學專長背景與實習輔導經驗的國小教師，從理論或實務經驗對

案例進行分析，對案例中實習輔導教師的作為給予回應，分享個人實習輔

導相關經驗，並提出具體的成功經驗或作法等，以供閱讀與討論此案例者

參考），於會議前一個月提供社群成員閱讀、撰寫省思（案例與評析對自

己的實習輔導是否有所啟發？可以採用什麼方式輔導實習學生？），並做

為該次社群會議之討論內容。本研究實習輔導案例一覽表請參閱附錄一。

3.會議討論重點：專業社群會議之進行包括兩部分，一為案例閱讀之省思分

享，一為個人實習輔導經驗分享與困境之討論。

三、 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探討實習輔導案例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運用與成效，本研究蒐集以下資

趙曉美   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探討實習輔導案例之運用 

284



料並進行分析：

1.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會議歷程錄音：本研究針對三校專業學習社群各四次會

議進行全程錄音，以供分析之用。

2.參與者之「閱讀與運用實習輔導案例之省思紀錄」：請參與者於專業學習社

群會議前閱讀案例，並反思記錄此案例對自己實習輔導工作的影響。

3.個別訪談：針對參與者進行個別訪談，以了解透過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

進行實習輔導案例研討，對於個人實習輔導專業成長的影響。研究者分別

針對「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輔導相關行政人員」擬定個別訪談大綱。

同時，為瞭解實習學生對其實習輔導教師參與社群進行案例研討，是否有

所感受或具體的影響，亦進行各實習輔導教師所屬之實習學生個別訪談。

資料分析前，先將成長團體與個別訪談錄音檔轉謄為逐字稿，並進行資料編

碼工作。資料編碼方式為：第一碼為學校代碼（A、B、C），第二碼為身份別（A
為行政人員、M 為實習輔導教師、S 為實習學生），第三碼為研究參與者流水號；

第四碼表示資料性質（如「社」代表專業學習社群會議資料、「省」代表省思紀

錄、「訪」代表個別訪談）；最後的數字為日期。研究者進行主題類別、核心概念

與分類架構的分析，並請研究參與者確認資料分析結果；同時，本研究亦藉由不

同來源之研究資料進行交叉比較，以強化資料的確實性，減少研究者主觀的涉入。

伍、 初步結果分析

以下分別就「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實習輔導案例在實習輔導

專業學習社群之運用」以及「對未來實習輔導專業社群組成與運作之意見」之初

步結果，分析說明如下：

一、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

有關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茲就「社群之組成」與「社群運作之特

徵」，彙整分析如下：

(一) 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組成

1. 社群成員邀請順利：本研究透過校長或教務主任協助邀請實習輔導教師與相

關行政人員自願參與，三所學校都順利組成。

2. 社群會議時間受限：學校週三下午研習活動相當的多，而社群成員又來自不

同學年，難有較長的共同時間進行會議，往往只有1-1.5小時，無法讓參與者

暢所欲言。
「往往受限於時間，無法與社群團員充分討論，或聽聽其他成員的建議。如果

能夠於開學前便將其納入行事，排開課程時間，有更充裕的時間會更好。」

（AM2-訪1010119）

(二) 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特徵

本研究三校之社群運作特性不同：A校以個案問題為焦點，行政與同儕共同

協助解決實習輔導困境；B校成員雖來自不同年級，但能互相回饋；C校：積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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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實習輔導經驗，但互動回饋部分較B校為少。

專業學習社群以「討論」、「分享」、「反思」與「實踐」等四個主要活動，形

成交互參與的知識發展關係。其特徵有五：反省的對話、專注於學生的學習（本

研究之學生係指「實習學生」）、教師同仁的互動、合作、分享價值與標準。14位
社群參與者認為本社群之運作符合專業社群的五項特徵：反省的對話(14名)、專

注於學生的學習(10名)、教師同仁的互動(13名)、合作(11名)、分享價值與標準(9
名)，但因受限於社群聚會的時間(每次1-1.5小時，共四次)，「專注於學生的學習」

與「分享價值與標準」仍可再強化。
「無論是從反省對話、學生學習、教師同仁互動、互助合作……，各方面都有它的價

值存在。這個學期的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讓我充分的分享了自己的實習過程與

困難點。」（AM2-訪1010119）

「『專注於學生的學習』和『分享價值與標準』其實也多能符合，只是不那麼明確，

或許是因為對話的次數還不夠多所致。」（BA2-訪1010201）

二、實習輔導案例在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運用

本研究以實習輔導案例做為媒材，包括社群會議前的自行研讀與會議中的討

論。茲就三校社群所討論案例之樣態與對實習輔導之功能分述如下：

(一) 三校社群所討論案例之樣態

三校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於一個學期中，各召開四次會議。三校社群成員

於會議前研讀由研究者所提供的書面案例，會議中再針對較有心得的案例或個人

的實習輔導經驗與困境進行討論。三校所討論案例樣態，茲彙整分析如下：

1. 已有書面案例之討論

三校社群所關切與討論的案例不完全相同，如附錄一所示。相同者如

下，表示這些都是實習輔導歷程中，輔導教師普遍要面對與關心的課題。

(1) 數學教學實習輔導案例：「這樣批改，對嗎？」、「低年級的教材簡單，

怎樣才教得好?」、「學生聽懂了沒？」。

(2) 班級經營實習輔導案例：「實習的剋星—教檢」、「通過教檢是輔導老

師的責任嗎？」、「怎麼說，小朋友才聽得懂？」、「提供獨當一面的

機會」。

進一步統計三校專業學習社群會議中所討論的案例，結果顯示：數學教

學實習輔導案例的部分，A校討論6則、B校11則、C校10則，計有16則案例

被討論，占61.54%；班級經營實習輔導案例的部分，A校討論7則、B校8則、

C校6則，計有11則案例被討論，占84.62%。就研究者參與觀察發現，在討論

有關班級經營案例時，整體的參與性較高；但在討論數學教學實習輔導案例

時，往往只集中在某些參與者分享經驗。在第三次社群會議時，研究者邀請

一位具數學教學專長之國小教師協同帶領社群之討論，發現討論狀況依舊，

僅增加了一些對於數學教材的提問，如「長方型的長與寬如何界定？」、「數

線與線段的區別為何？」（B-社1001118）」。進一步探究其原因，可能包括：

(1) 數學教學實習輔導案例中，部分具教材特定性，或偏於中高年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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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數的當量除問題，要怎麼教？」、「如何進行『分數除法算則的補

救教學』？」等，由於社群成員分屬不同年級，對彼此的數學教材不熟

悉，不易聚焦討論。CM1表示：「很多的案例，好像都不會發生在我們低

年級。」（CM1-社1001102）
(2) 實習期間，實習學生數學教學的量不多，實習輔導教師所遇到/待解決的

問題不多，導致討論的需求性不強。三校都表示，半年實習期間，實習

學生大約只教1-2個數學單元，BM3就表示：「我目前沒有遇到困難，因

為實習學生上台的次數不是很多。」（BM3-社1001118）
(3) 實習期間師徒的磨合與班級經營的輔導是每位實習輔導教師關心的重

點，因此對班級經營實習輔導案例討論參與度較高。有教師表示：「對班

級經營的部分感受強較強，數學教材教法的部分，強烈度不如班級經營。」

（BM3-社1010113）
2. 現場實輔經驗與困境之討論：

三校社群參與者除討論由研究所提供的案例外，亦針對目前實習輔導經

驗與困境進行分享與討論，其內容重點如下：

(1) 數學教學部分：數學教學輔導重點與方法（BM3-社1001021、CM4-社
1001005）、試教單元與節數的安排（A-社1000929、B-社1000930、C-
社1001102）、教學觀察後的討論技巧（B-社1000930）、教學演示前的

指導（B-社1001118、C-社1001207）、教具的準備（B-社1001118）等。

(2) 班級經營部分：對實習學生出勤要求的困境與對策（A-社1001027、B-
社1001021）、實習年級的安排（B-社1001021）、缺乏學習熱忱實習學

生的輔導（A-社1000929、A-社1001027、A-社1001124、A-社1010105）。

(二) 對實習輔導之功能

有關本社群實習輔導案例討論對實習輔導的功能，茲就三校專業社群成員之

省思紀錄與社群討論內容進行分析如下：

1. 對實習輔導教師

(1) 瞭解實習輔導的重點與可能面臨的問題

本研究依實習輔導階段，提供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實習輔導案例，

參與者從閱讀與討論案例的過程中，能瞭解各階段實習輔導的重點與可

能面臨的問題，進而防範於未然。
「透過案例，更了解實習輔導教師可能會面臨問題，可以事先做預防。對實

習制度與實習學生心中的感受都有更深一層的了解。」（AM1-訪1010118）

(2) 擴展數學教學實習輔導策略

研究參與者表示，透過案例的閱讀與討論，能擴展自己的輔導策

略，進而有效的指導實習學生。
「實習生教學前，我從來沒想過要讓他去別班教教看。經過案例閱讀與討

論，瞭解先去別班試教的優點，我幫他聯絡在教學前先去其他班教學，之

後再做討論。我發現對他有幫助，他自己也覺得有幫助。」（BM1-社10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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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案例最棒的部分，是提供實際的案例與建議。…在閱讀案例的過程

中，總是能夠感同身受，格外能夠引起共鳴，也能夠從中獲得更實際、更

立即的幫助。它就像是一本秘笈一樣，能夠隨時提供老師更多面向的建議

以及協助。」（CA3-訪1010124）

(3) 建構指導實習學生數學教學的整體策略，進而提升其數學教學知能

實習歷程中，數學教學的安排是較薄弱的，往往只有1-2個單元，或

是片段的幾堂課。經由案例研讀與討論，實習輔導教師從中建構出有效

的指導歷程與策略，以提升實習學生的教學能力。
「可先見習，批閱部分作業、觀察教學活動、了解學童程度、掌握課程內容，

以增加教學能力。」（CM1-省10011）

「『不求甚解的數學』這個案例提醒我，未來指導實習學生加強其教學能力，

可從三方面著手：了解實習學生先備知識背景，適時補強其不足的能力及

觀念；輔導教師陪同實習學生備課，建立完整備課模式；讓實習學生嘗試

到其他班級試教或補救教學之，可吸收更多的教學經驗！」（CM3-訪

1010125）

(4) 增進對數學教學與實習輔導的反思與行動力

本研究所提供的案例都曾經在教育實習現場實際發生，案例評析中

亦提出具體之行動建議，能促發參與者的反思與行動。
「評析寫得非常好，把數學最難教的部分解析得簡單明瞭，也交代了學生學

習的歷程，並提供了具體明確的教學建議。」（AA3-省10012）

「最讓自己有所警惕的是『用老師自製的大尺量東西真好玩，但是量感呢?』。

這個案例讓我大吃一驚，因為過去自己也曾犯過教具不切實際的錯誤，有

時候因為教具太小無法讓所有學生看清楚，所以會特意放大一些量感的教

具，卻沒有想到這會影響孩子實際的量感，這也是提供了我一個正確的教

學模式。」（AM2-訪1010119）

「在課堂中的形成性評量是實習老師們容易忽略的，因為焦點容易放在教學

上及時間的掌控上，而忽略了孩子們有沒有學會，有沒有聽懂才是重點，

這也是輔導老師需要提醒實習老師的地方。」（BM1-省10010）

(5) 提供分享平台與情緒支持

在學校現場，實習輔導教師們多以單打獨鬥的方式進行實習學生的

輔導工作。透過此專業學習社群，提供實習輔導經驗分享平台，也促進

同儕間情感的交流與支持。
「能彼此分享心得，提供對談的機會，互相支持與鼓勵。」（AM1-訪1010118）

(6) 協助解決實習輔導現場的困境

在社群會議中，成員除分享個人實習輔導經驗外，對於同儕輔導困

境會提供具體回饋意見、行政協助、情感支持。其中，A校實習輔導教

師（AM2）在會中提出所帶的實習學生（AS2）未能投入實習工作，對

其產生極大的困擾，四次會議中持續討論處理策略。學校要求實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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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進行「全導師」實習，以作為是否通過實習的依據。AM2覺得AS2
的全導師實習表現很不錯（AM2-社1010105）。」AS2亦表示：「一開始

會抱怨，但你沒去做你就真的不知道。…到後面覺得還不錯，真的學到

很多。」（AS2-訪1010105），AA3則提到：「全實習做完之後，他自己做

了一本檔案，拿回去學校秀，教授跟同學都給他很大的肯定，他回來之

後說：『我現在終於發現，慢慢累積到後來就可以有這麼好的成果。…我

現在才知道當老師是怎麼一回事。』」（AA3-社1010105）
「社群的討論不只是膚淺的『經驗分享』，而是能夠實際的協助老師解決問

題，確實的提升輔導技能，相當有用。」（CA3-訪1010124）

2. 對實習輔導行政人員

三校實習輔導相關行政人員都表示，過去在實習輔導工作上，大多為實

習輔導教師孤軍奮鬥，並未有系統的針對實習輔導工作進行研習或成長課

程。透過此專業學習社群，行政人員除更能體認實習輔導教師的辛苦和所遭

遇的困境外，也能使實習輔導行政的運作更為精緻，進而與實習輔導教師共

同合作，以有效的完成實習輔導任務。
「我真是對輔導老師肅然起敬，要指導實習學生，還要去考慮他的情緒，是否對

他有幫助，真的是增加很大的負擔。」（BA1-社1000930）

「在會議當中，我們能夠了解行政單位需要提供什麼適切的協助，或是實習輔導

教師在輔導過程當中獲得了些什麼，提供行政單位許多的insight。」（CA3-訪

1010124）

整體而言，本研究參與者肯定此專業學習社群運作之有效性。以實習輔導案

例為媒材，透過專業學習社群的討論活動，有助於實習輔導工作之落實與推展，

值得推廣。
「在實習輔導案例上，除具體描述各種實習輔導實境，且案例的敘述豐富生動，能引

起閱讀者的情感與反應。此種以「案例」為工具，透過深度的討論活動，相當有助

於實習輔導現場教師的知識遷移。在學校實習輔導的推動上，是非常可行且具成效

的方式。」（AA2-訪1010130）

三、對未來實習輔導專業社群組成與運作之意見

(一) 有關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組成

1. 實習輔導教師的觀點

參與本研究之實習輔導教師都表示，未來學校若再成立此類專業學習社

群，將樂意再參加。
「若我還是擔任實習輔導教師我會參與，因為藉由討論及分享，能增進實習輔導

教師的專業能力，也能反思自己的做法以做修正，對實習老師來說才能有真正

的幫助。」（BM2-訪1010121）

2. 實習輔導相關行政人員的觀點

參與本研究之實習輔導相關行政人員表示，肯定此專業學習社群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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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但要尊重實習輔導教師的個人意願，因為學校對於教師願意擔任實習輔

導教師已經很感謝，不敢再增加他們的工作負荷。此外，每學期的實習學生

數量不穩定，亦影響對於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規劃與運作。
「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成立與否，端看教師成長動力與需求。行政單位會儘

量促成，但無法強迫。」（CA3-訪1010124）

「輔導老師比較忙，自主性也比較強，已經拜託他能夠帶實習學生就已經很不錯

了，你還要給一些工作，希望他專業成長，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困難！」（AA1-

社-1010703）

「要組成一個實習輔導專業社群比較難，因為實習學生的來源不確定，今年擔任

實習輔導老師的，明年也不確定是不是，如果只有一個兩個實習學生，學校就

不會特別去為他做規劃。」（BA1-訪1010703）

(二) 有關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之運作建議

1. 若無法組成社群，可提供實習輔導案例供實習輔導教師選讀與運用
「我覺得這些案例，自己閱讀的效益很大。」（BM3-社1010113）

「將實習輔導案例提供實習輔導教師閱讀及運用。」（CA3-訪1010124）

2. 若欲組成社群，建議培訓學校實習輔導行政人員，以便在學校推廣
「在學校推廣，除非教務主任是一個很有心的人、結構性很強的人。最好是經過培

訓，他才能結構性去整合社群的運作。」（BA1-24-訪1010703）

陸、 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 透過專業學習社群討論實習輔導案例，促使實習輔導教師互動與省思，提升

數學教學實習輔導知能

本研究依據教育實習階段，提供數學教學與班級經營實習輔導案例，讓參與

者閱讀並於社群會議中討論。研究結果顯示，透過專業學習社群討論實習輔導案

例，可使實習輔導教師瞭解實習輔導的重點與可能面臨的問題、擴展數學教學實

習輔導策略、建構指導實習學生數學教學的整體策略、增進對數學教學與實習輔

導的反思與行動力、提供分享平台與情緒支持等，可見專業學習社群是一個提供

分享、省思與行動的平台，能有效提升參與者數學教學實習輔導知能。

就現況而言，一般學校對於實習輔導工作之行政規劃，多僅限於學期初安排

實習輔導教師與實習學生相互認識的活動，未定期召集實習輔導教師討論教育實

習輔導相關議題，BA2表示，學校若將實習輔導教師集合起來，也不知道要討論

些什麼，所以不會安排定期的聚會，但此次社群運作程中，發現實習輔導案例是

很好的觸媒，未來可以參考此方式安排實習輔導教師的專業成長活動。由此可

見，「案例」是一個可以促進實習輔導教師與行政人員互動與溝通的媒介。

(二) 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有效導入學校行政人員對實習輔導工作的投入與支

持，利於解決實習輔導困境，進而落實學校實習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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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係由實習輔導教師與相關行政人員所組成。

在討論的過程中，行政人員能深入瞭解實習輔導教師所面對困境，並採取積極的

行動，成為第一線實習輔導教師最大的支持力量，有助於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就研究者多年從事實習輔導研究的經驗發現，本研究中A校缺乏熱忱的實習

學生，這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任何學校，往往造成實習輔導教師極大的痛苦，

若實習學生一直不改善，只有極少數的學校會要求該生中止實習，大多數只是重

挫實習輔導教師再次擔任的熱情與信心。本研究A校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成

員，花了許多時間探討此問題，在行政人員與實習輔導教師持續的合作之下，實

習學生的表現最後有所改善，可見專業社群充分發揮了協助解決困境之功能。

(三) 專業社群由任教不同年級之實習輔導教師組成，且受限於實習學生數學教學

單元不多，對於數學教學實習輔導案例之討論不易聚焦

本研究三校專業學習社群成員中，實習輔導教師的人數不多且又來自不同年

級，進行案例討論時，由於對彼此數學教材不熟悉，不易聚焦討論，殊為可惜。

未來若學校實習輔導教師人數較多，可以同年段的實習輔導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

群，或是採跨校方式組成實習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集合鄰近學校實習輔導相

關行政人員與相同年段之實習輔導教師組成專業學習社群，以利討論。

此外，在半年的教育實習期間，實習學生數學教學單元數相當的有限（趙曉

美、鍾靜，2011），實習輔導教師對於數學教學的實習輔導經驗與機會較少，亦

影響了社群中對於數學教學實習輔導案例之討論。若能增加實習學生數學教學的

單元與節數，相信實習輔導教師在數學教學實習輔導的討論將會更加的多元與深

入。

二、對未來推廣的建議

為提升實習輔導效能，建立實習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有其必要性。參與本

研究的實習輔導教師都表示未來仍有意願參與專業學習社群，但由於實習學生人

數不固定，實習學校對於實習輔導教師的專業成長，並未有常態性的長遠規劃。

為營造一個實習輔導教師專業成長的環境，本研究建議，由師資培育之大學協助

各實習學校成立實習輔導專業學習社群，視實習輔導教師人數多寡決定是否採跨

校方式進行，並提供必要的輔導與協助。社群成立後，持續充實「案例」，以作

為討論之媒材。唯有系統化的培育實習輔導教師，才能確保實習輔導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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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本研究專業學習社群研討實習輔導案例一覽表

社群會議前自行研讀之案例 會議中討論之案例次

別

數學

教學

班級

經營 案例名稱 案例內容重點 A校 B校 C校

○ 這樣批改，對嗎？ 數學習作的批閱 ◎IV ◎ ◎

○ 教數學？我好怕啊！ 數學教學信心的建立 ◎ ◎

○ 低年級的教材簡單，怎樣才教得

好?

引導學童由淺而深形成概念及

指導學童操作學具的方法

III ◎IV ◎

○ 輔導老師，幫幫我！ 數學教學過程中的教學協助 ◎

○ 介入還是不介入？ 數學教學過程中的教學介入 ◎ ◎II

○ 實習老師與輔導老師的第一堂

課

初任輔導教師的擔心 ◎

○ 實習的剋星—教檢 教檢的準備、實習態度 ◎ ◎ ◎

○ 通過教檢是輔導老師的責任

嗎？

教檢的準備 ◎ ◎ ◎

○ 聯絡簿教戰 聯絡簿批閱 ◎ ◎

社

群

會

議

I

○ 多少的「實習工作量」才OK？ 實習工作量、師徒互動關係 ◎

○ 混亂的數學課室 數學課室的班級經營 ◎III

○ 教得太快或太慢，怎麼辦？ 如何掌握教學的節奏與時間？ ◎III

○ 教學流程卡住了！ 數學補救教學的實施 ◎ ◎III

○ 如何喚起學童的舊經驗？ 引發舊經驗的策略

○ 如何正確的將資訊融入教學？ 如何適當使用PPT上課

○ 無法回應學童的提問時，該怎

麼辦？

課堂中學童提問的回應 ◎ III

○ 學生聽懂了沒？ 數學教學的形成性評量 III ◎IV ◎

○ 與學生完全零距離的迷思 教師專業形象的建立 ◎

○
缺乏熱忱的實習學生

實習態度與教師專業形象的建

立

◎I/

III/IV

◎

社

群

會

議

II

○ 怎麼說，小朋友才聽得懂？ 低年級學童的指導用語 III ◎IV ◎

○ 會說公式，表示都理解了嗎？ 理解數學公式的由來 ◎

○ 不求甚解的數學教學 學科知識的不足 ◎IV

○ 使用現成的課本情境掛圖，適

合嗎？

整數除法的有效講解歷程 ◎

○ 用老師自製的大尺量東西真好

玩，但是「量感」呢?

教具與學具的適切使用 ◎ ◎

○ 數學教學的提問技巧 數學教學提問技巧 ◎

社

群

會

議

III

○ 如何處理學童分組解題的結 解題結果的分析與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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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 如何設計大面積的量感教學活

動？

引導學童透過實作建立量感

○ 實習學生被惹惱了 實習學生的情緒管理

○ 又遲到了？ 實習態度與教師專業形象的建

立

○ 我行我素的實習學生 實習學生的特性與輔導 ◎

○ 要立刻告訴學童正確的解題

嗎？

看懂學生的錯誤解題

○ 由老師示範，還是由學童操作? 幾何操作活動的設計

○ 我教面積，你算成周長了! 數學教學步驟、數學概念的澄

清

○ 訂正正確就表示學會了嗎？ 如何有效進行補救教學 III

○ 如何進行「分數除法算則的補

救教學」？

數學補救教學

○ 小數的大小比較 如何引導學童建立小數的數概

念

○ 小數的當量除問題，要怎麼

教？

如何教「小數的當量除問題」

○ 提供獨當一面的機會 班級經營實習成果檢核 ◎ ◎ ◎

社

群

會

議

IV

○ 行政實習的衝突 行政實習的干擾 ◎

備註：「◎」為在該次社群會議中討論；「I」、「II」、「III」表示在他次社群會議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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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運用 2011年「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四年級試題的認知評量架構－知道、應用

和推理，並依據我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的三種統計圖類型－「長條圖」、「折線圖」和

「圓形圖」，自編試題作為研究工具，旨在瞭解國小三、四年級學童對統計圖的理解表現情形和差異

性。採問卷調查法，調查對象為臺灣北部地區國小三、四年級學童，人數共 850 人。並依據正式施測

結果，將三年級受測學童分為高中低三組，從各組選取 9 位學童為晤談對象，針對試題中，三、四年

級學童答對率未達顯著差異的題目進一步訪談，以探究影響國小三年級學童對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

素。最後綜合研究結果提出建議，可作為國小數學課程中有關統計圖的評量設計或課程安排之參考。 

 

 

關鍵詞：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調查、數學評量架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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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mprehension towards statistical graphs performed by the 

3
rd

 and 4
th

 grades students. This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research method. Subjects were 425 3
rd

 and 425 4
th

 

grades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the graph contexts, used in TIMSS 2011 mathematics cognition framework, 

including three types of questions - knowing, applying, and reasoning, and three types of statistical graphs 

- bar graph, line graph, and pie graph, were adopted to design our questionnaire. The significant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provide a process of assessement design and substantive guidelines for mathemati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 in the policy improvement. 

 

Keywords: TIMSS, Mathematical Assessment Framework, Statistical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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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與動機背景與動機背景與動機背景與動機 

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會接觸到許多和統計有關的資訊，我們在各種媒體（報紙、雜誌、電視和

網際網路）上常看到的報導主題，例如經濟、氣象和醫學等；大家常關切的議題，例如：少子化和高

齡化社會、油價波動、節能減碳和全球氣候異常等，這些資訊常會以表格、圖和圖表的形式呈現。譚

寧君（民 89）指出透過統計的方法來搜集、描述、分析與解釋資料以為判斷與做決定的參考，已成為

現代社會人的普遍模式，故觀察資料的差異與相同性或讀、取、製作各式統計表的能力即成為課程中

重要的一環。 

能將資訊運用圖表呈現並且能正確解讀，是現今國民應具備的統計素養。臺灣 92 年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以下簡稱 92課綱）亦強調，培養國民具備基本的統計素養是國民教育階段的重

點之一（教育部，民 92）。研究者整理相關文獻後，發現臺灣 92課綱（教育部，民 92）建議將統計圖

的解讀安排於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等領域中進行教學，於是將統計圖的解讀能力指標從數學課程中

刪除。但是，陳幸玫（民 94）發現國小三年級「社會」領域中有關家庭的消費與支出單元時（南一版），

便出現了圓形圖，但此時，數學課程卻尚未進行任何統計圖的教學，這樣的課程安排仍有討論與觀察

的空間。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以

下簡稱 TIMSS），是近年來備受各國重視的成就測驗，其施測對象是以四年級和八年級學生為主。臺灣

四年級學生是在 2003年第一次參加 TIMSS，在 TIMSS 2007的整體排名為第 3名，其中內容領域在「資

料呈現」的排名為第 4名（Mullis et al., 2008），表現不錯。研究者進一步分析 TIMSS 2007四年級的公

布試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民 98）發現，其中M031045、M041274、M041336和M031135

（附錄一），不僅有圓形圖的題型出現，更有圓形圖與長條圖兩種統計圖之間資料的轉換問題。由於臺

灣現行的 97課綱或是評量試題均未出現這一類圖形之間資料轉換的題型，檢視其答對率，雖然表現都

還算不錯，但是為什麼學生沒有學過卻可以有不錯的表現？是學生的其他經驗使得其對統計圖理解有

好的表現嗎？因此本研究想探究學生這方面樣的學習經驗是如何形成的。由於 TIMSS 2011 與 TIMSS 

2007同樣都是將認知領域分為「知道」（knowing）、「應用」（applying）和「推理」（reasoning）三個層

次。研究者分析臺灣 97課綱（教育部，2008）的能力指標，發現臺灣的統計教學較著重於長條圖、折

線圖和圓形圖的報讀和製作，但是對於解讀的部份在數學課綱中並無提及。 

林碧珍與蔡文煥（民 92）的研究指出影響學生數學成就的可能因素多與測驗的評量架構、題目型

態與評量內容有關。所以研究者認為 TIMSS 2011評量架構的應用，是解讀國小學童數學成就表現可行

的研究方向。而國外已有許多對統計圖理解的研究，而國內學者針對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的研究則僅

有陳幸玫（民 94，民 95），以及國內少數幾位碩士研究生李佳芳（民 93）、顏嘉吟（民 94）和蔡佩真

（民 98）的研究，相較於數學領域其它主題的研究仍有待努力。因此，基於上述考量，本研究是依據

臺灣 97課綱的三種統計圖類型－「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以及 TIMSS 2011評量架構的內

容領域－「資料呈現」的三種認知層次－「知道」、「應用」和「推理」，自編一份「國小三、四年級學

童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來瞭解國小三、四年級學童對數學課程中統計圖的理解表現。本研究所稱的

｢理解表現｣是指學童在研究者自編的這份試題中，有關認知層次（知道、應用和推理）的試題答對率，

以及有關統計圖類型（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的試題答對率。此外，本研究亦針對部分受試的三

年級學生進行訪談，以進一步探究影響其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 

二二二二、、、、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本研究對照鄰近各國的課程綱要後，依據我國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

領域的三種統計圖類型－「長條圖」、「折線圖」和「圓形圖」，以及 TIMSS2011 數學評量架構的內容

領域－「資料呈現」的三種認知層次－「知道」、「應用」和「推理」，自編一份「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

成就測驗」試題，參考 TIMSS2007 學生問卷編製「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學習問卷」，以達成以下的研

究目的： 

一、暸解國小三、四年級學童統計圖理解的現況和差異性。 

二、探究影響國小三、四年級學童對統計圖理解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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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研究結果，對國小數學課程中有關統計圖的評量設計或課程安排提出建議。 

貳貳貳貳、、、、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略略略略）））） 

參參參參、、、、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研究的實施流程，詳細說明如下：依據研究動機擬定研究主題；利用期刊和論文檢索系統，蒐

集研究相關文獻；閱讀相關文獻，擬定研究計畫；選擇研究樣本；擬定試題並編製雙向細目表；參考

文獻編制測驗，經專家教師檢核；修訂試題與雙向細目表，編制成預試量表；開始進行預試；測驗卷

回收後，進行試題分析與信效度分析；二次預試之後，將不適當的題目刪除，製成正式測驗。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母群體主要是臺灣北部地區的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一一一一））））預試預試預試預試 

預試階段是屬於探測性的研究，對於統計圖理解試題的初步進行之小規模預試。預試的過程中給

予充足考試時間，以助於檢核評量工具之表面效度。在預試之後還會進行初步的試題項目分與信度分

析。而效度之內容包含：題意清楚與否、版面清晰與否、總答題時間約需耗時多久。各抽三與四年級

各 1班，共 55人。 

表 1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預試預試預試預試樣本分布表樣本分布表樣本分布表樣本分布表 

  年級 

縣市別 
三年級 四年級 

A縣市 29 26 

（（（（二二二二））））正式施測正式施測正式施測正式施測 

由於經費限制，施測對象擬選取自北部 3 個縣市的常態分班學校，其中三年級為 425 人、四年級

為 425人，合計有效樣本為 850人。其分配表如表 2所示。 

表 2研究有效樣本分布表研究有效樣本分布表研究有效樣本分布表研究有效樣本分布表 

  年級 

縣市別 
三年級 四年級 

B縣市 255 248 

C縣市 110 117 

D縣市 60 60 

總計 425 425 

 

二二二二、、、、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一一一一））））試題效度分析試題效度分析試題效度分析試題效度分析 

本研究編製之「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試題具專家度與內容效度。本試題經由六名現任

之國中小教師，與四名數學教育領域相關之教授針評量之語意及試題內容作出建議，以適度的修改增

減試題，研究者以此進行專家效度（附錄一）。 

「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亦是依照現行國小數學教科書中的該統計圖類型的題目與依

TIMSS2011 數學評量架構之認知領域(知道、應用、推理)所編製，研究者依此建立內容效度。其中本

評量的試題配題比例，是依 TIMSS2011認知領域的配題比例去編配。為能了解國小三、四年級學童在

各統計認知上各層面的表現，我們一共配 34題。預試之試題可參見附錄，並完成試題雙向細目表，如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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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一次預試之雙向細目表第一次預試之雙向細目表第一次預試之雙向細目表第一次預試之雙向細目表 

 長條圖 折線圖 圓形圖 總計 

知道(Knowing) 

(七)-(1) 

(八)-(1) 

(九)-(1) 

(十)-(1) 

(十)-(3) 

(十)-(4) 

(一)-(1) 

(一)-(3) 

(二)-(1) 

(三)-(1) 

(四)-(1) 

(四)-(2) 

(六)-(1) 

(六)-(2) 

14 

應用(Applying) 

(七)-(2) 

(八)-(2) 

(九)-(2) 

(十)-(2) 

(一)-(2) 

(二)-(2) 

(三)-(2) 

(五)-(1) 

(五)-(2) 

(六)-(3) 

10 

推理(Reasoning) 

(七)-(3) 

(八)-(3) 

(九)-(3) 

(十)-(5) 

(一)-(4) 

(三)-(3) 

(三)-(4) 

(四)-(3) 

(四)-(4) 

(六)-(4) 

10 

總計 14 10 10 34 

 

（（（（二二二二））））試題分析試題分析試題分析試題分析 

「國小學童統計圖理解成就測驗」在 101年 3月完成第一次預試，我們將答對者記為 1、答錯的

記為 0，再依總分由高而低排列。以總分前 27%的學生作為高分組(H)與低分組(L)之分別。再分析每一

試題之難易度、鑑別度、決斷值(CR值)和相關係數，以檢視試題的合適度如何，整理如表 4。 

 

表 4 第一次預試第一次預試第一次預試第一次預試預試試題分析表預試試題分析表預試試題分析表預試試題分析表   

題號 認知 圖形 PH PL 難易度 鑑別度 CR 值 相關 刪題/保留 修正後題號 

(一)-(1) K 折 0.938 0.487 0.712 0.450 4.399** .482** 保留 (一)(1) 

(一)-(2) A 折 0.938 0.436 0.687 0.502 4.924** .441** 保留 (一)(2) 

(一)-(3) K 折 0.563 0.282 0.422 0.280 1.999 .316* 保留 (一)(3) 

(一)-(4) R 折 1.000 0.769 0.885 0.231 3.376** 0.180 刪題  

(二)-(1) K 折 0.938 0.846 0.892 0.091 0.913 .530** 保留 (二)(1) 

(二)-(2) A 折 1.000 0.923 0.962 0.077 1.780 .412** 保留 (二)(2) 

(三)-(1) K 折 0.063 0.128 0.095 -0.066 -0.700 -0.026 刪題  

(三)-(2) A 折 1.000 0.923 0.962 0.077 1.780 .360** 保留 (三)(1) 

(三)-(3) R 折 0.875 0.436 0.655 0.439 3.743** .496** 刪題  

(三)-(4) R 折 1.000 0.615 0.808 0.385 4.873** .394** 保留 (三)(2) 

(四)-(1) K 圓 0.938 0.641 0.789 0.296 2.970** .473** 保留 (四)(1) 

(四)-(2) K 圓 1.000 0.872 0.936 0.128 2.364* .307* 保留 (四)(2) 

(四)-(3) R 圓 1.000 0.846 0.923 0.154 2.629* .500** 刪題  

(四)-(4) R 圓 0.938 0.615 0.776 0.322 3.200** .373** 保留 (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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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 A 圓 0.938 0.769 0.853 0.168 1.817 .509** 保留 (五)(1) 

(五)-(2) A 圓 1.000 0.897 0.949 0.103 2.084* .380** 保留 (五)(2) 

(六)-(1) K 圓 0.875 0.205 0.540 0.670 5.768** .614** 保留 (六)(1) 

(六)-(2) K 圓 0.938 0.923 0.930 0.014 0.184 .290* 刪題  

(六)-(3) A 圓 0.938 0.923 0.930 0.014 0.184 0.111 刪題  

(六)-(4) R 圓 0.938 0.615 0.776 0.322 3.200** .313* 保留 (六)(2) 

(七)-(1) K 長 1.000 0.949 0.974 0.051 0.913 0.264 刪題  

(七)-(2) A 長 0.813 0.564 0.688 0.248 1.926 .331* 保留 (十)(1) 

(七)-(3) R 長 1.000 0.846 0.923 0.154 2.629* .512** 刪題  

(八)-(1) K 長 0.563 0.103 0.333 0.460 3.352** .490** 保留 (七)(1) 

(八)-(2) A 長 1.000 0.795 0.897 0.205 3.132** .648** 保留 (七)(2) 

(八)-(3) R 長 1.000 0.692 0.846 0.308 4.110** .444** 保留 (七)(3) 

(九)-(1) K 長 0.938 0.872 0.905 0.066 0.700 .462** 刪題  

(九)-(2) A 長 0.938 0.641 0.789 0.296 2.970** .508** 保留 (八)(1) 

(九)-(3) R 長 0.313 0.128 0.220 0.184 1.403 0.207 刪題  

(十)-(1) K 長 1.000 0.923 0.962 0.077 1.780 .326* 刪題  

(十)-(2) A 長 0.000 0.000 0.000 0.000 0 0.000 刪題  

(十)-(3) K 長 1.000 0.846 0.923 0.154 2.629* .512** 保留 (九)(1) 

(十)-(4) K 長 0.938 0.974 0.956 -0.037 -0.654 -0.006 刪題  

(十)-(5) R 長 1.000 0.821 0.910 0.179 2.883** .308* 刪題  平均 0.782 0.212 *：P<0.01**：P<0.05 

 

刪題之後將原來之第七大題號編為第十大題，第八大題編為第七大題，第九大題編為第八大題，

第十大題編為第九大題，新題號知雙向細目表如表 5。 

表 5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預試之雙向細目表次預試之雙向細目表次預試之雙向細目表次預試之雙向細目表 

 長條圖 折線圖 圓形圖 總計 

知道(Knowing) 
(七)-(1) 

(九)-(1) 

(一)-(1) 

(一)-(3) 

(二)-(1) 

(四)-(1) 

(四)-(2) 

(六)-(1) 

8 

應用(Applying) 

(十)-(1) 

(七)-(2) 

(八)-(1) 

(一)-(2) 

(二)-(2) 

(三)-(1) 

(五)-(1) 

(五)-(2) 
8 

推理(Reasoning) 
 

(七)-(3) 
(三)-(2) 

(四)-(3) 

(六)-(2) 
4 

總計 6 7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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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次預試預試試題分析表次預試預試試題分析表次預試預試試題分析表次預試預試試題分析表   

題號 認知 圖形 PH PL 難易度 鑑別度 CR 值 相關 

(一)-(1) K 折 1 0.64 0.82 0.36 4.61** .434** 
(一)-(2) A 折 1 0.62 0.81 0.38 4.87** .407** 
(一)-(3) K 折 0.8 0.26 0.53 0.54 4.58** .395** 
(二)-(1) K 折 1 0.92 0.96 0.08 1.78 .460** 
(二)-(2) A 折 1 0.74 0.87 0.26 3.62** .479** 
(三)-(1) A 折 1 1.00 1.00 0.00  .a 
(三)-(2) R 折 1 0.85 0.92 0.15 2.63* .465** 
(四)-(1) K 圓 0.95 0.77 0.86 0.18 2.13* .370** 
(四)-(2) K 圓 1 0.85 0.92 0.15 2.63* .533** 
(四)-(3) R 圓 0.95 0.90 0.92 0.05 0.68 .237 
(五)-(1) A 圓 1 0.79 0.90 0.21 3.13** .328* 
(五)-(2) A 圓 0.95 0.95 0.95 0.00 0.02 -.006 
(六)-(1) K 圓 0.8 0.49 0.64 0.31 2.55* .533** 
(六)-(2) R 圓 0.85 0.62 0.73 0.23 2.06* .219 
(七)-(1) A 長 0.45 0.28 0.37 0.17 1.29 .193 
(八)-(1) K 長 1 0.97 0.99 0.03 0.71 .102 
(八)-(2) A 長 0.75 0.54 0.64 0.21 1.65 .440** 
(八)-(3) R 長 1 0.90 0.95 0.10 2.08* .183 
(九)-(1) A 長 1 0.92 0.96 0.08 1.78 .367** 
(十)-(1) K 長 0.85 0.69 0.77 0.16 1.42 .501** 

平均： 0.83 0.18 *：P<0.01**：P<0.05 

 

肆、 研究結果 

附錄一、專家問卷……………………………………………………………………………P8 

附錄二、專家效度名單………………………………………………………………………P26 

附錄三、專家效度檢核表……………………………………………………………………P27 

附錄四、第一次預試試題……………………………………………………………………P33 

附錄五、第二次預試試題……………………………………………………………………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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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1
Chiu, M.-S. (2012). The 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model,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 and combined model for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04, 87-107.

INTRODUC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tegrate two theories on academic self-
concept, i.e., the internal/ex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I/E) model and 
the big-fish-little-pond effect (BFLPE), into a combined model. 

The rationale for the combined model is that the I/E model actually 
focuses on internal/dimensional comparison (e.g., a comparison 
between my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chievements) and the BFLPE on 
external/social comparison (e.g., a comparison between my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nd my school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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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MARSH & HAU’S (2004) MODEL

CHIU’S (2008) MODEL THE MODEL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6 HYPOTHESES
Hypothesis 1. Student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is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student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but negatively 
predicted by student science achievement, controlling for student science self-concept.  (Model 2 in Table 3)

Hypothesis 2. Student science self-concept is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student science achievement but negatively predicted by 
student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controlling for student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Model 10 in Table 4)

Hypothesis 3. Student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i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 school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controlling for 
student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Model 4 in Table 3)

Hypothesis 4. Student science self-concept is negatively predicted by school science achievement, controlling for student 
science achievement. (Model 12 in Table 4)

Hypothesis 5. Student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is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student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but negatively 
predicted by student science achievement and school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controlling for student science self-concept. 
(Model 7 in Table 3)

Hypothesis 6. Student science self-concept is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student science achievement but negatively predicted by 
student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nd school science achievement, controlling for student mathematics self-concept. (Model 15 
in Table 4)

METHODS
Data sources: TIMSS 2003

139,174 students in 4,231 schools from the remaining 27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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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EVEL ANALYSIS MULTILEVEL ANALYSIS
Level 1 (student level)

Level 2 (school level)

Level 3 (country level)

MATH SELF-CONCEPT AS PREDICTOR SCIENCE SELF-CONCEPT AS PREDICTOR

RESULT 1_THE MODEL RESULT 2_COUNTRY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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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CONTRIBUTION TO THEORY
The I/E model and BFLPE, respectively, were successfully tested using 
multilevel analysis for the domains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he results in relation to Hypotheses 1-4 (Models 2, 10, 4, and 12) 
suggest that the I/E model and BFLPE are robust for both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and demonstrate a successful extension of  the two 
models from the typical domains of  mathematics and verbal skills into 
the domain of  science.

The combined model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ial roles of  
internal and social comparisons in constructing self-concept in a 
particular domain.

DISCUSSION: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AL PRACTICE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operations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parisons can facilitate the generation of  
appropriate teaching practices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proper self-
concepts in different domains. 

The combined model also highlights a stronger effect of  student 
achievement on student self-concept than the effect of  group 
achievement on student self-concept in a particular domain in a single 
model.

DISCUSSION_ OTHER FEATURES
Models in the domain of  scienc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combined model and effect of  country 
achievement.

Statistical methods.

STUDY 2
Chiu, M.-S. (2011). Differences between preservice teachers 
experiencing traditional- and constructivist-mathematics-curriculum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1 Taiw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Nation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December 15-18.

CONTEXT
1. A mathematics methods course includes two cohorts of preservice

primary teachers. Half experienced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and the other half experienced constructivist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n
thei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ages in Taiwan.

2. The course prompts the preservice teachers to

(1)propose and discuss questions towards the present post-
constructivist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n Taiwan,

(2) simulate pupils’ multiple problem-solving procedures in micro-
teaching, and

(3)design and implement a non-routine teaching program for pupils in
real mathematics classrooms.

LITERATURE REVIEW
Development of  Elementary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n Taiwan

1975: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1994: Constructivist mathematics

2008: Post-constructivist mathematics (minor revision), formally 
implemented fro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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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Prior learning experiences in 

elementary/secondary school

Year-4 Preservice Teachers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Year-3 Preservice Teachers Constructivist mathematics curriculum

RESULTS AND DISCUSSION
Traditional-curriculum preservice teachers have more positive
perspectives on constructivist mathematics curriculum, use faster
process-based problem-solving procedures, and design teaching
programs aiming to help pupils achieve single or multiple answers.

Constructivist-curriculum preservice teachers tend to have more
negative perspectives on constructivist mathematics curriculum, use
slower concept-based problem-solving procedures, and design
teaching programs aiming to elicit pupil multiple problem-solving
procedure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STUDY 3
Chiu, M.-S. (2012). Effects of  cultural artefact use on student 
mathematics motivations, effort, and achiev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6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Group for the Psychology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Wesley Girls High School, Taipei, Taiwan, 18-22 
July, 2012.

AIM AND BACKGROUND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effective cultural artefact
use that may hav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student motivations (confidence, interest, and value), effort
use, and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Artefact use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reflects the constraints
and affordances of a culture/situation in relation to student
learning processes and outcomes (Chick & Pierce, Greeno,
1994; Snow, 1992).
The identification of effective artefacts can not only improve
student mathematics learning outcomes but also provide
valuable knowledge for supporting student mathematics
learning.

METHOD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193 Grade-6 students from five 
classes of  a primary school in Taiwan.

At Time 1 and Time 2, the participants indicated their self  
perceptions of  mathematics confidence, interest, value, and 
effort on 18 items in a five-point Likert scale;

they also indicated their use of  8 artefacts (parents, older 
siblings, peers, cram schools, tutors, mathematics assessment 
books, other mathematics books, and computers) for learning 
mathematics (21 items in total).  Their Time-1 and Time-2 
school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data were also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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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DISCUSSION: THE SCALE

1. The Likert-scale items show acceptabl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with 
the values of  Cronbach’s α being all above .60 
and factor loading all above .40. 

RESULTS AND DISCUSSION: REGRESSION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 The mean percentages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used the artefacts for supporting their
mathematics learning were 66% (parents),
31% (older siblings), 55% (peers), 36% (cram
schools), (4%) tutors, 68% (mathematics
assessment books), 32% (other mathematics
books), and 13% (computers).

RESULTS AND DISCUSSION
3.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use of  other 
mathematics books has a long-term (Time 1) effect on student 
mathematics confidence, interest, value, and effort, and a short-term 
(Time 2) effect on confidence and value (Table 1). 

Tutor use has a long-term negative effect, but a short-term positive 
effect on confidence, interest, and effort. 

Mathematics assessment books have a long-term effect on confidence 
and achiev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proper ways to include cultural artefacts in 
supporting student mathematics learning.

STUDY 4
Chiu, M.-S. (2012). Roles of  cultural artefacts in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The case of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in Taiw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EARLI) Special Interest Group 14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2012 Conference, Antwerp University, 
Antwerp, Belgium, 22-24 August 2012.

1. INTRODUC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1. identify significant cultural artifacts that play roles in the teaching 
of  high-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s,

2. clarify the constraints and affordances of  the artifacts, and 

3. investigate teacher responses to these 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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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TERATURE REVIEW
IMPORTANCE OF ARTIFACTS FOR 
MATHEMATICS EDUCATION

Artifacts for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flect the values, 
meanings, knowledge, strategies, and innovations created by the 
agents  of  the mathematics enterpriese in a culture or in the 
environment (Gibson, 1979; Hodges & Baron, 1992). 

Artifacts presented in the culture, in turn, may or may not influence 
the daily practices of  the agents, perhaps via the affordances and 
constraints perceived by the agents in thier interaction with their 
matheamtics-education enterprise/environment (Jones, 2003; Gibson, 
1977; Greeno, 1994). 

The identification of  effective artifacts for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he meanings perceived by the teachers (the major 
agents in  mathematics educaiton) is likely to help provide a picutre of  
factors that play roles in teachers’ daily practice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ULTURAL ARTIFACTS FOR MATHEMATICS 
TEACHING IN TAIWAN

Nationa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The mathematics 
curriculum in Taiwan formally introduced student-centred 
constructivism for primary and junior-high school students in 
1993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1993). The new senior-high 
school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ormally launched in 2010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2011b), also following a student-
centred approach.

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response to the student-centred curriculum, more creative problems 
are included in the textbooks in Taiwan. Chiu’s (2009) study finds that 
problems used as presented by textbooks and spontaneously created 
by teachers in mathematics classrooms can best represent teachers’ 
teaching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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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TAKE TESTS

Tsai’s (2001) study shows that Taiwan’s national curriculum has a 
heavy content load, along with regular cross-class standard tests, 
which may hinder teachers’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Society instruction.

AFTER-SCHOOL CRAM SCHOOLS
Teaching approaches may also relate to after-school teaching by 
parents and cram-school teachers (Chiu & Whitebread, 2011; 
Whitebread & Chiu, 2004).

INOFRMATION COMMNICATION TECHNOLOGY 
(ICT)

The incorporation of  ICT into teaching practices has been highly 
advocated by the Taiwan govenment since 1967 and undgone a four-
stage development to date: from traditional courseware, Windows-
based, multimedia, to online teaching. 

During these stages, teachers are recuited and trained to use ICT and 
to incorporate ICT into their daily teaching practice (Liao, 2007). 

RESEARCH QUESTIONS
The above review of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cultural artifact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This study, 
therefore, aim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significant cultural artifacts that play roles in teacher 
professional learning?

(2) What are the constraints and affordances of  the cultural artifacts?

(3) How do teachers respond to the cultural artifacts?

3. METHOD
PARTICIPANT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six mathematics teachers (two females 
and four males) from four senior-high schools in Taiwan.

DATA COLLEC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terviewed individually. 

All the interviews were fully audio-reco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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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OLLECTI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mathematics teachers were interviewed with the following guid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your perceptions, concerns, and teaching methods for the 
curricula over time? 

(2) What are the changes in your teaching strategies in both the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spects (e.g., teaching methods, materials, 
tools) along the time/curriculum development?

(3) What are your major concerns about the changes? 

(4) What are the best methods to teach mathematics with the changes?

DATA ANALYSIS

Th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Chinese. All of  the interviews fully 
transcribed.

The verbatim transcripts of  the interviews were analyzed by the 
methodologies of  general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Miles & Huberman, 
1994), phenomenography (Marton, 1981), and grounded theory 
(Charmaz, 2000; Strauss & Corbin, 1990, 1998).

4. RESULTS

ICT

Maths Problems 

Cram schools

curriculum

Exams

Affordances

Constraints

Adaptation or Change?
Based on

Beliefs in relation to 
Students,  

Ideals of education, and 
Time changes

Extra abilities

Basic ability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hysical 
tools

Mental 
tools

artifacts

NATIONAL CURRICULUM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designed by college experts shapes the order 
of  the unchanging mathematics contents and invites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NATIONAL CURRICULUM

The teachers conform and adapt to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The 
con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however,  are not based on their belief  
that the designs or the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re correct 
or good, but based on their belief  that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are 
designed by authorities, who are able at the domain of  knowledge 
and offer little space for arguments.

MALE, AGE 40, YEARS OF TEACHING 10 
Every change in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I think it is inevitable 
because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s.  I have no special ideas about the 
change, but just wish to say that every change will affect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teaching sequences as well as teaching content.... In 
fact, every change in the curriculum will make us face different 
teaching situations...We, teachers, have no choice but try best to adapt 
to 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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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AGE 40, YEARS OF TEACHING 10
-STRATEGY TO ADAPT TO CURRICULUM 

1. We will try best to obta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and study them clearly to understand where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materials (based on the old and 
new curricula, respectively)..

2. We may also go to our colleagues for discussion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MALE, AGE 40, YEARS OF TEACHING 10
-STRATEGY TO ADAPT TO CURRICULUM

3.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ideas of  the professors who design the 
new curriculum. 

4. We then try best to implement the curriculum in a way that is close 
to the professors’ ideas as much as possible. 

MATHEMATICAL PROBLEMS

Mathematics problems offer diverse affordances. Maths teachers are 
skillful users of  diverse maths problems in helping students learn 
maths in diverse ways, e.g., concept-based and problem-based 
approaches.

FEMALE, AGE 42, YEARS OF TEACHING 20
It depdends on students' ability. If  our students are good at maths, I 
will teach according to textbooks, using more abstract concepts.

For students relatively poor at maths, I will directly use examples of  
maths problems to teach them in class, provide students with maths 
problems, from easy to hard, based on similar concepts for practice, 
and finally give students extra maths problems as after-school 
practice. 

MALE, AGE 44, YEARS OF TEACHING 20
• I did not use the textbook in class. I use my own way to say the 

‘concepts,’ using the maths problems from the textbooks as examples.  
After that, actually, what students need is just to do more practices on 
the maths problems from the textbook or only from one reference 
book.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 The competitive and unified college entrance system directs
student efforts and teacher teaching. Finally, ‘exams’ have also 
become the daily practices of  maths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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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AGE 29, YEARS OF TEACHING 5 

• Curriculum is keeping on changing. Examinations lead teaching. In fact, 
it is difficult, no way, for us little maths teachers, to change this.

• As for wishes for maths education, I'd think, try to think, how to jump 
out of  the curriculum, even within the constraint of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MALE, AGE 40, YEARS OF TEACHING 18

• Basically my teaching method is lecture, exams, and discussion, 
folliwng the same fixed rhythm each week.

• I arrange two exams, after one of  which I will give students time to 
discuss. Because I think that the discussion among students is very 
important in mathematics learning. 

CRAM SCHOOLS

• Most senior-high-school students go to cram schools after school in 
Taiwan. The only aim of  cram school teaching is to help students 
obtain high scores in examinations. The school teachers have no 
choice but to play a supplement role in mathematics teaching for the 
matter of  exam preparation. 

MALE, AGE 44, YEARS OF TEACHING 20
• We have more than two-thirds, or you can say more than half  to two-

thirds of  the students go to cram schools.... 

• So, we do not need to repeat and to waste resources, because the cram 
schools have taught a lot of  problem-solving skills. ... For the rest who 
does not go to cram schools, of  course perhaps they can not afford the 
tuition fee of  cram schools, but it might be possible that they feel my 
teaching is enough...

MALE, AGE 44, YEARS OF TEACHING 20
• Just like that we encourage people to eat coarse food, the cram 

schools is feeding very delicate food... Very delicate food, of  course, 
may be delicious, but will it bad for your health?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 ICT is promising but still in a trial-and-error stage for teaching. 

• Among the six teachers, only one teacher with an academic degree in 
ICT aims to overcome all the difficulties and uses ICT as a major tool 
in support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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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AGE 29, YEARS OF TEACHING 5

• Students’ times are divided in this pluralistic society. It’s hard for them 
to focus on learning mathematics especially if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mathematics, very few are listening in class, very hard to have them 
invest on after-school remedial lesson. All our efforts are in vain… 
So I later integrate ICT into teaching and basically I only have 50 
minutes of  class time to work on

MALE, AGE 29, YEARS OF TEACHING 5

• I try to use PTT, digitizing all contexts in the textbooks… I only tell 
students the most basic concepts with logic, then even with the 
GeoGebra to help students link geometry and algebra, making 
operational and dynamic concepts…. 

MALE, AGE 29, YEARS OF TEACHING 5

• Integrating ICT into teaching is the trend of  the time, …a trend that 
cannot be stopped. I have been doing efforts following this trend…I 
use less time than traditional teaching. Students do fewer maths
problems than before. I teach the major concepts, not by the use of  
the ‘problem sea’ (i.e., many problems for practice). I can teach two 
concepts in each period (50 minutes). Students read for themselves, 
which increase the speed of  teaching. Cram schools cannot help them 
any more as I teach faster than cram schools.

THE OTHER TEACHERS ARE LIKE THE FOLLOWING:

• As for the teaching tools for mathematics, I mainly give lecture by the 
use of  blackboard. There is no much difference (from the past). 

(female, age 30, years of  teaching 7)

5. DISCUSSION

ICT

Maths Problems 

Cram schools

curriculum

Exams

Affordances

Constraints

Adaptation or Change?
Based on

Beliefs in relation to 
Students,  

Ideals of education, and 
Time changes

Extra abilities

Basic ability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Physical 
tools

Mental 
tools

artifacts

The college examination system is a strong leader, 
with strong constraints.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which lead the college exam 
system in the exam content, serves as the weak/far-
distance leader, with weaker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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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view cram schools as a nuisance, a confounding factor for 
their teaching. Cram schools play the game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well, which is of  value for students and thus attract student 
efforts and attention. 

The teachers have little choice but to play a supplement role in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Problem solving is a daily practice of  math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ers use maths
problems with diverse pedagogies.

Maths problems, therefore, offer many affordances 
for maths teachers. 

ICT places itself  in the peripheral status near the end of  
affordances, which allow much potential for teachers to change 
their pedagogies.

However, few teachers invest time and effort on improving ICT
pedagogies.

Most teachers still go for traditional teaching, although 
integrating ICT into teaching is highly advocated by the 
government, scholars, and industries in Taiwan.

ICT USE

Persistent ICT use appears to be highly related to teacher belief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ICT in promoting student learning,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ICT. 

ICT USE
As indicated by Chai, Hong, and Teo (2009), teacher ICT use, at the 
prsent status, is relate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aiwan. 

This study finds that even the simple integration of  ICT use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ay take teachers with both mathematics and ICT 
degrees much time and effort to undergo a trail-and-error process. 

ICT USE

Abilities or apptitudes is related to the 
perception of  affordances , which in turn 
influe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practics/behaviors (Greeno,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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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ultural artifacts, such as the strict 
examination system, may be a social 
barrier against the advanced use of  ICT 
in teaching.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SUGGESTIONS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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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 E‐mail
Zih-Ruei
Chuang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610011005@ems.ndhu.edu.tw

尤藝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所 sheree318@yahoo.com.tw

王美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margaret@tmue.edu.tw

左台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tsoty@ntnu.edu.tw

白雲霞
 文藻外語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yunhsia@mail.wtuc.edu.tw

任慶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jbe0111@gmail.com

朱慧娟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所) huichu@mail.nutn.edu.tw

吳昭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cjwu@ntnu.edu.tw

吳德邦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wudb@hotmail.com

吳慧敏
 佛光大學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所） hmwu@mail.fgu.edu.tw

呂玉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所） leu@tea.ntue.edu.tw

李秀妃
 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fei@nttu.edu.tw

李茂能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所） fredli@mail.ncyu.edu.tw

李國偉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makwlih@gate.sinica.edu.tw

李源順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leeys@tmue.edu.tw

易正明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yih@mail.ntcu.edu.tw

林素微
 國立臺南大學測驗統計研究所 swlin0214@mail.nutn.edu.tw

林碧珍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linpj@mail.nhcue.edu.tw

林福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linfl@math.ntnu.edu.tw

邱美秀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chium@nccu.edu.tw

金必耀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 byjin@ntu.edu.tw

金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cchin@math.ntnu.edu.tw

侯雅齡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yalingho@mail.npue.edu.tw

城地茂 日本國立大阪教育大學 jochi@cc.osaka-kyoiku.ac.jp

姜自強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psytcc@ccu.edu.tw

施淑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ssc@mail.ntcu.edu.tw

洪碧霞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hungps@mail.nutn.edu.tw

徐偉民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ben8535@mail.npue.edu.tw

秦爾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abechin@cc.ncue.edu.tw

翁頂升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politeweng@mail.ncyu.edu.tw

袁媛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所 yuan@cycu.edu.tw

馬秀蘭
 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hlma@teamail.ltu.edu.tw

張子貴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暨研究所 tzu@mail.ndhu.edu.tw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列)

與會人士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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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樑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aldy.chang@msa.hinet.net

張飛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理學科 cfh@ntnu.edu.tw

張淑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所） sic@tea.ntue.edu.tw

張景媛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cyc0711@mail.tcu.edu.tw

張銘宗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所 a8630068@gmail.com

張靜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ckuchang@gmail.com

梁淑坤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leung@mail.nsysu.edu.tw

陳文豪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whchen@thu.edu.tw

陳幸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所） hsingme@yahoo.com.tw

陳明璋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mjchen@mail.nctu.edu.tw

陳東賢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chents@ncut.edu.tw

陳彥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clief000@ms34.hinet.net

陳柏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所） chenph@ntnu.edu.tw

陳晏儂 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yennung@gmail.com

陳國泰
 文藻外語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93040@mail.wtuc.edu.tw

陳國棟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chen@csie.ncu.edu.tw

陳進春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ccchen@mail.mhchcm.edu.tw

陳嘉皇
 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c0924@mail.ksu.edu.tw

曾世綺
 佛光大學學習與數位科技學系（所） sctzeng@mail.fgu.edu.tw

曾建銘
 國家教育研究院 cheng@mail.naer.edu.tw

湯卿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教育發展處 cmtom@nsc.gov.tw

黃文璋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暨統計學研究所 huangwj@nuk.edu.tw

黃志賢
 明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huangch@mail.mcut.edu.tw

黃幸美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hhuang22@gmail.com

楊志堅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測驗統計研究所 noahyang@ms7.hinet.net

楊玲惠 大同技術學院 linghuey@ms2.ttc.edu.tw

楊凱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kailin@ntnu.edu.tw

楊德清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dcyang@mail.ncyu.edu.tw

趙翊清 國立嘉義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hp2009@livemail.tw

趙曉美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chao@tpec.edu.tw

劉伯雯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 lbw@ccms.nkfust.edu.tw

劉柏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liuph@ncut.edu.tw

劉曼麗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mliu@mail.npue.edu.tw

劉祥通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shiangtungliu@gmail.com

蔡文煥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tsai@mail.nhcue.edu.tw

鄭英豪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yinghao.cheng@tmue.edu.tw

蕭聰淵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英語研究所 tyhsiao@ntou.edu.tw

謝豐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所） hsiehfj@math.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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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闓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khsieh@mail.ntcu.edu.tw

鍾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所） jingc@tea.ntue.edu.tw

韓承靜 台灣心智科學腦造影中心，國立政治大學 wellbank@gmail.com

顏乃欣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nsy@nccu.edu.tw

譚克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t45003@ntnu.edu.tw

蘇意雯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數學系(含數學教育碩士班) mathyiwen@yahoo.com.tw

龔心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hykung@cc.nc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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